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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調查背景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一直關注本港勞工事務及致力服務基層和邊緣勞

工，並透過政策研究和培育工作促進教友及工友對勞工事務的認識，以建立尊重

個人並合乎公義的社會。 

 

近年，政府以外判形式提供公共服務情況十分普遍。政府效率促進組於 2012

年的政府外判服務調查發現，在這十年間期，政府外判合約總數增加 47%。2012

年外判合約數目達 6456 份，當中 82%屬非工程類非技術服務合約1。這類型非技

術服務合約大多依賴聘用非技術工人提供潔淨及保安服務。 

 

根據政府資料，目前食物環境衛生署(下稱食環署)及康樂文化事務署(康文署)

的外判服務合約僱用最多非技術外判工人2，當中以清潔工人佔多數。食環署外

判服務合約潔淨工人（包括廁所事務員）數目為 9 217 人，佔該署所有外判服務

合約員工（總人數為 12 148 人）約四分之三（75.9%）3。康文署外判員工數目則

為 11 188 名，當中清潔工人 6 274 名，佔整體近六成（56.1%）4。 

 

清潔工人日常任務繁多而且多變，例如高空工作、搬運及提舉物件、置身衛

生欠佳和惡劣環境、使用危險化學品和電動或手動的清潔工具等，這些工作均潛

在安全或健康風險。此外，清潔工人很多時需要在戶外長時間工作。香港的夏季

既炎熱又潮濕，而且常有颱風和雷雨。天氣酷熱時，工人體力消耗量越大，亦容

易出現身體不適，導致中暑或誘發疾病。遇有颱風和雷雨時，清潔工人於戶外工

作更有機會意外滑倒或絆倒，或因塌樹或山泥傾瀉等而導致意外。因此清潔工人

於颱風和雷雨等惡劣天氣下的工作安排和職業安全及健康全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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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承諾在本年(2018 年)第三季之前完成檢討。 

 

                                                      
1
 Efficient Unit (2013). Report on 2012 Survey on Government Outsourcing. May 2013。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立法會三題：保障外判服務承辦商僱員的權益。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1/23/P2016112300570.htm?fontSize=1 
3
  2018 年 4 月 19 日財務委員會審核 2018-19 財政年度開支預算會議。財務委員會審核二零一八年至一九年度

開支預算管制人員(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的答覆。問題編號 2039。答覆編號 FHB(FE)183。 
4
 2018 年 4 月 18 日財務委員會審核 2018-19 財政年度開支預算會議。財務委員會審核二零一八年至一九年度開

支預算管制人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的答覆。問題編號 2040。答覆編號 HAB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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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旨在探討受僱於政府清潔服務承辦商清潔工人於颱風及暴雨警告下

的工作安排及職業安全情況，我們期望有關調查結果能讓工作小組參考，以改善

外判清潔工人的工作待遇。 

 

首先，本文會回顧清潔工人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相關文獻，並指出清潔工人在

惡劣天氣下工作的一般處境及其職業安全及健康處境。其後，本文會簡介本港

2015 年至 2017 年 8 號颱風訊號及黑色暴雨警告次數。接著，本文會檢視本港職

業安全及健康法例及相關規定，以及香港政府外判服務的監管機制，同時評價有

關法例及措施對本港工人及政府外判工人於惡劣天氣下工作的僱傭條件及職業

安全及健康方的保障程度。隨後，本文會引述本地文獻資料，指出受僱於政府清

潔服務合約的清潔工人一般社會經濟特徵及其職業安全及健康處境，並指出澳洲

「中美利地方政府」（Mid Murray Council）保障外判工人於惡劣天氣下工作的政

策措施。最後，本文會闡述是次調查研究的目的、方法及性質，並根據所得的數

據及資料，分析受僱於政府清潔服務合約的清潔工人於惡劣天氣下工作待遇及處

境，並向政府提出相關的改善建議。 

 

(二) 文獻回顧 

(1) 外判制度下，清潔工人工作待遇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情況，以及惡劣天氣下工

作的處境 

 

近十年間，清潔行業迅速發展，歐美等地政府及國際組織開始注視清潔工人

的工作待遇及職業健康情況。在全球化下，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門，以至大企業紛

紛把非核心業務外判，當中將企業的清潔及保安服務外判的情況尤為普遍，這使

到清潔公司數目急速增長。根據歐洲清潔業聯會(European Federation of Cleaning 

Industries-(EFCI))一項覆蓋 20 個歐盟國家的調查顯示，清潔服務合約承辦商 2014

年合計的營業額達 73.925 億歐元 (73.925 billion)，較過去兩年增幅達 14.5%。德

國、意大利、法國、英國及西班牙是清潔服務行業的五大主要市場，清潔服務行

業在五地的營業額佔全歐市場的 72%。丹麥、瑞典及荷蘭三地的清潔服務行業近

年亦因企業大量外購清潔服務而迅速發展。2014 年，歐洲有超過 171 560 個清潔

服務承辦商，聘用了超過 339 萬 (3.39 million)名清潔工人。儘管清潔服務承辦

商的數量急遽增加，但個別公司一般規模較少，大部份受聘的僱員僅從事低技術

的清潔工作，只有少數僱員擔任經理、行政及技工等職位。婦女佔行業的整體勞

動人口約 73%。另外，行業內約 67%為兼職僱員。部份清潔工人乃移民勞工，他

們大部份均未能掌握所屬地方的溝通語言，因此對職業安全及建康的認知相對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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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5 

 

歐洲職業安全健康局於 2009 年的一系列討論文件中分析了於歐盟地區從事

清潔行業之僱員特徵，以及他們面對的職業安全及健康問題。6研究指出，清潔

工人的工作壓力沉重。清潔服務在多層外判下，行業競爭激烈。清潔公司為爭取

服務合約，往往會壓低生產成本，從而降低服務收費。清潔服務是勞動密集行業，

人力資源佔總生產成本的最大部份，因此減低成本等同削減人手或以短期合約聘

用員工。這不但令員工的就業前景極不穩定，而且使清潔服務人手不足、工人工

作量增加、生產工具及物資不足等，這直接影響員工職業安全及健康，並間接導

致職業傷病等意外發生。有部份清潔公司更無視勞工法例，以低於法定最低工資

聘用員工，甚至僱用非法勞工，務求以低服務格價搶佔市場。這些清潔公司不但

剝削員工的權益，同時輕視員工的長遠發展及職業安全訓練。研究機構警告，外

判導致的惡性市場競爭會把一些守法及重視員工工作待遇及職業安全處境的清

潔公司趕離市場。 

 

調查亦指出清潔工人一般學歷較低，他們一般較難在職場上找到其他更好待

遇的工種，故多會願意接受工資較低的合約制職位。另外，社會一直視清潔服務

為低技術工種，缺乏社會人士尊重及認同。低落的社會地位令清潔工人感到身份

低微，對工作缺乏滿足感，容易造成壓力，嚴重者可影響心理及生理健康。然而，

研究發現大部份清潔公司忽視工作壓力對員工職業安全及健康的影響，他們亦甚

少會為清潔工人提供情緒及壓力管理等支援。 

 

除此以外，清潔工人面對很多不同的工作風險及危害。7由於清潔工人要經

常接觸清潔劑或去污劑。長期及大量使用化學品或使用不當都會為他們帶來化學

危害。細菌、病毒及黴菌等，亦常依附於微粒及細塵中，這些生物都是有害的致

病源，會通過呼吸道進入人體，或經接觸受感染者的分泌物而傳播，容易令人體

染病或導致過敏或中毒。清潔工人經常要移動重物、彎身工作及雙手重覆進行高

強度的清潔動作，這些長期筋肌活動，若姿勢不當及休息不足，很容易導致肌肉

疲勞，造成肌肉骨骼疾病(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5
 EFCI & UNI Europa (2016). Selecting Best Value: A Guide For Private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Awarding Contracts 
for Cleaning Services. Available from http://www.cleaningbestvalue.eu/ (Accessed August 2018) 

6
 European Agenc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https://osha.europa.eu/en/tools-and-publications/seminars/cleaners 

7
 Brun(2009) .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f cleaning workers. European Agenc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EU-OSHA).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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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人常於戶外工作，經常接觸濕滑及不平的地面，工作很多時會意外滑

倒及絆倒(slips trips and falls)。在雷雨下工作時，清潔工人滑倒及絆倒的風險更高，

亦有機會遇到山泥傾瀉、雷擊或異物所傷的風險。清潔工於炎熱天氣或於室內高

溫工作時，亦有機會因長期汗濕而感染汗菌，導致皮膚發癢，若未能及時治癒，

會影響排汗功能。此外，直接暴露於陽光底下會招致皮膚灼傷，而長期暴露於炎

熱天氣或高溫，亦有機會引致中暑或暈眩，嚴重者會呼吸困難，甚至不省人事。

部份清潔工人的工作性質相對獨立，較少與同事、上司、顧客或服務使用者等人

士接觸及溝通。在黑暗及寧靜地方或在惡劣天氣下工作，一旦遇有困難或意外，

亦難以即時得到協助。因此為清潔工人提供戶外及惡劣天氣的職業安全培訓及適

切的工作裝備十分重要。這不但可提高工人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意識，認識工作期

間可能遇到的工作風險及危害因素，還可避免發生職業意外及疾病。然而，由於

行業內價格競爭激烈，大部份的清潔服務承辦商均不願投放資源，為清潔工人提

供適切的裝備及定期的職業安全及健康培訓，以致清潔工人缺乏相關危害情況下

的應變知識及能力。 

 

    英國平等及人權委員會（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於 2014 年

發佈《無形勞動力：清潔行業的工作實況》（The Invisible Workforce: Employment 

Practices in the Cleaning Sector） 的文件中，就指出在英國，在層層外判下，清

潔服務業迅速發展，聘有大量的清潔工人，他們大部份是基層女性、少數族裔、

外勞或年長人士。不過，報告表明外判制度直接影響清潔工人的僱傭條件及工作

情況。在外判制下，企業及機構傾向選取價格最低的服務合約，這使到承辦商要

在最低的成本下提供符合要求及質素的服務。服務承辦商為了節省成本及尋求更

多的利潤，他們會減低員工薪酬福利、增大員工的工作量、減低工作裝備的開支，

以及聘用更多零散工人。報告亦指出，清潔工人不但受到歧視，而且被剝削勞工

權利，包括被短付工資及假期福利、缺乏休息機會及沒有具私隱的更衣場所。英

國平等及人權委員會建議企業及政府須建立外判服務採購政策，在審批服務合約

時考慮承辦商過去勞工保障的情況及其對保障勞工權益與職業安全的承諾，同時

建議政府在服務合約中要求承辦商向外判清潔工人支付生活工資。 

   就清潔工人的戶外工作處境，美國人類學家羅蘋．奈格爾（Robin Nagle）在其

著作 - 《垃圾天使：清潔隊的人類學家》（2013 年出版）有比較詳細的描述。羅

蘋．奈格爾通過參與式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方法，探討了美國紐約清潔

工人的狀況。書中指出紐約不少清潔工人因工作導致不同身體部位的勞損及酸痛，

及面對不同的工作風險及危害。她描述了清潔工人經常遭旁人嘲弄及被人忽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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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受歡迎待遇；他們在惡劣天氣下仍需上班，但雨衣、膠手套和棉織手套等裝

備卻未能配合他們工作需要。他舉例，在潮濕的日子，清潔工人通常會戴著遇水

會滑落的橡膠手套，因此清潔工人感到得物無所用。8 

 

另外，孟加拉水災頻生，當地的清潔工人不時需要在惡劣天氣下工作。以首

都達卡（Dhaka）為例，當地的排水系統相當落後，每當雨季時，水道都會被廢物

阻塞。清潔工人需要下水道了解情況，親手疏通阻塞物，以免雨量過多時，阻塞

下水道，造成水災。根據報導，清潔工人在「下水道工作時，全身都浸泡在充滿

淤泥、屎尿、廚餘、毛髮等不易分解物及垃圾的髒水中，除了髒水散發出了刺鼻

的惡臭之外，水中還有著毒氣，工人必須閉氣工作，但也常常直接被髒水嗆到，

並且口鼻、眼睛都沾滿了髒水，甚至浸染屎尿。」他們沒有任何潛水護眼鏡等裝

備，因此很容易被水中的利器割傷或感染致病源。儘管清潔工下水道的工作辛苦，

他們只獲得相當低的薪酬——日薪僅為 4.5 至 7.5 英鎊（即 46.76 至 67.55 港元）。

9  

 

從上述多份報告，我們可以總結「價低者得」的外判制度下，清潔工人不但

勞工權益受到剝削，而且他們的工作安全及職業健康不被重視。然而，清潔工友

經常須於戶外工作，他們需要面對變幻莫測的工作環境。例如，於風暴及雷雨下，

會遇到山洪暴發、山泥傾瀉、雷擊或異物所傷等，以及於酷熱潮濕天氣下會引發

慢性疾病或中暑，又或被狗、蛇、蜜蜂等動物襲擊。上述文獻清楚指出，若他們

在戶外或惡劣天氣下工作時，沒有足夠的安全訓練、監督及指引，以及沒有被給

予適切和足夠的裝備協助其隔離身體部位可能接觸的危害，將增加他們受傷的可

能。 

 

(2) 香港的惡劣天氣情況:  8 號颱風及暴雨警告 

 

清潔工人經常要戶外工作，除要面對複雜多變的工作環境外，還會遇上惡劣

天氣，若防護裝備又不足，很容易導致意外。事實上，香港近年接連受到 8 號颱

風及雷雨來襲，次數越趨頻密。 

                                                      
8
 羅蘋．奈格爾（Robin Nagle）(2013).《垃圾天使：清潔隊的人類學家》摘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4890. 

2018 年 8 月。 
9
 ETtoday. 「黑水中「憋氣挖掘」日薪僅 300  孟加拉下水道工：有些回不來了」。摘自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529/1179299.htm#ixzz5O8o0T7wl. 2018 年 8 月 

  BC 東森新聞.「心酸！全身浸泡屎尿黑髒水 孟加拉下水道清潔工月死 25 人」 

摘自 https://news.ebc.net.tw/news.php?nid=61920. 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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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至 2017 年香港天文台多次發出 8 號颱風訊號及黑色暴雨警告。據香港

天文台的數字，2015 年至 2017 年的 6 月至 10 月期間，香港天文台曾發出共 8 次

八號颱風訊號，其中 2017 年間更發出 5 次八號颱風訊號。10暴雨警告方面，2015

年至 2017 年的 5 月至 10 月間，天文台共發出 3 次黑色暴雨警告，每次持續時間

約 1 至 2 小時。11由此可見，香港每年的盛夏，颱風及暴雨天氣相對頻密，這對戶

外工作工人造成影響。若缺乏足夠的職業安全措施，將增加他們工作風險及工傷

的機會。 

(3) 本港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以及颱風和雷雨下工作的相關規定 

 

目前，本港沒有針對清潔服務行業及其行業僱主的職業安全健康條例或颱風

和雷雨下工作的相關法例規定。 

 

A.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下簡稱《條例》)是目前主要職業健康法例，旨在規

管本港的所有行業僱主必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確保其僱員的工作安全及

健康。因此《條例》亦適用於清潔行業的僱主，他們都需要根據《條例》的一般

規定執行相關工序及維持安全的工作系統，並向所屬員工提供所資料、指導、訓

練及監督。若清潔行業僱主違反一般《條例》的規定，會按《條例》被判處罰款

及監禁。 

  1997 年訂定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保障本港大部份僱員在工作場所的安

全及健康。12在《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下，僱主有責任確保僱員工作時的安全及

健康，而僱員亦需與僱主合作確保自己及同事安全健康地工作。13根據《條例》的

規定，所有人在促使工作地點安全及健康這方面都須承擔責任。僱主該採取措施，

                                                      
10

 香港天文台警告及信號資料庫。摘自香港天文台網站。2018 年 9 月。

http://www.hko.gov.hk/cgi-bin/hko/warndb_c1.pl?opt=1&sgnl=98&start_ym=201301&end_ym=201809&submit
=%E6%90%9C%E5%B0%8B 

11
 香港天文台警告及信號資料庫。摘自香港天文台網站。2018 年 9 月。

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warndb/warndb3_c.shtml 
12

 工廠、建築地盤、貨物和貨櫃處理作業及食肆的僱員，除受到上述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所保障外，該等

行業的工業經營場所還受到《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所監管，以確保工人安全健康地工作。 
13
 這條例涵蓋差不多所有僱員工作的地方。除了工廠、建築地盤及食肆之外，其他地點，如辦公室、實驗室、購物

商場及教育機構也納入法例範圍之內，但《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涵蓋的範圍不包括位於公眾地方的飛機或船

隻；位於公眾地方的陸上載具的司機佔用位置（但在載具內工作的僱員則包括在法例之內）;在其內的僱員均屬

家庭傭工的住宅處所，以及只有自僱人士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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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工作地點的安全及健康，不過，基本上《條例》是一條賦權的條例，只訂立

以下一般的規定。 

 提供及維持不會危害安全或健康的作業裝置及工作系統；  

 作出有關的安排，以確保在使用、處理、貯存或運載作業裝置或物質方面是安

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  

 提供所有所需的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以確保僱員的安全及健康；  

 提供及維持安全進出工作地點的途徑；以及  

 提供及維持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 

 同時《條例》規定，處所佔用人有責任確保該處所;進出該處所的途徑;以及存

放於該處所的任何裝置或物質，是安全和不會危害在該等處所工作的人的健康，

即使他們沒有直接僱用該名人士在該等處所工作。僱員則有責任照顧工作地點中

的人的安全及健康；以及使用由僱主提供的任何設備，或遵照僱主訂定的制度或

工作方式工作。 

 勞工處的職業安全主任負責視察及巡查工作場所，執行《條例》以及該等《條

例》的附屬規例，以確保僱主遵從有關安全、健康和福利的各項規定。僱主若違

反有關規定，最高可被判處罰款 20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若勞工處認為工作地點所

進行的活動及置於該處所的任何裝置或物質的狀況或使用，有造成死亡或嚴重身

體傷害的迫切危險，勞工處處長會向僱主或佔用人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及暫時停

工通知書，以防止工作地點的活動對僱員構成即時的危險。僱主如未能遵從通知

書的規定，即屬犯罪，可分別處以罰款港幣 200,000 元和 500,000 元，以及監禁至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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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是一般的責任條款。勞工處制定的《職業安全及健

康規例》(下簡稱《規例》)，就意外的預防、防火措施、工作地點的環境控制、工

作地點的衛生、急救事宜、僱主及僱員該如何進行體力處理操作等，訂定一些比

較具體的規定。規例的主要條文包括：   

預防意外   

 作業裝置須在設計和製造上合乎安全，並須有妥善保養，而危險部分須設有有

效防護；  

 工作地點的危險地方須以柵欄安全圍封。  

防火措施   

 在工作地點內，要展示逃生路線，而所有出口須有照明的「出口」標誌；  

 走火通道須暢通無阻；  

 確保所有出路及門口均能從工作地點內輕易開啟或沒有鎖上；  

 工作地點必須具備適當及足夠的消防設施。  

工作環境   

  工作地點須保持清潔、充足的照明及空氣流通；  

  樓面要有足夠的排水設施。  

衛生設備   

  工作地點須設有足夠的廁所及清洗設施；飲用水要充足。  

急救設施   

  工作地點須設有適當及足夠的急救設施，並指派僱員負責急救設施。  

人力搬運   

  考慮僱員從事人力搬運時的潛在危險，並作出評估及紀錄，並加以檢討；  

  對從事人力搬運的僱員，提供適當的訓練及其它需要的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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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而言，《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是一般責任條款，而《職業安全及健康

規例》進一步就適當的休息、個人防護裝備、工作風險評估及職業安全訓練提出

最基本的規定，然而當中欠缺具體的執行建議。與此同時，《條例》及《規例》

都沒有就惡劣天氣下的工作安排提出最基本的職業安全原則及切實可行的執行措

施。 

C. 《僱傭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的相關規定 

   《僱傭條例》是規管香港勞資雙方僱傭條件的主要法例，目的為僱員提供最基

本的僱傭保障和福利。不過，《僱傭條例》同樣地沒有立法規定僱員在颱風及黑

雨警告下工作的上班及提早下班、復工安排及支付工資和津貼等相關做法。 

    不過，《僱傭條例》57 條列明，僱傭雙方可以書面或口頭形式訂立僱傭合約，

並可包含明言或暗示的條款，用以載列僱傭雙方的工作條件協議。若僱傭合約以

書面方式訂立，僱主必須給該合約的副本予僱員參考和保存。一般而言，勞工處

鼓勵僱主與僱員及早於僱傭合約內就惡劣天氣，如颱風及暴雨及其他情況訂下上

下班、復工及支付工資等規定，以及應變措施。14 

    然而，由於《僱傭條例》並無規管僱傭雙方必須簽訂書面合約，同時亦沒有

規範僱傭合約內容及部份僱傭條件，例如工時、超時工作補償、休息日工作薪酬、 

颱風及暴雨下工作安排及待遇等的最低標準，所以《僱傭條例》對工人的勞工權

益保障有限，而對僱員於 8 號颱風或以上訊號及黑色暴雨警告下工作的勞工權利

更沒有規定。 

    《僱員補償條例》是本港法定條例中唯一有提及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及暴雨

警告下的勞工法例。《僱員補償條例》中列明，僱員如「在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或紅色／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僱員在他該日的工作期間開始前四小時內，以

直接路線由其居所前往其工作地點途中，或在他該日的工作期間終止後四小時內，

由其工作地點前往其居所途中。」遭遇意外受傷或死亡，會被視作在受僱工作期

間因工遭遇意外而引致。
15
 

                                                      
14
《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https://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wcp/Rainstorm.pdf。摘自勞工處

網站。2018 年 8 月 27 日 
15

 《僱傭補償條例》https://www.labour.gov.hk/tc/legislat/contentB1.htm。摘自勞工處網站。2018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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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留意的是，《僱員補償條例》只規管僱員在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紅雨

或黑雨警告生效期間工作遇有意外或死亡的賠償責任，當中不包括有關情況下預

防措施或法定僱傭安排及條件。 

D. 《颱風及暴雨下的工作守則》  

由於《僱傭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欠缺颱風及暴雨警告下工作的法定勞

資安排及規定，《颱風及暴雨下的工作守則》(下稱《守則》)便成為本港僱主及僱

員的重要參考文件。不過，勞工處在《守則》明確指出，「各行各業不同職位的

工作性質和求有所不同 …… 因此立例規管僱員於颱風或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安排，

並不切實可行」《守則》旨為僱主提供參考，以便協助其制定合適的工作安排。

所以《守則》並非法例的一部份，僱傭雙方非強制跟從《守則》的建議。 

    雖然《守則》不具法律效力，《守則》中的一些有關「在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

工作安排」、「上班的規定」、「提早下班的規定」及「支付工資和津貼」方面的僱

傭安排建議，對僱主有相當的參考價值。現重點節錄如下:  

 

在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安排 

 應在聘約開始前，僱主應與僱員磋商及訂明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安排及應

變措施; 未能在聘用前說明，僱主應預早給予僱員充分的通知。 

 工作內容安排應包括: 1. 上班規定; 2. 在工作期間提早下班的規定 3. 復工規定

4. 工作時數及工資計算的方法 

關於上班的規定 

 僱主應確切地評定對必要人員的需求，並只要求絶對必需人員在惡劣天氣下上

班 

 當八號預警或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生效時，僱主不應要求僱員上班，除非雙方

事先已協定必須安排 

 當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時，僱主不應要求僱員上班，除非雙方事先已協定有關的

工作安排 

 公共交通工具可能會在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生效一段時間後暫停服務。在可能

的情況下，僱主應向仍必須繼續工作的僱員提供接送服務 

 僱主可向僱員發放特別交通津貼以作鼓勵 

 在惡劣天氣下，僱員可能無法外出用膳，僱主應在工作地點提供食物和飲用水，

供僱員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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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下班的規定 

 於辦公時間內颱風襲港，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時，僱主按工作實際需求，安排

僱員分批下班 

 於辦公時間內受暴雨影響，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時，戶內工作的僱員應留

在工作地點; 戶外及空曠地方工作僱員應停止工作，並立即到安全地點暫避 

 

關於復工的規定 

 僱主應於工作安排列明，在颱風或暴雨警告在辦公室時間內取消，僱員是否須

要復工及復工時間 

 

支付工資和津貼 

 僱主應詳細列明在颱風或暴雨警告下工作時數、工資及津貼的計算方法及安排 

 僱主應考慮發放颱風或暴雨當值津貼給在颱風或暴雨期間工作的僱員 

 僱員由於惡劣天氣或因不受控制的因素影響而缺勤，僱主不應扣除他們的工資;

僱員的勤工奬也不應受影響 

 

綜觀上述的《守則》，雖然勞工處沒有就工作時數、工資及津貼計算方法，以

及僱員應在颱風或暴雨警告在辦公室時間內取消後，幾多少個小時內復工有具體

建議，但《守則》明確建議，當 8 號預警或 8 號或以上颱風及黑色暴雨警告生效

時: 

1. 僱主不應要求一般僱員上班 

2.  僱主應向仍必須繼續工作的僱員提供接送服務 

3. 僱主可向僱員發放特別交通津貼 

4. 戶外及空曠地方工作僱員應停止工作，並立即到安全地點暫避 

5. 僱主應考慮發放颱風或暴雨當值津貼給在颱風或暴雨期間工作的僱員 

6. 由於惡劣天氣或因不受控制的因素影響而缺勤，僱主不應扣除他們的工資;

僱員的勤工奬也不應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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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外判服務合約監管機制、保障非技術工入職業安全健康及於颱風及暴雨

警告下工作的相關規定 

A.  須遵從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布的採購服務及評審指引規定 

在採購服務合約方面，香港政府各部門必須遵從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下稱財庫

局)發布的《政府採購簡介》，該文件列明僱用服務承辦商及專業人士的既定政策

和規例。根據《政府採購簡介》，政府的採購政策是要取得最合乎經濟效益的貨

品和服務，以便推行政府的計劃和工作；另須通過公開、公平、具競爭性及清楚

明確的程序，批出貨品和服務供應合約。 

 

財政司司長與財庫局局長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2章)第11(1))條發布的《物

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簡稱《採購規例》) 表明，政府人員負責採購在《採購規例》

訂明的開支限額內的服務，並管理所採購的服務。他們須遵守《採購規例》、奉

行恪守《採購規例》的文化、定期提醒各有關人員時刻遵守《採購規例》並密切

監察他們遵行的情況。此外，財庫局發出投標書的評審工作指引供部門參考。政

府物流服務署(物流署)亦會就不超過各局及各部門限額採購物料16、服務及收入合

約，以及物料管理，定期查核各局及部門有否遵行《採購規例》，並提出改善措

施建議。 

B. 效率促進組的《合約管理者指引》及其相保障外判員工的職業安全健康建議 

政府部門除了要遵從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採購服務及評審指引規定，政

務司司長辦公室的效率促進組亦分別於 2007年及 2008年出版《合約管理用者指引》

及《有關外判工作的實務指引(第三版)》，供各政府部門採購外判服務時的評審及

管理參考。當中《合約管理用者指引》更有章節提醒政府各採購部門要跟從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頒布保障非技術工人的勞工權益的行政措施(下文將詳述)，以及確保

承辦商須要符合所有適用的監管規例、合約要求及法例(包括《僱傭條例》、《僱庸

補償條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等)，同時鼓勵部門主動訂立及採取監察措施，

調查及防止出現承辦商剝削勞工的情況。
17
 

                                                      
16

 由二零一三年七月起，各局／部門可運用獲授權力自行成立部門投標委員會，以審批經招標承投價值不超逾500 

萬元的合約，而無需經物流署投標委員會處理。物流署投標委員會負責審批經招標承投價值500萬元以上但不超

逾1,500 萬元的合約。至於價值超逾1,500萬元的標書，則由中央投標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負責檢討各局／部門

的標書評審結果，並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庫務) 建議是否接納標書及批出合約，以及在有需要時向

各局／部門提出意見以作日後指引。 
17

 效率促進組(2007)。《合約管理用者指引》。香港政府，頁 62-72。

https://www.effo.gov.hk/tc/reference/publications/cm2007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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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業安全及健康範疇上，效率促進組於 2015 年 10 月更以附錄形式在《合

約管理用者指引》重點列出《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責任條款。可惜，上述的

附錄沒有進一步建議各部門落實《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實務措施，及提出監

察及培訓等具體建議。換言之，政府沒對服務承辦商實施有關職業安全健康及颱

風暴雨的行政規管，部門僅要求服務承辧商跟從及符合《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及《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最基本的法定規定。 

 

    此外，效率促進組的《合約管理者指引》僅屬建議性文件。政府各採購部門

只要符合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採購服務及評審指引規定及實行保障非技術工

人的行政監管措施，各局及部門是可以各自設有合約管理機制，各自列明承辦商

須符合服務合約的規定及表現標準。但由於乏統一的指引及監察機制下，各部門

在職業安全及健康範疇上訂明的相關規定標準不一，其監管程度亦不一。事實上，

目前各政府採購部門沒有在服務合約中規定服務承辦須於8號颱風訊號及暴雨警

告下，為外判非技術工人提供指明的裝備及勞工保障措施。 

 

C.  財庫局向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實施的保障非技術工人的權利的規定 

 

外判服務不等於將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外判。香港政府有責任撥出資源

監管服務合約的招標及履行情況、服務質素及服務承辦商的工人的勞工及職業安

全及健康權益。 

 

政府部門外判公共服務多年，弊病叢生，其中服務承辦商違反服務合約規定

及勞工法例的事件屢有發生，直接影響公共服務質素，令基層外判工人在薪酬、

基本的僱員福利及職業安全權益遭受剝削。18 

 

為此，除了上述的採購標準評審強制性規定及指引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

庫局)自 2004 年起實施了多項保障非技術工人權利的規定。首先，2004 年 3 月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財庫局)實施標書評審強制性規定，如投標者在截標日期前 12 個月

內，因違反《僱傭條例》、《入境條例》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等 而共有三次或

以上的定罪記錄，其投標建議便不獲考慮。 

 

  另外，財庫局實施「扣分」制度，適用於 2004 年 3 月 27 日之後招標的政府服

                                                      
18
《2004 十大僱主無良陰質招數》http://www.hkctu.org.hk/cms/article.jsp?article_id=191&cat_id=24 

 摘自職工會聯盟網站。2018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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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合約。根據「扣分」制度，採購部門須向違反合約責任的承辦商發出失責通知

書，這些違反合約責任事項分別為工資水平、每天工作時數上限、與其非技術工

人簽訂書面「標準僱傭合約」及以自動轉賬方式支付工資予非技術工人。每發出

一次失責通知書，有關承辦商會被扣一分。倘若承辦商在 2006 年 5 月 1 日或之後

的一段 36 個月累計期內，被一個或以上的政府部門累積扣滿 3 分，則其競投須僱

用大量非技術工人的服務合約而提交的標書，在 5 年內將不獲考慮。此外，若承

辦商違反《僱傭條例》(第 57 章)及《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 章)的條文而被定罪，

而有關的條文每項定罪可判處的最高罰款相當於《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

附表 8 所指第 5 級或以上的罰款19 ，則在 5 年內不得競投該類服務合約。如承辦商

在同一合約連續三年內被扣滿三分，該服務合約會予以終止。 

 

財庫局於 2005 年 4 月還頒布強制性規定，要求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必須與其

僱員簽訂「標準僱傭合約」20，當中須清楚列明非技術工人的每月工資、工作時數、

支付工資的方法等 。2011 年 5 月 1 日，本港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受僱於政府服務

合約承辦商的非技術工人會和其他工人一樣同受到《最低工資條例》的保障，享

有不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資。政府勞工處修訂「標準僱傭合約」，訂明有關

工人每月因工作而獲取的工資及每月七天享有一天的有薪休息日，會以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計算。政府規定，外判承辦商、個別工人及有關的採購部門，都必須備

存一份簽妥的「標準僱傭合約」副本，以作參考。 

 

總括而言，政府自 2004 年起實施一系列措他，加強外判非技術工人在受聘於

政府外判承辦商時的勞工保障。首先是對違反《僱傭條例》的承辧商實施禁止投

標的行政規定，同時實施「扣分」制及強制服務合約承辦商必須與其僱員簽訂「標

準僱傭合約」。但除「標準僱傭合約」格式樣本中有提及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及黑

色暴雨警告的工作條款外，禁止投標規定及「扣分」制都沒有提及或規管外判工

人於颱風及暴雨警告下工作的安排或職安保障措施。下文將會討論「標準僱傭合

約」有關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及黑色暴雨警告的內容。 

 

 

 

 

 

                                                      
19

 按《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附表 8 所指第 5 級罰款為 5 萬元，第六級罰款為十萬元。 
20

 「標準僱傭合約」https://www.fehd.gov.hk/tc_chi/tenders/standard_employment_contra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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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標準僱傭合約」內與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及黑色暴雨警告有關的條款 

 

根據政府規定，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必須與其僱員簽訂「標準僱傭合約」，

當中須清楚列明非技術工人的每月工資、工作時數、支付工資的方法等 。除須符

合《最低工資條例》及休息日有薪的規定外，政府在「標準僱傭合約」上的僱傭

條款上是沒向政府服務承辦商施加任何保障非技術工人勞工權益的保障措施或特

定條款。服務承辦商只須與其受聘非技術僱員按「標準僱傭合約」的擬定格式，

協訂雙方的僱傭安排及條件，當中包括於颱風及暴雨警告的工作安排，就符合政

府的基本規定。 

 

以下將節錄「標準僱傭合約」有關颱風及暴雨警告的工作安排的內容。 

十五、 當 8 號或以上風球懸掛時， 

□僱員毋須上班，工資不會被扣減。當 8 號或以上風球下班前不少於________

小時前除下，僱員須要上班。 

□僱員須要上班，並可獲發實報實銷的額外交通費用。 

□僱員須要上班，並可獲發颱風當值津貼港幣______元。 

十六、 當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 

 

□僱員毋須上班，工資不會被扣減。當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於下班前不少於

________小時前除下，僱員須要上班。 

□僱員須要上班，並可獲發實報實銷的額外交通費用。 

□僱員須要上班，並可獲發暴雨當值津貼港幣______元。 

 

在「標準僱傭合約」第（十五）和（十六）點，8號或以上颱風或黑色暴雨警

告信號生效期間的範圍上，「標準僱傭合約」已預設三個選項，分別為選擇(一)

僱員毋須上班，工資不會被扣減。當8號或以上風球/當黑色暴雨警告訊號下班前不

少於________小時前除下，僱員須要上班;(選擇二)僱員須要上班，並可獲發實報

實銷的額外交通費用; (選擇三)僱員須要上班，並可獲發颱風/暴雨當值津貼港幣

______元，並由僱傭雙方相應地自由剔選其中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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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一般的合約條款是由僱傭雙方協議，不過基層非技術工人一般年齡較大，

教育程度較低21，缺乏議價能力，因此服務承辦商僱主管有訂定合約條款的最終權

力，基層僱員只有選擇「接受」與「不接受」僱主開出的聘用條件。選擇「不接

受」者等同放棄受聘。換言之，即使「標準僱傭合約」設有「8號或以上風球或黑

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期間」的項目，但由於政府沒有在與承辧商簽訂的服務合約

中規定承辦商須執行勞工處訂立的《颱風及暴雨下的工作守則》，與此同時政府亦

沒有在「標準僱傭合約」樣本中訂明8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懸掛時及黑色暴雨警告生

效期間一般外判工人無須上班，以及如有須要上班，承辦商僱主須發放交通津貼

及颱風暴雨津貼等規定。因此最終都是由承辦商僱主決定8號或以上颱風及暴雨警

告下的工作安排。換言之，受僱於不同承辦商的外判工人於颱風及暴雨警告下會

有不同的工作條件及規定，做法不一。 

 

E.  小結 

 

    總括而言，政府外判公共服務時，會要求服務承辦商符合所有服務合約要求

及遵守基本的相關法例， 包括《僱傭條例》、《僱庸補償條例》、《職業安全及

健康條例》等。雖然政府過去在勞工權利方面實施了多項行政措施，包括實施標

準評審強制性規定、「扣分」制及強制服務合約承辦商必須與其非技術僱員簽訂

「標準僱傭合約」，但這些行政規定均沒有向承辦商施加保障外判工人於颱風及暴

雨警告下工作的強制性條款。政府或各部門亦沒有在服務合約中，要求承辦商執

行勞工處訂立的《颱風及暴雨下的工作守則》。換言之，在相關安排上，政府是

容許服務承辦商與受僱的外判工人在「標準僱傭合約」內自定安排。不過，基層

外判工友一般年齡較大，教育程度較低22，缺乏議價能力，因此服務承辦商僱主管

有訂定合約條款的最終權力，基層僱員只有選擇「接受」與「不接受」僱主開出

的聘用條件。在颱風及暴雨警告下工作範疇上，「標準僱傭合約」未能規管承辦

商僱主為工人提供最低的保障。 

 

 

 

 

                                                      
21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2017) 。「政府外判清潔工人工資及待遇調查報告」。 

   http://hkccla.org.hk/article/RI_20170904.pdf 
22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2017) 。「政府外判清潔工人工資及待遇調查報告」。 

   http://hkccla.org.hk/article/RI_201709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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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判清潔工人的工作待遇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情況 

 

在過去數十年間，政府以外判形式提供公共服務情況十分普遍。除房屋署外，

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康樂文化事務署的外判服務合約聘用最多外判清潔工人，分別

為 9 217 名 及 6 274 名 ，月薪一般月薪介乎 8556 元 9550 元。然而，根據本會

去年的調查發現23，逾八成五的外判清潔工人的工資處於法定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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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8 年 3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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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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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另外，受聘於政府外判服務清潔工人一般教育程度偏

低，而且多是中老年人，當中以女性為主。根據本會的調查，他們年齡大多介乎 

56-65 歲，大部份只有小學以下教育程度。這反映外判清潔工人屬社會的弱勢勞

工。 

外判清潔工人不但人工偏低，他們的職業安全及健康保障嚴重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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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休息及用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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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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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報告同時發現，有兩成(17.2%)受訪

者現職期間曾因工作而受傷，約六成三(63.1%)表示在過去一年曾因工作出現身體

勞損。事實上，根據立法會資料，食環署清潔工人工傷呈報個案有上升的趨勢，

當中以 2015-16 年度最高，達到 94 宗。26康文署外判清潔工人工傷呈報個案宗數

有著急劇上升的趨勢，由 2012 年的 39 宗，增至 2016 年的 103 宗，增長為 1.64

倍，情況日趨嚴重。27可見外判清潔工的職業安全情況不容忽視。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酷熱雷暴惡劣天氣下 政府外判清潔工人的裝備」調

                                                      
23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2017 年)。政府外判清潔工人工資及待遇調查

http://hkccla.org.hk/article/RI_20170904.pdf 
24

 政府統計處(2018 年) 。《2018 年第一季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0500092018QQ01B0100.pdf 
25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2015 年)。政府外判清潔工人職業安全及健康狀況調查。 

http://hkccla.org.hk/article/RI_20151016.pdf 
26

 2017-18 財政年度開支預算會議。財務委員會審核二零一七年至一八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食物環境衞

生署署長)的答覆。答覆編號：FHB(FE)157、FHB(FE)311 
27

 2017-18 財政年度開支預算會議。財務委員會審核二零一七年至一八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署長)的答覆。答覆編號：HAB222; HAB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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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報告28亦揭示了政府及服務承辦商僱主沒有為外判清潔工人提供足夠的裝備以

應付惡劣天氣下的工作環境。調查報告中指出，近九成（89.1%）受訪工友表示服

務承商僱主未有提供雨衣。即使有服務承辦商僱主提供雨衣，但受訪工友反映因

太薄太輕，容易穿破或被風吹起。他們寧願自費購買較耐用的雨衣或以黑色垃圾

袋代替。絕大部份受訪（99.1%）工友表示承辦商僱主不提供防護水靴，未能為他

們應付颱風暴雨等惡劣天氣下工作的濕滑環境。部分工友表示他們都是自備球鞋

或涼鞋工作。 

 

其次，綠色和平和職工盟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下稱清潔工會)於 2018 年 7 月 22

日發表《酷熱天氣對清潔工人的健康影響研究》29報告，同樣提及到香港政府外判

清潔工人在酷熱天氣下的工作情況。調查發現，近兩成受訪者表示曾在工作期間

中暑，而超過一半受訪者表示曾在工作期間出現中暑症狀，包括休克、呼吸困難、

休克等。此外，調查發現僱主沒有為清潔工人提供中暑應急訓練和防護裝備，近

半數人受訪者不知道中暑時正確處理方法，超過四分之三受訪者未接受中暑應急

訓練。近三分之二受訪者表示僱主未有為他們提供防曬帽，而接近四分之三表示

僱主未有為他們提供預防中暑的特殊安排，如重新安排工作時間、提供食水等，

上述報告反映，在酷熱天氣下工作，若外判清潔工人的預防中暑或應急訓練不足，

有機會增加他們患病及中暑的風險。 

 

(6) 良好措施: 工作安排規定及職業安全指引 

 

健全的職業及安全條例及詳盡具體的實務指引對執行職業安全措施及保障僱

員的工作安全及健康十分重要。在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規管方面，澳洲為香港提

供正面經驗，當中的措施值得香港參考。澳洲安全工作局(Safe Work Australia) 根

據全國性的《工作安全及健康條例》(《Work Heath and Safety Act》)頒布了《Code 

of Practice – Manag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工作規定——管理工

作環境及設施》下稱《工作規定》)30，有關《工作規定》亦屬全國性法規，適用

                                                      
28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2017 年)。「酷熱雷暴惡劣天氣下 政府外判清潔工人的裝備」調查報告。2017 年 8

月 12 日。摘自

https://grassmediaction.wordpress.com/2017/08/17/%E9%85%B7%E7%86%B1%E9%9B%B7%E6%9A%B4%

E6%83%A1%E5%8A%A3%E5%A4%A9%E6%B0%A3%E4%B8%8B%E6%94%BF%E5%BA%9C%E5%A4

%96%E5%88%A4%E6%B8%85%E6%BD%94%E5%B7%A5%E4%BA%BA%E7%9A%84%E8%A3%9D%E

5%82%99-%E8%AA%BF%E6%9F%A5/  
29

 「超過五成受訪清潔工人工作時曾出現中暑症狀 綠色和平促政府以人為本 提升香港氣候變化適應力」

新聞稿。http://www.greenpeace.org/hk/press/releases/climate-energy/2018/07/outdoor-workers/。摘自綠色

和平網站。2018 年 9 月。 
30

 Safe Work Austraila (2018). The model Code of Practice: Manag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https://www.safeworkaustralia.gov.au/system/files/documents/1702/managing_work_environment_and_faciliti

es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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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有僱主及僱員，而法庭在訴訟中會採納《工作規定》(Code of Practice) 為依

據，去衡量相關人士有否合理確切執行職業安全健康措施。具體而言，《工作規定》

列明在「工作環境」(例如工作地點、照明、空氣流等)、「設備」(包括厠所、飲用

水設備、用饍地方、休息及更衣設施等)、「遠程及獨立工作」、「應變計劃」等各

範疇的注意事項及應具備的工作條件。 

 

澳洲安全工作局(Safe Work Australia)指出澳洲有近三分一工作人口因職業需

要而須從事不同的程度的戶外工作，因此當戶外工作時，他們有機會遇到惡劣天

氣，如雷暴、強風、大雨及閃電，因此僱主必須設定防護措施減低他們的工作危

害及確保工作安全及健康。31為此，澳洲安全工作局(Safe Work Australia)特別列明

在惡劣環境工作的具體措施，例如遇有惡劣天氣，僱員應轉至室內的工作環境、

延遲戶外工作、提供遮蓋設施、提供防護裝備。另外，澳洲安全工作局(Safe Work 

Australia)因應澳洲的特殊氣候狀況，分別製定了《酷熱天氣工作指南》32(Guide on 

Exposure to Solar Ultraviolet Radiation)和《暴露於紫外光下工作指南》33(Guide for 

Managing the risks of working in Heat)，詳細列明有關情況下工作的防護裝備及應變

措施。例如，《暴露於紫外光下工作指南》建議在高溫環境下工作時，僱主應讓僱

員多喝水，以預防中暑和出現脫水情況，同時也要確保食水的衛生。另外，僱主

應給予僱員防曬裝備，如防曬油、太陽眼鏡及長袖工衣等等。《指南》也教導僱主

如何處理紫外光危害的應急措施。 

 

澳洲的僱主及僱員除了要遵守全國性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及所有相關的

《工作規定》外，有些澳洲的市政府更實施行政規定，要求當地僱主及僱員須跟

從由市政府發出的職業安全健康政策。舉例，澳洲的「中美利地方政府」（Mid 

Murray Council）頒布了「惡劣天氣和皮膚癌政策」(《Inclement Weather and Skin 

Cancer Policy》）34，有關政策適用於所有地方政府僱員，以及政府服務承辦商及

受僱於其從事地方政府服務的僱員，目的為保障僱員於強烈紫外光、酷熱天氣、

暴雨及其他惡劣天氣下戶外工作時健康及職業安全。有關政策由《職業健康、安

                                                      
31

 Working in Weather. https://www.safeworkaustralia.gov.au/topic/weather. 摘自 Safe Work Australia 網站。

2018 年 9 月。 
32

 Safe Work Australia (2009). Managing the risks of working in heat :Guidance Material . 

https://www.safeworkaustralia.gov.au/system/files/documents/1712/guide_for_managing_the_risks_of_worki
ng_in_heat_1.pdf 

33
 Safe Work Australia (2013). Guide on Exposure to Solar Ultraviolet Radiation (UVR).   

https://www.safeworkaustralia.gov.au/system/files/documents/1702/guide-exposure-solar-ultraviolet-radiation
.pdf 

34
 Inclement Weather and Skin Cancer Policy. 摘自 Mid Murry Council. 

https://www.mid-murray.sa.gov.au/page.aspx?u=706&c=6320。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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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及福利條例》(《Occupational Heath, Safety and Wefare Act》)訂明的職業安全主

任推行，日常的管理及執行則由管理人員及職員負責。政策規定所有的管理人員

及職員必須認識皮膚癌及應熱處理的相關法例及接受相關的工作安全訓練，當中

包括認識在有關情況下的工作安全評估、工作程序及相關個入防護裝備的應用。

在惡劣天氣方面，主管人員必須監察天氣情況及變化，必要時要評估有關天氣下

的工作危害，以及實施可行工作管理，包括重新編排工序及更表、減少戶外工作

次數、增加非定時的休息時段、轉移至遮蔽場所工作。就個人防護裝備上，政策

規定管理人員必須確保所有在戶外工作的人員須至少配備以下裝備，包括  

 寬簷帽或適用的防雨帽 

 具防水效能的防曬霜(至少具 15 防曬度) 

 一副防護眼鏡或防護太陽眼鏡 

 分別最少兩條具防紫外光功能及吸汗效能長褲及長袖恤衫 

 一個水壺 

 一件雨衣、一條長褲及一雙水鞋 

 所有適用的防護裝備 

 

    總結而言，澳洲中美利地方政府(Mid Murray Council )除了強制所有僱主，包

括承辧商僱主，要遵守全國性的《工作安全及健康條例》外，該地方政府還制定

地方的職業安全管理政策，就惡劣天氣情況，頒布行政規定，強制政府服務承辦

商及其僱員須執行預防惡劣天氣及皮膚癌危害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措施。這有別於

香港政府只要求服務承辦商符合基本的職業安全健康規定，澳洲中美利政府是在

全國性法規之上加設行政規定，具體的列明政府服務承辦商及其僱員須遵從惡劣

天氣下的職業安全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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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查目的 

 

清潔工人日常工作繁多而且多變，例如高空工作、搬運及提舉物件、置身衛

生欠佳和戶外惡劣環境、使用危險化學品和電動或手動的清潔工具等，這些工作

均潛在安全或健康風險。此外，清潔工人很多時需要在戶外長時間工作。香港的

夏季既炎熱又潮濕，而且常有颱風和雷雨。在颱風和雷雨時，清潔工人於戶外工

作更有機會意外滑倒或絆倒，或遇到塌樹及山泥傾瀉威脅，稍有不慎可能導致意

外。故此清潔工人的颱風和雷雨等惡劣天氣下的職業安全及健康全不容忽視。 

 

本報告旨在探討受僱於政府清潔服務承辦商須於戶外工作的清潔工人於 8 號

或以上颱風訊號及黑色暴雨警告下工作的安排及職業安全情況。本調查報告採用

問卷調查的形式，向受僱於食物及環境衞生署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清潔服務合約

而須戶外工作的清潔工人進行調查，問卷調查範疇如下: 

 

(a) 受訪者的工作性質及年資； 

(b) 受訪者的工資及工時情況； 

(c) 受訪者於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及黑色暴雨警告下工作的安排及待遇； 

(d) 受訪者接受職業安全培訓情況; 

(e) 受訪者服務承辦商僱主的防護裝備提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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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遇及勞工權益。工作小組承諾在本年(2018 年)第三季之前完成檢討。 

 

我們相信有關調查研究結果能讓政策制訂者了解政府外判清潔工人於 8 號

或以上颱風訊號及黑色暴雨警告的工作安排及職業安全健康保障情況，並按此制

定相關措施及機制，加強清潔服務承辦商對工人的工作安全及健康的保障，減少

工人的職業意外及工作勞損，保障工人之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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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調查方法 

(1) 調查日期及地點 

調查在 2018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進行。 

 

(2) 調查對象 

調查對象為受僱於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清潔服務合約的

非技術清潔工人。為了配合是次調查主題及工人於惡劣天氣下工作待遇，調查會

選取須於戶外工作的清潔工人接受訪問。 

 

(3) 調查及研究方法 

調查採用量化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形式及便利抽樣方法，於食物及環境衞

生署管管轄的垃圾收集站及街道範圍，以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轄下的公共遊樂

場及公園等，接觸上述兩個部門的外判清潔工人。 

 

調查進行時，首先由訪問員讀出問卷題目及選項，受訪者作答後，由訪問員

填寫資料。為提高調查的可靠性，在正式進行調查前，研究員曾進行先導問卷測

試，並按被訪者的回應及意見適度修改問卷。其次，在正式訪問前，所有訪問員

需參加調查簡介會，以了解是問卷調查的目的、問卷內容及注意事項。訪問員最

後成功於 13 個垃圾收集站及港九新界共 31 條街道，以及 10 個公園、5 個遊樂場

共 71 個地點接觸到目標受訪者。有關地點分佈如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公園 受訪者數目 遊樂場 / 泳池 受訪者數目 

中山紀念公園 1 李陞街遊樂場 1 

灣仔公園 3 葵芳葵順街游樂場 5 

柴灣公園 5 元朗兒童遊樂場 4 

黃大仙鳳德公園 2 粉嶺聯和墟遊樂場 1 

上水石湖墟賽馬會公園 4 修頓遊樂場 4 

荔枝角公園 2 李鄭屋游泳池 9 

摩士公園 2 不詳 5 

櫻桃街公園 9   

渡船街公園 1   

通洲街公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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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樣本結果及數據分析 

    是次調查成功收回 143 份有效問卷。問卷調查所得的資料經整理後輸入電腦，

並以電腦軟件 SPSS11.0 For Window 進行統計與分析。 

 

 

 

食物環境衛生署   

垃圾收集站地點 受訪者數目 垃圾收集站地點 受訪者數目 

旺角長旺道垃圾收集站 4 灣仔駱克道垃圾收集站 2 

紅磡必嘉街垃圾站 1 堅尼地城士美菲路垃圾

收集站 

1 

葵芳葵順街垃圾收集站 3 石塘咀垃圾收集站 2 

荃灣聯仁街垃圾收集站 1 中環蘭桂芳垃圾收集站 1 

元朗金祥坊垃圾收集站 3 柴灣常安街垃圾收集站 8 

元朗鳳群街垃圾收集站 3 柴灣祥利街垃圾收集站 4 

元朗屏信街垃圾收集站 1   

食物環境衛生署 

街道地點 受訪者數目 街道地點 受訪者數目 

黃大仙彩虹道 2 元朗大棠路 2 

旺角奶路臣街 1 元朗昌盛徑 3 

登打士街 3 粉嶺聯和墟 1 

旺角深圳街 1 上水新豐路 4 

紅磡必嘉街 2 上水石湖墟 4 

紅磡蕪湖街 1 上水花園第四號 4 

紅磡機利士路 1 上環港島碼頭 2 

黃埔德民街 1 堅尼地城士美菲路 1 

黃大仙鳳德街 1 中環蘭桂芳 2 

荃灣川龍街 1 銅鑼灣道 1 

荃灣聯仁街 1 北角渣華道 2 

元朗新樂街 1 筲箕灣天后廟 1 

元朗鳳群街 1 筲箕灣街道 2 

元朗鳳琴街 1 筲箕灣東喜道 1 

  柴灣翠灣街 1 



25 
 

(五) 調查結果及分析 

(1)  受訪者背景資料 

(A)  所屬部門及工作性質 

  

    調查共訪問了 143 名政府外判清潔工人，其中 83 名是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

60 名是康文署外判清潔工人。大部份受訪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從事街道清潔工

作(58%)，而受訪的康文署外判清潔工人則主要從事公園潔淨(25.9%)、公園園藝

(9.8%)及泳池潔淨(6.3%)。(表一) 

 

      表一   受訪者所屬外判服務部門及工作性質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工作性質 街道清潔 0 83(100%) 83(58%) 

公園潔淨 37(61.7%) 0 37(25.9%) 

公園園藝 14(23.3%) 0 14(9.8%) 

泳池潔淨 9(15%) 0 9(6.3%) 

總數 60(100%) 83(100%) 143(100%) 

 

(B) 性別及年齡 

      

     受訪者以女性佔多數，共 87 人，佔整體受訪者的 60.8%。男性共 56 人，

佔整體受訪者的 39.2%。若以受訪者所屬部門分析，食環署及康文署外判清潔工

人的男女比例相約，但兩者都是以女性外判清潔工人為多數。(表二) 

    表二  受訪者所屬外判服務部門及性別 

      

此外，受訪者年齡主要介乎 56 歲至 70 歲，當中以 61 至 65 歲為主，佔整體

受訪人數的 39.9%，反映從政府外判清潔工人多是老年人士。若以所屬外判服務

部門分析，受聘於康文署外判清潔工人的年齡較大，他們當中年齡介乎 61 歲至

70 歲的受訪清潔工人佔整體受訪的康文署外判工人的 70%; 相同年齡組別的受

訪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則佔整體受訪的食環署工人的 54.3%。不過，值得留意的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性別 男 24(40%) 32(38.6%) 56(39.2%) 

女 36(60%) 51(61.4%) 87(60.8%) 

總數 60(100%) 83(100%) 1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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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 8 名受訪者年齡達 71 歲以上，當中 7 人為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表三) 

        

表三  受訪者所屬外判服務部門及年齡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年齡  41-45歲 1(1.7%) 3(3.6%) 4(2.8%) 

46-50歲 0(0.0%) 5(6.0%) 5(3.5%) 

51-55歲 4(6.7%) 5(6.0%) 9(6.3%) 

56-60歲 12(20%) 18(21.7%) 30(21%) 

61-65歲 25(41.7%) 32(38.6%) 57(39.9%) 

66-70歲 17(28.3%) 13(15.7%) 30(21%) 

71-75歲 1(1.0%) 5(6.0%) 6(4.2%) 

76-80歲 0(0.0%) 2(2.4%) 2(1.4%) 

總數 60(100%) 83(100%) 143(100%) 

 

(C)  教育程度 

    

     大部份受訪者(83.9%)具小學或以下教育程度，只有少部份受訪者擁有中學學

歷(9.8%)。這反映受訪者教育程度偏低。若以所屬外判服務部門分析，康文署及

食環署受訪外判清潔工人的低學歷情況相若，小學或以下學歷的受訪者分別所屬

部門受訪者整體的 85%及 83.2%。(表四) 

 

         表四  受訪者所屬外判服務部門及教育程度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15(25.0%) 15(18.1%) 30(21.0%) 

 小學 36(60.0%) 54(65.1%) 90(62.9%) 

中學 8(13.3%) 6(7.2%) 14(9.8%) 

不知道 1(1.7%) 8(9.6%) 9(6.3%) 

總數 60(100%) 83(100%) 1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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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受訪者從事現職的工作年資 

 

近三分一受訪者(27.8%)於現職的工作年資為 1 年至 2 年以下，其次為 3 年

至 4 年以下 (12.8%)、11 年至 12 年以下(9%)。受訪者的平均工作年資為 5.7 年。

若以所屬外判服務部門分析，現職工作年資分別達 11 年或以上的康文署及食環

署受訪外判清潔工人的比例相約，他們分別佔所屬部門整體受訪者的 27.5%及

28.1%。(表五) 這反映近三份一受訪者長期於相同工作地點工作並擔任清潔服務

崗位，職位流動性甚低。 

目前，使用外判模式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部門一般會向服務承辦商批出兩年

至五年不等的服務合約。35轉換服務合約期間，新服務承辦商一般會聘用舊有服

務承辦商的清潔工人提供服務，而外判清潔工人基於年齡、工作地點及交通費開

支等考慮，他們大多願意於原來崗位留任，因此他們多次與不同或相同外判服務

承辦商簽訂或續訂僱傭合約。 

 

表五    受訪者所屬外判服務部門及現職工作年資 

                                                      
35

 康樂文化事務署與服務承辦商簽訂的服務合約有效期一般為兩至三年; 而食物環境衛生署與外判服務承辦

商的合約則以兩年為主。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現職工作年資 1年至2年以下 16(27.6%) 21(28%) 37(27.8%) 

2年至3年以下 1(1.7%) 1(1.3%) 2(1.5%) 

3年至4年以下 12(20.7%) 5(6.7%) 17(12.8%) 

4年至5年以下 2(3.4%) 8(10.7%) 10(7.5%) 

5年至6年以下 4(6.9%) 1(1.3%) 5(3.8%) 

6年至7年以下 3(5.2%) 7(9.3%) 10(7.5%) 

7年至8年以下 2(3.4%) 3(4.0%) 5(3.8%) 

8年至9年以下 0(0.0%) 1(1.3%) 1(0.8%) 

9年至10年以下 1(1.7%) 6(8.0%) 7(5.3%) 

10年至11年以下 1(1.7%) 1(1.3%) 2(1.5%) 

11年至12年以下 4(6.9%) 8(10.7%) 12(9.0%) 

12年至13年以下 2(3.4%) 1(1.3%) 3(2.3%) 

13年至14年以下 5(8.6%) 2(2.7%) 7(5.3%) 

14年至15年以下 1(1.7%) 2(2.7%) 3(2.3%) 

15年或以上 4(6.9%) 8(10.7%) 12(9.0%) 

總數 58(100%) 75(100%) 13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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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受訪者時薪水平 

 

調查結果顯示，近八成(78.2%)受訪者的時薪為 34.5 元，僅及法定最低工資

時薪水平。另外，13.4%受訪者的時薪水平為 35 元，只較法定最低工資時薪水平

多 0.5 元。不足一成(8.3%)受訪者時薪水平高於 36 元或以上。(表六) 

 

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8 年 3 月出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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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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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薪為 44.1 元。是次調查反映，

受訪外判清潔工人的時薪水平較清潔行業內一般清潔工人為低。 

 

            表六   受訪者時薪水平 

 頻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樣本 34.5 93 78.2 78.2 

35.0 16 13.4 91.6 

36.0 1 .8 92.4 

36.5 2 1.7 94.1 

37.5 1 .8 95.0 

38.5 2 1.7 96.6 

39.0 1 .8 97.5 

39.5 2 1.7 99.2 

50.0 1 .8 100.0 

總計 119 100.0  

缺失資料 24   

總數 143   

 

 

若以所屬外判服務部門分析，有逾九成(91.8%)受訪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的

時薪僅及法定最低工資時薪水平34.5元，而時薪水平為34.5元的康文署受訪清潔

服務合約工人則佔整體受訪康文署工人的63.8%。調查揭示，受食環署外判清潔

工人的薪酬情況較差。(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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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受訪者所屬外判服務部門及時薪水平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時薪 34.5 37(63.8%) 56(91.8%) 93(78.2%) 

35.0 15(25.9%) 1(1.6%) 16(13.4%) 

36.0 0(0%) 1(1.6%) 1(0.8%) 

36.5 0(0%) 2(3.3%) 2(1.7%) 

37.5 1(1.7%) 0(0%) 1(0.8%) 

38.5 2(3.4%) 0(0%) 2(1.7%) 

39.0 1(1.7%) 0(0%) 1(0.8%) 

39.5 2(3.4%) 0(0%) 2(1.7%) 

50.0 0(0%) 1(1.6%) 1(0.8%) 

總數 58(100%) 61(100%) 119(100%) 

 

(F) 受訪者的工作時數 

      

工作時數方面，逾五成(56.3%)受訪外判清潔工人的每日工時為 8 小時、其次

為 9 小時(23.2%)及 8.5 小時(13.4%)。(表八) 

 

表八   受訪者每日工作時數 

 頻數 有效百份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樣本 6小時 1 .7 .7 

7.5小時 3 2.1 2.8 

8小時 80 56.3 59.2 

8.5小時 19 13.4 72.5 

9小時 33 23.2 95.8 

10小時 6 4.2 100.0 

總計 142 100.0  

缺失資料 1   

總數 143   

 

     若以所屬外判服務部門分析，調查發現有較多受訪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需

要較長時間工作。有逾四成(43.3%)受訪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的每日工時達 9 小時

或以上。街道清潔以戶外為主，長時間戶外工作需消耗極大體力。遇有炎夏寒冬

或惡劣天氣情況，戶外工作處境更為惡劣。(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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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九   受訪者所屬外判服務部門及每日工作時數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每日工作時數 6小時 1(1.7%) 0(0%) 1(0.7%) 

 7.5小時 3(5.1%) 0(0%) 3(2.1%) 

 8小時 41(69.5%) 39(47%) 80(56.3%) 

 8.5小時 11(18.6%) 8(9.6%) 19(13.4%) 

 9小時 3(5.1%) 30(36.1%) 33(23.2%) 

 10小時 0(0%) 6(7.2%) 6(4.2%) 

總數 59(100%) 83(100%) 14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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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調查結果 

(A) 「標準僱傭合約」的簽訂 

 

    逾九成五(95.1%)受訪者表示，其政府清潔服務承辦商僱主有與其簽訂「標準

僱傭合約」。少部份受訪者(4.9%)表示，不知道其清潔服務承辦商僱主有否與其簽

訂「標準僱傭合約」。(表十) 這反映大部份政府清潔服務承辧商有遵從政府的行

政規管措施，與其受聘的非技術工人簽訂「標準僱傭合約」。 
 

表十  現時公司有否與您簽訂適用於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與其僱員的「標準僱傭合約」 

 

 

 

 

 

 

 

    近八成五(84.6%)受訪者表示，與其服務承辦商僱主簽訂「標準僱傭合約」

後，其僱主有給予其書面合約副本。惟近半成(4.4%)受訪者表示，與其承辦商僱

主簽訂合約後，未獲給予「標準僱傭合約」副本。(表十一) 政府要求服務承辦

商僱主與其非技術工人簽訂「標準僱傭合約」目的是要雙方於書面合約中訂立工

作條款，例如工資、工時、上下班時間、工作地點等，目的是要提醒僱傭雙方合

約上的責任，保障雙方的權益。因此服務承辦商僱主在簽訂「標準僱傭合約」後

須要給予僱員書面合約副本，以讓僱員清楚知道各項僱傭條件，避免爭拗。事實

上，按《僱傭條例》第 44 條的規定，如僱傭合約為書面合約，僱主必須在合約

簽署後，或合約生效程序完成後，立即給予僱員一份合約副本。 

 

       表十一   雙方簽訂「標準僱傭合約」，僱主有否給予你您合副本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有 52(92.9%) 63(78.8%) 115(84.6%) 

沒有 3(5.4%) 3(3.8%) 6(4.4%) 

不知道 1(1.8%) 14(17.5%) 15(11.0%) 

總數 56(100%) 80(100%) 136(100%)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有 56(93.3%) 80(96.4%) 136(95.1) 

不知道 4(6.7%) 3(3.6%) 7(4.9%) 

總數 60(100%) 83(100%) 1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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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8 號或以上颳風信號下的工作安排 

「僱員毋須上班」的情況 

  

調查發現，根據受訪者及其承辦商僱主簽訂的「標準僱傭合約」，在 8 號或

以上風球懸掛時，逾八成(81.6%)受訪者表示在「標準僱傭合約」上雙方協訂「僱

員毋須上班，工資不會被扣減」。(表十二) 另外，大部份(71.2%)受訪者表示「標

準僱傭合約」規定「當 8 號或以上風球於下班前不少於 2 小時前除下，僱員須要

上班。」。惟有逾一成五(16.2%)表示，「標準僱傭合約」規定「當 8 號或以上風球

於下班前不少於 0 小時(立即)前除下，僱員須要上班。」。(表十三) 這意即當 8

號或以上風球除下後，受訪者須要立即上班。8 號或以上風球生效期間或除下後

的一段時間，道路及公共交通一般未能立即恢復正常服務，承辦商僱主要求員工

立即上班似乎未有體諒員工的實際情況。 

 

表十二    根據僱主簽訂的「標準僱傭合約」，在 8 號或以上風球懸掛時的工作安排是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僱員毋須上班，工資不會被扣減 55(98.2%) 56(70%) 111(81.6%) 

僱員須要上班，並可獲發實報實銷的額

外交通津貼 

0(0.0%) 0(0.0%) 0(0.0%) 

僱員須要上班，並可獲發(如有)颱風當值

津貼 

1(1.8%) 24(30%) 25(18.4%) 

總數 56(100%) 80(100%) 136(100%) 

 

  表十三  根據雙方所簽訂的標準僱傭合約，8 號或以上風球於下班前多少時前除下，須要上班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0小時(立即) 5(9.1%) 13(23.2%) 18(16.2%) 

1小時 7(12.7%) 2(3.6%) 9(8.1%) 

2小時 42(76.4%) 37(66.1%) 79(71.2%) 

其他 1(1.8%) 2(3.6%) 3(2.7%) 

不知道 0(0%) 2(3.6%) 2(1.8%) 

總數 55(100%) 56(100%) 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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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1 名表示根據「標準僱傭合約」，在 8 號或以上風球懸掛時「毋須上班」

的受訪者中，大部份(91%)表示在實際情況下，他們是按照「標準僱傭合約」協定

「毋須上班」，而工資沒有被扣減(81.2%)。只有少部份受訪者(2.7%)表示，在實際

情況下，他們沒有按「標準僱傭合約」協定「毋須上班」。(表十四及表十五) 

 

    表十四  實際情況下，在最近一次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懸掛後，是否按照合約協定毋須上班  

 

 

 

 

 

 

表十五  實際情況下，在最近一次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懸掛後，按照合約協定毋須上班而工資沒有被扣減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是 50(90.9%) 51(91.1%) 101(91%) 

不是 0(0%) 3(5.4%) 3(2.7%) 

唔記得/不知道 5(9.1%) 2(3.6%) 7(6.3%) 

總數 55(100%) 56(100%) 111(100%)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境署 

沒有被扣減 47(94%) 35(68.6%) 82(81.2%) 

不知道/唔記得 3(6%) 16(31.4%) 19(18.8%) 

總數 50(100%) 51(100%) 1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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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須上班」的情況 

 

近兩成(18.4%)受訪者表示根據「標準僱傭合約」協訂，他們在 8 號或以上

颱風信號懸掛後「須要上班，並可獲發_(如有)_颱風當值津貼」。這些受訪者絶大

部份為食環署清潔工人，共 24 人，佔整體 25 名「須要上班」受訪者的 96%。(表

十二)當問及「須要上班」的受訪者可獲發多少颱風當值津貼時，則逾九成二(92%)

表示，「標準僱傭合約」列明他們「須要上班」，但訂明沒有「$0 颱風當值津貼」。

(表十六) 

 

      表十六   根據僱傭雙方簽訂的標準僱傭合約，可獲發多少颱風當值津貼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有颱風當值津貼 0(0%) 2(8.3%) 2(8%) 

$0颱風當值津貼 1(100%) 22(91.7%) 23(92%) 

總數 1(100%) 24(100%) 25(100%) 

 

      受訪外判清潔工人不屬政府公務員，但他們肩負起清潔街道，處理環境衞生

的重要工作。這些工作是食環署重要職責之一。然而，受僱於政府清潔服務承辦

商的工人卻不獲政府食環署內擔任相類職責公務員之待遇，外判清潔工人不但薪

酬偏低，待遇及福利亦較差。根據公務員事務局的規定36，總薪級表第 34 點或

以下的公務員，均符合領取工作相關津貼的資格，當中包括颱風當值津貼╱黑色

暴雨警告當值津貼，以作為在特定天氣情況下工作的補償。這表示擔任相類非技

術職務的基層公務員，如第一標準薪級37公務員是享有颱風當值津貼╱黑色暴雨

警告當值津貼的。可見，政府外判制度下，即使政府是外判服務合約的最終僱主，

但受聘於其服務承辦商的僱員卻有不同待遇，這造成制度性不公。 

 

 

 

 

 

 

 

                                                      
36

 工作相關津貼。摘自公務員事務局網站。2018 年 9 月

https://www.csb.gov.hk/tc_chi/admin/pay/58.html 
37

 第一標準薪級表。摘自公務員事務局網站。2018 年 9 月。 

   https://www.csb.gov.hk/tc_chi/admin/pay/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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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下的工作安排 

「僱員毋須上班」的情況 

 

   調查發現，根據受訪者及其外判服務承辦商僱主簽訂的「標準僱傭合約」，

在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生效期間，約四成(38.2%)受訪者表示在「標準僱傭合約」上

雙方協訂「僱員毋須上班，工資不會被扣減」。(表十七) 另外，大部份(71.2%)

受訪者表示「標準僱傭合約」規定「當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於下班前不少於 2 小時

前除下，僱員須要上班。」。惟有逾一成七(17.3%)表示，「標準僱傭合約」規定「黑

色暴雨警告訊號於下班前不少於 0 小時(立即)前除下，僱員須要上班。」。(表十

八) 

       表十七   根據僱主簽訂的「標準僱傭合約」，在黑色暴雨懸掛時的工作安排是 

 

表十八  根據雙方所簽訂的標準僱傭合約，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於下班前多少時前除下，須要上班 

 

 

 

 

 

 

 

 

 

在 52 名表示根據「標準僱傭合約」，在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生效期間「毋須上

班」的受訪者中，大部份(84.6%)表示在實際情況下，他們是按照「標準僱傭合約」

協定「毋須上班」，而工資是沒有被扣減(97.7%)。只有少部份受訪者(5.8%)表示，

在實際情況下，他們沒有按「標準僱傭合約」協定在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毋

須上班」。(表十九及表二十)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僱員毋須上班，工資不會被扣減 26(46.4%) 26(32.5%) 52(38.2%) 

僱員須要上班，並可獲發實報實銷的額外

交通費用 

1(1.8%) 0(0%) 1(0.7%) 

僱員須要上班，並可獲發(如有)暴雨當值津

貼 

29(51.8%) 54(67.5%) 83(61%) 

總數 56(100%) 80(100%) 136(100%)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0小時 1(3.8%) 8(30.8%) 9(17.3%) 

1小時 1(3.8%) 0(0%) 1(1.9%) 

2小時 21(80.8%) 16(61.5%) 37(71.2%) 

不知道 3(11.5%) 2(7.7%) 5(9.6%) 

總數 26(100%) 26(100%) 5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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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實際情況下，在最近一次色暴雨警告訊號懸掛後，是否按照合約協定毋須上班 

 

 

 

 

 

 

 

 

   表二十   實際情況下，在最近一次暴雨警告訊號懸掛後，按照合約協定毋須上班而工資沒有被扣減 

 

 

 

 

 

 

 

「僱員須上班」的情況 

 

逾六成(61%)受訪者表示根據「標準僱傭合約」協訂，他們在暴雨警告訊號

生效期間「須要上班，並可獲發_(如有)_暴雨當值津貼」，0.7%的受訪者表示「僱

員須要上班，並可獲發實報實銷的額外交通費用」。(表十七) 若以所屬外判服務

部門分析，「須要上班」的受訪者分別有康文署及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分別佔

所屬部門整體受訪者的 53.6%及 67.5%。當問及「須要上班」的受訪者可獲發多

少暴雨當值津貼時，則近九成八(97.5%)表示，「標準僱傭合約」列明他們「須要

上班」，但訂明沒有「$0 暴雨當值津貼」。(表二十一) 同樣地，受訪外判清潔工

人的待遇有別於由政府直接聘用公務員，他們是享有在特定天氣情況下工作的補

償，包括黑色暴雨警告當值津貼。 

 

       表二十一   根據僱傭雙方簽訂的標準僱傭合約，可獲發多少暴雨當值津貼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是 23(88.5%) 21(80.8%) 44(84.6%) 

不是 0(0%) 3(11.5%) 3(5.8%) 

不知道/唔記得 3(11.5%) 2(7.7%) 5(9.6%) 

總數 26(100%) 26(100%) 52(100%)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沒有被扣減 23(100%) 20(95.2%) 43(97.7%) 

不知道/唔記得 0(0%) 1(4.8%) 1(2.3%) 

總數 23(100%) 21(100%) 44(100%)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沒有當值津貼 28(100%) 51(96.2%) 79(97.5%) 

不知道 0(0%) 2(3.8%) 2(2.5%) 

總數 28(100%) 53(100%) 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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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受訪外判清潔工人於 8 號或以上風球懸掛時及黑色暴雨警告生效

期間有不同的工作安排規定。這是由於政府沒有在與承辧商簽訂的服務合約中規

定承辦商須執行勞工處訂立的《颱風及暴雨下的工作守則》，與此同時政府亦沒

有在「標準僱傭合約」樣本中訂明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懸掛時及黑色暴雨警告生

效期間一般外判工人無須上班，以及如有須要上班，承辦商僱主須發放交通津貼

及颱風暴雨津貼等規定。因此有關工作安排規定是由僱傭雙方協定。但受訪清潔

工人年紀較大及教育程度偏低，缺乏議價能力，承辦商僱主握有「標準僱傭合約」

條款的最終訂定權。因此不同承辦商外判清潔工人在這些情況下有不同的工作安

排規定，並不一致。 

 

雖然大部份受訪者在 8 號或以上風球懸掛時「毋須上班」，但仍有部份受訪

者「須要上班」，而不獲颱風當值津貼。此外，逾一半受訪者表示黑色暴雨警告

訊號生效期間須要上班，同樣不獲暴雨當值津貼。這不但有別於政府勞工處訂立

的《颱風及暴雨下的工作守則》之建議，包括在 8 號或以上颱風及黑色暴雨警告

生效時，不應要求一般僱員上班及應發放颱風或暴雨當值津貼給在颱風或暴雨期

間工作的僱員等，同時這與擔任相類非技術職務的基層公務員在 8 號或以上風球

懸掛時或黑色暴雨警告當值時可享津貼的做法有別。可見，政府外判服務政策，

造成制度不公，間接剝削勞工的權利。 

 

(D)    惡劣天氣戶外工作安全培訓及工作裝備 

 

    調查發現，有近四成五(44.8%)受訪者表示承辦商僱主沒有提供惡劣天氣下

戶外工作安全培訓; 近四成(39.9%)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承辦商僱主有沒有提供惡

劣天氣戶外工作安全培訓。若以所屬外判服務部門分析，有較高比例(50.6%)受

訪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表示，承辦商僱主沒有為其提供惡劣天氣下戶外工作安全

培訓。(表二十二) 

 

超過兩成五(26.6%)受訪者表示承辦商僱主未有提供足夠的基本工作裝備。

逾兩成(20.3%)受訪者表示承辦商僱主提供的基本裝備不適合應付惡劣天氣下的

工作。(表二十三及表二十四) 事實上，有部份受訪者表示，過去兩年間，承辦

商僱主只向每名工友派發一件雨衣。即使期間雨衣因工作導致破爛也不獲補給，

故此他們多自行購買或用垃圾膠袋自製雨衣。有受訪者亦反映由承辦商僱主提供

的雨衣尺碼大小不合，而且雨衣質料太薄，容易穿破，所以根本不適合使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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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言，這反映受訪者的承辦商的僱主對員工的職業及安全健康保障不足。 

表二十二  請問承辦商僱主有否向您提供惡劣天氣下戶外工作的安全培訓 

 

 

 

 

 

 

 

表二十三  請問承辦商僱主提供的基本工作裝備 (e.g.雨衣、水鞋) 是否足夠您應付日常工作 

 所屬外判政府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足夠 39(65%) 63(75.9%) 102(71.3%) 

不足夠 21(35%) 17(20.5%) 38(26.6%) 

不知道/無意見 0(0%) 3(3.6%) 3(2.1%) 

總數 60(100%) 83(100%) 143(100%) 

表二十四   請問承辦商僱主提供的基本裝備是否適合你應付惡劣天氣下的工作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適合 43(71.7%) 65(78.3%) 108(75.5%) 

不適合 13(21.7%) 16(19.3%) 29(20.3%) 

不知道/無意見 4(6.7%) 2(2.4%) 6(4.2%) 

總數 60(100%) 83(100%) 143(100%) 

 

(六) 總結 

1. 受訪外判清潔工人多為老年人士，職位流動性低 

 

在 143 名受訪者中，大部份年齡介乎 61-65 歲(39.9%)，逾兩成五(26.6%)齡更

達 66 歲以上。逾八成(83%)受訪者教育程度在小學或以下。這反映受訪外判清潔

人多是年長的低技術工人。此外，受訪者平均工作年資達 5.7 年。近三份一(27.9%)

受訪者現職工作年資達 11 年或以上。這反映他們長期於相同工作地點擔任相同

的清潔職務，職位流動性甚低。這是由於外判清潔工人年齡較大、教育程度較低，

加上工作地點及交通費開支等考慮，他們才願意長期於現職工作地點服務，故此

多次與不同或相同外判服務承辦商簽訂或續訂僱傭合約。 

 

 

 所屬外判服務部門 

總數 康文署 食環署 

有 14(23.3%) 8(9.6%) 22(15.4%) 

沒有 22(36.7%) 42(50.6%) 64(44.8%) 

不知道 24(40%) 33(39.8%) 57(39.9%) 

總數 60(100%) 83(100%) 1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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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八成受訪者時薪僅及最低工資水平，食環署外判工人的時薪及工時條件較差 

 

調查揭示，近八成(78.2%)受訪者的時薪為34.5元，僅及法定最低工資時薪水平。

不足一成(8.3%)受訪者時薪水平高於 36 元或以上。受訪外判清潔工人待遇較市場上

清潔行業的一般清潔工平均每小時時薪 44.1 元為低。 

 

若以外判服務部門分析，有較高比例(91.8%)受訪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的時薪

僅及法定最低工資時薪水平 34.5 元，而且有較高比例 (43.3%)的受訪食環署外判

清潔工人的工時達 9 小時以上。這反映受訪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的工資及工時待

遇較受訪的康文署工人為差。須知道街道清潔以戶外為主，長時間戶外工作體力

消耗量極大。遇有炎夏寒冬或惡劣天氣情況，戶外工作處境將更為惡劣。 

 

3. 少部份受訪者未獲給予「標準僱傭合約」書面副本 

 

逾九成五(95.1%)受訪者表示，其政府清潔服務承辦商僱主有與其簽訂「標

準僱傭合約」。惟近半成(4.4%)受訪者表示，與其承辦商僱主簽訂合約後，未獲

給予「標準僱傭合約」副本。政府要求承辦商與其聘用的非技術工人簽訂「標

準僱傭合約」是要雙方清楚知道各項僱傭條件，避免爭拗，因此僱主必須提供

書面合約副本予員工。事實上，按《僱傭條例》第 44 條的規定，如僱傭合約為

書面合約，僱主必須在合約簽署後，或合約生效程序完成後，立即給予僱員一

份合約副本。 

 

4. 「標準僱傭合約」下，受訪者於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及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

的工作安排不一 

 

受訪者於 8 號或以上風球懸掛時及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有不同的工作安

排規定。雖然大部份受訪者在 8 號或以上風球懸掛時「毋須上班」，但仍有部份

(18.4%)受訪者「須要上班」，而當中逾九成(92%)不獲颱風當值津貼。此外，逾

半(61%)受訪者表示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須要上班，同樣不獲暴雨當值津貼。

這不但有別於政府勞工處訂立的《颱風及暴雨下的工作守則》之建議，包括在 8

號或以上颱風及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時，不應要求一般僱員上班及應發放颱風或

暴雨當值津貼給在颱風或暴雨期間工作的僱員等，同時這與擔任相類非技術職

務的基層公務員在 8 號或以上風球懸掛時或黑色暴雨警告當值時可享津貼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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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別。 

 

這是由於政府沒有在與承辧商簽訂的服務合約中規定承辦商須執行勞工處

訂立的《颱風及暴雨下的工作守則》，與此同時政府亦沒有在「標準僱傭合約」

樣本中訂明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懸掛時及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一般外判工人

無須上班，以及如有須要上班，承辦商僱主須發放交通津貼及颱風暴雨津貼等

規定。因此「標準僱傭合約」內有關特定天氣的工作安排及規定由僱傭雙方協

定。但受訪者外判清潔工人年老及教育程度偏低，議價能力薄弱，承辦商僱主

握有「標準僱傭合約」條款的最終訂定權。因此受訪外判清潔工人在這些特定

天氣情況下工作沒有一致的保障。 

 

5.  受訪者缺乏惡劣天氣戶外工作職業安全培訓 

 

近四成五(44.8%)受訪者表示承辦商僱主沒有提供惡劣天氣下戶外工作安

全培訓; 當中較高比例(50.6%)受訪者屬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超過兩成五(26.6%)

受訪者表示承辦商僱主未有提供足夠的基本工作裝備。逾兩成(20.3%)受訪者表

示承辦商僱主提供的基本工作裝備不適合應付惡劣天氣下的工作。這反映受訪者

的承辦商的僱主對員工的職業及安全健康保障不足。 

 

(七)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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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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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探討範圍除包括投標評分準則及政府服務合約年

期外，亦會研究「標準僱傭合約」的內容。工作小組承諾最快在本年(2018 年)

第三季之前完成檢討。為此本會希望工作小組參考是次調查報告的結果，檢討現

行外判服務監管政策，並修訂「標準僱傭合約」的相關內容，以加強保障非技術

外判工人的勞工權利及職業安全。 

 

1. 統一各政府部門服務合約中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措施 

 

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中的一般責任條款，

                                                      
38

 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勞工及福利局、勞工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食環署、康文署、房屋署及產業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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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必須照顧其僱員在工作時的安全及健康。為員工提供足夠的飲用水及洗手間、

個人防護裝備、工作風險評估及職業安全訓練，是條例對僱主的「一般性責任」

要求。雖然現行政府各局及採購部門均各自設有合約管理機制，列明承辦商須符

合服務合約的規定及表現標準，並訂明承辦商必須遵守《職業安全及健條例》的

相關規定及措施，然而缺乏統一的指引及監察機制下，各部門在職業安全及健康

範疇上訂明的相關規定不一，其監管程度亦有異。 

 

本會建議政府須加強保障及監管外判承辦商聘用的非技術員工的職業安全

健康及工人待遇。除按《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一般的法律條文的規範外，政

府須統一各部門招標文件及於服務合約內詳列職業安全健康方面的具體規定，當

中須訂明承辦商於服務範圍所需前線工作人員的人數，應有的設備，如飲用水設

備、防護裝備與工具提供的標準數量、執行工作環璄評估的方法及期限、職業安

全訓練評估的方法、次數及持續性等。另外，政府應加強人手，在各部門增設安

全督察及安全督導員，專責監察職業安全措施、裝備及工人的培訓事宜。勞工處

視察科亦應設立專門隊伍，定期監察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是否遵守《僱傭條例》

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2. 修訂「標準僱傭合約」，加強颱風暴雨保障 

 

本會建議政府應透過合約管理機制，在招標文件及服務合約中列明服務承辦

商須遵從《颱風及暴雨下的工作守則》建議，包括在 8 號或以上颱風及黑雨暴雨

警告生效時，不應要求一般僱員上班; 如須要僱員上班，應向仍必須繼續工作的

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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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在颱風或暴雨

期間工作的僱員，以保障僱員在 8 號或以上颱風及黑雨警告生效期間工作之勞工

權利。此外，政府應同時修訂「標準僱傭合約」第十五及十六條有關 8 號或以上

風球及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的條款內容，並指明上述天氣情況下一般僱員不應

上班，及向須要工作或繼續工作員發放交通津貼及當值津貼。 

 

3. 提升工資項目評分的整體比例及以行業工資水平為政府外判工人工資的最低

標準 

 

調查揭示，近八成受訪者的時薪為 34.5 元，僅及法定最低工資時薪水平，薪

酬待遇較清潔行業的一般清潔工平為差。部份受訪者的承辦商僱亦未有為工人提

供惡劣天氣下工作的安全培訓，員工亦缺乏適切及足夠的裝備應付惡劣天氣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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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需要。這反映「價低者得」的投標制度導致基層外判工人的勞工權益受損。 

 

本會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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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議 50%技術評分制度下，工資及工時評分比重應佔該整體技術評分的不少於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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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

同時，在技術評審方面加入更多有利僱員工作權利的評審項目，包括承辦商過去

及現時承辦服務合約僱員的工傷意外率、個人防護裝備數量及持續性、休息室及

飲用水設備提供、職業安全訓練次數及持續性等，藉以鼓勵承辦商加強員工的職

業及安全管理，改善設施，保障工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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