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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四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提供意見
2016 年 5 月 16 日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一直關注最低工資立法及其施行情況，並強調最低工資水平必
須能讓僱員應付其個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本會現就第四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提供意見:
1. 本會感謝最低工資委員會整備《2015 年工資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
、
「一籃子」數據指標
及其他補充資料，包括(一)整體經濟情況; (二) 勞工市場情況; (三)競爭力; 及(四) 社會共融
範情況，作為社會討論第四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參考。
2. 最低工資委員會應公開釐訂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簡明方法及準則。本會認同上述指標具參考
價值，但本會強調最低工資委員會在提出有關指標及數據時，必須同時指出有關指標及數據
的應用準則及運用方法，否則加入過多的考慮因素，只會令釐訂最低工資水平的過程中產生
更多的爭論。
3. 最低工資委員會提供的參考資料多以經濟數據為主，未有評估最低工資對社會及生活質素正
面影響。本會必須指出，若最低工資委員會在衡量最低工資水平時，過分顧慮最低工資的負
面因素對企業營商環境的影響，只會訂定出一個「保守」的最低工資水平，最終令法定最低
工資失去保障工人獲享合理工資的目的。因此，最低工資委員會在釐訂最低工資水平時必須
平衡法定最低工資對社會及經濟影響，以訂出合理的最低工資水平。
4. 最低工資委員會須在「一籃子指標」中加入「家庭基本生活需要」，並以此作為釐訂最低工
資水平的首要考慮因素。
5. 根據國際勞工公約第 131 號第 3 條的建議，各國在釐訂最低工資水平時，除考慮經濟需要及
國家發展水平等因素外，還須考慮僱員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根據扶貧委員會《2014 香
港貧窮報告》
，非綜援在職貧窮戶達 13.6 萬，涉及 46 萬人。這些住戶人數偏多，超過 8 成是
3 人及以上家庭，而且住戶內超過 3 成為兒童及長者成員。此外，每戶大多只有 1 名成員工
作，他們學歷及技術偏低，四分之一從事兼職工作或開工不足。1
6. 這顯示大部份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有供養年幼子女或長者的責任。若最低工資委員會認為
最低工資沒有應付家庭生活需要的功能，根本不符合香港實際的在職貧窮情況，同時亦與
國際制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做法脫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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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扶貧委員會(2015 年)。
《2014 香港貧窮報告》
，頁 42 至 43。

7. 由於家庭人數及結構不同，因此本會建議最低工資委員會在量度「家庭基本生活需要」時以
家庭贍養系數及基本生活需要調查作為計算最低工資水平的基礎。2根據 2005 年社聯基本生
活需要調查結果，三人家庭的基本生活開支為 9004 元，除以 1.67 的勞動力，每名勞動力應
有 5391 元的收入，才能維持 3 人家庭的基生活需要。3以勞工每月工作 26 天及每天工作 8
小時，有關調查建議在職人士的最低工資水平為 30 元正。由於現時未有較完整的基本生活
調查數據，若本會按 2015 年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調整上述 2005 年的最低工資建議，2015 年
最低工資的時薪水平應為 40.8 元。 4因此本會認為 2017 年實施的最低工資水平應不少於
40 元。
8. 本會強調，由於家庭人數及結構不同，劃一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誠然不能支付個別不同成員
數目的家庭所需，倘若當時的工資水平仍不足以應付勞工整個家庭的生活所需時，則由政府
透過社會保障制度，如兒童發展津貼或低收入家庭補貼等，向這些貧窮家庭給予補助。本會
相信合理的工作收入不但能改善貧窮家庭的生活質素，而且亦可避免家庭成員因經濟需要而
加班和超時工作，這既可增加家人共聚時間，也有助強化家庭的保育子女的社會功能，減低
因家庭貧窮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9. 在釐訂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時，可以非技術工人的時薪中位數金額作為參考起點。由於法
定最低工資立法目的是保障低薪工友，防止他們的工資過低，因此非技術工人的時薪中位
數是定訂最低工資水平的主要參考指標。根據《2015 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
非技術工人的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 40 元 5，因此本會認為最低工資時薪水平不能低於有關
水平。
10. 最低工資時薪水平必須按通脹調整。2013 年法定最低工資由 2011 年的 28 元升至 30 元，升
幅達 7.1%，但同期通脹已達 12.8%。2015 年 5 月法定最低工資再度調整至 32.5 元，雖然累
積升幅達 16.1%，但同期通脹已累積升至 20.5%。可見過去的法定最低工資增長率未能追及
通脹水平。根據統計處數據，食物及住屋開支佔低收入家庭逾六成半的開支6，故此在通脹下，
低收入在職家庭要面對更大的食物及租金壓力，因此最低工資水平的購買力必須高於通脹，
才能實質改善基層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質素。
11. 最低工資實施初期，企業及僱主團體一般預期實施法定最低工資會為社會帶來負面影響。但
法定最低工資實施以來，香港的經濟發展穩定，失業率還呈輕微下跌，由 2011 實施最低工
資時的 3.5%下降至 2012 年第一季的 3.3%，就業不足率亦由 2011 年實施最低工資時的 1.7%
下降至 2012 年第二季的 1.6%。這反映最低工資沒有造成大規模失業，反之政府統計數據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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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將於本年 6 月放發 2010 年人口普查中有關住戶平均人數及住戶平均勞動力的資料。因此有關數據需
按最新資料更新。
根據 2001 年人口普查，香港住戶的平均人數為 3.1 人，香港每戶平均有 1.67 個勞動力。按《基本生活調查》的
研究結果，三人住戶的基本生活預算為 9004 元，以此除以 1.67 勞動力，每名勞動力應有 5391 元的收入，才能應
付家庭的支出。有關調查以香港住戶的每月基本生活預算為標準，以每月工作 26 天及每天工作 8 小時，建議在
職人士最低工資水平為 30 元正。
2016 年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為 127.3，2006 年的是 93.3，期間升幅為 36.44%。
資料來源: 香港統計處(2015 年)。
《2015 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頁 10。
資料來源: 「2009 至 2001 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食物及住屋開支權數分別為 33.68%及
32.19%，佔所有開支的 65.87%。按 2015 年消費物價指數年報」
，在 2015 年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在食品及租金指按
年錄得分別 3.4%及 6.3%的升幅，其中租金指數較綜合(5.1%)、乙類(5.0%)及丙類(3.9%)為高。

示，最低工資實施後，令更多女性、中年及年長人士投入勞動市場。受惠於法定最低工資的
低薪行業，如飲食及安老院亦沒有出現大規模倒閉，反映法定最低工資未有對低薪行業及中
小企業的經營者帶來影響。
12. 相反，租金價格的急遽上升增加中小企的經營成本，嚴重打擊小商戶的營商空間。根據差餉
物業估價署的資料，2011 年 4 月的私人零售業樓宇租金指數已由 130.4 上升至 2016 年 4 月
的 178.8，上升 37.1%。因此租金支出才是中小企主要經營成本，其高昂的成本亦是構成其經
營困難的主因。
13. 事實上，根據最低工資委員會提供的資料，把最低工資調升至 33 元至 35 元對所有企業的薪
酬開支影響輕微。若把最低工資的時薪水平訂於 40 元的水平，所有行業的薪酬開支只增加
0.9%，而中小企行業的薪酬開支增加 0.8%，但低薪行業僱員的工資獲 11.5%加幅，並使全港
51 萬 3 千多名，即約 17.1%僱員受惠。
14. 本會強調，最低工資立法能為基層僱員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們相信若僱員的薪酬因最
低工資有所提升，消費力也隨之增加，這可進一步刺激本地內部經濟的需求，同時這有助提
高僱員士氣，推高企業生產力，這可抵銷企業增加了的成本。
15.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應每年一次檢討。2011 年法定最低工資訂於每小時 28 元後，最低收入百
分之十的在職群組之月入中位數確實有上升，但工資及收入在 2012 年升幅不及 2011 年般顯
著，原因是政府在訂立最低工資法例時規定每兩年才檢討最低工資水平一次，以致大部份的
基層工種工資未能每年調整。但本港通脹問題持續，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 2011 年實施至今
雖有 16.1%曾長，但同期通脹已累積升至 20.5%。因此基層工友工資即使按法定最低工資「兩
年一檢」機制而有所增加，其增幅不能應付本港每年食品、租金及交通等的價格升幅。
16. 政府當局每年都會考慮薪酬趨勢調查結果、經濟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公務員士氣等調整
各級公務員的薪酬，其中低層公務員每年薪酬調整幅度亦較法定最低工資的增幅為高7。本會
建議最低工資委員會應同樣每年一次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並以政府基層公務員的薪酬增
幅作為法定最低工資的調整的參考指標。
17. 每年檢討最低工資水平的好處是讓基層工人及時應付通脹所增加的生活負擔。此外，基於通
脹因素，若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每兩年一檢」，將進一步拉闊通脹及法定最低工資購買力差
距，並削弱基層工友應付生活的能力。與此同時，在通脹急遽的情況下，商界自然是難以接
受每兩年逾一成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升幅。因此面對經濟及通脹情況，企業較容易接受每
年一次的法定最低工資的增加幅度，而且期間他們會有足夠時間按工資增幅逐步調整其人力
及經營策略。
18. 本會再次重申，工資多寡是社會財富分配問題。工資作為僱員獲得收入的主要來源，僱主應
當分擔資源再分配的第一責任，令僱員獲得追得上現時生活水平的工資。因此最低工資委員
會在制訂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時，除參考統計處的報告及相關經濟數據外，必須考慮工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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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務員事務局的資料 ，由 2011 年起低層級別公務員按年的加薪幅度為 6.16%(2011 年)、5.8%(2012 年)、
3.92%(2013 年)、4.71%(2014 年)及 4.62%(2015 年)，若以此指標調整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2015 年的法定最低工
資水平應為 36 元。這較現時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32.5 元為高。政府各級公務員的薪酬每年檢討一次，

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參考通脹及基層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水平。本會建議 2017 年實施的法
定最低工資時薪水平應不少於 40 元，以確保工人能應付其生活開支，改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