香港天主教勞工事務委員會
政策研究組
議事及立場文件

主題：
「職位共享」（Job Sharing）∗
香港失業問題持續嚴重。最近，在政府、學界及民間團體中均有論者提出「職
位共享」作為舒緩失業問題的辦法。本文旨在探討「職位共享」的構思、具體方
法、外國經驗，以及其中得失。本文提出，「職位共享」並非解決香港基層勞工
失業問題的靈丹妙藥。然而，我們並不是全盤否定「職位共享」，我們認同非強
制的「職位共享」能為僱員擴闊生活空間。我們認為，「職位共享」若在香港推
行，必須先有一套更為全面的法規保障僱員權益，避免僱主或主管藉「職位共享」
削減僱員的薪酬和福利，拉低僱員的生活水平。

何謂「職位共享」？
「職位共享」的意思十分簡單，它是指多人共享一份或多份工作的僱傭安
排，其中可以是「二人一職」
（每人半職）
、
「五人四職」
（每人五分四職）
、
「七人
五職」（每人七分四職）等等。在「職位共享」的安排下，原本一人一份全職將
變成一人少於一份全職，而騰出來的工作及職分則另聘他人（尤其是失業者）。
值得注意是，有論者把「職位共享」（Job Sharing）和「工作共享」（Work
Sharing）1區分開來。在執行上，
「職位共享」是以微觀地個別職位之分拆來達成
多人一職的，而「工作共享」則是以宏觀地減少總體的工時來落實，例如規定所
有或某行業僱員每週工作最多三十五小時，用以騰出工時予他人工作機會。2
最近，在政府、學界及民間團體中均有論者提出「職位共享」作為舒緩失業
問題的辦法。例如，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羅范椒芬提出「二人一職」來解決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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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乃政策研究組Ｏ三年六月五日會議討論之成果。我們謹鳴謝嶺南大學許寶強博士為我們提
供了不少相關資料。文責一概由本政策研究組自負。
Job Sharing 及 Work Sharing 譯作「職位共享」及「工作共享」是否恰當，我們不敢定論。但為
了方便討論，我們姑且暫如是作之。
例如在德國，1983 至 92 年間當地增長的三百二十萬個就業當中，約三分一是由減少總體的工
作時數促成的。見許寶強，
「共享工作─歐美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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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班而出現的老師過剩問題。3凡此種種討論，其焦點皆在於「職位共享」（個別
職位分拆）而非「工作共享」
（縮減總體工時）
。故此，我們以下所探討的，亦只
針對「職位共享」；至於「工作共享」
，則留待他日另作研究。4

為何「職位共享」？
那麼，為甚麼要提倡「職位共享」？為甚麼香港要推動「職位共享」的僱傭
模式？依支持者所論，
「職位共享」可帶來以下益處：
（一）有效回應失業問題；
（二）衝出現今經濟及社會之困局；（三）優化僱員的生活質素；及（四）加強
工作單位的生產力及競爭力。
（一）有效回應失業問題
香港失業率持續高企。Ｏ三年三至五月，失業率為 8.3%，失業人數達到廿
八萬七千人，創下歷史新高；就業不足率亦升至 3.8%，有十三萬五千人就業不
足。此數字並未完全反映非典型肺炎對香港經濟之衝擊。預計未來半年，在經濟
萎縮下，失業率及就業不足率仍會反覆上升。其中，飲食業5、運輸業、航空業6
及酒店業的情況最令人憂慮。
與此同時，個別行業亦出現了特殊的人手過剩問題，加劇了失業問題的嚴重
性。例如，在政府削減教育資源及適齡學童人口下降下，不少中小學都要面對資
源不足及縮班問題，首當其衝自然是老師及學校其他員工。據報導，Ｏ二至Ｏ三
年度有三百七十五名超額小學教師，預計下年度將增至六百名。7此外，現今亦
約有五十間中學的實驗室技術員出現超額，面對被裁危機。8
面對失業率高企及人手過剩等問題，政府一向從發展高增值行業9及推動「本
土經濟」10處著手，希望創造更多職位，吸納失業人士。唯這數年來，失業問題
3

「超額教師擬撤全薪包底，兩人一職謀再推」
，《明報》，2003 年 2 月 4 日，A01。
就總體工時問題，工會及民間勞工團體過往一直爭取政府立法規管最高工時，其原因是除了保
障僱員免於因工作而過度疲勞外，亦藉此騰出工作機會。最近，房屋署將保安員由「兩更制」
（每更十二小時）轉為「三更制」
（每更八小時），即為一例。
5
單是三月至四月中，共有廿五家酒樓相繼結業，共約一千六百名員工失去工作。見「上月 25
酒樓結業 1600 員工丟飯碗」，
《星島日報》，2003 年 4 月 15 日，A03。
6
據估計，在四月中，航空業共有七千人被迫放無薪假。見「航空業七千人放無薪假」
，
《新報》，
2003 年 4 月 13 日，A11。
7
同註 3。
8
「抗議中學實驗室裁員」，《蘋果日報》
，2003 年 5 月 26 日，A15。
9
依財政司司長梁錦松在《二ＯＯ二至Ｏ三財政年度政府財政預算案》中所言，有四門高增值行
業「特別重要」，分別為金融、物流、旅遊及工商業支援服務。見《預算案》第 18 至 30 節。
10
關於「本土經濟」之探討，見本會《勞 Look 天地間》，第 3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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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得到改善，反而持續惡化。11對此，我們曾提出政府應資助第三部門推行各
類「社區經濟發展」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計劃，透過第三部門
在社區中尋找及建立工作機會，創造職位。12
「職位共享」是另一種回應當前失業問題的構思。它不是說如何去創造新職
位，而是說把現有職位進行分拆，將分拆出來的職份多聘一人甚至數人，使更多
人可被容下，獲得工作機會，從而舒緩失業問題。雖然在「職位共享」下，職位
不再是全職，然而卻可使更多人獲得工作機會、回報及經驗。尤其是當經濟長時
間處於低迷，缺乏新增職位時，
「職位共享」即變成吸納失業人士的良方。而且
一旦經濟復蘇，職位增加，人們亦較便捷回到全職的崗位上，這亦有助減輕失業
問題所帶來的社會成本。
（二）衝出現今的經濟及社會之困局
亦有論者指出，「職位共享」可以打破一些不甚合理的社會制度及規則，有
助使香港衝出現今的經濟及社會困局。13這可從幾方面來說。首先，在經濟轉型
下，擁有專業知識及高技術的人與低學歷低技術的人之收入差距逾來逾大，香港
的貧窮人口正不斷增加。根據政府統計處《二ＯＯ一年人口普查》，反映貧富差
距的堅尼系數高達 0.525，創三十年新高。而在九六至Ｏ一年，最貧窮及最富有
的人士的收入差距，由三十八倍增至四十五倍。二ＯＯ一年，香港收入最低兩成
住戶的收入，只佔港人總收入 3.4%，比十年前的 4.3%為低；也比美國的 5.2%、
中國大陸的 5.9%及英國的 6.6%等都要低。14香港一成最窮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只得二千五百六十八元，較十年前的二千八百九十一元更差。15
貧富懸殊加劇，財富愈來愈集中在部分人手中，貧窮人士愈來愈多。社區中
只有小部分人有錢消費，而且消費模式單一狹窄。當社區中大部分人缺乏收入、
缺乏金錢、缺乏消費，社區中的經濟活動就會萎縮，社區隨即陷入「無錢→無消
費→無利潤→無再投資→無職位→無收入→無錢」的惡性循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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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處資料顯示，03 年 4 月的職位空缺為 13,316 個，較 3 月的 17,115 個減逾兩成，與去年同
期的 18,926 個相比，更減少近三成。見「空缺減兩成兼職升三成」
，《明報》
，2003 年 5 月 21
日，A01。
12
詳見本會政策研究幹事之文章，周昭德，
「借助第三部門改善就業」及「改善就業由下而上」，
《明報》，2003 年 3 月 14 日及 15 日，論壇版。
13
此點乃啟發自許寶強博士。03 年 5 月 20 日，本會政策研究幹事參與了於香港基督徒學會的一
次討論會，其中許寶強博士提出了相關觀點。唯以下段落乃本政策研究組之再演釋，可能並不
完全符合許寶強博士之原意，敬希讀者垂注。另參考，許寶強，「分享工作解決失業」
，《蘋果
日報》
，2003 年 3 月 22 日，E11；及「藉縮班契機推行共享工作」
，
《教協報》
，第 453 期，2003
年 5 月 12 日。
14
社會服務聯會，《社會發展指數二ＯＯ二》。見網址：http://www.hkcss.org.hk/cb4/sdi_c.pdf。
15
政府統計處，《二零零一年人口普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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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共享」的其中一項構思，就是希望鼓勵那些願意以金錢換取生活空間
的較高薪人士，透過分拆自己的職位，將部分薪金拿出來增聘他人。一方面可減
少自己的工作時間來享受生活，另一方面可使他人賺取收入，打破上述之惡性循
環，擴大消費者層面，從而刺激社區中的經濟活動。
除了貧富懸殊及消費萎縮外，香港的社會結構亦有其缺陷。香港社會是一種
「勝者全取」
（Winners take all）的社會結構。所謂「勝者全取」，是指只要在一
次的求學或求職的淘汰賽中勝出，你就可以進身專業及高知識行列，取得良好職
位、優厚回報、社會地位等等；若你比不上別人，輸掉了，你則一無所有，全然
失敗，
「敗者全失」
（Losers lose all）
，唯有寄望下次之淘汰賽。即是說，每一次
的大學招生或公司招聘，皆是「成王敗寇」的遊戲。此種遊戲規則，在經濟順境
及充滿機會的時候還不成太大問題，
「今次輸了，下次可以再來」
；但當經濟逆轉
時，那些未能「上位」的人即要面對缺乏下次「上位」機會的困境，他們很可能
會一直處於「失敗者」的行列。
了解了此種「勝者全取、敗者全失」的遊戲規則，我們便不難明白為甚麼香
港有很多機構會以「遲來先走」
（Last in, first out）作為調整人力資源的原則──
公司裏的「老臣子」
、已「上位」的員工踫不得，他們這些「勝利者」的利益損
不得；要找「開刀」對象，新入職的自要被犧牲。16結果，年青一代、畢業生和
失業人士失卻就業機會。諷刺的是，在「資源增值」的風潮下，有人做到「死下
死下」
，有人卻苦無工作機會。
「職位共享」亦可說是衝著此種「有人做到殘、有人無工做」的怪現象而來。
首先，它打破工作是一人一全職的觀念。它說，職位是可以共享的，
「職位共享」
的參與者是可以共嬴的。其次，「職位共享」給了我們「遲來先走」之外另一種
調整人力資源的方法，減低裁員機會。再者，即使沒有新增職位，透過「職位共
享」，畢業生和失業人士仍有工作機會，發展事業。相對於現今香港經濟及社會
病態，
「職位共享」展示的可會健康得多。
（三）優化僱員的生活質素
在個人層面上，「職位共享」亦可帶來不少好處。將職位分拆而多聘人手，
僱員可減少平日上班時間，或全職工作滿一段時間可享得一段無薪假期，此舉不
但可以紓緩工作壓力，還可以讓參與者有更多空間去享受私人生活、天倫樂、進
修或參與社會事務，直接改善僱員生活內涵。「職位共享」帶出來的訊息是，人
的生活不應被工作的勞勞碌碌完全淹蓋，生活應是多面向的，工作應該因應僱員
的生活需要或個人計劃而調配。藉著「職位共享」
，僱員得以「鬆綁」
，減輕工作
16

不少僱主亦為了逃避賠償遣散費，會首先裁減年資兩年以下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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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力，優化生活質素。「職位共享」這種「工就人，非人就工」的做法，其實亦
是「工作自主」
（Job autonomy）的一種體現。17
以上所說的，對那些「手停口停」
、
「掙得一錢就多一錢」的基層僱員來說，
或可說是奢侈的、不切實際的。要他們拿自己的職位與他人共享，無疑會使他們
的收入下降，生活更形困乏。「職位共享」在基層僱員看來，可是「未見其利，
先見其害」
。然而，我們得清楚指出一點，我們認為「職位共享」必須是在僱員
自願及非強制下才可推行。「職位共享」的原意，是尊重僱員的生活追求、家庭
需要和個人發展計劃而在工作上作出減省或重新安排。每人的籌算自有不同，有
些人願意以金錢換取生活空間，有些則是賺取薪金至上。僱主或主管若不尊重僱
員的選擇，強制推行「職位共享」
，損害僱員利益，那我們就不能不表示反對了。
（此點於本文尾末將再作討論。）
（四）加強工作單位的生產力及競爭力
外國有不少推行「職位共享」的經驗。從它們的經驗得知，「職位共享」亦
可為僱主及工作單位帶來好處。最明顯的，就是使人手調配更具彈性而不用大幅
增加資源。在大機構或某行業（如醫護人員、教師）推行「職位共享」，參與的
僱員其實形成了一個人力的儲備（Pool）。在平常日子，參與僱員可能是「二人
一職」或「五人三職」之類；但當人力需要增加時，參與僱員可無須甚麼培訓便
可直接變為全職，即時滿足人力需要。故此，「職位共享」可以使人手調配更具
彈性。即使是一些較小規模的機構或行業，「職位共享」亦可加強人手調配之彈
性。當然，此種人手調配的方式亦必須先得到僱員同意才可進行；「職位共享」
並不意味僱主或主管可以單方面更改僱員的工作量及時數。
此外，「職位共享」亦可加強個別工作之延續性及穩定性。在「一人一職」
下，萬一僱員離職或放假，補替之新僱員未必可以即時接上，這就會直接影響工
作單位的生產力。但在「職位共享」下，一人離開，還有另外同事可處理同樣職
務，僱主可與留下的僱員作出暫時增加工作時數的安排，或以「舊人帶新人」的
方式去培訓新僱員。故此，「職位共享」是有利於保持工作之延續性及穩定性，
可以把人事更替對生產力的負面影響減低。
上文提及，
「職位共享」是因應僱員個人生活而在工作上作出之減省或重新
安排。有不少論者指出，「職位共享」可以加強僱員的生產力，其理由是，從生
理角度看，一人工作十小時，其生產力總不會較二人工作各五小時優勝。即是說，
工時愈長，僱員的邊際生產力（Marginal productivity）必然下降。「職位共享」
可以使僱員免受長工時之苦，僱員不致被「榨乾榨盡」。在「職位共享」下，僱
17

關於如何衡量「工作自主」
，見網址：http://www.indiana.edu/~rpasoc/work/autonomyqu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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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有機會「充電」、「回氣」；僱員有充足的精神和體力上班，生產力才不會因工
作勞累而下降。
當然，「針無兩頭利」
。「職位共享」因為涉及較多的僱員人數，工作分工、
訊息傳遞、問責、薪酬福利計算、假期安排等行政工夫或會較為複雜。但只要相
關制度規則確立了，
「職位共享」當不會對行政構成沉重壓力。

外國經驗
「職位共享」在外國並不是新鮮的事。許寶強博士在「共享工作──歐美的
經驗」一文中，作了一些精簡介紹。我們現節錄如下：
「在歐洲，縮減工作時數是在「大棍子與胡蘿蔔」政策下達成的。一方面，
歐洲大部份國家均訂定法例，使得僱主解僱工人並不容易，不僅要一早通
知工人解僱的決定，同時更要求僱主支付可觀的遣散賠償。另一方面，政
府又透過全民的失業保險金補貼選擇減少工時的員工，例如工人選擇由五
天工作減為四天，其僱主只支付工人原本薪酬的 80%，餘下的 20%由失業
保險基金支付。法國則以減稅來鼓勵企業減少工時，因為儘管減稅使政府
收入減少，但增加的職位郤可節省政府大量的福利支出。
「在美、加，戰後最早採用共享職位的是教師和護士行業，當中較多的從
業員為女性，希望同時兼顧家庭和工作。其他政府部門和私營大企業也會
採用共享工作的安排，以加拿大規模較大的機構為例，八六年約有 3%的僱
員享有共享工作的選擇，到了九十年代中則有 12%。選擇共享工作的員工
多為年齡較大（超過 35 歲）
、教育程度較高和從事專業行業的僱員，他們
不少都有年幼子女。在九五年十一月的一次調查中，教師和護士共佔選擇
共享工作員工總數的 1/4。在有薪假期、醫療福利、病假和公積金等方面，
共享工作雖然稍為不及全職完備，但遠比一般的兼職優勝。
「推動歐美之共享工作主要是改善生活的願望和想解決失業問題。1997 年
OECD 國家的 15-24 歲青年失業率高達 19%（而 55-64 歲的失業率則為
7.9%），歐洲部分國家（例如法國）便嘗試以共享工作（work-sharing）來
處理失業問題，於 1998 年提出希望在四年內將平均工時減至每周 35 小時。
但北歐（如丹麥）更多人則因為想尋求自由、餘閒及終身教育而參與。丹
麥參與共享工作的員工一般都對安排滿意，但法國則有更多不滿，原因恐
怕與法國強調的專業主義和由管理人員（多為男性）主導有關，在法國，
共享工作的職位被視為較次，難有晉升機會，甚至不受尊重。丹麥則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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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工作的職位不受歧視，這也許與當地良好的平等觀念和社會福利安排
有關（丹麥則設有 “Leave from work” 的計劃，每五年有一年休假，僱員可
選擇學習、照顧老幼或休息）
，習慣了這種工作安排，自然不會對共享工作
有任何偏見。
「共享工作可分為僱主推動和僱員推動兩種，僱主推動的動機主要是追求
管理彈性，僱員推動的共享工作制度則建基於僱員的家庭/育兒考慮，也有
因為想進修和享受多一點餘閒。一般來說，在工會力量比較強大的歐洲地
區，例如丹麥和德國，共享工作多由工會推動，條件也對僱員有利，而在
西班牙、法國等工會參與度較低的國家，僱主多以臨時工的方式增聘人手，
而共享工作的安排也對員工較為不利。」
從以上可見，不同國家的「職位共享」形式及制度皆有不同。相對於香港，
就一般而論，我們可以見到外國「職位共享」的一些特色，例如，較大規模、工
會力量較大、社會福利較佳，以及在專業人士中較易推行。

在香港推行「職位共享」的潛在問題
那麼，「職位共享」又應否或可否在香港推行？回答這問題需要多層次的考
慮。撇開「職位共享」對個別機構的效益不談（本政策研究組亦沒法談），若從
總體上說，我們認為「職位共享」有一些潛在問題，必須首先處理。上文指出了
「職位共享」的不少優點，我們認同「職位共享」可以為某部分僱員創造生活空
間，優化僱員生活，但是，我們亦擔心，在香港缺乏相關法例及政策的規範下，
「職位共享」可能變成僱主節省成本的工具，將職位「散工化」，藉此打壓僱員
應有的僱傭保障。我們亦懷疑，「職位共享」能否真的使基層員工得益。
首先，我們憂慮，僱主藉口「職位共享」
，把職位分拆成低於「四一八」18的
水平，逃避向僱員作出僱傭保障。根據香港《僱傭條例》，若僱員不乎合「四一
八」，有關僱員就不能享有《僱傭條例》中大部分保障，例如休息日、有薪法定
假日、有薪年假、疾病津貼、產假及產假薪酬、遣散費及長期服務金等保障。政
府統計數字指出，二ＯＯ一年從事部分時間制工作的僱員及臨時僱員共有約十三
萬八千二百人，他們沒有上述的保障。19近年經濟惡化，不乎合「四一八」的僱
員人數相信不止此數。若推行「職位共享」，恐怕只會加劇「散工化」的現象，
剝削僱員權益。要避免此種問題，政府要麼取消「四一八」，要麼規定分拆的職
位不可低於「四一八」水平。
18
19

指僱員為同一僱主連續工作四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最少工作十八小時。
政府統計處，《第二十七號專題報告書》，二ＯＯ一年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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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憂慮，僱主會以強制手段推行「職位共享」，忽視僱員之意願和
選擇權。我們曾遇見不少僱主及主管藉詞把「二人兩份全職」變為「二人一份全
職」，藉以減省工資，但僱員的工作量其實並沒有甚麼減少。20在今天市道低迷
的情況下，很多時僱員只有接受此種減工時、減薪但不減工作量的安排。如上所
述，「職位共享」的原意是希望配合僱員生活而安排工作多寡，從而優化僱員生
活。但在缺乏僱員的同意下，「職位共享」已完全變質，變成剝削僱員手段，拉
低僱員生活水平。
此外，
「職位共享」亦可能導致年資計算及晉升等問題上的爭拗。例如，
「二
21
人一職」，年資會否折半？ 「職位共享」的僱員會否被視為非正規員工而失去
晉升機會？還有，人們會否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職位共享」的僱員？人們
會否覺得「職位共享」的僱員就是不能覓得全職工作者，不能覓得全職工作者就
是次人一等？人們又會否視那些想把自己的工作與人共享的人為沒有事業心、不
重視工作？
這些問題，「職位共享」的倡議者不得不正視。

「職位共享」
：香港失業問題的靈丹妙藥？
我們雖然不至全盤否定「職位共享」的作用，但我們並不認為「職位共享」
可解決現今香港的失業問題。22
首先，我們得思量有多少職位可拿出來給失業人士共享。誰會願意「職位共
享」？很明顯，對於一班薪金微薄的基層僱員來說，「職位共享」即等於拿他們
「開刀」，很難預見他們會接受「職位共享」。相反，「職位共享」對那些已位處
中上層的僱員或專業人士則較有吸引力，他們生活穩定，追求生活質素，他們或
情願減薪減工時來換取生活空間。在香港，會接受「職位共享」的，最可能是教
師、社工、醫生等職業。23
如果情況真是這樣，我們不難想到那一群失業者會從「職位共享」中得到益
處、那一群人不會。若拿出來共享的職位多屬知識性或高技術性的職位，那麼大
20

此種情況在天主教堂區中亦偶有發生。
根據《僱傭條例》
，凡符合「四一八」之僱員，即享有年資計算的保障，僱主不可隨意刪減僱
員之年資。
22
此種說法或會令不少人氣結──失業問題是一縱合的問題，需要縱合的處理辦法，豈可「一
招」能解？誰說「一招」能解？但我們在這裏只是想指出「職位共享」對舒緩失業問題的局限。
23
這只是我們按經驗及觀察的一些揣測，或不甚精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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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畢業生或擁有不錯學歷的失業者自可競逐其中；可是，對於那些擁有較低學歷
或技術的失業者，由於不能勝任這些工作，「職位共享」就變成毫無幫助。事實
上，Ｏ三年第一季的二十六萬名失業者當中人，教育程度為「未受教育/幼稚園」
的佔 1.7%（4,600 人）
，
「小學」的佔 21.1%（54,000 人）
，
「中學/預科」的佔 63.2%
（164,400 人）
；其中，過往從事職業為「非技術工人」的佔 22.5%（54,500 人）、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的佔 21.3%（51,700 人）
，
「文員」的佔 11.5%（28,000
24
人）。 這一群失業者是否可從「職位共享」中得益，我們十分懷疑。
「職位共享」對基層失業者的好處，到頭來可能只是間接的。即是說，當一
批畢業生或較佳技術的失業者透過「職位共享」而獲得收入時，社區中的消費將
會增加，需求上升，或會導至新增職位，使基層失業者獲得就業機會。當然，此
種簡單的推論十分薄弱，現實真否如此，我們也很懷疑。
基於以上原因，我們並不認為「職位共享」可大幅舒緩香港的失業問題；除
非，被分拆的職位多屬一般學歷及技術水平職位。但如上文所述，「職位共享」
對「為口奔馳」的基層僱員來說，當不甚吸引；他們情願掙多些薪金，也不願意
減薪減工時，拿自己的工作出來與人共享。

本政策研究組立場
我們得重申，我們並不是全盤否定「職位共享」，我們認同非強制的「職位
共享」能為僱員擴闊生活空間。「職位共享」若在僱主及僱員的協商下，僱員自
願接受，達至勞資雙方得益，這不但能改善僱員生活質素，更體現了我們一直所
強調的，僱傭關係應建基於互相溝通、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僱主與員工凡事應有
商有量，互相配合；僱主不應恃權恃財，欺凌僱員。
簡言之，我們認為「職位共享」若在香港推行，必須至少先符合以下條件：
(1) 僱主不可強迫僱員接受「職位共享」，只有在僱員同意下，才可推行「職位
共享」
；
(2) 政府立法規定相關的職位分拆不可低於「四一八」水平，用以保障僱員在年
資及其他福利計算之權益；及
(3) 政府立法禁止在晉升及其他待遇上歧視相關僱員。
我們認為，
「職位共享」若在香港推行，必須先有一套更為全面的法規保障
僱員權益。這個法例框架（Legal frame）一日未曾完善，
「職位共享」或會帶來
24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書》
，2003 年 1 月至 3 月，第 25 及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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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多的勞資糾紛。尤其是在僱員議價能力薄弱的今天，「職位共享」恐怕「未見
其利，先見其害」，它甚至會淪為僱主或主管削減僱員的薪酬和福利的工具，拉
低僱員的生活水平。對此，我們極表反對。
二ＯＯ三年六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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