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業社會中，麥麵餅和葡萄酒就是人類工作成果，生命之糧。
於天主教會內，麥麵餅和葡萄酒有更深層的意義：主耶穌基督
在最後晚餐中，祝福了麥麵餅及葡萄酒成為祂的體和血，並預
示了祂的犧牲，讓人類在共融之中獲得更豐盛的生命。

今天......

麥 象徵工人的 工作

血 象徵工人的 生命

2005 年僱員補償援助基金向一名非法勞工遺孀發放 95 萬元傷
亡援助。事件引起政府及部份工會的強烈關注，她們認為非法勞工
無資格索取為合法勞工而設的傷亡援助，並指法庭的判決只會變相
助長非法勞工來港就業，故建議立即修改《僱員補償條例》或《僱
員補償援助條例》
，杜絶非法勞工索取傷亡援助的機會。

工作有值: 合理的工作回報乃勞工工作的基本權利
生命有價: 勞工因工遭遇傷亡應得到合理的補償，不應因其性
別、種族及其他身份而改變。
因此我們不應因為他們的非法勞工身份而置他們生死不顧，褫
奪其向僱員補償援助基金索償之基本權利。非法勞工是社會的弱勢
社群，在社會 被受歧視及指責。他們的言論及權益更不被重視。
為了使大家關注非法勞工傷亡權益，並阻止政府通過修例剝削
非法勞工，本會特別在七月一日，這個標誌著表達訴求的公共空間
，以行動維謢弱勢社群的權益，讓非法勞工發聲。
透過這本小冊子，我們希望大家了解:
(一)
(二)
(三)
(四)
(五)

僱員於受僱期間因工遭遇傷亡的賠償機制
非法勞工申索工傷補償事件
法院判定非法勞工或其家屬可獲賠償的理據
政府及社會的回響
非法勞工同樣是勞工

(一) 僱員於受僱期間因工傷亡的賠償機制
根據香港法例第 282 章《僱員補償條例》訂明，僱員於受僱工
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受傷或死亡，僱主在一般情況下須負起補償
責任。條例並已訂明僱主及僱員呈報意外事件責任、工傷申索的解決
方法、補償金額和計算方法及強制僱主投購保險規定等。
若僱員或其家屬未能透過僱主直接支付辦法解決傷亡補償時，
個案須交由區域法院裁決。由於《僱員補償條例》是成文法，已經將
僱主對僱員受傷賠償的責任清楚列明。只要申索者證明他是答辯人的
僱員，而他的受傷是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引致的，答辯
人便有責任向其作出補償。
一般情況下法院需審理有關個案時需要解決以下問題: (一)申請
人是否答辯人的僱員; (二) 在確實了雙方的關係後，法院要解決的問
題是申請人是否在受僱期間受傷，而所受傷害又是否因遭遇意外而造
成;(三)若以上屬實，法院就要處理賠償金額問題。
若僱主有依法購買勞工保險，而保險能處理法院判決後的賠償
時，問題應可得到解決。假若僱主沒有購買勞工保險; 僱主身份無法
辨明或身份無法尋獲; 僱主無力償還以致破產; 僱主已去世或公司
解散、清盤; 因任何理由以致無法向僱主送達訴訟文件; 及並無已知
的為有關僱員投保的有效保險單，已獲勝訴的員工可根據《僱員補償
援助條例》第 365 章第 16 條，向僱員補償援助基金申請，要求支付
其應得的賠償。援助基金局會按法庭對個案的判決處理，而無任何法
理依據的個案會被拒絕受理。
僱員補償援助基金是根據《僱員補償援助條例》成立，由僱員補
償援助基金管理局管理。基金來源是從僱員補償保險徵款。目的是
保障僱員享有職業病補償的權利。
(有關工傷意外索償的詳細內容，請參閱勞工處的《僱員補償條例》簡介)

資料來源: 明報 2004 年 7 月 9 日

(三) 法院判定非法勞工或其家屬可獲賠償的
理據
1. 《僱員補償援助條例》並無訂明非法勞工不可向僱員補償援
助基金索償。

(二) 非法勞工申索工傷補償事件
2002 年 4 月一名非法勞工在石硤尾清拆僭建物時
被壓死，其遺孀透過法律援助處向僱主索償。2003 年
區域法院法官行使酌情權，認為非法勞工的僱傭合約
是有效的，判死者家屬可獲僱主賠償 95 萬元。惟在僱
主無力償還下，死者遺孀向僱員補償援助基金管理局
提出申索，基金最終於 2005 年向其遺孀發放補償金。
僱員補償援助基金管理局的資料顯示，基金再批
出 3 宗非法勞工傷亡補償個案。目前，法院正處理另
一宗非法勞工索償個案。

目前《僱員補償援助條例》第 365 章對僱員的定義，是沿用
《僱員補償條例》第 282 條的定義。僱員是指已與任何工作的僱
主訂立僱用合約或學徒合約而工作的人，不論有關工作是屬於體
力勞動、文書工作或其他的性質的，亦不論該合約是明訂或隱
含、口頭或書面的。但在僱員的定義中不包括以下的人士 – 1)
以臨時性質受僱工作，而非受僱於僱主所從事的行業或業務的
人，但該人既不屬經由會所聘用或支薪以受僱從事任何遊戲或康
樂事務的人，亦不屬非全職的家務助理; 2) 外發工; 或 3) 為僱
主的家庭成員、受僱於僱主並且是僱主同住的人。
2.

法庭可運用酌情權判定非法勞工與僱主的僱用合約是有效
的。

《僱員補償條例》第 282 條第二款規定 --- 在根據本例追討
補償的法律程序中，法院如覺得導致損傷的意外發生時，傷者
進行工作所根據的僱用合約或學徒合約是違法的，則在顧及該
案的所有情況下，如認為恰當，仍可猶如傷者在有關的意外發
生時根據有效的僱用合約或學徒訓練合約進行工作
的人一樣處理該案。因此援助基金向非法勞工申索個
案作出賠償，要視乎法庭對個別個案的判決，只
要法庭運用以上的酌情權，判定申索人應得
到賠償。

(四)

社會及政府的回響
法庭行使酌情權判決非法勞工可獲補償並不
妥當，這對守法僱主不公平，與政府打擊非
法勞工政策亦互相矛盾!

法庭判決會引致大量
非法勞工索償，導致基

僱員補償援助基金款項主要來
自合法僱主為合法僱員補償保
險的徵款，非法勞工是非法入境

最有效的方法是立即修改條例堵塞漏洞!

政府官員

我哋已經通過政府的建
議，支持將所有非法勞工摒
除在《僱員補償援助條例》

者 不是本港的合法僱員 故不

這會助長非法勞工來
港就業 !

圖片來源:
http://www.iosh.gov.tw/netbook/yearrep/c19/
c91ann3.htm

圖片來源:
東方日報
2004 年 3 月 7 日

經勞工顧問委員會通過
的修例建議可能於今年
提交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討論，
並再提交立法會通過。

勞工顧問委員會

(五) 非法勞工同樣是勞工
非法勞工非人生活
為了賺取金錢養活家人，部份外地勞工都不惜離開自己的
家庭及朋友，鋌而走險，來到陌生的香港為僱主非法工作。基
於非法勞工的身份，他們往往要接受比本地勞工更低的工資。
休息日、公眾假期、病假、工傷補償等勞工保障更不用說，全
沒他們份兒。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們不但要偷偷摸摸的工作，
還可能受到僱主的無禮對待及被本地工人謾罵:「討厭鬼、爭飯
碗」
。有些無良僱主更會在非法勞工工作個多月後，通知執法部
門，拘捕所聘之非法勞工，企圖省回非法僱員的薪酬開支。

工作有值，生命有價，修例剝奪勞工權利
或許，人們認為「食得鹹魚，抵得渴」
，非法勞工既然選擇
當非法勞工，就應要接受沒有勞工保障的事實。可是，我們認
為非法勞工同樣是勞工，他們亦應得享合理的工資、工傷意外
以至生命的賠償保障。
他們雖觸犯本港的《入境條例》
，但我們絶不能否定其受僱
於本港僱主的事實，剝奪其合理之工作回報，更不應置他們於
生死不顧，褫奪其索償之基本權利。
非法勞工因工傷亡，已是不幸，家屬失去至親，又得不到
僱主的補償，社會非但不同情他們，還咄咄逼人。修例只
會變相剝奪非法勞工可能僅有之補償援助，這是近乎
麻木不仁的。

圖片來源: 東方日報 2005 年 2 月 7 日

「每個人都有他生命的權利、身體完整的權利，以及一切為獲
得適當生活所必需應用方法的權利。」(《和平於世》通諭 11)

歸根究底是杜絶 僱主聘用非法勞工
法例的酌情判例不等於將非法僱用合法化，問題的根本是
僱主從一開始不應聘用非法勞工。要解決政府不再替違法僱主
賠償工傷的最有效方法，歸根究底是加強打擊非法僱用，並加
重對違例僱主的刑罰。
修改條例與杜絶非法勞工無直接關係，僱主不會因此而停止
聘用非法勞工。勞工處近年積極聯同警方與入境處打擊非法僱傭
活動，根據入境處去年的資料，因聘請非法勞工而被捕的僱主卻
不斷上升，由 2002 年 918 名增加至 2004 年 1375 名，升幅幾近五
成，而期間因聘請非法勞工而被成功檢控的僱主僅得 500 多名。
顯然，現行檢舉工作及懲罰未能有效的阻嚇僱主，至使其橫行無
忌，僱用非法勞工，乃至削弱本地工友之工作機會。

圖片來源:蘋果日報
2004 年 6 月 29 日

政府應該履行社會責任
香港勞工法例的基本是保障工人，賦予勞工在無法向僱主
追討下，可向僱員補償援助基金提出申索。既然非法勞工傷亡
已成事實，在其無法向僱主追討下，政府就應該履行責任，正
視及處理問題，負上賠償傷亡勞工的最終社會責任，維護他們
最基本之生命尊嚴。若政府只以身份之別為由執意修例，即變
相懲罰受害人，並縱容不負責任的僱主，剝奪勞工權益。
「我們正在為移到他國的許多工人的不幸情況擔心。他們由於
是外國人，很難替自己在社會前有所申辯，即使他們對收容自
己的國家的經濟發展真的有所貢獻。對這些工人，人們需要跳
出狹隘的國家主義。」 (《八十週年》通諭 17)

「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 」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將去年的十月至今年十
月這段時間訂為聖體年，基督透過聖體聖
事，不但展現了人與人之間不分階級、權
力的共融。
基督更特別關顧受壓迫的邊緣人士，但要打破權力的操控，
必先改變現有的階級文化和規範等建制。基督便透過替門徒
洗腳、平等共享的宴會，向世人展示人類應怎做去建設一個
團結和互相依存的世界。

圖片來源: 成報
2004 年 7 月 8 日

「主，請同我們一起住下吧……」
團結能協助我們正視『其他的人』
，無論是個人、民族或是國家
──不能看待他們如同是一種工具，帶有工作的能力和可以廉價
剝削之強壯的勞力，以及一旦失去利用價值時可任意拋
棄的勞力，而應看待他們是我們的『近人』，是我們的
一個『助手』
（創二：18-20），他們與我們具有同等的

地位，同被天主所邀請來分享生命的筵席。」
（
《社會事務關懷》
通諭 39）

我們怎樣看待這班為著家庭的生計，活於生活邊緣的非法勞
工？ 只是一句「自作自受」？還是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仍本

欲，並加強有關宣傳，使大眾正視問題。
圖片來源: 東方日報
成報
東方日報
蘋果日報
東方日報

2004 年 3 月 7 日 (左上)
2004 年 7 月 8 日 (右上)
2004 年 2 月 7 日 (中)
2005 年 1 月 20 日 (左下)
2004 年 2 月 3 日 (右下)

如你想知道更多有關這次行動的資料，請參閱
本會網頁: http://www.hkccla.org.hk

著「近人」的精神，伸出援手？

為保障非法勞工的合理權益及打擊非法僱傭活動，我
們強烈要求政府:
1. 正視及履行非法勞工因工傷亡的社會責任；
2. 擱置針對非法勞工修改《僱員補償援助條例》的建議；
3. 檢視現行法例，加強檢控聘用非法勞工的僱主及對其之刑
罰;
4. 與其他地區政府的有關部門合作，教育工友受聘為非法勞
工的刑責及人身風險，減低他們來港充當非法勞工之意

如你贊同我們的訴求，請於 2005 年 7 月 18 日
下午 6 時正前以電郵 (hkccla@hkccla.org.hk)，或於本會網頁
(http://www.hkccla.org.hk) 「非法勞工同樣是勞工」聯署聲
明行動下的支持聯署，留下團體或個人名稱。你亦可以填妥以
下的表格，透過傳真(23473630) 或郵寄的方法交回本會(地址:
九龍觀塘創業街 9 號 2703 室)。我們會把收集得到的團體及個
人名稱，提交政府有關部門，以表達我們對非法勞工權益的關
注。

--------------------------------------贊同「工作有值、生命有價」非法勞工權益爭取行動
覆: 香港天主教勞工事務委員會
本人 / 團體□ 贊同「工作有值、生命有價」非法勞工權
益爭取行動，並同意把本人 / 團體□名稱，提交政府部門，以
示對事件的關注。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2005 年 ____月 ____日

(hkccla@hkccla.org.hk) 或傳真(23473630)知會本會。
□請刪去不適用者

「一人一信」關注非法勞工傷亡權益行動
「一人一信」關注非法勞工傷亡權益行動
為了進一步促使政府關注非法勞工傷亡權益，並阻止其通
過修例剝削非法勞工，除了聯署簽名行動外，我們呼籲各好友
參與「一人一信」關注非法勞工傷亡權益行動。

經濟發展及勞工局局長
葉澍堃 先生:
反對修改《僱員補償援助條例》
，剝削非法勞工傷亡權益

請您簽署右列信件，以個人名義去信經濟發展及勞工局局
長葉澍堃先生，表達反對政府修改《僱員補償援助條例》
，剝削
非法勞工傷亡權益的立場。

請立即行動 ! 您的參與，將會使非法勞工的聲音得到
聆聽及關注 !

✽ 為統計參與者人數，煩請參與「一人一信」關注非法勞工傷

亡權益行動人士，於發信政府部門後，以電郵

本人堅決反對政府修改《僱員補償援助條例》，剝奪非法勞工傷
亡者向僱員補償援助基金申索之基本權利。
「工作有值，生命有價」
。非法勞工同樣是勞工，他們亦應得享
合理的工資、工傷意外以至生命的賠償保障。非法勞工雖觸犯本港的
《入境條例》，但我們不能基於其非法身份，否定其受僱於本港僱主
的合理事實。基於人道立場，我們更不應置傷亡勞工於不顧，拒絶 為
其提供迫切的傷亡補償援助。既然法例賦予勞工在無法向所屬僱主追
討下，可向僱員補償基金提出申索，我們便應尊重他們的合法權利。
若我們以身份之别 為由堅持修例，就等同無良僱主，剝削勞工之基本
權益。再者，本人認為修訂法例無助打擊非法僱傭活動，最有效的方
法仍是加強檢控及懲罰非法勞工及聘用其之僱主。
為此，本人強烈要求政府: (一)正視及履行非法勞工因工傷亡的
社會責任；(二)擱置針對非法勞工修改《僱員補償援助條例》的建議；

(三)檢視現行法例，加強檢控聘用非法勞工的僱主及對其之刑罰; (四)
與其他地區政府的有關部門合作，教育工友受聘為非法勞工的刑責及
人身風險，減低他們來港充當非法勞工之意欲，並加強宣傳，使大眾
正視問題。

郵票
寄: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2005 年 __ 月___日

經濟發展及勞工局局長
葉澍堃先生
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中區政府合署西座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經濟發展及勞工局

本會及轄下單位聯絡資料
香港天主教勞工事務委員會 (秘書處)
地址: 九龍觀塘創業街 9 號 2703 室
電話: 2772 5918
網址: http://www.hkccla.org.hk
教區勞工牧民中心 (九龍)
地址: 九龍觀塘創業街 9 號 2703 室
電話: 2351 6333
網址: http://dpcwkln.hkccla.org.hk
教區勞工牧民中心 (柴灣)
地址: 柴灣道 200 號海星堂地下低層

電話: 2143 5800
網址: http://dpcwcw.hkccla.org.hk
教區流動勞工牧民中心
通訊地址: 九龍觀塘創業街 9 號 2703 室
電話: 60170306
網址: http://www.hkccla.org.hk

教會與工人

承擔並同行

我們需要你們的支持
歡迎您成為我們的支持者:
本人有興趣:
○參與香港天主教勞工事務委員會義工服務
○定期收到本會刊物《勞 Look 天地間》
○收取免費的每日勞工新聞，我的電郵是_____________
○捐助香港天主教勞工事務委員會及轄下中心
捐助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助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郵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請註明 「香港天主教勞工事務委員會」。
支票請寄往九龍觀塘創業街 9 號 2703 室，
「香港天主教勞工
事務委員會」收。
註: 請寄 / 傳真回以上資料。

出版日期: 2005 年 7 月 1 日
出版團體: 香港天主教勞工事務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