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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2018 年《施政報告》的建議 

                                                                                                                2018 年 10 月 

            香港過去幾年經濟發展穩定，可惜香港的財富只集中在極少數人身上，基層市民

未能分享大部份經濟發展成果。2016 年香港的堅尼系數高達 0.539 水平，成為發達國家

及地區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根據政府《2016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本港

的貧窮人口約 99.6 萬人，在職貧窮戶達 14 萬，涉及 45 萬人。這些在職貧窮人士學歷及

技術偏低，即使他們長時間工作，收入仍然偏低，卻要面對龐大的租金、生活及子女教

育的開支，生活捉襟見肘。 

 

天主教會一直重視家庭價值，認為家庭是人類福祉之所繫及家庭成員獲得力量泉

源。和諧家庭是社會發展的基石，亦是家庭每位成員的精神支柱，家庭事務對個人的身

心靈發展影響至大。本會認為政府及為政者應著力以「家庭友善」及「以僱員為本」的

角度推動及支持勞工政策，為勞工創造理想的工作處境，使其能兼顧工作及家庭責任，

並能照顧家庭的需要。因此，本會期望特首於 2018 年的《施政報告》中，能關注勞工

的權利，制定以下勞工政策，改善僱員的福祉。 

 

1.  改善「價低者得」的外判制度   加強對服務承辦商的監管    保障外判工人的勞工權利 

 

           政府部門外判公共服務多年，弊病叢生，直接令外判工人的勞工權利受損。本會於

2017 年的「政府外判清潔工人工資及待遇調查」發現，逾八成五的受訪外判清潔工人的

工資僅及法定最低工資 34.5 元水平，待遇較清潔行業內一般清潔工人平均時薪為低。1

外判清潔工人不但人工偏低，他們亦缺乏職業安全及健康保障。本會 2015 年的「政府

外判清潔工人職業安全及健康狀況調查」發現，外判清潔工人休息及用膳時間不足，而

且缺乏有效的防護裝備。大部份清潔服務承辦商沒有為受訪清潔工人提供所需的指導及

訓練。清潔工人工作環境複雜多變，很多時面對不同的工作風險。若防護裝備不足，很

容易導致意外受傷。該調查報告發現，有兩成受訪者現職期間曾因工作而受傷，約六成

三表示在過去一年曾因工作出現身體勞損。調查反映，清潔服務承辦商的職業安全及健

康意識嚴重不足，政府亦未能有效監管承辦商確切執行職業安全的預防及保障措施。 

  

         2018 年初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成立跨局跨部門工作小組（下稱工作小組），期望探討

改善政府外判服務制度，加強保障政府服務承辦商聘用的非技術員工的合理待遇及勞工

權益。為此，本會促請政府統一各部門招標文件及於服務合約內詳列保障職業安全健康

                                                        
1 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8 年 3 出版的《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清潔行業的一般清潔工平均每月薪

金為 91 79元，而每日正常工作時數 8 小時及平均每月標準工作日數 26 日。按此計算他們每小時工作時薪

為 44.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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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體規定，包括訂明承辦商於服務範圍所需前線工作人員的人數，應有的防護裝備及

提供的標準數量、各類職業安全訓練次數及持續性等。同時，政府應修訂「標準僱傭合

約」，指明外判清潔工人的基本勞工權利，包括於 8 號風球及黑雨警告下，不應要求一

般外判工人上班; 如需要僱員上班，應向必須繼續工作的工人提供接送服務或發放特別

交通津貼及颱風或暴雨當值津貼等。 

 

另外，政府應該檢討「扣分」制度，增加「扣分」項目，包括將勞資審裁處按

《僱傭條例》判處服務承辦商敗訴的個案或已被勞工處檢控違反《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並入罪的承辦商予以扣分。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調整非技術服務合約標書評審制度中技

術評分及價格評分的比重，至分別五成的百分比(50:50)，打破現行制度下產生的「價低

者得」局面。除此之外，政府應訂明投標者提出的非技術工人工資水平必須不低於統計

處最新的《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統計報告》公佈的相應行業工資中位數，以保障工人

獲得合理的工資。 

 

2.  檢討《僱員補償條例》  設立中央補償基金 

 

根據勞工處資料，香港每年有約五萬宗工傷及職業病呈報個案。香港的《僱員補償條

例》主要規定僱主在工人工傷時的賠償責任，當中卻沒有訂立意外預防，以及法定的康復

治療及重返工作的機制。在這缺失下，職業傷病工友在處理工傷補償的同時，還要為日後

的工傷治療、康復及重返工作的安排而憂心。 

 

此外，根據《僱員補償條例》(條例)，「僱員在受僱工作期間遭遇意外，如無相反證

據，須當作亦是因工遭遇意外」。然而，若僱主就工傷事實及賠償責任提出質疑，勞工處

不具裁斷權力，須由僱員一方入稟區域法院提出訴訟，由法院解決爭議。這卻令工傷及職

業病患者被迫進入冗長的司法程序，費時失事。在僱主表示「懷疑」工傷事實期間，僱主

一般會停止向職業傷病工友發放 4 / 5 按期付款(即工傷病假錢)及醫療費用，這又為經濟條

件較差的職業傷病工友帶來財政壓力， 使其及家人生活陷入經濟困境。 

 

職業傷病工友已身心受創，面對不明來意的保險公司或公證行人員的接觸、繁複且

未知的司法程序、公立醫院長期的輪候時間及漫長的康復治療，無不感到孤立無援。在

徬徨無助下，他們更容易受到標榜提供「工傷索償支援」「不成功，不收費」的不良索償

代理唆擺，接受非法助訟活動，最後跌入「索償陷阱」，得不償失。 

 

要根本解決以上種種問題，本會認為為政府必須修訂《僱員補償條例》，賦予勞工

處裁斷權力，排解工傷及職業病爭議，長遠則要效英國、日本和台灣等地區，設立由政

府或公營機構營運的「中央僱員補償基金」，取代現行私營化的僱員補償制度。中央僱員

補償機構的好處是，統一向僱主徵收勞工保險，全面承擔及處理職業安全預防、工傷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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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康復及重返工作事宜，並可處理就工傷事實爭議及判定補償金額的上訴。「中央僱員

補償基金」能理順整個補償行政程序，增加成本效益，而且可助工傷工人盡快康復重返

工作崗位，並可避免工傷者與僱主、保險公司及公證行的衝突。 

 

3. 立法訂定標準工時 

 

香港僱員長工時工作已是不爭事實。根據瑞銀財富管理 2015 年發表報告，香港僱員

每年工作超過 2,600 小時，平均每周工時達 50 小時，是 71 個統計城市中最高。立法標準

工時的目的，是要保障僱員的職業健康與改善僱員的工作與家庭生活的平衡。 

 

           2017 年政府接納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合約工時」方案，旨在規管聘用月薪不超越一

萬一千元的基層僱員的僱主，必須簽署僱傭合約，並在合約上列明工作時數及超時工作的

補償不少於一比一。  

 

        「合約工時」是由僱傭雙方協議，並無法定工時限制，因此只要僱傭雙方同意，合約

中可以是一個不合理的超長工時，這不單無助改善僱員長工時的情況，反之令超時工作

合法化。標準工時立法原意是保障僱員有合理的工作時間，以平衡工作與生活。無論工

資收入高低，僱員都有休息及陪伴家人的需要。以收入水平作為受惠分界，違反了標準

工時立法的精神，而且對同一工作場所或相近工種內僱員之間造成差別待遇。 

 

本會反對「合約工時」方案，並促請政府重啟標準工時立法的討論，並儘早實施標

準工時立法。本會建議政府為全港僱員訂定每周 44 小時的標準工時;超時工作補償訂為基

本工資率的 1.5 倍，以尊重僱員的額外付出；同時設立最高工時，但可有限度因應不同行

業需要及協議而有所調整，或設立若干執行彈性及參考期。然而，實施有關彈性的同時，

超時工作必須屬自願性質，僱主不可單方面要求僱員加班。 

 

4. 應以「家庭基本生活需要」釐訂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並落實「一年一檢」 

 

法定最低工資政策是消減貧窮的最直接方法之一，但法定最低工資的減貧效能逐步被

削弱。2011 年 5 月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為 28 元。經過三次的調整，2017 年 5 月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為 34.5 元，期間法定最低工資增幅達 23.2%，然而同期通脹 21.2%。這反映法定

最低工資增長率僅及追回通脹的升幅，未能實質改善基層的生活。2016 年香港按人均計

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339,500 元，然而以 34.5 元法定最低工資年薪化後，法定最低工資相

對人均生產總值水平僅約 25%，這再次顯示基層僱員未能透過法定最低工資合理地分享經

濟發展成果。再者，按法定最低工資「兩年一檢」機制，大部份基層工友工資每兩年才獲

一次調升，故此基層工友的收入在下一次調整前，購買力已被通脹蠶食，不能即時應付每

年食品、租金及交通等的價格升幅。本會認為，現行法定最低工資「兩年一檢」機制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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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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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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促請政府實施法定最

低工資「一年一檢」機制，並且促請最低工資委員會在訂定法定最低工資時薪水平時，必

須考慮工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基層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水平，並按通脹調整最低工

資時薪水平。本會建議 2019 年實施的法定最低工資時薪水平應不少於 44.6 元，以確保工

人能應付其生活開支，改善生活。   

 

5. 制定免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長者貧窮情況持續惡化，根據政府《2016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長者貧窮人口近三

十萬人，貧窮率達 31.6%，平均每三名長者就有一人捱窮。隨著本港人口高齡化，將有越

來越多人跌入長者貧窮群組。香港目前的退休保障制度並不完善，單靠綜援和個別津貼難

以解決長者貧窮問題，而隨著人口高齡化，問題只會越趨嚴重。 

         早前政府公布扶貧委員會委託周永新教授進行的香港退休保障研究報告，探討了貧窮

及人口高齡化的挑戰，並列出多個退保方案及其可持續性。周教授的研究報告已清楚說

明制訂老年金制度的需要，並顯示政府、僱主和僱員三方供款的模式可行，而向長者每

月發放 3000 多元退休金亦屬可負擔的水平，社會不會因實行制度而承擔太大壓力。 

         民間團體多年來一直爭取政府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時間表，可是政府一直拖延。

2018 年 6 月政府提出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為長者每月提供一層高額援助。現行的長者生

活津貼會易名為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前者的每月金額分別為 3,485 元，後者為 2,600 元。

本會認為有關建議實際上並沒有整體改善長者的生活處境，反而在迫使一些經濟上並不太

過富裕的老人家動用自己的積蓄，來應付基本生活及承擔各種未知的醫療及長壽風險，這

是不顧老年人的尊嚴，而且亦為社會製造更多貧窮人士。 

隨著本港人口老化，領取綜援及相關津貼計劃的長者將不斷增加，單靠稅收支付的

社會保障制度將不勝負擔。一直以來，大部份香港市民支持實施全民養老金方案。扶貧

委員會的諮詢報告亦指出九成民意支持不論貧富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政府卻一意孤行，

漠視民意，堅持需審查的「有經濟需要」方案。享有退休保障是市民的基本權利，本會

強烈要求政府儘快設立毋須審查全民養老金制度，保證所有市民年老時享有穩定的收入，

安享晚年。 

6.  取消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與強積金僱主累積權益的抵銷機制 

       強積金是退休保障的重要支柱，對低薪工人尤其重要。根據現時法例，若基層工人

月入低於強積金最低入息水平(即月薪 7 100 元)，他們便不用為僱員部份供款，換言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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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退休儲備就完全依靠僱主方面的供款。可是，強積金的抵銷機制，容許僱主供款的累

算權益，抵銷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這令低薪工友喪失一大部份應得的強積金，退休生活

頓失保障。根據資料，2010 至 2016 年間，用作抵銷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強積金總額達

195.99 億元，佔各種理由提取累算權益金額的 28.3%。過去三年，受「對沖」機制影響的

僱員數目亦不斷增加，2016 年有近五萬僱員被「對沖」強積金，情況不能忽視。 

 

          有消息指政府會以「劃線」方式取消強積金「對沖」，同時建議為僱主提供為期長

達二十五年的過渡補貼。以「劃線」方式取消強積金「對沖」雖然可減輕僱主即時的財政

壓力，但對於年資較長的僱員而言，最為不利，因為在「劃線」前，僱主仍然可以強積金

「對沖」僱員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開支。換言之，僱員的退休保障沒有即時改善，要

完全消化「對沖」影響可能需三十至四十年的時間。 

 

另外，政府以「劃線」方式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已顧及僱主的承擔能力。現行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亦已協助無能力償還員工遣散費的僱主，為僱主設立逾二十年的過渡

補貼是偏袒商界。本會強調支付遣散費與長期服務金是僱主的責任，這是用以補償遭裁

員的僱員及避免年資長的僱員遭到不公平解僱。本會認為政府應善用公帑，應合理有度

的為商界提供過渡補貼，本會同時反對任何削減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僱員權益作為取

消「對沖」的交換條件。 

 

 7. 保障外籍家庭傭工的勞工權益 

 

外籍家庭傭工離鄉背井到海外打工，無非是要賺錢養活家中的長幼，但她們往往被

部份不良僱主及中介公司剝削勞工權益，有時還成為個別香港僱主發洩不滿、苛待或歧視

的對象。本港過去發生不少外傭被剝削及苛待事件，但政府一直輕視外傭的投訴，而且亦

沒有致力打擊不良中介公司從中剝削外傭權益及提供不實資料及誤導僱主的情況，以致外

傭權利進一步被剝削。本會促請政府盡快修訂不合理的外傭政策，如放寬政府的「兩星

期規例」2，並加強對外傭職業介紹所的監管，確保其經營及服務質素，保障外傭僱主及

外傭的權利。 

 

8. 取消《僱傭條例》「4.1.18」工時規限   按工時計算僱員權益  

    

      現時香港有高達十五萬名短工時或短工期的「零散工」，由於受到《僱傭條例》中

的「4.1.18」的工時規限，他們無法享有大部份法定的勞工權益，包括代通知金、有薪勞工

假、有薪年假、病假津貼、分娩津貼、長期服務金、遣散費等。部份僱主更以「4.1.18」工

時漏洞，刻意以每周17.5小時或每第四周少於18小時僱用工人，以逃避對工人的法定勞工

                                                        
2 香港入境條例規定，外傭的僱傭合約一旦終止，其簽證於合約終止兩星期之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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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早於2009年，前特首曾蔭權已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檢討《僱傭條例》中連續性

僱傭合約的定義，勞工顧問委員會(下稱勞顧會)就此曾多次討論，但勞資雙方在受保障工

時門檻拉鋸。2014年12月更有報導指勞資雙方最終無法達成共識，這令已在勞顧會討論多

年的議題被擱置3。 

 

          本會期望政府關注零散工的權利，並促請勞工處立即檢討「連續性僱傭合約」的定

義，並把現時的「4.1.18」規定，改為「4.72」，即在4星期內工作滿72小時的僱員可獲全

部勞工保障；同時讓工作不足72小時的僱員，可按比例得到《僱傭條例》內的所有權益，

另外應修改《僱傭條例》，使所有工人同享一些不適宜分割或按比例的勞工福利，如解僱

時的通知期和代通知金等。 

 

9. 劃一公眾假期為有薪勞工假期 

 

本港工人工時過長的同時，僱員的假期寥寥可數，現時本港仍有很多僱員只能享有

勞工假期，而非十七天的公眾假期。為了平衡工友的家庭及工作生活，讓所有僱員獲享同

等假期日數的權利，本會促請政府把十七天的公眾假期劃一為有薪勞工假期，以使各行各

業的僱員可公平地享有十七天有薪法定假日。 

 

10. 立法確保勞工享有集體談判權及罷工的權利。  

  

            集體談判權（Collective Bargaining）是勞工最基本權利，指勞方可集體性地透過工會

與資方談判僱傭條件，資方必須參與，談判結果具有法律約束力，目的是希望勞資雙方能

在一個較平等的情況下訂立僱傭條件，以保障勞方應有的權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第三部分中已明確列出勞工可享有集體談判權利。然而，九七回歸後，當時的

臨時立法會廢除了《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致使工會失去集體談判權力，

未能代表工人在平等的基礎下與僱主討價還價，這不但削弱工會的實力，同時亦打擊了工

人參與工會的意欲，最終令勞工的基本權益被嚴重剝削。本會促請政府立法集體談判權條

例，確保工會有權與資方進行談判。 

 

 

     11. 確保南亞裔居民享有就業及公平使用公共服務及扶貧措施的權利 

  

            本會多年來一直關注基層少數族裔的就業貧窮和社會資源分配問題。政府公布的

《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下稱「報告」）顯示，少數族裔人士的貧窮率

達至19.4%，遠2011年的15.8%為高，當中尤以巴基斯坦族裔為嚴重，貧窮率高達56.5%。

有見及此，政府實在責無旁貸去解決少數族裔的貧窮問題。 

                                                        
3 資料來源: 太陽報。兼職工保障門檻勞資分歧暫擱議。港聞 A14。2014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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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積極的推動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隨著教育程度的改善及培訓機會的增加，越來越多本港女性投身社會工作4。不少在

職夫婦要共同承擔照顧長幼及料理家務的責任。因此家庭友善的育兒措施是支援在職父母

協調工作與家庭生活的重要關鍵。 

 

          不過，政府未有積極的推行的家庭友善僱傭政策措施。舉例，現行 10 星期法定產假

遠遠落後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最少 14 星期的規定。這大大影響產後婦女身體復原及照顧

幼兒的需要。本會認為產假有助產前產後婦女享有休假權利及恢復身體的機會，還有可助

婦女有計劃地準備及照顧嬰兒的需要。多項研究已顯示母親恢復工作是放棄母乳餵哺的重

要原因，產假長短亦是影響父母決定嬰兒餵哺模式的重要因素。為此，本會促請政府儘快

將法定產假由 10 星期增至 14 星期，並把法定產假薪酬由現時平均工資的五分之四修訂為

全額工資。 

 

此外，政府應推行更多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包括盡快修訂《性別歧視條例》，明

確保障婦女產假結束後返回同一崗位或工資相同崗位，以及不會因懷孕及其引起的其他

特徵而受到歧視，包括不合理解僱; 修訂《僱傭條例》延長法定侍產假至最少七天，以促

進兩性平等的家庭責任; 向僱主提供財政誘因，鼓勵僱主實施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包括實

施彈性工作時間、親職假、育兒假及在工作場所或其附近建立有適當衛生條件的哺乳設

施等。 

 

                                                        
4
  根據政府統計處香港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2016年)，2015年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為 54.8%，而曾經結婚女性的勞

動人口參與率由 1986年的 39.1%上升至 2015年的 4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