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最低工資令低收入人士受惠嗎？

二．最低工資引發通脹？
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通脹主因是租金及入口食物

價格，而非最低工資：

　　2011 年的物價上升，45.1% 來自租金升幅（即通

脹每上升 1%，就有 0.45% 源於租金飈升），26.1% 來

自食品價格上升，兩者佔的比重高達 7 成。

最低工資對餐廳的影響也並不明顯：

　　根據政府數據，最低工資 28 元僅令飲食業的薪酬

開支輕微上升0.8%，即一個30元的常餐加價2至3毫。

　　相反，若沒有最低工資，基層的生活更見淒慘。

但自首個最低工資水平訂定後（基於 2009 年第二季的

統計數據計算），至今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已經累積上

升 13.1%，根據通脹計算，2012 年最低工資水平須不

少於 32 元，才能相當於 2009 年 28 元的購買力，何

況當政府提出首個最低工資水平為 28 元時，已受到不

少基層勞工及團體批評為不足夠家庭生活開支。第二

個工資水平，是否應調得更高？

三．最低工資導致某些行業人力短缺？
　　近年香港經濟向好，各行各業都增聘人手。飲食

業、零售業和地產服務業的職位空缺數目，較上年同

期就分別增加了 6.6%、4% 和 8%，僱員有較多選擇下

自然會找工資較高、前境較佳的工作。

　　試想想一份洗碗工作，每天不停洗碗9至10小時，

容易患上網球手等職業病，如果月薪只有 7 千多元，

誰會願意做？

四．最低工資若再加，很多企業，　
　　尤其中小企會捱不了？
　　大家樂主席陳裕光曾指出，實施最低工資會令公

司發盈利警告。事實上，大家樂 2011 年半年利潤仍高

達 1.9 億，僅比 2010 年同期 2.2 億略為減少，而與早

幾年的盈利相若。

　　事實上，2012 年 5 月本地註冊的公司數目，較

2011 年增加了 33,036 間。

　　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與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

於今年 6 至 7 月進行的調查（http://www.hkccla.org.

hk/index.asp?content=care/care_33）顯示，超過 9 成

商戶認為租金成本才是經營困難的主因。

依據政府估算，即使時薪增至 35 元，對中小企的薪酬

成本及價格影響輕微：

五．再加最低工資，年老或低學歷勞
　　工會大量失業？
　　自最低工資實施以來，50 歲以上的就業人士，大

幅增加 8 萬人，佔整體新增的就業人數 7 成。以初中

學歷人士的就業人數升幅，較高中及大專學歷的升幅

更高。

六．每年檢討對企業影響太大？
　　現時香港每年的通脹率達 5% 以上，兩年累積

通脹超過 10%，拉長檢討的間距，只會令工資水平

必須大幅地提升，才能應付生活需要。

　　面對超過一成的升幅，一些商界代表必然拒絕，

結果是強行壓低最低工資增幅，基層工人加薪幅度

未能追及通脹，變相減薪，令在職貧窮問題惡化。

　　事實上，在通脹猛烈下，有調查（http://www.
oxfam.org.hk/tc/news_1818.aspx） 顯 示， 在 最 低

工資實施後，收入正增長的受訪者當中，仍有約

40.5% 仍然面對匱乏狀況。（意指他們因為經濟困

難，而欠缺三項或以上的基本生活需要，包括住屋、

糧食、衣物、衞生、社會聯繫、培訓和教育等。）

2011 至 12 年度平均每名綜援受
助人每月所得金額（A）

3,389 元

香港平均每名工作人口供養人數
（B）

1.92 人

相當於綜援的每月收入
（A x B + 800 元交通膳食開支）

7,307 元

以每月工作 26 天，每天工作
8小時計算，最低工資水平應為

尊嚴生活
35元

最低工資水平計算

　　前任教宗真福若望保祿二世：「公道的工

資往往是證明整個社經制度是否合乎正義，以

及它是否正確運用的具體方法。」（《工作》

通諭 19 節）

　　這是一個端視我們的社會有多正義的關

鍵時刻！

　　最低工資委員會現正檢討工資水平，預計

政府將於 10 月底公布 2013 年最低工資水平，

可惜，委員會只建議將薪金調升至 30 元。

　　試想想，工資水平兩年才檢討一次，兩年

累積通脹升幅已達 13.1%，基層兩年的增薪只

及 7 ﹪，怎能應付日益沉重的生活擔子？

　　加薪以應付通脹，養活家人是每個市民

的合理期望，公務員兩年累積薪酬升幅也達

12-13%，中高層每日進帳數百元，面對基層

的工資調升，難道我們又忍心叫他們進一步勒

緊褲頭過日子？

　　為了再次引起大家對最低工資的關注，在

此，我們先嘗試澄清一些對最低工資的誤解，

以及為何我們爭取尊嚴生活，時薪 35 元。

最低工資是禍是福？

尊嚴生活$35

基層心聲
現職鐵路外判清潔工的阿星：

「物價貴了這麼多，追不到通脹呀。這兩年，

小巴都起價 3 元了。有時小朋友生病，到屯門

醫院看病都要 100 元，但吃少餐都要醫病吧﹗

成年人食粒藥就得，小朋友就不可以嘛﹗」

「現在買餸真的好貴，我們大人一日有時只食

兩餐，當然不會豐富啦，罐頭呀，一碟菜。較

少食肉，間中都食吓魚。間中都會買鮮肉同鮮

魚給阿女食，因為要發育嫁嘛。」

「有時自己食少一點，希望可以讓子女參加學

校課外活動，小朋友要群體生活嘛，要學交朋

友。有時一次課外活動要花 400 至 500 元。」

面對各種壓力，最低工資能否幫上忙？「立法

之後，可以幫補車費，有好過無。其實 28 元一

定不夠，起碼 35 至 40 元。有時真的覺得最低

工資太低會沒有工作意欲，會想不如申請綜援

算啦，這種種工作（清潔工作）都需要好大體

力勞動，又要捱眼瞓！人工這麼低，有時真的

覺得做又 36，不做又 36。」

中小企心聲
保安公司雇主陳先生：

「以前沒有最低工資法例，各公司投標時只有

壓低工資來競爭。現在規定了 28 元，避免了惡

性競爭。以前我見一些員工頭髮蓬鬆，我問他

為何不去剪頭髮。他說連剪頭髮的錢也沒有。

現在工資提高了，員工儀容整齊了，工作也起

勁些。我是贊成每年檢討最低工資一次，而且

檢討水平應該考慮到生活指數。」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電話：2772 5918
電郵：hkccla@hkccla.org.hk
網頁：www.hkccla.org.hk
面書：www.facebook.com/hkccla.minwage

註：部份資料來自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2012 最低

　　工資專號」，本會乃聯盟成員。

2012 年製作

「家庭工資」是指一個負責家庭的成人工作

的公道報酬，應該足夠使他能建立並恰當地

維持一個家庭，並且對此家庭的未來能有保

障。這種酬報的給予，或是經由所謂「家庭

工資」－－即給予家庭之主的工資，足夠應

付家庭的需要。（《工作》通諭 19）

教會倡議「家庭工資」，為什麼？

這是前任教宗真福若望保祿二世提出的觀

念，這與教會重視家庭價值，視家庭為一切

生命的庇蔭所這理念相符。

在耶穌講述的「僱工的比喻」（瑪 20:1-

16）中，葡萄園主人給予最先來的工人和

最後來的工人同等的工資，於是引起勞資糾

紛。當時一個「德納」是一個工人能夠養活

整個家庭的一天工資。

葡萄園的主人並沒有以世俗視為公平的付出

半斤得八兩的理念，給予最後來的工人較低

的工資，相反，他體察到工人要養家的需

要，更重視公義和人情味，向工人發放最基

本的「家庭工資」。

什麼是「家庭工資」？

結語

引言

最低收入一成的僱員工資 13.7%

就業人數（至 2012 年 2 至 4 月） 107,000 人

失業人數（至 2012 年 2 至 4 月） 7,400 人

領取失業及低收入綜援個案
（至 2012 年 4 月）

5,799 宗

最低工資實施後，
各教育程度人士的就業人數變化

教育程度
2012 年第一季

較 2011 年第一季
就業人數變化

變幅

初中 + 26,900 + 5.2%

高中 + 32,900 + 2.3%

大專 + 11,600 + 3.9%

香 港 天 主 教 勞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最低工資時薪多少才能

符合教會「家庭工資」理念？

應付家庭基本生活需要？

１. 最低工資必須符合

　 「家庭基本生活需要」

２. 最低工資必須高於通脹升幅

３. 最低工資必須高於綜援水平

租金

食品價格

其他

時薪 35元對所有低薪行業的影響

薪酬成本上升 對價格影響

所有企業 7.1% 1.16%

中小企 5.6% 0.97%

　　最低工資實施前，社會人士一直激烈地辯

論最低工資立法的利弊。但事實顯示，一切揣

測均不成立。當然，我們亦不能武斷地認為，

最低工資能提升就業率或促進經濟，因為經

濟發展、通脹升跌或就業情況等，都是由一

籃子因素影響。但若我們因不能阻止富人急

劇加租，而要壓制基層人士得到合理工資的

權利，這難道不是對最弱小者的欺壓？所以，

問題是，我們希望每一個擁有天主肖像的人，

過怎樣的生活？

　　「家庭工資」，當然不止時薪 35 元，但

這絕對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讓基層有尊嚴地

開飯的第一步。

　　因此，我們對於最低工資委員會，在研究

工資水平時壓低加薪幅度，漠視基層生活予以

譴責。我們重申，在考慮工人及其家庭的基本

生活需要，參考通脹及綜援水平下，2013 年

實施的法定最低工資時薪水平應不少於35元，

以確保工人能應付其生活開支，改善生活。

　　最後，我們呼籲請大家繼續積極向最低工

資委員會表達意見：mwc@labour.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