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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不景，整體就業條件持續惡化，年齡對中老年人士的就業影響越來越嚴重。多項
調查發現普遍年長僱員在過往的工作經驗及面試時遇到年齡歧視情況，有的甚至因年齡被
僱主壓低工資及迫令提早退休。為了消除社會對特定年齡群組的歧視行為，使僱員能按能
力、知識、學歷，發揮所長，投身相配職業，我們要求政府儘快立法禁止就業年齡歧視。
我們明白就業年齡歧視乃隱閉行為，不但不易察覺，而且舉證困難，但在就業年齡歧視嚴
重的今天，立法已是刻不容緩。我們強調，要徹底消除就業年齡歧視，達致平等就業機會
的目標，除了立法外，公眾教育同樣重要，兩者缺一不可。

什麼是就業年齡歧視?
就業年齡歧視是指僱員或可能獲得聘請的人士，因為年齡而在僱傭上受到不公平或不
同待遇。年齡歧視可能出現在招聘、晉升、調職或培訓、傭用條款和條件、員工自行離職
或公司裁員計劃、退休政策、及投訴和申訴處理程序等安排上。
為增加公平機會，協助不同群組克服就業困難而自發地採取措施，則不屬年齡歧視。
這些措施包括為年長人士提供再培訓或就業輔導，以協助他們尋找合適的工作。其他豁免
情況則包括聘用在私人家庭受僱的工作及具有確實職業條件人士，例如聘用年長人士飾演
長者角色。

本港的就業年齡歧視情況
隨著香港經濟結構轉型及整體就業條件不斷惡化，就業年齡歧視問題逐漸引起社會關
注。其中中老年人士在求職及就業方面的年齡歧視問題更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經濟結構轉型，本地製造業生產工序迅速外移，造成低技術職位供應嚴重不足，大量
中年及年長工友紛紛被迫轉業。可是，他們在轉業求職過程中卻受到僱主不合理的入職年
齡限制，有的甚至因年齡因素而被壓低工資。更不堪的是，在經濟衰退之時，一些擁有學
歷及技術的較年長僱員也成為機構的裁員或「要求」提早退休的對象。這批年長僱員在重
投勞工市場的過程也同樣的遇到僱主不合理的入職年齡限制，有的甚至要被迫接受較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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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乃本會政策研究組二零零五年四月十八日會議之討論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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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或低級之職位。
事實上，自九零年代末，本港已有不少研究指出，社會上普遍存在對中老年人士就業
年齡的偏見及歧視行為。Ho and Wei (1999)的研究指出，香港大部份機構不會聘請年長工
人，亦只會願意把資源投放在年輕僱員的培訓上。 2 陳錦華及王志錚(1999)的研究亦發現三
成的受訪者在過往的工作經驗或面試時都遇到年齡歧視，40 至 44 歲的被訪者當中約有三
分之一遇到年齡歧視，45 至 49 歲的受訪者有四成有此遭遇，而 50 至 59 歲當中更有四成
半以上有此遭遇。 3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於 2000 年針對中老年人士就業狀況的調查亦發現，約三成半受訪的
中老年人士表示工作上曾受到年齡歧視，近四成被訪者更因年齡因素而被僱主拒絕聘用，
而近四份一之受訪者更曾因年齡被壓低工資及解僱。 4 2004 年香港城市大學發表的調查研
究亦指出，年齡歧視問題在就業市場內十分普遍，當中又以 45 歲或以上曾接受再培訓之學
員面對較嚴重程度的入職年齡歧視。 5
事實上，根據香港統計處的資料，中老年人士的確較其他年齡群組面對較嚴重之失業
問題。舉例，2003 年，30 至 39 歲人士的失業率僅 6%，但 40 至 49 歲及 50 至 59 歲人士的
失業率卻分別錄得 7.3%和 9.4%，後者的失業率更較整體失業率 7.9%高出一點五個百分點。
即使 2004 年經濟好轉，統計處的資料卻顯示，40 至 49 歲及 50 至 59 歲人口的失業率仍較
30 至 39 歲人口的為高，其中 50 至 59 歲人口更高達 8.7%。至於 60 歲或以上人口的失業率
雖較 40 至 59 歲的失業率低，但 2004 年這群 60 歲或以上人口之失業率亦高達 5.9%。6 在經
濟不景及本港強積金保障尚未成熟之際，我們相信大部份有工作能力的中老年人士還有很
強的工作需要以謀取生計。然而，基於社會對中老年人工作能力的假設及其他原因，他們
普遍的被排擠於勞動市場外。

對年長人士產生年齡歧視的原因
或許，大部份人認為年齡與老化的必然性是年長人士面對較嚴重的就業年齡歧視的原
因。正如生物學家指出，老化是每個人必經的階段，隨著年歲增長，個人的生理功能，如
健康、記憶力、學習能力等會隨之耗損，個人亦因此失去擔當生產崗位的能力。脫離工作
崗位、進入退休或半退休的休閒狀態就成了社會對其年齡角色的期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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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四年第四季，30-39 歲人口的失業率為 4.7%，40-49 歲的失業率為 6.3%，50-59 則為 8.7%，當時的
整體失業為 6.4%。
7
資料來源: 趙維生(1999). “年齡主義與社會政策”. 新社會政策. 香港: 中文大學。頁 34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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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卻批評，把生理機能老化必然的等同個人心理老化，並直接引致社會生產功
能衰退的論調是全然錯誤。他們強調個人的社會角色並不是年齡增加或老化的必然及自然
結果，反之是社會建構不同年齡不同生理功能者的社會角色。舉例，國家的院舍照顧、社
會褔利政策、退休制度等都是促成年長人士扮演依賴、缺乏工作能力、學習能力低者的主
要社會成因。換言之，不同年齡群組的角色塑造不是由其生理功能所構成，而是由該群組
所處身的政治、經濟、社會位置所導至。更可悲的是這些與年齡有關的社會建構角色及形
象經常透過傳播媒介廣泛的傳播而強化及鞏固，最後就成為社會對特定年齡群組人士的偏
見，並造成相連之歧視行為。 8
在勞工市場的年齡歧視方面，社會角色建構論亦扮演重要的角色。現今的資本主義工
業社會都傾向把「正常」身體形象塑造為「年青貌美、精力充沛」
。部份僱主在招請、晉升、
培訓員工時都特別重視其年歲及外在形態。若應徵者或員工年紀較長，部份僱主會拒絶錄
用或調升，因為他們身體的一些外在表徵，例如容貌、身材等都會容易使其聯想到「老化」
及「衰退」
。這形象亦恰好的與「正常」的身體形象互相排斥。加上，社會普遍假定年歲較
長人士記憶力差、缺乏工作能力、性格固執、保守、不能接受新事物等，所以導至他們在
就業上面對較嚴重的年齡歧視問題。事實上，很多對年長人士工作能力、身材和外貌存有
偏見之人士都沒有直接接觸他們的經驗，他們大多透過社會制度和媒體「認識」及確立他
們之形象。

政府對就業年齡歧視的工作及立場
針對就業年齡視問題，本港政府早在一九九五年就成立就業年齡歧視工作小組，研究
海外國家有關年齡歧視方面的行政措施及立法經驗，並於一九九六年就立法工作向大眾諮
詢需要。儘管當時大多數人贊成立法，政府卻以反應不熱烈為由拒絶即時立法，其後有關
討論更不了了之。
一九九九年，政府更重申就業年齡歧視問題與香港經濟衰退有密切關係。由於經濟環
境惡劣，僱主對勞工的需求縮減，至使很多求職不遂的人感到他們所屬年齡受到歧視。政
府認為經濟衰退下社會各年齡組別的待聘人士均需面對年齡歧視情況。隨著經濟好轉，就
9
業年齡歧視情況會逐步改善。現階段政府只會以宣傳及教育的方法推廣平等就業機會。 近
10
年，勞工處便出版了《消除就業方面的年齡歧視僱傭實務指引》 ，協助僱主消除在招聘、
僱用、晉升、解僱員工及僱員退休安排上的年齡歧視。可是，有關指引僅屬建議性質，不
具任何法律效力，對改善就業年齡歧視情況的作用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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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346-348。
資料來源:二零零零年六月二十一日政府新聞公佈 “立法會四題: 政府將繼續推廣平等就業機會訊息”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006/21/06211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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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年政府勞工處首次出版《消除就業方面的年齡歧視僱傭實務指引》，二零零三年政府推出《消除
就業方面的年齡歧視僱傭實務指引》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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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立法禁止就業年齡歧視?
由於就業年齡歧視情況嚴重及缺乏有關的法例保障，政府應儘快透過立法確保僱員享
有平等就業機會。我們認為立法禁止年齡歧視有以下的重要理據: (一) 履行國際責任，確
保平等就業原則; (二) 協助中老年人士就業; (三) 量才用人，有利企業發展。
(一)

履行國際責任，確保平等就業原則

政府一直認為就業年齡歧視情況與香港經濟衰退有關，隨著經濟好轉，就業年齡歧視
情況會逐步改善。除了教育及宣傳措施外，政府堅拒立法禁止就業年齡歧視。然而，調查
卻發現，即使二零零四年經濟好轉，普遍僱員卻仍感到僱主在招聘方面存在年齡歧視情況
11
。統計處資料亦顯示，縱然二零零四年香港整體失業率有所下降，但 40 至 49 歲及 50 至
12
59 歲人口的失業率仍然高企，分別維持在 6.3%和 8.7% 。這反映經濟轉好，年齡對中老年
人士的就業影響依然存在。
諷刺的是在就業年齡歧視嚴重的情況下，香港卻無法律保障個人免受他人基於年齡及
其他身份的歧視行為。雖然香港於一九九一年頒佈香港《人權法》條例，為本港法例的一
部份，以落實《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賦予的基本人權。不幸的是，現行《人權
法》條例僅約束政府及公營機構基於種族、年齡、性傾向等歧視行為，至於在私營機構、
或個人與個人之間同樣行為，並沒有法例加以約束。聯合國經濟、社會及政治權利委員會
便指出，根據國際人權標準，按某一年齡組別人士的能力的成見將他們分類，並限制他們
可享有的機會，是不公平的做法。唯本港欠缺法律禁止私人領域出現的年齡歧視情況，未
能履行香港對《經濟、社會與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的義務。
其實，每年平等機會委員會(下稱平機會)都接獲有關年齡歧視的投訴及查詢數字，二
零零四年有關數字達 352 宗，較二零零一年多出 62 宗，顯示年齡歧視問題日趨嚴重，或愈
來愈受大眾關注。但由於缺乏法律支援，平機會無法處理這些個案。平機會相信這些數字
仍未能反映年齡歧視問題的本質和實況。因為當市民知道這些投訴，不屬於平機會的職權
範圍或沒有索償的可能時，他們便不會再到平機會要求協助。 13
要改善和減低年齡歧視，政府的宣傳與教育工作固然重要，但在就業年齡歧視持續惡
化及愈來愈受社會關注的情況下，我們認為政府應儘快落實《經濟、社會、文化及權利國
際公約》的國際責任，立法禁止年齡歧視，確保平等就業機會。事實上，現時部份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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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Ngan, Kam & Cheung (2004). Age Discrimin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in Hong Kong: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t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Societal Level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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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處的資料，二零零二年，本港的整體失業率為 7.3%，40 至 49 歲人士的失業率為 6.7%，50 至 59
歲人士的失業率為 8.2%。二零零三年「沙士」期間，整體失業率達 7.9%，40 至 49 歲及 50 至 59 歲人士的
失業率則分別錄得 7.3%和 9.4%。二零零四年第四季，本港經濟轉好，整體失業率下降至 6.4%，40 至 49 及
50 至 59 歲人口的失業率卻仍維持 6.3%及 8.67%。資料來源: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05).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
季統計報告書二零零四年十月至十二月; 香港政府統計處(2005). 香港統計年刊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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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平等機會委員會就香港特別行政區參參照經濟、社會、文化權利的國際公約提交的報告於聯合
國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委員會第 25 屆及 34 屆會議前提交之報告(2001 年及 2005 年 4 月日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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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如美國、歐盟、加拿大、澳洲及紐西蘭等都已按照《國際人權公約》及《經濟、社
會、文化及權利國際公約》的標準立法禁止就業年齡歧視。因此，作為具責任的香港政府，
更應承擔保障個人權利的基本責任，透過立法及賦予平機會權力，正視及調查一切有關年
齡歧視的個案，保障被歧視人士的權利。
(二)

協助中老年人士就業，舒緩政府財政壓力

立法禁止就業年齡歧視可為中年長人士帶來更多的工作機會，長遠而言亦可舒緩政府
用於中年及年長人士的社會褔利開支。
根據統計處資料，45 歲或以上勞動人口佔整體勞動人口的比率持續上升，由一九九三
年的 23.5%上升至二零零三年 31%，反映 45 歲或以上的中老年人的就業需求將穩步上揚。
如何協助該些年齡人士繼續工作或就業，將會是政府迫切的任務。
此外，香港的人口正迅速老化。65 歲及以上人口的比例推算將由 2003 年的 11.7%顯
著上升至 2033 年的 27%，年齡中位數亦由 2003 年的 38 歲上升至 2033 年的 49 歲。隨著
香港的低出生率及死亡率持續減少，人口老化情況將越趨嚴重，政府用於整體褔利及社會
保障的開支會持續上升。 14
理論上，2000 年實施強制性公積金制度能舒緩政府用於退休人士褔利方面負擔，但隨
著年青人口下降，整體就業人口相對下降，政府從薪俸稅所得的收入會逐步減少，換言之
政府對長者褔利之負擔會日益加重。另外，由於強積金供款期尚未成熟，準備退休及已退
休人士未能即時受惠於該基金之退休保障。在這期間，我們相信部份年長人士仍會有強烈
的工作意欲，而政府對他們的社會保障支援仍然沉重。
立法禁止年齡歧視就是要回應中老年人士持續增長的工作需求及消除他們的就業年齡
障礙，讓他們可以憑個人能力及學識繼續發揮所長，參與社會工作勞動，賺取合理的生活
工資。更重要的是，禁止就業年齡歧視立法是再培訓及終身學習外，延長職工工作壽命，
促進中老年人就業及減少社會受養率的主要措施。長遠而言，我們相信中年及長者就業人
口增加能有限度的舒緩政府社會褔利及保障方面的財政壓力。 15
(三)

量才用人，有利企業發展

除了消除公眾對不同年齡組別人士的成見及歧視行為外，就業年齡歧視立法可鼓勵僱
主以量才取錄而非按年齡錄用的方式，選任最適合的人擔任職位。另一方面，每個人也可
憑自己的才能、知識及學歷，投身相配職業，維持合理的生活。事實上，澳洲及紐西蘭的
立法經驗指出，就業年齡歧視法實施後，更多僱主願意聘用曾經接受再培訓的中老年工人。
14

根據社會褔利處資料，截止 2005 年 4 月便有 150399 名長者領取綜合援助保障基金，佔整體綜援個案約五
成，亦較上年同期比較高出約二個百分點。
15
英國設菲爾德大學Alan Walker 教授曾指出，除了要從供應層面，如收緊領取褔利資格、削減褔利金額，
減少政府的社會褔利保障負擔外，政府還可從需求層面舒緩政府有關方面的財政負擔，這些措施包括打擊就
業層面的年齡歧視、實施終身教育、長期培訓等，好讓年長人士能重投市場，減少政府對他們的褔利支援。
Walker, Alan (2005). “Active Ageing: A Global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Social Protection” Report from the public
Lecture organized by Hong Kong Lingn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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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就業年齡歧視立法可確保較年長人士不會因年齡因素被排擠出勞工市場，這可助
企業保留年長工作人員的技術及經驗，節省機構訓練新職員開支。還有，由不同年齡、生
活體驗、工作經驗組成的工作隊伍，工作團隊將更具靈活性及創見。

立法實施就業年齡歧視的爭議及潛在問題
就業年齡歧視立法雖然有不少好處，但部份人士仍反對立法，並質疑中老年人士失業
主要源於個人能力及條件不足，與工作年齡毫無關係。他們指出，在一個急速發展及轉變
的社會，愈早投入勞動市場的人愈有可能被轉變中的經濟結構及就業市場的需要所排拒。
這正如部份的中老年勞工一樣，昔日他們主要從事學歷要求較低之手工及製造業生產，但
隨著經濟結構轉型，他們擁有的行業知識及技能已被急速發展的高科技行業所淘汰。由此，
他們才紛紛面對就業困難，或於失業後無法重新就業。
部份人士則認為在進行職業前途策劃時，年齡應可視為有效的衡量準則，以立法方式
解決年齡歧視問題只會施加不必要的用人限制，影響企業人力發展。在法例的影響下，僱
主還可能要動用資源重新安排甄選、晉升、解僱等程序及薪酬架構制度，這無可避免的加
重企業的財政負擔。有些僱主則擔心，若執法當局未能審慎及快捷的處理投訴個案，會成
為僱主的一種束縛，影響企業運作。事實上，奧克蘭的立法經驗反映，為避免個案引起外
界注意及涉及冗長的調查過程，大部份僱主寧可付出金錢來解決有關申訴。 17
僱員亦質疑立法對禁止就業年齡歧視的成效。年齡歧視乃隱蔽行為，不單不易察覺，
而且舉證困難。紐西蘭及澳洲的反歧視委員會就指出，大部份個案都難以找到證明歧視情
況是否確實存在的證據。該等個案通常沒有人或文件佐證，經常都是訴訟雙方片面之詞。
有時候，僱主更會利用文字上的漏洞，例如指求職者「具備過高資格」或 「不懂得某某技
18
能」，拒絕應徵者，而不說求職者年紀太大。
驟眼看來，上述各項說法不是毫無理據。
若年長人士的個人技術及學歷不及較年輕或條件較佳的勞動者，被勞動市場排拒以至
淘汰尚算合理。可是，我們發現大部份中年人士縱使具備適當能力，也因年齡被排擠於勞
動市場外。即使在技術要求相對較低的批發、零售及餐飲等行業，部份中年低技術者也因
年齡被無理摒棄，不得半次的面試機會。其實，這些工種與年齡的要求沒有直接關係，但
僱主往往在招聘服務業僱員時以年齡及貌樣作為首要的聘用準則，漠視僱員實際的工作能
力。這些不合理的工作年齡限制不但剝奪了中老年人憑學歷、技能及經驗投身相配職業的
機會，而且也迫使他們接受缺乏保障的低薪工作，忍受不合理的工作條件。
立法的確會為僱主帶來短期的行政不便及額外的財政開支。但我們得清楚說明，立法
16
17
18

資料來源: 香港立法局秘書處. 澳洲新南威爾斯及新西蘭實施各項有關就業年齡歧視法例的情況(1996)。
資料來源: 同上。
資料來源: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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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要增加僱主的用人及經營限制，反之是要立法建立一個建全的用人制度，使僱主將注
意力集中在對僱員質素的要求上，而非依靠年齡等主觀的指標。若僱主能在面試及晉升員
工時採取開明態度，必能找出最適當的人選。還有，我們相信良好的管理及用人方式不但
能提高企業的生產力，而且也能節省僱主培訓員工的開支。
立法固然不能完全保障勞工免受就業年齡歧視，因為僱主可能會用各種方法逃避法例
約束。但在就業年齡歧視嚴重的今天，立法已是刻不容緩的，至少它可以起阻嚇作用，及
令明目張膽的年齡歧視個案得到處理，保障受害人的權益。我們強調，除立法外，教育工
作同樣重要，因為年齡歧視往往源於錯誤的社會觀念及認識不足。要徹底的消除歧視，改
變人們對中年人士及長者的偏見及態度，長遠而言政府還要從社會道德教育著手，透過學
校及社會的教育工作，向大眾宣傳平等就業機會訊息。

就業年齡歧視立法的配套工作
我們認為要使就業年齡歧視法發揮作用，立法的配套工作十分重要。
首先，政府有關部門應制定明確的法例指引，向僱主清楚說明何謂合法和非法的行事
方式，例如以服務年資作為決定某人出任某職位的準則、應得薪酬及褔利是否被視為就業
年齡歧視行為等，使其更能預計其僱傭政策及慣例是否符合法例。我們相信法例指引不但
能消除僱主對立法疑慮，也能使其更認真的落實平等就業原則。 19
還有，政府應檢視及修改一切與就業年齡歧視法互相抵觸的政策及條例，全面消除業
年齡歧視，貫徹平等就業精神。例如，本港的強制性公積金(下稱強積金)制度雖為大部份
勞工提供基本退休保障 20，但制度中的 65 歲供款年齡上限不單間接劃定退休年齡，促使年
長勞工停止工作，而且剝奪了 65 歲以上繼續工作人士的享受強積金供款保障的權利，造成
退休政策上就業年齡歧視。同樣地，政府的持續進修基金 60 歲資助年齡上限，亦抹殺了
60 歲或以上在職人士接受資助的權利，嚴重歧視他們進修及學習需要。須知道在一個知識
與技術急速發展的社會裡，教育對個人的就業及發展影響深遠。以年齡分配教育機會的政
策措施不僅不合事宜，而且帶有強烈的年齡歧視，大大影響年長人士持續就業的機會。

政策研究組對就業年齡歧視立法的立場
經濟剛轉好，但整體就業條件仍未有改善，中年及年長人士普遍面對失業威脅。其中
年齡更成為他們入職時的主要障礙。為了消除社會的年齡歧視行為，確保平等就業，我們
要求政府儘快立法禁止就業年齡歧視。我們要求立法會各議員正視就業年齡歧視問題，為
社會孤弱的人士發聲。
我們須強調，單靠立法並不足以徹底改善就業年齡歧視情況，因為部份僱主仍欠缺社
19

參考資料: 香港立法局秘書處. 澳洲新南威爾斯及新西蘭實施各項有關就業年齡歧視法例的情況(1996)。
強制性公積金條例規定僱主必須為僱傭合約的合約期不少於 60 日的僱員供款，但制度保障範圍不包括家
庭主婦、傷殘人士、無固定工作者及家務助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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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道德責任感，並會利用法例漏洞逃避刑責。若僱主歧視中老年人士的態度沒有改變，中
老年工人縱使擁有學歷、技能及工作經驗，仍然會被勞動市場所排拒。因此，我們認為除
了立法外，社會道德教育同樣重要，兩者缺一不可。
然而，要使就業年齡歧視立法真正發揮作用，貫徹平等就業原則，政府還應制定詳細
的法例指引及修改與就業年齡歧視法相抵觸之政策及法例。最後，我們重申，立法禁止年
齡歧視不是要增加僱主的用人及經營限制，反之是要立法建立一個建全的用人制度，一方
面讓僱主選任適當的人才，一方面讓每個人也可憑自己的才能、知識及學歷，投身相配職
業，享受平等就業機會，維持合理的生活。
二零零五年五月二十七日
政策研究組成員
葉美玲
宋雲龍
甘淑萍
鄭秉仁
鄭育麟
黃紹佳
王仕謀
余偉華
藍麗貞
黃惠珍
羅佩珊

(委員、政策研究組召集人)
(教會顧問)
(主席)
(副主席)
(委員)
(委員)
(委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政策研究幹事)

香港天主教勞工事務委員會
地圵:九龍觀塘創業街 9 號 2703 室
電話; 27725918 傳真: 23473630 網圵: http://www.hkccla.org.hk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