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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最低工資實施以來，不同學者均對此議題表達了不同觀點，有論者謂最低工

資立法會增加僱主的經營成本，令勞工的就業機會減少；亦有論者指出最低工資

能提供起碼的生活保障予僱員，並提高其生活質素。 

 

   雖然勞資雙方各有觀點，但無可否認最低工資由討論到實施，的確對香港的

基層勞工就業市場產生了一定衝擊，也為不少僱員及僱主帶來了憂慮。這是因為

在最低工資實施前，不少僱主對最低工資的實施持反對意見。有報導指，髮型屋

東主表示由於最低工資的實施會令經營成本上升，他們會減少聘請年青人以減低

成本。工聯會轄下的香港理髮化妝業職工總會理事陳家明亦在訪問中表示，擔心

最低工資實施後會令學徒缺乏入行機會，造成新人難以入行。(頭條日報，2010

年) 

  最低工資已實施近三多個月，它對青少年就業機會的影響是否如僱主所說般

嚴重，抑或是最低工資的實施對青少年的就業機會並沒有太大影響。因我們希望

透過是次電話問卷調查，了解最低工資的實施對本地青少年就業機會所產生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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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2.1 調查目的 

   是次調查旨在了解最低工資實施後，低學歷低技術青少年業市場的初步情

況及其影響，當中包括： 

1) 青少年的工資是否達致最低工資的水平； 

2) 工作待遇，包括工時等； 

3) 培訓及晉升前景 

 

2.2 調查對象及方法 

   為了解最低工資實施後青少年的就業市場初步情況，是次調查將會以問卷

調查方法，致電僱主查詢刊載於報章上招聘廣告中適合年青人就業職位的工作待

遇。為了更有效的搜尋適合年青人的工種，調查員假設在招聘廣告標有「學徒」

字眼的工作較適合低學歷及低技術青少年擔任，因此調查員會以「學徒」為關鍵

字眼在廣告中篩選相關工種，作為電話的調查對象。 

 

 調查員選定以東方日報的招聘頁作為主要的調查對象，以方便抽樣的方法，

從該報的招聘頁中選取標示「學徒」字眼廣告作為調查。另外，調查員亦於勞工

處的互動就業服務網頁中搜尋標示「學徒」字眼廣告，進行調查。調查員在 2011

年 7 月 5 日至 18 日，用以上方法共搜尋了 190 份空缺，作為調查樣本。 

 

   接著，調查員根據適合廣告（調查對象）留下的電話，致電刊登有關廣告的

公司，以中五畢業生身份，向接聽者表示有意應徵有關職位，並根據擬定好的問

題指引（見附錄一），向受訪者進行電話問卷調查。 

 

   為了增加資料的信度，調查員在正式進行調查前，曾作出了先導性調查，目

的是測試問卷的準確度及可用度。另外，為了更了解低學歷低技術青少年的就業

情況，調查員亦訪問了一位聘有多名年青職員的理髮店東主和空調製冷業職工總

會的負責人，以了解最低工資實施後對其招請青少年方面的影響及他們對青少年

就業前景和就業培訓的意見，以作為是次研究的補充資料。 

 

 調查員最後於 190 份職位空缺樣本中，成功向 130 個刊登廣告空缺的公司進

行電話訪問，回應率達 68%
1
。 

                                                
1 在 190 份樣本中，有 60 份工作不能取得回應，當中原因包括:其中 10 份工作已聘請了人，所

以收集不到我們需要的資料；再者，其中的 42 份工作聯絡不上僱主；5 份工作需要等待僱主的

回覆；另外，4份工作需要親身見工，僱主才提供資料；當中的 3份工作要求應徵者擁有經驗，

最後 1 份工作的聯絡方法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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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少年的定義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青年」是指介乎 15-24 歲的年青人。在香港，青少年泛

指介乎 15-24 歲的年青人，香港的青少年就業及培訓政策亦是針對這個年齡組別

的年青人而制定，例如「展翅計劃」和「青年見習就業計劃」兩項計劃在 2009

年 8 月整合後，就以「一條龍」模式為 15-24 歲、學歷在副學位以下的青少年提

供職前和在職培訓。故此，本文將依據本港的情況，將青少年定義為 15-24 歲之

間的年青人。 

四、最低工資立法及對青少年的影響 

 最低工資的概念早於 1928 年便產生，在國際勞工大會於日內瓦舉行的第十屆

大會中，投票通過了「設立最低工資釐定機構公約」（第 26 號公約），以達到保

障勞工的最低生活和社會安定的目標。 (李怡萱, 2004) 

 

 在此公約定立後，世界各國亦順應潮流立法推行這項保障勞工權益的法例，

推行的國家更是超過一百多個，其中包括美國、英國、台灣、新加坡等。新西蘭

和澳洲的最低工資制度更是擁有百年的悠久歷史。在本港自 2000 年起，由於本

港社會上在職貧窮人士口不斷增多，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因此社會有建議要

政府應盡快進行最低工資立法，以保障在職貧窮人士和其家人的生活。為回應上

述社會訴求，政府便於 2007 年 10 月底宣佈為最低工資立法展開前期準備工作。 

  

   香港社會對最低工資的立法持有兩派意見，支持者認為最低工資的立法除可

使社會上在職貧窮的數字大大減低外，更可為工人提供安全網，確保他們得到最

起碼的保障，並保證工人及其家人達到最起碼的生活水平。香港社會保障學會強

調，最低工資可保障半技術及技術水平偏低的工人、較年長的新來港人士及女

工，亦可稍為改善本港貧富懸殊的情況，減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開支，防止低

薪人士跌入貧窮線之下。(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1998) 

 

另外，最低工資的實施可解決部份僱主剝削員工的工資，榨取剩餘價值的問

題，這還有利於解決低技術工人工作時間過長、工資待遇過低的在職貧窮現狀，

使他們免受歧視。 

 

   反對設立最低工資的人士卻認為，最低工資的設立會導致弱勢社群的就業率

下降和使僱員的整體工資下降。他們指倘若設立了最低工資，僱主在招請僱員時

必會更加傾向選取一些健全、學歷及技術較高的員工。因為僱主一般認為既然現

在要付出最低工資招聘員工，那工資所對應的勞工質素也必須相應提高，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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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之中把弱勢群體的勞動市場的生存空間剝奪了。 

 

  反對者還指出倘若設立最低工資，極可能變成勞動市場上基層員工時薪的下

限，一些僱主會以已按法例要求給予僱員最低工資為由，不願用以較高的工資來

聘請僱員，於是最低工資間接變成了最高工資。 

 

縱然社會對最低工資的影響眾說紛紜，但經過政府、勞工團體和僱主團體的

長時間磋商後，香港的最低工資最終於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最低工資的實施對青少年的影響 

上文提及，最低工資實施有可能減少僱主聘請低學歷及低技術勞工的意欲，

所以一些弱勢社群會最受影響，當中包括青少年。下文我們將回顧不同論者如何

評價最低工資對青少年的影響。 

 

Card 曾在 1989 與 1990 兩年間以存在於地區間之工資差異來檢視聯邦最低工

資之效果，並分析美國的最低工資調升對青少年就業之影響。他的調查發現，隨

著最低工資之調升，青少年之工資亦會隨之調升。(Card, 1992) 

 

台灣學者黃仁德和姜樹翰的研究同樣發現，當最低工資的比率增加時，青少

年的就業率亦會有所攀升。他們指出，當最低工資的比率每增加 10%，15-19 歲

青少年的就業比率就會增加 6.85%至 10.72%。(黃仁德及姜樹翰, 1995) 

 

黃仁德和姜樹翰亦同時指出，最低工資的實施和調升，一方面可使青少年的

就業收入得到保障和提升，使其願意投入勞動市場，一方面，僱主亦會願意僱用

更多工資較低的年青人來減低其經營成本，這是因為青少年對就業市場的資訊掌

握不多，議價能力較低，亦較願意聆聽僱主的意見和教導。(黃仁德及姜樹翰, 1995) 

 

    但有論者提出相反意見。劉泰英和朱筱蕾認為在現實社會中，各個組別的勞

工生產力有別，不可能視為同質，就以工資高低取決於生產力高低的觀點而言，

在最低工資實行後，生產力較低的勞工如青少年，便更容易受失業的威脅。(劉

泰英及朱筱蕾, 1989 ) 

 

康淑靜指出，初出茅廬的年青人就如白紙，學識與訓練皆欠缺，需要僱主提

供一定在職訓練，而在訓練中，僱主需要付出一定經費和時間，故在扣除此等訓

練費用後，初出茅廬的年青人的薪金必然較低。(康淑靜, 1990) 當最低工資實施

後，僱主或會因成本上升，減少聘請初出茅廬的青少年，從而令年青人的失業率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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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關焯照指出，自最低工資推出後，本港的勞動力出現了「年齡代替」

效應。由於僱主勞工成本大升，他們寧願聘請有豐富工作經驗、表現成熟的三十

至四十多歲的勞動人口，以取代最年輕的十五至二十四歲職場「八十後」生力軍，

也將較年長年邁的一批中年勞動人口取代。 (星島日報，2011) 

 

根據統計處最新資料顯示，近年青少年失業嚴重，同時本港的失業率呈 M

型發展，青少年的失業率持續攀升，十五至十九歲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八點

六，較前季度升一點九個百分點；十五至二十四歲青少年失業率進一步惡化，急

升至百分之十點五，較前升零點九個百分點，共三萬二千四百名青少年失業。 (星

島日報，2011) 

 

小結 

   綜合上述學者所言，最低工資的實施對青少年的影響眾說紛紜。有學者指

最低工資短期內可能會對青少年的就業市場造成負面衝擊，令僱主認為經營成本

上升，減少聘請缺乏經驗的低學歷青年，從而令青少年的失業率出現短暫上升。 

 

   但也有學者指，當市場吸收了最低工資的實施的消息後，僱主會傾向以正面

的態度聘請年青人，而對青少年來說，最低工資的實施亦會令年青人的就業前程

更有保障，從而令其更願意投入勞動市場。下文我們將分析是次問卷調查結果，

看看最低工資對本港低技術青年的就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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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查結果 

5.1 接受訪問的職位空缺資料 

  在 130 份職位空缺中，共 106 份(81.5%)的受訪職位空缺是來自勞工處的互動

就業服務網頁，其餘的 24 份(18.5%)是來自東方日報的招聘頁。 

 

  在這 130 份的職位空缺中，以飲食業和建造業的職位空缺佔最多，分別是

40 及 35 份，各佔 30.8%和 26.9%。其次是其他個人服務業，當中包括髮型學徒、

汽車維修學徒、寵物美容學徒等，佔 10.8%共 14 份。美容業和零售業同樣佔 8.5%，

分別佔 11 份。其他製造業包括朱古力生產學徒、畫架學徒等的職位空缺則有 7

份，佔 5.4%。地產業和電子業各佔 4 份(3.1%)、通訊業該行業包括網絡技術學徒、

戶內/外光纖電纜鋪設及接駁學徒等佔 3 份(2.3%)、進出口貿易包括拆車學徒佔 1

份(0.8%)。(表一)  

                     表一 成功接受訪問的職位空缺       

       

 

 

 

 

 

 

 

 

 

5.2 受訪行業職位空缺的月薪分佈: 

在 130 份職位空缺中，五成的空缺的月薪達$7001 以上。另外，月薪在

$6001-$7000 佔最多，共 46 份，佔 39%，而介乎於$7001-$8000 則共 37 份，佔 31.4%。

月薪介乎$8001-$9000 的共 16 份，佔整體的 13.6%，月薪在$6000 或以下的則有

13 份，佔 11%。經統計分析，這些職位空缺的平均月薪是$7249.9。2調查揭示，

適合年青人的受訪職位空缺月薪普遍在可接受的水平，未出現月薪過低情況。 

                                                
2
如果受訪者沒有直接提供月薪資料，調查員會根據受訪者所提供職位空缺的工作時數、時薪及工作日數

等，試算職位空缺的月薪。 

 

行業 頻數 百分比 

地產業 4 3.1% 

其他個人服務業 14 10.8% 

其他製造業 7 5.4% 

服裝製品業 0 0.0% 

建造業 35 26.9% 

美容業 11 8.5% 

通訊業 3 2.3% 

進出口貿易 1 0.8% 

飲食業 40 30.8% 

零售業 11 8.5% 

電子業 4 3.1% 

總數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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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總受訪行業職位空缺月薪 

 

 

 

 

 

 

 

 

 

 

 

 

 

5.3 受訪行業職位空缺時薪的分佈  

 

   在 130 份的職位空缺中，成功取得有關時薪資料的空缺有 123 份，而它們大

部份的時薪介乎$30 以上至$40，共 63 份，即 51.2%。其次為介乎於$28 或以上至

$30 的職位空缺，佔 41.5%，有 51 份。時薪在$40 以上至$50 的空缺有 2 份，佔整

體的 1.6%。經統計分析，這些職位空缺的平均工作時薪是$30.9。調查反映，大

部份適合年青人就職的職位時薪均符合甚至超過法定最低工資時薪不少於 28 元

的水平，顯示最低工資對青少年而言沒有造成最高工資的情況。(表三)  

 

    調查亦發現仍有少量(7 份)職位空缺不符合法定最低工資時薪不少於 28 元的

要求，佔整體的 5.7%。值得留意的是，當中有三份職位空缺全屬學徒事務處的

學徒訓練合約的工種。根據《最低工資條例》，這些學徒合約工作可豁免最低工

資的保障。 

表三  總受訪行業職位空缺時薪 

 

 

 

 

 

 

月薪($) 頻數 百分比 

4000-5000 3 2.5% 

5001-6000 10 8.5% 

6001-7000 46 39.0% 

7001-8000 37 31.4% 

8001-9000 16 13.6% 

9001-10000 5 4.2% 

10001-11000 1 0.8% 

共計 118 

 缺失資料 12 

 總數 130 

 

時薪($) 頻數 百分比 

28 以下 7 5.7% 

28 或以上-30 51 41.5% 

30 以上-40 63 51.2% 

40 以上-50 2 1.6% 

共計 123 

 缺失資料 7 

 總數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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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一      總受訪行業職位空缺時薪 

    行業 頻數 最高及最低時薪 平均數 眾數 

地產業 3 N/A $28 $28 

其他個人服務業 14 $34.2 / $22.4 $30.2 $28 

其他製造業 6 $35.7 / $26.9 $30.5 N/A 

建造業 35 $42.1 / $27.8 $32.7 $28 

通訊業 2 $30.7 / $28.8 $29.8 N/A 

美容業 11 $34.1 / $26.1 $29.4 $28 

飲食業 38 $35 / $21.9 $30.4 $28 

零售業 11 $33.3 / $25.6 $29.7 $28 

電子業 3 $38.5 / $29.9 $34 N/A 

共計 123  

  缺失資料 7  

  總數 130  

  
 

    調查發現，屬地產業和美容業的職位空缺的平均時薪最低，分別為$28 及 

$29.4。屬電子業，如電器學徒和建造業，如裝修、冷氣、技工、搭棚等的職位

空缺的平均時薪則最高，分別是$34 及$32.7。屬飲食業的職位空缺平均時薪是

$30.4。屬其他製造業，如朱古力生產學徒、畫架學徒的職位空缺的平均時薪是

$30.5。屬其他個人服務業包括髮型學徒、汽車維修學徒等，平均時薪為$30.2。

屬零售業職位空缺，當中包括中約理貨練習生、藥房學徒、犬隻服從訓練員學徒

等，其平均數為$29.7。(表三.一)調查反映，年青人在電子業及建造業中會有較佳

的工資待遇。     

 

5.4 受訪行業職位空缺工作時數的分佈 

 

    在 130 份的職位空缺中，成功取得有關工時的資料有 118 份。工時介乎 8 小

時以上至 10 小時之間的職位空缺工作佔最多，有 63.6%共 75 份。其次是 6 小時

或以上至 8 小時的佔 25.4%，共 30 份。10 小時以上至 12 小時的有 10.2%，共 12

份，12 以上至 14 小時的職位空缺就有 1 份，佔 0.8%。(表四) 經統計分析，這些

職位空缺的平均工作時數是 9.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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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總受訪行業職位空缺工作時數 

 

 

 

 

 

 

 

5.5 是否需要簽訂僱員合約 

   在 130 份職位空缺中，有 72.3%即 94 份空缺在受訪時表示僱傭雙方需要簽訂

僱員合約。逾一成(13.8%)，共 18 份表示不需要簽訂僱員合約。調查結果反應正

面，若大部份職位空缺能為僱傭雙方簽訂僱傭合約，這起碼讓僱傭雙方了解彼此

的僱傭權益及褔利，減少爭拗及因此而起之勞資糾紛。(表五) 

 

表五    是否需要簽訂僱員合約 

 頻數 百分比 

是 94 72.3% 

否 18 13.8% 

沒有提供資料/不知道/不清楚 18 13.8% 

共計 130  

 

5.6 有沒有試用期 

    在 130 份職位空缺中，佔 68.5%即 89 份表示有試用期，只有 6.2%即 8 份表

示沒有試用期。當中有 33 份佔 25.4%是沒有提供資料/不知道/不清楚(表六)。 

 

表六      有沒有試用期 

 頻數 百分比 

有 89 68.5% 

沒有 8 6.2% 

沒有提供資料/不知道/不清楚 33 25.4% 

共計 130  

工時(小時) 頻數 百分比 

6 或以上-8 30 25.4% 

8 以上-10 75 63.6% 

10 以上-12 12 10.2% 

12 以上-14 1 0.8% 

共數 118 

 缺失資料 12 

 總數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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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能否考取專業資格 

    在 130 份職位空缺中，佔 46.2%即 60 份不能考取專業資格，有 24.6%即 32

份能夠考取專業資格。其餘的 29.2%即 38 份是沒有提供資料/不知道/不清楚(表

七)。 

表七    能否考取專業資格 

 頻數 百分比 

能 32 24.6% 

不能 60 46.2% 

沒有提供資料/不知道/不清楚 38 29.2% 

共計 130  

 

 

5.8 有否提供晉升機會 

    在 130 份職位空缺中，佔 61.5%即 80 份表示能提供晉升機會，只有 10%即

13 份表示該職位空缺沒有提供晉升機會。(表八)。 

表八    有否提供晉升機會 

 頻數 百分比 

有 80 61.5% 

沒有 13 10.0% 

沒有提供資料/不知道/不

清楚 

 

37 28.5% 

共計 130  

 

5. 9 有否提供在職培訓 

     在 130 份職位空缺中，佔 96.2%即 125 份表示會提供在職培訓，只有 1.5%

即 2 份表示沒有提供在職培訓。(表九) 

表九     有否提供在職培訓 

 頻數 百分比 

有 125 96.2% 

沒有 2 1.5% 

沒有提供資料/不知道/不清楚 3 2.3% 

共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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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果分析 

6.1 大部份適合年青人的職位空缺時薪高於法定最低工資 28 元的水平 

  是次調查發現，各行業適合年青人的職位空缺，包括地產業、建造業、美容

業、飲食業、零售業和其他行業的時薪均多於法定最低工資時薪 28 元的水平(可

見表四)。經統計分析，受訪行業職位空缺平均時薪為$30.9，月薪的平均水平為

$7344.7(見表二)，當中更逾五成(51.2%)時薪更介乎於$30 以上至$40 (見表四)。在

工作時數方面，受訪的職位空缺平均工時是 9.1 小時(見表三)。這反映最低工資

實施下，在調查中不同行業的職位空缺絕大部份都符合《最低工資條例》，以不

少於 28 元的法定最低工資去聘請青年人。 

 

  雖然調查發現，有 7 個受訪的職位空缺所提供的時薪水平少於法定最低工

資，但當中有 3 份是會簽訂學徒事務處學徒訓練合約的工種，而這些學徒合是豁

免最低工資保障。調查結果反映，市場正慢慢吸收最低工資所帶來的影響，而僱

主都願意以最低工資時薪或高於最低工資水平來聘請青年，僱主以「學徒」名義

來剝削青少年的工資未見嚴重。  

 

 餘下 4 份不符合最低工資要求的職位空缺分別是來自飲食業(2 份)、其他製造

業(1 份)和美容業(1 份)，它們多涉及工資計算的取巧及欺騙情況。舉例，調查員

在查詢當中其一職位空缺的工時工資的資料時，發現受訪者雖然聲稱該職位空缺

能給付不少於時薪 28 元報酬，但經查問下，受訪者進一步表明，求職者需就該

「學徒」職位，在其每月薪酬扣除首六個月工資的兩成作為學習費用。在扣除學

費後，調查員發現餘下的薪金並不及最低工資水平。這顯示有僱主藉要求繳交訓

練費用為單方面扣減僱員的工資情況。 

 

另外，從行業的職位空缺分析，地產業職位空缺的工資水平是剛剛符合最低

工資，僅及時 28 元水平。我們估計這是因為該行業工資的計算方法為基本工資

加上佣金的佣金制，所以在回覆是否符合最低工資水平的查詢時相當保守，僅表

示有關職位空缺的時薪水平不少於法定最低工資時薪水平 28 元。另外，調查發

現，能提出較高時薪水平的行業職位空缺為電子業及屬裝修、冷氣、技工、搭棚

等的建造業工種，它們平均時薪水平為$34 及$32.7。這反映年青人在電子業及建

造業等技能性工種就職會有較佳的工資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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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工資水平反映了一些行業對青年人有更大的需求 

    調查發現，一些技術行業如建造業和電子業的工資水平，較其他工種為高，

它們平均時薪分別為$32.7 和$34，其中有 62.9%的受訪建造業職位空缺時薪是介

乎於$30 以上至$40，這都較其他行業的職位空缺時薪為高。這反映了一些技工或

屬工科工種的行業，願意及能提出較高的時薪工資聘請青年人，同時亦揭示這些

行業可能對年輕的僱員有較大的需求。 

                         建造業職位空缺時薪 

 

 

 

 

 

     事實上，訪問員在電話訪問中，曾接觸到屬建造業職位空缺的僱主，他們

均表示該行業很需要「新血」加入，更表示缺乏年青的一輩從事這工作，所以多

次邀請訪問員面試。再者，訪問員曾經訪問了香港空調製冷業職工總會的負責

人，他亦表示建造業有「青黃不接」的問題。他指出，職業訓練局的一年制建造

業課程每年只有數十人報讀，畢業人數每年均不足一百人，同時不是所有的畢業

學員在完成課程後會從事建造行業。因此該行業很少 30 歲以下的青年入職，並

出現職位空缺多於求職的情況。他認為基於傳統的觀念，很多家長也不希望其子

女投身這些工科行業成為學徒，認為這些工種不能助他們的子女在社會階梯爬

升。另外，工作環境辛苦也是導致年青人不會選擇投身這個行業的原因。為了吸

引年青人入行，建造業的工種均願意以高於最低工資的時薪水平聘請年青人入

行。 

 

6.3 大部份學徒職位的青年人都得到僱傭合約的保障 

    調查發現逾七成(72.3%)適合年青人的職位空缺表示將會讓僱傭雙方簽訂僱

傭合約及近七成(68.5%)受訪的職位空缺表明會給予成功受聘者試用期。這某程度

反映僱傭雙方在入職時都能明文的知道雙方的僱傭權益及褔利，這有助減少日後

雙方在僱傭條件上的爭拗及勞資糾紛。 

 

 

 

月薪($) 頻數 百分比 

28 以下 1 2.9% 

28 或以上-30 10 28.6% 

30 以上-40 22 62.9% 

40 以上-50 2 5.7% 

共計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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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大部份僱主都給予青年人有在職培訓和晉升的機會 

    調查發現有 96.2%的職位空缺能為年青人提供在職培訓機會，另外逾六成

(61.5%)表示會提供晉升的機會，這反映這些適合青年人職位空缺有一定的就業前

景。事實上，在訪問過程得知，大部份受訪職位空缺表示會以「邊學邊做」的師

傅授教模式來培訓青年入職者及能給予年青入職者的晉升前景。我們相信這都讓

一些低學歷、低技術的青年人在工作上學習到一技之長，同時也給予他們就業及

晉升的信心，以增強其市場的競爭力。 

 

    再者，我們曾向一名美髮業的僱主進行了詳細的訪談。他亦表示美髮業是傳

統以師徒制模式訓練學徒的行業，行業的技術是依靠在職實踐及以人傳人的師徒

形式相傳下去的，因此很多年青人從小便入行，慢慢的從低做起，並跟隨髮型師

學習書本上以外的行業所需技能，因此培訓對其行業非常重要。以該名僱主的公

司為例，他會以內部考核來提拔及晉升有潛質的青年人，並會給予他們一個清晰

的晉升階級，讓他們了解到個人的職業前景，以鼓勵新入職的年青人努力向上

爬。所以他認為年青人在最低工資實施後仍然有良好的就業市場及前景。  

 

   另外，他表示最低工資對其公司經營及招請年青人方面的影響輕微。因為美

髮業是以人為本的行業，不能冒然減少人手，所以他不會因為最低工資實施而減

少聘請年青學徒。相反，由於最低工資定下了時薪下限，為了吸引有志的年青入

行，部份行業，如保安行業，都會爭相提出高於最低工資的時薪招請員工，這變

相令年青人多了職業選擇。在這情況下，若僱主仍舊只以最低工資的時薪水平招

請年青人，相信會較難吸引年輕人入行。因此為了吸引年青人投身美髮行業，他

也願意付出較最低工資高的工資招請年青僱員，並認為在較高工資下，能吸引一

些真正對美髮業有興趣的年青人入行，幫助公司發展。同時，他認同最低工資實

施可使青少年的就業收入得到保障及提升，在較高的工資下也使更多年青人願意

投入勞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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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議 

7.1 政府可加強宣傳最低工資的正面效用 

 

  根據是次調查發現，最低工資的實施對青少年的影響輕微，因為大部份受訪

行業的職位空缺均能給予應徵者最低工資時薪水平，而部份屬技能性的建造業工

種所能提出的時薪水平更高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時薪水平。同時，受訪的職位空缺

均能承諾會給予年青僱員培訓及晉升機會。為減低大眾，尤其是年青人對實施最

低工資的憂慮，勞委會建議政府應儘快公佈最低工資實施後的調查數據，指明最

低工資實施後對青少年勞工市場的實際影響。同時，政府應加強向僱主宣傳最低

工資的正面效用，讓他們明白最低工資的實施是為了保障工人的生活及應有的尊

嚴。 

 

7.2 宣傳工科/非技術工種行業的專業形象 

 

  根據調查所得，不少傳統工科及技能性行業，如冷氣技工及建造業等，近年

都面對青黃不接的問題，這些傳統行業由於大多被標籤為體力勞動工作，社會地

位低微，故此年青人在畢業後大多不願意投身於這些行業工作。但是次調查發

現，這些工種的薪酬不低，而年青人在投身這些行業後亦可考取專業資格，有不

錯的工作前景。同時，這些工作普遍的入行門檻不高，是十分適合低學歷的青年

人入職的。我們建議政府可從宣傳方面著手，向大眾宣傳這些行業的正面之處和

其專業形象，以扭轉社會大眾對這些行業的負面形象。 

 

八、總結 

   是次調查發現最低工資的對青年就業衝擊並不如社會輿論所說般嚴重。大部

分的適合低學歷青年的工種的時薪已較最低工資水平為高，顯示市場已逐漸接受

最低工資實施後的薪金調整。 

 

   再者，是次調查結果亦顯示市場上是有不少工種適合低學歷青少年入職，而

僱主亦願意為青少年僱員提供培訓及晉升機會，因此最低工資實施沒有減少年青

人的工作機會，反之可使到他們的就業收入得到保障及提升，同時也加大了行業

對年青僱員的競爭，這無疑增加年青人的工作選擇，這對年青人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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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究限制 

    調查員是根據刊登廣告上的資料致電受訪者，透過電話訪談形式與僱主進行

訪問，由於並沒與僱主直接接觸，故訪問員只能根據受訪者提供的資料進行分

析。另外，由於在某些情況下接聽電話的並不是僱主本人，因此調查員只可在僱

主中得到最準確的資料。 

 

   還有，有部分受訪職位空缺的聯絡人都不欲在電話中透露太多資料，只是重

複要求調查員前往面試，並表示可在面試中詳談有關職位空缺的工作條件，因此

調查員無法從這些對談中得到所需資料。 

 

    最後，由於調查員沒有親身面見僱主並進行面試，亦沒有親身投工作，故此

是次調查只能從電話調查的問工過程中，初步了解適合年青人工種的工作待遇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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