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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天主教香港教區屬下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下稱勞委會)分別於

1992 年及 2000 年於九龍及香港島設立地區勞工牧民中心，並於 2003 年將服務

範圍擴展至新界地區。鑑於新界區幅員廣闊，服務以流動中心形式開展；至

2005 年，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新界）正式成立，深化新界區的勞工教育、組

織、倡議及牧民服務。1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對「家庭工資」政策的立場  

2005 年，香港天主教勞工事務委員會推動「家庭工資」倡議運動，希望本

著天主教社會訓導中有關公義、和平及重視人性尊嚴的原則，透過「家庭工

資」倡議運動，從堂區出發，藉各種展覽宣傳、生活體驗及專題研討等，推動

社會公眾及教友關心和了解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實況，從而推動政府進行相關政

策制定，設立合理工資，保障基層工人的家庭生活水平。  

 

近年，社會上有不少關於最低工資的討論，但大多數人焦點集中在經濟發

展及市場效益上，似乎他們都忽視了工資中的公義問題，即勞動者能否在參與

經濟活動中得到起碼的報酬，以保障個人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經濟發展

固然能促進人類整體進步，但家庭作為社會發展的核心，其成員的生活及發展

必須得到重視。近年本港經濟雖回升，失業率有所下降，基層勞工的收入及就

業情況卻每況愈下，社會貧富懸殊問題嚴重，勞工即使全職工作，亦只賺取微

薄的收入，並不足以維持個人及其家庭的基本需要。這種就業貧窮情況不但使

勞工及其家庭的生活質素下降，窒礙家庭成員的發展，而且已影響到家庭關顧

及支援長幼的功能，並引發種種青少年、婚姻及家庭暴力問題。這些社會代價

是無法以金錢計算的。  

 

勞委會強調，要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的和諧穩定，首要維持家庭的凝聚

力，使其享有安穩及有尊嚴的生活，為此合理的家庭經濟收入是需要的。2因此

過去數年，勞委會及其轄下的各勞工牧民中心積極於教會宣傳家庭工資的理念

                                                
1
  天主教香港教區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新界). 簡介. (2008). 網上瀏覽：

http://dpcwnt.hkccla.org.hk/ 
2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促訂「家庭工資」政策. (2005). 網上瀏覽：

http://www.hkccla.org.hk/article/RD_20051123.pdf 
 

http://www.catholic.org.hk/v2/b5/index.html


 

4 
 

及推動政府立法實施最低工資，保障工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 

 

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正式實施，僱主須給予僱員不少於 28 元

的最低工資時薪。最低工資的立法目的是要保障員工有一定的收入，防止被僱

主剝削他們應有的工作報酬，但法例實施以來，勞資雙方存有一定的顧慮。部

份僱主表示，最低工資令他們要大幅提升僱員工資水平，令其百上加斤，他們

表示面對成本增加，不排除結業。另外，僱員擔心最低工資好心做壞事，使企

業人力成本上升，引發僱主裁員或結業，影響生計。 

 

最低工資已實施差不多三個月，究竟這對中小企業的經營有什麼影響呢？

除了最低工資外，還有什麼因素影響中小企業的經營呢？導致企業經營困難是

因為最低工資抑或是其他原因呢？我們希望在是次調查中找到答案。 

 

中小企的經營困難 

 香港的中小企業多以服務、零售及餐飲業為主，而它們的經營主要成本

主要是工資、租金及來貨價。除了最低工資可能為中小企業帶來工資成本突然

上升外，租金的上升、通脹下來貨價上升及市場壟斷等問題亦可能為中小企業

經營帶來考驗。但我們相信，最低工資不可能是威脅到中小企業的唯一因素。

中小企業之所以經營困難，應該總結了經營上各方面的收支不平衡而形成的，

所以每一個因素都是我們的研究方向。 

 

租金上升 

 金融海嘯後經濟反彈，本港樓價不繼上升，引致租金水平有升無跌，成

為近年中小企業的一個很大的挑戰。根據本年一月美國研究機構指出，香港住

宅樓價已屬全球最貴，屬難以負擔水平。物業價格和租金息息相關。物業價格

上升，難免帶動租金不斷暴升。國際性測量師行也指出，香港的商舖平均租金

是全球第二貴的。 

 

事實上，本港舖租屢創新高，今年３月銅鑼灣景隆街一個面積只有約 50 平

方呎的舖王，租金高達 12 萬元，每月呎租達 2400 元，貴絶全港，租值八年間

升逾一倍。租金升幅驚人，不但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也趕絶中小企生存空

間。據報導，本港多間知名老舖如「新斗記」、「老三陽」、「太湖城」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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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業主大幅加租，而被迫結業或搬遷。3
 

 

店舖業主不斷加租，追求租金最大化利潤，甚至按企業盈利收取租金的分

享企業盈利的行為，難免蠶食了企業的盈利。若租客簽了訂一份較長的租約，

可能暫且不用煩惱租金升幅的問題，但在最近續租約的業主則可能面對沉重的

租金加幅。因為當整個樓價都上升的時候，這些租客便失去了跟業主「討價還

價」的能力，這一亦可能成為中小企業再不能經營下去的原因。 

 

來貨價上升 

 太陽報指出，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1 年數據，上月通脹突破百分之五點

二，創三年來第二高，其中食材價格升勢最為凌厲，升幅達一成；其次是私樓

租金亦升逾百分之六。這都是推高通脹的元兇。事實上，餐飲業界已指出，主

要食材價格近月激升三至五成，且未見有回穩迹象，對經營構成壓力。4 

 

中小企業主要以飲食及零售業為主，這些行業大多依靠售賣貨品及食品以

賺取盈利的。近期，通脹及人民幣升值引致的食物及各樣原材料的價格升幅更

直接影響著香港的中小企的經營。由於食物及各樣原材料的升幅是不能預計，

因此一旦這些成本急劇上升，往往成為中小企的主要負擔之一，甚至導致中小

企結業。 

  

壟斷情況嚴重 

      香港有不少的大企業經營連鎖式的商鋪，如快餐店、超級市場等，這些大企

業有雄厚的資本，能應付租金高昂、物價上漲等問題，並往往以平價為賣點吸

引顧客，以致越開越多，壟斷了香港大部份的市場。它們的存在卻威脅著小商

戶的生存空間。面對著不平等的競爭，中小企業亦可能因此放棄經營。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社聯）引述政府統計處報告指出，本港有不少行業的市場銷售額

的六、七成是由該行業的首十大企業所佔據，這減少了個人或小商戶的「發

圍」機會。學者分析，市民面對機會不公平的社會環境，加上生活質素與付出

不相稱，心中怨氣自然日益加深。5 

                                                
3
  「中環出更: 通脹樣樣加食肆老闆叫苦」。東方日報，2011 年 5 月 31 日。 

 「香港銅鑼灣“舖租王”天價租金嚇走老租客」。香港新聞網，2011 年 1 月 21 日。 

 「加租一倍太湖城銅鑼灣舖  豐澤搶羸核心區酒樓難捱」。蘋果日報，2011 年 6 月 17

日。 
4
   「通脹勁升破 5.2％ 市民百上加斤」。太陽報，2011 年 6 月 22 日；網上瀏覽：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10622/00407_040.html?pubdate=20110622 
5
   「香港大企業壟斷 小市民難發圍」。明報，2009 年 11 月 1 日。網上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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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設計 

2.1 研究目的 

首先，本文會先簡介本港實施最低工資前，政府及不同團體對此所作出影

響評估。最低工資已實施了三個多月，為了探討有關的評估是否屬實，我們會

根據統計處的實際數據及十四位中小企僱主的深入訪談，了解最低工資對其影

響及其他影響其經營的因素，包括租金和來貨價等。 

最後，本文會總結現時最低工資實施後的情況，以及現時中小企的營商環

境，並根據僱主意見對最低工資及政府政策作出一些評價及建議。 

 

2.2 研究對象 

  本調查主要研究對象是香港的中小企業。最低工資實施以來，不少報導6 指

中小企會較大企業更受最低工資影響，因為大企業的規模、盈利等，令其可以

比中小企承受更大壓力，所以一般相信最低工資會對中小企構成經營威脅，故

此本調查的研究對象設定為中小企業。 

  在香港「企業」是指為了圖利而從事任何形式的生意、商務、工藝、專

業、職業或其他活動。在香港經營的企業都須要按照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 章)登

記。由政府訂明的中小企業定義有兩點，(i)任何從事製造業而在本港僱用少於

100 人的企業;或(ii)任何從事非製造業而在本港僱用少於 50 人的企業。7  

  因此是次受訪的中小企必須聘有員工，而員工數目少於五十人。另外，為

了解租金對中小企經營的影響，受訪的中小企的店舖須為租用，而非自置物

業。 

 為持平地求證最低工資對中小企的影響，研究員曾嘗試約見十二間商會及

中小企協會，以及兩位代表商界的立法會議員進行訪問，可惜全部均予以拒絕

或全無回覆。 

                                                                                                                                       
http://finance.sina.com.hk/news/1/2/1/2029542/1.html 
6 資料來源：中小型餐飲業壓力大  [新報] 2011-05-08 A03 要聞 陷於兩難 
7
 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申請指引，2009 年 6 月 15 日  

 網上瀏覽：http://www.hkmma.org.hk/magazine/jj/images/sqz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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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主要採用質性調查方法，以深入訪談的形式在 2011 年 6 月至 2011

年 7 月期間共訪問了 14 位中小企僱主，訪問全以廣東話進行，每次訪問長度約

半小時。採用質性訪談的原因是，研究者可以著重於受訪者個人的感受

（perception of self）、生活與經驗（life and experience）的陳述，藉著彼此的對

話，研究者得以獲得、了解及解釋受訪者個人對社會事實（social reality）的認

知。8
 

  受訪的 14 名僱主全部是透過本中心職員以滾雪球方式(snowball method)介

紹給訪問員，並由他們協助下接觸合資格的中小企僱主接受訪問。 

  而為了增加調查的可信度(reliability)，研究員於每次訪問中都會依據問題大

綱，提出相關題目，以確保每個訪問的題目之連貫性(consistent)。在每次的訪

問中，研究員會向受訪者解釋研究的目的及向受訪者保證有關訪問資料會絕對

保密。為確保受訪者的身份，是次研究不會使用受訪者的真實姓名，本研究會

以化名代表受訪者的身份。在受訪者同意下，研究員會把整個訪問過程錄音，

並製作成騰本。 

  除了深入訪問外，我們亦會採集政府的統計數據、相關文獻、報章、刊物

及書刊等資料，分析現時中小企的處境及所面對的各種經營問題。 

 

 

                                                
8  Minichiello V., Aroni R., Timewell E. & Alexander L. (1995) In-depth Interviewing, 2nd 
Edition. South Melbourne: Lo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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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定義 

       由於是次訪問會問及中小企僱主對地產霸權與壟斷及滙率等的意見，因此

本章將簡述以上名詞，以便討論。 

 

3.1. 地產霸權與壟斷 

地產霸權一詞源於 2010 年的《地產霸權》一書。作者潘慧嫻剖析香港高地

價政策如何造成數大地產商壟斷樓宇供應，地產霸權更延伸到零售服務業及公

用事業，控制香港發展，造成貧富懸殊問題。此詞一出，即得到社會迴響，亦

廣受傳媒及網絡用以討論官商勾結、地產壟斷等問題。9  

 

事實上，地產霸權離不開大地產商對本港衣、食、住、行的各行業的壟

斷，而他們的壟斷一般以把持和獨佔進行。在資本主義經濟裡，壟斷指在生產

集中和資本集中高度發展的基礎上，一個大企業或少數幾個大企業對相應部門

產品生產和銷售的獨佔或聯合控制。壟斷一般指唯一的賣者在一個或多個市

場，通過一個或多個階段，面對競爭性的消費者—與買者壟斷(Monopsony)剛剛

相反。壟斷者在市場上，能夠隨意調節價格與產量(不能同時調節)10，這使消費

者在市場上的選擇不多，甚至要依賴壟斷者在衣、食、住、行所生產的貨品或

服務來生活。 

 

3.2. 匯率 

匯率亦稱“外匯行市或匯價”。一國貨幣兌換另一國貨幣的比率，是以一

種貨幣表示的另一種貨幣的價格。由於世界各國貨幣的名稱不同，幣值不一，

所以一國貨幣對其他國家的貨幣要規定一個兌換率，即匯率。11 

 

                                                
9
  明報通識網. 生活質素. (2011). 網上瀏覽：
http://life.mingpao.com/cfm/concept3.cfm?File=20110602/cptaa02a/gfx4.txt 
10
  智庫百科. 壟斷. (2011). 網上瀏覽：

http://wiki.mbalib.com/wiki/%E5%9E%84%E6%96%AD 
11
  亞洲外匯網. 分析: 人民幣升值的十大利幣影響(人民幣匯率升值. (2010). 網上瀏覽：

http://www.yzforex.com/4573c442e-eb13-4b5e-9e02-20a2468a26f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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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低工資實施前的影響評估 

 最低工資是勞工政策，是由政府立法設定工資下限，保障基層僱員。本

港首個法定最低工資已於 2011 年 5 月 1 日起實施，而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時薪水

平定於 28 元。僱員在任何工資期的工資，按他在該工資期內的總工作時數以平

均計算，不得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時薪水平。法定最低工資適用於所有僱員，

不論他們是月薪、日薪、長工、臨時工、全職、兼職或其他僱員，也不論他們

是否按《僱傭條例》下的連續性合約受僱。12 

在最低工資立法前，社會各界對於最低工資應定於什麼水平存在很大爭

議。政府及一些民間團體更作出一些研究調查，評估最低工資所帶來的影響。 

 

4.1 政府在最低工資立法前的評估影響： 

 政府在 2009 年 2 月 27 日成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其主要職責是就首

個最低工資水平作深入研究及評估，而委員會最終在 2010 年 10 月發表《臨時

最低工資委員會報告》，建議首個最低工資訂在 28 元。以下是該報告的《第五

章：影響評估》的摘要： 

  根據《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報告》５．Ｉ段，最低工資若設定在 28 元時，

對僱員的影響包括以下方面： 

１）在「５．３：在不同法定最低工資測試水平下薪酬開支增加率」圖中，最

低工資設在 28 元，所有行業的薪酬開支增加率約升 0.5%，若只計算零售業則

約升 1.5%，飲食業約升 3%，其他低薪行業約升 4%。13 

２）在「５．４：在不同法定最低工資測試水平下估計被裁減僱員數目（如果

30%的額外薪酬開支以裁減僱員方式抵銷）」圖中，最低工資若設在 28 元，則

預計可能會有 45,000 個僱員會被裁減。14 

  而在《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報告》５．ＩＩ中的５﹒３９段中提及，「對

於資金緊絀及租約較短的中小企，則會較傾向結束利潤欠佳的業務。假若有部

份企業（例如盈利已錄得虧損的企業）因未能應付法定最低工資實施所帶來的

                                                
12
  香港特別行政區, 勞工處 .法定最低工資簡明指引. (2011)；網上瀏覽： 

http://www.labour.gov.hk/tc/news/pdf/Leaflet_SMW.pdf 
13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報告 (2010) p.81. 網上瀏覽： 

http://www.labour.gov.hk/tc/rbo/pdf/PMWC_Report.pdf 
14
  同上 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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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而結業，這些企業的僱員將失去工作，隨之導致失業率在短期內有即時上

升的壓力。」15 

4.2 民間團體在最低工資立法前的評估影響： 

  除了政府發表的報告外，民間亦有不少調查評估最低工資的影響，當中包

括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在 2010 年 10 月發表的《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

告》及樂施會在 2009 年 9 月的《最低工資對中小企影響個案探討研究報告》

等。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當年建議最低工資應設定在 24 元，原因是根據其《香

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所得，最低工資訂於時薪 24 元對飲食業界影響最

少。報告中還假設以時薪 20 元、24 元、28 元及 33 元作為最低工資時，評估對

業界所帶來的影響。以下是主要對 28 元的預測影響的摘要： 

1） 一間屋邨快餐店會因最低工資 28 元而要額外增加薪酬開支 6.81%。16 

2） 一間屋邨酒家會因最低工資 28 元而要額外增加薪酬開支 17.98%。17 

3） 一間位於市區的日式餐廳會因最低工資 28 元而要額外增加薪酬開支

28.76%。
18
 

4） 一間茶餐廳會因最低工資 28 元而要額外增加薪酬開支 8.94%。19 

5） 有３間分店的某小型燒味餐廳會因最低工資 28 元而要額外增加薪酬開支

13.45%。 

6） 在「各類別薪酬開支增加幅度結果（平均數）」中顯示，以最低時薪 28 元

計算，「總類」會增加 16.6%，「快餐店」會增加 19.3%，「中式食肆」會

增加 15%，「港式茶餐廳」會增加 11.7%，「非中式食肆」會增加 18%，

「食堂／小型食肆」會增加 18.5%。20 

                                                
15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報告 (2010) p.93. 網上瀏覽： 

http://www.labour.gov.hk/tc/rbo/pdf/PMWC_Report.pdf 
16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 (2010) p.19. 網上瀏覽： 

http://www.tommycheung.com/hkcia/FINAL%20REPORT_online.pdf 
17
  同上 p.27.  

18
  同上 p.32.  

19
  同上 p.40.  

20
  同上 p.49. 



 

11 
 

7） 最低工資訂在 28 元時，受訪公司中有 9.6%會結業，32.7%會裁員，53.8%會

加價，57.7%會減工時請兼職。21 

      總括而言，上述飲食業聯合總會發表的報告顯示，若最低工資水平訂在 28

元時，會額外增加飲食業的薪酬開支，大大增加其經營壓力，使他們考慮透過

結業、裁員、加價、減少僱員的工時及聘請兼職等減少因最低工資帶來的額外

增加的經營成本。 

  樂施會在《最低工資對中小企影響個案探討研究報告》中，指即使假設最

低工資是 30 元，最低工資只給中小企帶來輕微的影響，因為大多數中小企都只

有少部份員工屬低薪工人，所以最低工資只會帶來輕微的薪金成本上升，而且

調查亦發現其他開支，如租金、食材較薪金開支更加影響總經營成本。22因此，

報告結論指，最低工資即使訂為 30 元，不會對中小企「整盤經營構成嚴重的影

響」23。 

  由上述三個報告可見，在最低工資未立法前，不同研究報告預測最低工資

的影響有顯著的落差，例如飲食業聯合總會的報告指出時薪 28 元會對業界構成

龐大壓力，但樂施會的報告則指出時薪 30 元只對中小企只有輕微的影響。 

最低工資已實施了三個多月，我們希望探討一下最低工資實施後的實際情

況，看看是否如傳媒及飲食業聯合總會等所言，最低工資會為中小企帶大重大

的經營壓力，甚至扼殺中小企的生存空間，甚至觸發倒閉潮。 

 

 

 

                                                
21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 (2010) p.74. 網上瀏覽： 

http://www.tommycheung.com/hkcia/FINAL%20REPORT_online.pdf 
22
  樂施會, 最低工資對中小企影響個案探討研究報告 (2009), p.20. 網上瀏覽：

http://www.oxfam.org.hk/content/98/content_5151tc.pdf 
23
  同上,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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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小企經營因素 

5.1 工資因素 

在香港的自由市場下，工資是根據供求定律所調整出來的。一般來說，工

資成本是僱主可以控制的，理論上較一些受外圍經濟價格影響的成本，例如租

金和原材料等更易控制，工資成本理應不會直接導致中小企的經營困難。 

 

不過，在最低工資立法後，由於設定了工資下限，企業便需至少為僱員付

出最低工資，一些低薪行業，如安老院舍服務，速遞服務業、清潔、保安等，

便需要調高工資至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但一下子升幅有可能導致額外的人力成

本上升，這會對他們構成經營困難。 

 

5.2 租金因素 

租金的升幅於近年急升，影響中小企經營，其實這與本港的樓市息息相

關。在奉行自由經濟的香港社會下，樓市價格是因應市場的供求來調節。樓價

近年之所以上升得這樣快，其一是因為政府的賣地政策，控制土地供應和價

格，導致土地供應少，價格高企，亦因如此引致樓價只升不跌，隨之也帶動租

金的上升；其二是因為地產商壟斷了市場，少數的地產商手持大部份土地，控

制樓市發展，引致樓市及租金價格高企，面對租金上升，中小企的議價能力極

少，所以亦成為影響經濟的重要因素。 

 

5.2.1 香港政府的「勾地(高地價)政策」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顯示，在近十二年間，租金的升幅又急又快， 

2010 年的租金比 1999 年多 60%，2008 年的租金比 2003 年這五年間高出

38.35%，而 2009 年至 2010 年兩年內的租金升幅更高達 20.6%。24其實租金的升

幅與樓價有密切的關係，而樓價升幅又往往離不開土地價格，所以香港的租金

價格與賣地政策的關係千絲萬縷。 

  

     本港現行的土地拍賣政策被稱為「勾地政策」，該政策於 1999 年推出，2004

年開始，全面取代舊有的定期拍賣土地機制。香港的「勾地政策」是亞洲金融

危機之後推出的。當時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使香港高漲的樓市泡沫破

                                                
2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差餉物業估價署. 私人零售業樓宇-平均租金及售價. (2005). 網上

瀏覽：http://www.rvd.gov.hk/tc/publications/pro-revie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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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樓市陷入低迷時期。這一市場情況直接威脅到了港府執行多年的土地拍賣

方式，地產商開始停止購入土地，地價一瀉千里，港府隨即擔心土地被「賤

賣」，所是提出了這個政策。 

 

      在「勾地政策」下，政府每個年度都會公布一份「可供申請售賣土地表」，

俗稱「勾地表」，當發展商有意購買「勾地表」中的土地時，就可向政府提出

申請，並上報底價，當底價達到政府對該地皮的估價時，就會將該地皮「勾

出」，並進行招標拍賣。 

 

    土地拍賣時，所有提交購買地申請的地產商都需參與競價，並且其叫價不能

低於申請時的提價。若土地的叫價未能達到政府要求的底價時，地政總署將有

權回收該土地，留待下次拍賣。地產商在向政府申請買地時，需提交相當於底

價 5%的按金，若土地在拍賣的過程中，沒有其他發展商提出等同或高於勾地者

申請時提交的底價，那麼政府將有權沒收該筆按金，因此減低了地產商的勾地

意欲。 

 

該政策的好處是可以防止土地拍賣時無人出價的情況，同時亦可防止成交

價偏低，有助穩定樓市。但另一方面，當樓市持續升溫，發展商或會選擇不勾

地來降低供應量，從而推高樓價。25從香港執行的「勾地政策」來看，它並不是

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土地交易制度，這樣的制度使香港的樓價不受控地向上

飆升。 

 

首先，在執行這樣的「勾地政策」下，『每年由地政署公佈若干地塊，由

有興趣的發展商進行「勾地報價」。當報價滿足政府的心理價位，政府再行掛

牌拍賣土地，而後「價高者得」。一旦發展商的報價低於政府心理價位，政府

就把土地「收起來不賣」。在這遊戲規則下，政府的賣地行為實質上演化成了

「只許地價漲，不許地價跌」的土地交易制度。』這樣決定土地交易價格的因

素，不再是供求關係，而是政府的意願。在成熟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市場規律

應該是資源性產品的定價主要因素，根據供求關係的變化，地價可以漲，也可

以跌，只要符合市場規律即可。但在「勾地政策」制度下，政府有權選擇在地

價下跌的時候「不賣」，扭曲了市場規律。 

                                                
25
  骷髏會. <<知識>>: 香港勾地政策. (2010). 網上瀏覽：

http://skullnbone.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24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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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雙方必須擁有對稱的資訊，才能在公平的

位置上議價。而香港「勾地政策」恰恰是人為地製造信息不對稱：港府關起門

來製訂「勾地表」上每幅土地的底價，並因應市場變化不時作出調整，但整個

過程是不透明的，也不公佈。發展商只能不斷猜度和測試政府的底線，令「勾

地」的成功率偏低，土地拍賣因而變得稀疏，形成供應收緊價格擠高的惡性循

環。』26 

 

這樣的政策使地價變得昂貴，建築的成本上升，樓市價格自然提高，整個

市場的租金價格亦因此調升，商戶則需邀付貴租，增加經營成本。 

 

5.2.2 地產商壟斷 

 米格的一篇評論「到底是誰在控制香港？」中，道出了香港「六大家

族」—李嘉誠家族、郭氏家族、李兆基家族、鄭裕彤家族、包玉剛/吳光正家族

以及嘉道理家族就是在控制香港的人。他指出『這六大家族代表的跨行業企業

財團「透過把持沒有競爭的各種經濟命脈，有效操控全港市民需要的商品及服

務的供應及價格」。「地產霸權」的觸角已經擴展到電力、煤氣、交通運輸、

通訊等公用事業以及批發零售業和服務業』。因為這一少撮人掌握了香港的土

地，所以他們擁有大部份財務，導致今天主導了各種公共事業的畸形狀態。 

 

 米格認為這些壟斷王國的形成是因為港英及特區政府自由放任的土地制

度與高地價政策，為少數特權人士提供了壟斷與致富的便捷途徑。這一主張其

實可以簡化為三點，即：作為「天時」的高地價政策27，作為「地利」的廉價土

地供應28，以及作為「人和」的官商勾結29。30 

 

                                                
26
  南方網. 觀點評論:勾地不是完全市場經濟. (2006). 網上瀏覽：

http://house.southcn.com/news/jujiao/200602130142.htm  
27
  如上文(勾地政策)所示 

28
  大地產商手中的土地是可以低價大量收購當年政府發展新市鎮時給予原有土地所有者

的「換地權益書」，或者在與政府商議釐定補地價的過程中刻意壓價。此外，財力雄厚的地產

商還可以向農民大舉收購土地，或收購擁有大量土地儲備的巴士、煤氣、電力等行業公司，或

以「更改土地用途」的黑箱作業方式廉價得地。 
29
  雖然香港社會不存在醞釀「政企不分」或在職官員尋租的環境，但高級官員在退休

後，可以利用自己多年來的內部知識、政界人脈和隱性利益輸送，到大地產集團擔任高薪要

職。這讓香港政府對地產商集團曲意逢迎、偏袒維護，卻對公眾利益和弱勢群體關注不足。 
30
  香港雜評. 米格: 到底誰在控制香港?. (2011). 網上瀏覽：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1/02/blog-post_25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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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港區人大代表朱幼麟於太陽報撰文指出香港樓市的壟斷問題，及總結了

三個原因。他指出影響香港人生活最大的是房地產市場，但卻長期遭部分人壟

斷，原因有三：一是地產商囤積土地；二是地產商之間朋比為奸；三是政商勾

結 。 

 

「香港樓市被壟斷的第一個原因，就是政府縱容囤積居奇。香港的大地產

商由於政府過去在政策上的疏漏，令他們現時坐擁極多的土地儲備。」31這樣土

地便操控在地產商的手上，土地供應減少，而市場的需求有增無減，最後樓價

就可以不停上升，得益的也只有地產商。 

第二，他提到地產商雖然有互相的競爭，但他們卻會攜手「合作造市」，

使得大家都有利益。他們的目標一致，就是樓價愈高賺得愈多。地產商了解

「勾地政策」，經過多年時間，他們之間都有一種模式、一種遊戲規則。『他

們很有默契，一起爭投「地王」，旗下樓盤一起漲價，一起唱好樓市。所以，

無論地產商的樓盤競爭得如何激烈，價錢都只升不跌。』32 

第三個原因則是政商的關係錯綜複雜，地產商與兩個政府有著密切的關

係。「經過回歸十三年，香港富商已成功反過來統戰了中央官員。香港土地資

源被地產商壟斷的局面一直存在，但由於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與地產商的關

係，使得無人對此提出對策。」33在這樣的情況下，樓價繼續高企，政府都不干

預的時候，市民更感無奈。 

地產商的壟斷情況嚴重，相信是構成租金高企的原因之一，這使市場的價

格操縱在地產商的手中，令租金無上限的上升。加上土地的價格亦因高地價賣

地政策而提高。兩個因素加起來令租金持續高企，形成中小企業生存的一大威

脅。 

5.3 來貨價因素 

來貨價佔了商戶很大部份的成本，近年來貨價的升幅驚人又不穩定，令商戶

面臨突然的挑戰。來貨價成本急升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大量的原材料及貨品均

                                                
31
  「講真話: 何時才會醒悟」。太陽報，2010 年 10 月 28 日。網上瀏覽：http://the-

sun.on.cc/cnt/news/20101028/00418_001.html  
32
  同上 

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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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內地，而近年內地的通脤問題非常嚴重，直接影響到來貨價的升幅。另

外，人民幣在國際的壓力下，亦有一個頗高的升幅，由於匯率的問題，引致本

地的商戶需要用比以前更多的成本去購買原材料及貨品。這兩大原因令中小企

的經營更困難。 

 

5.3.1 內地通脹水平持續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發佈 6 月份宏觀數據顯示，CPI 在

連續 3 個月「破 5」後，首次「破 6」，漲幅達 6.4%，錄 3 年來新高。其中，食

品價格上漲 14.4%，而豬肉價格暴漲 57.1%，更成為影響 CPI 再次飆高的主因。

在央行緊縮政策下，通脹壓力依然不減反增，給宏觀調控帶來挑戰。』34內地的

通脹問題非常嚴重，直接影響香港。由於香港大多貨品及原材料均在內地入

貨，香港物價指數的走勢大致跟隨內地通脹。 

 

根據國家統計局在 2011 年 3 月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在「2008 年四季度以

後，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採取了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持續大規模

地進行貨幣投放，從而累積了相當程度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再加外部輸入性通

貨膨脹的影響，致使 2010 年價格總水平漲幅不斷走高，成為經濟中的突出問

題。」 

 

報告顯示「在 2010 年，居民消費價格由上年下降 0.7%轉為明顯上漲，全年

平均上漲 3.3%。食品價格和居住類價格是主要帶動因素，2010 年四季度，同比

分別上漲 10.5%和 5.6%，漲幅同比分別增大 7.1 和 6.7 個百分點。原材料價格由

上年的下跌轉為大幅上漲，全年平均上漲 9.6%，是 2000 年以來第 3 個高速上漲

的年份，漲幅僅略低於 2004 年和 2008 年。全年走勢 12 月份同比上漲 9.5%。原

材料價格上漲幅度最大的是有色金屬和農副產品，同比漲幅均超過 15%，其次

是紡織原料、黑色金屬、燃料動力和化工原料，漲幅在 10%左右。」35 

 

5.3.2 人民幣升值 

  除了內地的通脹問題，人民幣升值亦對商戶帶來的頗大的影響。中國外匯

交易中心消息顯示，「7 月 21 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 6.4536，與上一交

                                                
34
  「內地通脹 6.4 3年新高」。文匯報，2011 年 7 月 10 日。網上瀏覽：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7/10/YO1107100001.htm 
3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外部因素影響明顯 通脹水平持續上升. (2011). 網上瀏覽：

http://www.stats.gov.cn/tjshujia/dysj/t20110323_4027131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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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日(6.4592)相比上升 56 個基點，再創匯改新高。7 月 20 日為中國人民幣匯率

改革的第六年最後一天，按照 2005 年匯改當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 8.11 來計

算，這六年間人民幣對美元已經升值超過 20%。有分析指出，人民幣匯率背後

的整個宏觀機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所以升值預期短期沒有辦法消除。 

 

據了解，人民幣兌美元走勢今年以來都是小幅下跌數日後又大幅升值，像

是上周四人民幣升值 88 個基點、隨後連續 3 個交易日小幅下跌，20 日人民幣兌

美元又大幅上漲 92 個基點，21 日再持續連二紅，顯示人民幣兌美元仍穩定升

值。有內地的金融機構預計，人民幣兌美元今年升值的幅度達 5%左右，下半年

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力度有可能不會弱於上半年。」36 

 

文匯報指，『香港主要依靠內地進口糧油蔬菜肉類，在人民幣持續升值的

情況下，香港未來的物價只會有升無跌；加上港元與美元掛勾，港元隨美元不

斷相對貶值，不單內地進口貨物價格上揚，其他地區進口商品亦有加價壓力，

令港人的「荷包」多面受敵。』 

 

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莊太量認為，『人民幣升值是無可避免的事，估計

未來一兩年人民幣有可能再升 10%，兌港元有機會升至 7 算，因此難免會帶動

香港通脹進一步上揚。他指出，香港通脹受商品進口地物價、匯價、熱錢流向

等因素影響，其中人民幣匯率與香港通脹息息相關，因為香港大部分生活用

品、食品都由內地進口，香港進口商與內地供應商不論以港元抑或人民幣結

算，進口商取貨時都要支付較高的匯率差價，貨品進口價上升自然會反映在零

售價上。香港物價指數的走勢大致跟隨內地通脹，加上匯價因素，以及香港各

行業「加風四起」，他相信香港今年全年通脹達 2.5%，當中 0.5%是人民幣升值

所帶動。』37 

 

由此可見，內地的通貨膨脹以及人民幣的升值都提升了國內的原材料價格

及物價的水平。香港大部份的中小企均從內地入貨，導致香港商戶的來貨價及

物價亦跟隨內地上升，令中小企業的經營更加困難。 

 

                                                
36
 「人民幣匯率再創新高 升值預期短期難消除」。香港新聞網，2011 年 7 月 21 日。網上

瀏覽：http://www.hkcna.hk/content/2011/0721/107122.shtml  
37
  「專家解讀 ˙學者：港元貶值  市民荷包受損」。文匯報，2010 年 10 月 25 日。網

上瀏覽：http://paper.wenweipo.com/2010/10/25/FI1010250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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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壟斷因素 

壟斷亦為中小企業帶來威脅，由於大企業擁有大量資金，它們可以面對租

金升幅、來貨價浮動等問題，因此分店愈開愈多，並以連鎖經營方式，漸漸壟

斷市場，令中小企業沒法生存。 

這不只是地產商壟斷土地供應市場及公共市場的問題，而是每個行業之間

的壟斷問題亦愈見嚴重，慢慢地扼殺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壟斷的開始都是雄厚

的資本，這是從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中成長起來的一個現象。「在以自由競爭

為基本特徵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資本主義企業為了攫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必

然會採取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科學的管理方法，實行生產的專業化和協作，提高

勞動生產率；大企業往往憑藉自己在經濟上的優勢，不斷排擠和吞併中小企

業，使生產資料、勞動力和勞動產品的生產日益集中於自己手中。同時，資本

主義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發展，突破了單個資本的局限，加速了資本集中的

發展，從而也推動了生產集中的發展。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一定程度，則

意味著企業數目減少，一個部門的大部分生產都集中在幾個或幾十個大企業手

中，它們之間比較容易達成協議，共同操縱部門的生產和銷售，從而使壟斷的

產生具有可能；由於少數大企業的存在，使中小企業處於受支配地位。」 

 

「由於壟斷者是其所生產產品的唯一賣者，因此，直接面對整個市場，換

句話說，他將面對向下傾斜的市場需求。而買者人數眾多，因此是競爭性的，

也就是說，買者是價格接受者。因此，賣者可以通過控制產品價格，或者產量

來最大化自己的利潤。」
38
 

 

這個現象每天正在香港市場上演，大企業或連鎖經營的企業在市場上的壟

斷不斷扼殺小商戶的生存空間。不論什麼行業，時裝店、傢私店、超級市場、

餐廳等都出現壟斷，小型的商店開始抵不住貴租和連鎖店的「頂爛市」。第

一，大企業有充裕的資金去支付地產商的昂貴租金；第二，他們有能力將商品

的價格調得很低，導致小企業沒有競爭的空間；第三，當同業企業的數目減少

時，大企業就獨佔了市場，可以賺取最大的利益。 

                                                
38
 智庫百科. 壟斷. (2011). 網上瀏覽：

http://wiki.mbalib.com/wiki/%E5%9E%84%E6%96%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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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分析 

6.1 統計處數據:  最低工資實施後的實際影響 

 

      最低工資實施了兩個月後，統計處公布了 2011 年 4 至 6 月的失業率維持在

3.5%，而就業不足率則比上一期下跌 0.1%，至 1.8%。總就業人數約增加 1 萬

100 人，至 361 萬 600 人的歷史新高；同期總勞動人口增約 1.21 萬人，至 374 萬

7,400 人。39（見下圖） 

 

期間 

勞動人口 

失業人

數 

(‘000) 

失業率 (經

季節性調

整) 

(%) 

失業率 (不

經季節性調

整) 

(%) 

就業不足

人數 

(‘000) 

就業不

足率 

(%) 

人數 

(‘000) 

與上年同期比

較的變動百分

比 

(%) 

2/2011 – 4/2011 3 717.5 1.7 131.9 3.5 3.5 68.9 1.9 

3/2011 – 5/2011 3 735.3 2.2 134.9 3.5 3.6 69.6 1.9 

4/2011 – 6/2011 3 747.4 2.3 136.8 3.5 3.6 66.2 1.8 

資料來源：統計處 

 

  可見，最低工資實施兩個月後，根據統計處的最新數據，失業率並無上

升。這跟上文提及的政府和飲食業聯合總會的最低工資影響評估結果有所出

入。例如《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報告》預測失業率會有即時上升的壓力，更預

計有４萬５千人會因最低工資而失業；《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則預

計業界有 32.9%會採取裁員措施。 由此上述兩份報告高估了最低工資的負面影

響。 

  誠如時事評論員滿林所言，「4 月至 6 月份全港勞工人數就業創新高，細

心分析，大抵反映三個現象： 

一、為最低工資立法和實施引起的諸多爭拗和各種負面影響「平反」。政府近

日所公布的就業數據，是在 5 月 1 日最低工資實施之後所統計的。在 5 月 1 日

推行最低工資前，社會出現許多負面新聞和傳說，尤其是一些企業商界，認定

                                                
39
  統計處, 表 006: 勞動人口、失業及就業不足統計數, 網上瀏覽： 

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statistical_tables/index_tc.jsp?charsetID=2&tableID=
006&subject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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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一旦推行，許多酒樓食肆、清潔衛生行業和保安行業將受到嚴重衝

擊，會關門倒閉，令勞工失業。事實證明，這些都是毫無根據，最低工資對就

業的影響並不大。……」40 

 此外，《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亦曾估計，在「各類別薪酬開

支增加幅度結果（平均數）」中顯示，以最低時薪 28 元計算，「總類」一欄

（即包括快餐店、中式食肆、港式茶餐廳、非中式食肆、食堂／小型食肆）會

增加 16.6%。41 但根據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在七月公佈的調查所知，「17%食肆在

最低工資實施後，人力成本未見上升，33%食肆的人力成本上升 5%以下；

37%上升 5 至 10%；13%食肆則增加 10 至 15%人力成本。」42即是說明高達

87%的食肆都只有 10%或以下的薪酬成本上升，可見《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

查報告》預計所有食肆會平均增加 16.6%薪酬成本，是高估了最低工資的影

響。 

根據統計處的數據及其他調查檢視了最低工資實施兩個多月的實際影響

後，下文將透過與僱主探入訪談所得到的經營成本數據資料及其對最低工資及

其他成本對經營影響的意見，探討最低工資對他們經營的實際影響及分析影響

中小企經營的其他因素。 

 

 

 

 

 

                                                
40
  資料來源：滿林, 香港商報 A12 商報論壇, 港事港場, 2011 年 7 月 23 日 

41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 (2010) p.49. 網上瀏覽： 

http://www.tommycheung.com/hkcia/FINAL%20REPORT_online.pdf 
42
     資料來源：逾半食肆時薪高過$28  [蘋果日報] 2011-07-01 A16 港聞 



 

 

6.2 受訪中小企僱主的經營概況 

6.2.1 各受訪商鋪的營運開支表格 

 行業分類 商鋪 代號 地區 總開支 
(按月計算) 

總開支 (%) 僱員數目  

租金  薪金 物料 其他 

1 零售業 眼鏡鋪 A 先生 元朗 $82,000 $8,200 
(10%) 

$16,000 
(19.5%) 

$41,000 

*(50%) 

$16,800 
(20.5%) 

2 Full time 

2 藥材鋪 B 先生 太子 $42,000 $11,000 
(26.2%) 

$10,000 
(23.8%) 

$20,225 
*(48.2%) 

$775 
(1.8%) 

2 Full time 

3 電腦配件鋪 K 先生 屯門 $340,000 $90,000 
(26.5%) 

$30,000 
(8.8%) 

$220,000 
*(64.7%) 

- 3 Full time 

4 傢私鋪 M 先生 深水埗 $220,000 $15,400 
(7%) 

$66,000 
(30%) 

$88,000 
*(40%) 

$50,600 
(23%) 

6 Full time 

5 服務業 老人院 C 先生 大角咀 $700,000 $100,000 
(14.3%) 

$400,000 

*(57.1%) 

$140,000 
(20%) 

$60,200 
(8.6%) 

40 

6 美容院 D 小姐 大埔 $105,000 $35,000 
(33.3%) 

$38,000 
*(36.2%) 

32,000 
(30.5%) 

-  - 

7 髮型屋 F 先生 尖沙咀 $800,000 $120,000 
(15%) 

$400,000 
*(50%) 

$200,000 
(25%) 

$80,000 
(10%) 

30 Junior 
18 Senior 

9 車房 L 先生 上水 $85,000 $20,000 
(23.5%) 

$45,000 
*(53%) 

$20,000 
(23.5%) 

- 3 Full time 

8 運輸業 旅遊巴 E 先生 九龍灣 $504,000  
 

$14,000 
(2.8%) 

$240,000 
(47.6%) 

$250,000 

*(49.6%) 
-  20 

10 飲食業 餐廳一 G 先生 佐敦 $602,222 $90,333  
(15%) 

$108,400 
(18%) 

$403489 
*(67%) 

-  10 Full time 



 

 

11 餐廳二 H 先生 粉嶺 $200,000 $20,000 
(10%) 

$100,000 
*(50%) 

$80,000 
(40%) 

 13 Full time 

12 餐廳三 I 先生 大圍 $129,000 $24,000 
(18.6%) 

$55,000 
*(42.6%) 

$35,000 
(27.2%) 

$15,000 
(11.6%) 

3 Full time 
3 Part time 

13 餐廳四 J 先生 大埔 100% 20% 
 

30% *50% - 20 Full time 

14 酒樓 N 先生 屯門 $2,141,732 $544,000 
(25.4%) 

$462,614 
(21.6%) 

$1,028,031 
*(48%) 

$107,087 
(5%) 

48 Full time 

      從表格中可以顯示出各受訪中小企業在最低工資實施後的支出分佈概況，包括租金支出、工資支出、來貨價支出以及其他支出。

以租金而言，大部份的行業的租金支出佔經營成本的 15-26%，其中旅遊巴公司的租金支出佔經營成本最少，佔 2.8%；而租金佔經營

成本最多的店舖是美容院，佔整體的 33.3%。調查結果反映在 14 間商鋪中，商鋪的租金支出一般少於總支出的 50%，顯示租金在各

受訪行業均不是經營成本的的大部份。 

 

     另外，根據調查，大部份行業的來貨價佔經營成本的 20%至 67%之間，其中來貨價支出最少是老人院，佔 20%；而佔最多的是餐

廳一，佔 67%。 在 14 間商戶中，有 8 間商戶的資料顯示來貨價佔總經營成本大部份，這些商戶大多集中零售業及餐飲業，分別是 4

間零售業商鋪、餐廳一、餐廳四及酒樓。調查反映，物料(來貨價)對零售業及餐飲業影響較大。我們估計這是因為最低工資實施後，

因受通脹及人物幣升值的影響，使到飲食業經營的主要原材料，如食材、酒、鹽、糖等等價格上升，直接導致中小企面對原材料價格

上升的壓力；就零售業而言，由於他們以貨品為主要的經營材料，所以入口貨品價格的上升，也會為他們的經營帶來壓力。 

 

      薪酬支出方面，最低工資實施後，不同行業的薪酬支出的幅度均有所不同，這與各行業所需人手及行業低薪人手比例有關。根據

調查，在受訪商舖中，電腦配件舖的工資支出佔總成本的最少，佔 8.8%；車房的工資支出則佔總成本最多，佔 53%。同另外，屬服



 

 

務業的 4 間商鋪，包括老人院、美容院、髮型屋、車房及飲食業的餐廳二、餐廳三共 6 間商舖的薪酬支出成本佔經營成本的最大部

份，部份薪酬支出更超過 50%。然而，值得留意的是，根據訪談發現，當中只有老人院、美容院及髮型屋 3 間因受最低工資影響而調

整升工資水平，相信這與他們聘有較多低薪工人有關，所以最低工資實施後他們要提升大部份員工的工資水平。但縱然老人院、美

容院及髮型屋在最低工資實施後有較大的薪酬升幅，但他們表示仍能承受有關影響，可繼續經營，不致結業。還有，其他行業如車

房、餐廳二及三的薪酬支出已佔總成本的近 50%，但根據訪談發現，他們的員工薪酬支出在最低工資實施前已佔總成本的大部份，

並 且 員 工 薪 酬 已 達 或 超 過 28 元 的 時 薪 水 平 ， 所 以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沒 有 增 加 其 薪 酬 及 總 經 營 成 本 。



 

 

6.2.2 最低工資實施後的工資升幅表格 

註: N.A.代表僱主沒有透露該項目 

 

      在十四位受訪者中，只有上表中的五位是受最低工資影響而調整員工的薪

酬，其餘九名僱主表示最低工資對他們的經營並無影響。 

 

     上表中，部分僱主是因為員工並未達最低工資水平，而要調高薪金支出；另

有部分僱主(餐廳一及餐廳四)則是，其僱員時薪本已高過 28 元，但因為避免員

工流失，故調高員工薪酬，但他們均表示有關薪酬調查未對其經營構成壓力，

仍能繼續經營，相反他們都擔憂連年上升租金會為將來的經營帶來影響。 

 

 商鋪 對總開支的升幅(%) 對薪酬開支單項的

升幅(%) 

1 老人院 +8.6% +15.8% 

2 美容院 +3.3% +8.6% 

3 髮型屋 +30% N.A. 

4 餐廳一 +4% +3-5% 

5 餐廳四 N.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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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訪談結果 

7.1.最低工資 

7.1.1 最低工資對大部分受訪中小企影響不大 

 在受訪的僱主當中，大部分都認為最低工資對他們的經營並沒有多大影

響，當中有部分更直言最低工資對其「無影響」，原因是他們僱員的工資早在

最低工資立法前，已達甚至超過時薪 28 元的水平，所以最低工資立法後這些中

小企僱主不用調升員工的薪酬。即使是「有影響」的僱主，即立法後有需要工

調整員工工資的，許多都坦言影響只屬輕微，因實施最低工資前店內只有少數

員工時薪低於 28 元水平，所以他們因最低工資而額外增加的薪酬成本十分有

限，故未對其生意經營構成任何威脅。 

  首先，我們先看看最低工資對飲食業的影響。 

H 先生是一名食堂老闆，其食堂設於粉嶺的某工業大廈內，他認為最低工資實

施後並未對其經營構成影響。「無咩特別影響，我提供給侍應及廚房嘅工人的

工資都比較高，高過最低工資，所以最低工資立法後都無咩大改變。」他說

道。 

 

G 先生亦是一名餐廳老闆，在佐敦開設一間 Cafe，他認為最低工資實施後，只

對他有輕微影響，原因是大部分員工早已超過時薪 28 元，只有一位侍應未達最

低工資水平，故他說：「未有最低工資前，都不是差太遠，所以實施後影響的

差別只有百分之三至五左右。」由此可見，最低工資實施後，G 生先所經營的

餐廳的工資成本只是輕微上升。故當被問及最低工資實施後有否影響其經營，

他亦說：「無影響，絕對無影響。」 

 

J 先生在大埔開設一間意大利式餐廳，在最低工資實施後，工資支出增加了

20%，原因並不是因最低工資要大幅提升員工的薪酬，相反最低工資實施前員工

薪酬已超過 28 元，但而是為了維持員工士氣，他必須調整員工的薪金。他說

道：「最低工資實施了之後，最低要有這個數目，即是說最差勁的也是這個數

目，他們（我的員工）不是最差勁的，所以要付給他們更加高，其實果度（工

資支出）是加了。」所以，他認為最低工資對他的影響是墊高了薪金架構，

「簡單說，就是水漲船高。」，要付給員工較最低工資為高的價錢，才能反映

他們不是「最差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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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三個飲食界例子可見，在最低工資實施後，其影響並不是《香港飲

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所言般嚴重，例如 H 先生與 G 先生所開的食店，在

《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中預測，這類「食堂／小型食肆」會增加

18.5%的薪酬開支43，但從上面可見，兩間食店都沒有如此薪酬開支的加幅；而 J

先生所開的意大利式餐廳，則可與報告中的「一間位於市區的日式餐廳會因最

低工資 28 元而要額外增加薪酬開支 28.76%44」來作同類型比較，而現實中 J 先

生的餐廳亦只有 20%的工資升幅，亦未如報告所預測般高。由此可見，最低工

資實施後對飲食業的中小企影響，並未如外界所預測般，會對中小企飲食業的

生意經營構成嚴重威脅。 

  除了飲食業界別外，許多其他行業的中小企亦認為最低工資對他們並沒多

大影響。 

經營旅遊巴生意的 E 先生亦認為，他旗下的員工、司機工資早已超過最低工

資，所以當被問及最低工資實施後，對其經營有否影響時，他斬釘截鐵一句：

「無影響。」 

 

在元朗經營眼鏡店的 A 先生認為，他的行業在聘請員工時，早已超過最低工資

28 元，他說道：「請人嘅時候呢，都唔會用最低工資去請．．．所以最低工資

係對我地無影響嘅。」 

 

在深水埗開設傢私店的 M 先生，亦說並沒有受最低工資影響，因為他的旗下員

工本身均已超過最低工資，故無需作出任何工資調整，他說：「無影響嘅，根

本就係 over 果個（最低工資）嘅，都全部都九千以上嘅，所以無受影響。」 

 

  由上述可見，最低工資實施後並沒有為大部分不同行業的受訪中小企來帶

來很大的影響，更遑論會對他們構成經營威脅。 

 

7.1.2 大部份僱主都贊同最低工資  

  在受訪問的僱主中，大部分都贊同實施最低工資，因為最低工資主要可以

保障基層工人。除了經濟上的保障外，一些僱主更認為最低工資能在社會上發

揮其他正面作用，例如減少社會的貧富懸殊、員工因加薪而感到快樂，其服務

態度較前更好，有助招徠更多顧客等。 

                                                
43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 (2010) p.49. 網上瀏覽： 

http://www.tommycheung.com/hkcia/FINAL%20REPORT_online.pdf 
44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 (2010) p.32. 網上瀏覽：

http://www.tommycheung.com/hkcia/FINAL%20REPORT_onl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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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大廈食堂老闆 H 先生認為，最低工資「其實是一個保障來的，應該有

的」，他認為最低工資只會在一開始時令企業有「陣痛」，因某些中小企要一

次性調高薪酬支出，但「長遠來說，習慣以後，不會有反對聲音出現。」所

以，他認為若干年後，每間企業都習慣最低工資的存在後，即是他口中「將最

低工資變成理所當然，就不會有問題。」 

 

在佐敦開 Cafe 的 G 先生亦強烈贊成最低工資，認為其正面作用不只局限在經濟

上，在社會層面上亦會發揮很多正面作用。他說：「一定是贊成，因為主要有

正面的影響，時間久了就會看到效果。」 

他口中所說的正面效果是「整個社會的貧富懸殊改善，他們（基層員工）不再

是 underpay，家庭暴力等等問題都會少了，罪案亦減少。」另外，他提到最低

工資也會幫助到他的生意，因為員工加了薪，臉上亦會常掛著笑容，服務態度

也會更好，間接有助招徠客人或挽留熟客。 

 

傢私店的 M 先生同樣支持最低工資，因他認為最低工資有助解決貧富懸殊的問

題。他說：「支持嘅。都係有個保障啦，當然知道有好多問題既，咁但係起碼

我諗都能夠叫做令到果個貧窮線可以拉高少少囉。」 

 

 

7.1.3 受較大影響的主要是低薪行業的中小企 

  雖然大部分行業僱主贊同最低工資的正面作用，但部份受訪中小企承認因

最低工資他們要作出幅度較大的薪金調整，原因是他們的行業本身屬低薪行

業，有較多比例的低薪員工，故最低工資實施後，一下子的薪酬調整會對他們

構成一定的壓力，卻不構成裁員或結業的威脅。以下是他們兩位的例子： 

 

C 先生在大角咀經營一所私人安老院，對他而言，最低工資令他的營運成本增

加，他說：「營運成本高左好多，可以計番，人手無得少，但係每個人多左一

千至二千左右。」他說明，因為他的員工的工資，有很多本是低於 28 元，故最

低工資一實施，他便要調升他們的工資至時薪 28 元，「最平人工果咋，其實佔

左大部分，佢地人工升左一截。」 

 

不過，最低工資實施後雖要大幅調高薪金開支，但整盤生意卻不會因最低工資

而要結業，因為他說「有盈餘既，不過少左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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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尖沙咀經營髮型屋的 F 先生，認為最低工資實施後，他要增加薪金開支，他

說：「自從最低工資出左之後，就即刻加得好緊要，加既幅度太多，咁就好明

顯。」此外，除了工資要調整外，還要應付其他額外開支，「最低工資立法果

時，可能影響不多，但係 MPF 呢，都要加。」 

 

  由上可見，最低工資的實施為低薪行業的中小企有較大影響，因為他們的

行業一直以來都以比較低的工資來聘請員工，故在最低工資實施後，他們要為

大部分員工調高薪金，趕上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故此一下子的大幅調整工資。 

 

7.1.4 許多僱主不滿政府沒有解決法例具爭議地方，而非不滿最低工資本身 

  正如上述所言，許多僱主是贊成最低工資的，認為其原意正面，不過令他

們不滿的是，政府在立法時未有解決最受爭議的地方，例如飯鐘錢及休息日有

薪問題。政府將這些爭議問題留給僱主與僱員自行商討解決，使到僱主要與員

工「正面衝突」，而政府則置身事外。誠如立法會議員吳藹儀所言，「所謂歷

史性的立法，其實完全沒有為眾多的爭議作決斷，反而是埋下了更大的爭

端……本來，一個政府的責任，是平衡社會上的利益矛盾，而立法的作用，是

以制度來減低紛爭，以制度來紓緩壓力，但不幸這個政府卻沒有這個管治的能

力和決心，最低工資只是無數例子之中的一個。」45 

 

開設意大利餐廳的 J 先生表示贊同最低工資，「我贊成，因為有個最基本的數

目是應該有的。」 

但是，他認為政府在立法的細節上仍有許多問題，他說：「但數目定應該訂定

係咩水平，同埋細節點樣．．．有好多執行的細節是應該要搞清楚，可以令到

好多行政上的問題走出來。」 

 

開眼鏡店的 A 先生亦坦言：「其實我係贊成（最低工資）嘅，但係政府呢，佢

係用錯左方法呀，你見到而家點解咁混亂呢，係因為佢無制定到、佢無諗清楚

個條例呀，咁你睇下美國咁，都有最低工資架，但佢唔會去到咁亂架，因為佢

有好多寫到明既條款，但係香港無囉，有好多灰色地帶。」所以他不滿政府在

最低工資立法時，沒有釋除爭議。 

 

開設髮型屋的 F 先生 亦贊成最低工資，他說：「最低工資係好既，唔係唔好

既，但係欠周詳，有好多漏洞。」 

                                                
45
  吳藹儀, 法政隨筆－白做？, 網上瀏覽： 

http://www.civicparty.hk/cp/pages/posts/E6B395E694BFE99AA8E7AD86--
E799BDE5819AEFBC9F4702.php?g=6 



 

29 
 

 

他個人認為政府並未周詳考慮一些收佣金的行業，及沒有考慮到最低工資可能

會使一些沒有學歷或工作經驗的人，更難找工作。他說：「我贊成某Ｄ行業，

如果再拆細Ｄ既，有Ｄ行業係應該既，我覺得有Ｄ行業呀，例如清潔呀、外判

工作果Ｄ呀，有Ｄ工種係一定要加，好似餐飲業呀、老人院等……但係，有Ｄ

行業呀，一舊佣金制度，例如地產呀，都死架，係咪先？因為地產呀果Ｄ都係

俾Ｄ新人入黎做既機會，咁你個平台到時可能收窄左，可能我要求再高Ｄ囉，

如果俾得最低工資既話，我搵Ｄ學歷可能再高Ｄ，社會經驗再多Ｄ既人，咁就

慢慢扼殺緊Ｄ人。」 

 

 

7.2 租金 

7.2.1 租金愈見不合理，僱主感壓力 

根據統計處的資料顯示，香港的租金在近年來不斷上升，威脅著中小企的

經營。在受訪者當中，大部份僱主都擔心租金升幅的問題，雖然大部份店舖都

與業主簽訂了較長的租約而尚未續約，但他們都預計未來續約時的租金只會有

升無跌，因為他們留意到同業或附近商戶的商舖租金不斷上升。他們認為現時

租金水平已經去到一個不合理的地步。 

 

在粉嶺商業大廈經營餐廳的 H 先生因為將要面臨加租而表示：「加幅都頗

大，曾考慮結業。」可以見到租金的升幅有可能直接導致商戶結業。 

 

餐廳位於佐敦的 G 先生對於租金的感受是：「有點壓力。」他更指出：「見

到有很多（附近）店鋪都結業，多數是與租金有關。」 

 

於大埔經營餐廳的 J 先生認為他的租金合理，這是因為他的商店在那個地區是

「開荒牛」，所以情況比較特別。他直言：「其他的地方緊係好唔合理啦，

其實我地既 case 係比較特別，但我相信好少有，呢度之前係無鋪的。」 

 

在尖沙咀開辦髮型屋的 F 先生表示租金已經開始唔合理：「一年前至兩年

前，仲可以接受，當時通脹無咁勁，而且租金仲未升破九七（水平），但係

而家租金係過左九七時水平外，Ｄ人唔係要想收租，佢地係將Ｄ野想賣，所

以托到個價咁高，所以而家的租金係變左超級唔合理。」他認為這樣的情況

是因為樓市開始不平衡，業主都抬高價格，賣不到都希望租金可以有最大的

利益，加上通脹嚴重，使他百上加斤。他表示「以前同業主傾，會拉鋸一

下，然後起碼會俾番少少野(讓步)我，但而家唔會啦，企到好硬，唔會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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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家都好難做。」這反映業主與租客的商討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少。 

 

元朗眼鏡店的僱主 A 先生並不認同租金是壓力，因為租金的升幅都轉到消費

者身上，對盈利的影響不大。 

 

深水埗傢私店的 M 先生表示：「租金上升都會有壓力架。」從公司角度考

慮，他指出：「緊係覺得吃力、唔合理啦。」但另一方面作為持有自己物業

的投資者而言：「好似一個對沖咁囉，當然我自己物業投資緊係想佢Ｄ租金

升啦，所以我都無話咁介意租金個問題。」另外，因為地區關係，M 先生認

為他的租金亦算合理：「因為個升幅始終（他在深水埗商鋪的租金）、個

15%可能同旺角區呀、銅鑼灣區呀相比呀，算係一個比較低既升幅啦，所以都

接受到既算係。」 

 

7.2.2 無奈接受不斷升幅的租金開支 

對於租金的升幅，商戶只得無奈接受。他們都認定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多，

只有少部份人提出了對租金的建議。 

 

G 先生身為餐廳東主，認為：「租務呀，可以係合同上多做功夫，例如現在

的條例偏幫業主，將來會否有一些條例可以保障租客。」他認為干預租金的

可能性都不大，最多只能夠在合同上為租戶多加一些保障。 

 

同為餐廳東主的 J 先生表示：「政府有責任維持（樓市／租金）平衡，維持

各方面有一個平衡發展。」但實質的操施如何，亦未有詳盡的想法。 

 

眼鏡店的 A 先生則表示：「我覺得政府唔應該干預呢個自由市場，但政府可

以幫囉。」他提及的幫忙是指貸款類的幫忙，而不是政策上的建議。 

 

      調查反映，受訪僱主難以與業主在租金上討價還價，但為了繼續經營，惟有

接受加租安排，可是卻轉向沒有議價能力的員工開刀，透過削減他們的薪酬或

壓止他們的薪酬升幅去彌補上升了的租金成本。 

 

      我們相信，由於最低工資的立法要求僱主為僱員薪金設定下限，這變相減少

了僱主控制員工薪酬成本的彈性。在租金成本不可控制下，這不免使僱主認為

最低工資對其經營構成壓力，但事實上租金才是他們經營的最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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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商戶對香港地產霸權的討論 

他們亦提及對「地產霸權」的看法，有人支持自由市場，亦有人反對地產

商的壟斷，認為政府的偏袒令樓市不受控制。雖然這些只屬個人意見，但其實

都受著經營的行業、商戶經營的地區或是否持有物業等影響，如大部份的餐飲

業都對「地產霸權」感到不滿；相反，租金影響較低的行業亦偏向支持自由市

場。 

 

另外，僱主亦反映了香港租金高企的另一個原因，並不只是地產商或私人

管理公司的關係，而是包括了香港人本身。因為每一個擁有物業的人都想物業

升值以及有一個高的租金回報，所以擁有物業的人(不一定是大地產商)與租地

方的人就形成對立、社會矛盾。 

 

餐廳位於佐敦的 M 先生直言對「地產霸權」亦有一些補充的看法：「地產霸權

係一個幾明顯既狀況，咁係咪完全係呢？我都覺得唔係絕對既，其實呢，我覺

得香港人黎講呢，比較短視既，好多人都會係咁架啦，即係唔會理自己而家呢

一個做法，會唔會影響下一代，譬如手頭上揸住幾個單位放租既，佢（業主）

緊係想賺到盡，心態都係咁，所以你唔好賴大地產商，根本所有香港人都係

咁。」他指出「地產霸權」是根深柢固在每一個 

 

於大埔經營餐廳的 J 先生也對「地產霸權」發表了一些意見：「（地產霸權）其

實係好嚴重既我都覺得，即係各式各樣既野呢，都係由呢樣野（地產）帶動開

始去到升高既．．．基於呢個項目（地產），重要性係比較大，咁而佢地呢一

班人已經積聚左好多財富同權力，到番轉頭，佢地可以自己將自己不斷抬高，

去到蠶食緊其他既 sector 既重要性、權力呀咁，引致到佢地呢不受控制地不斷

咁自己飆升，咁從而影響到其他 sector 既生命力呀」這就是 J 先生的理解，地產

事業不斷坐大、壟斷，然後再用資金和權力去主導其他範疇，使社會失去平

衡。他認同：「呢個問題愈黎愈嚴重，因為無論鋪租、鋪頭、住宅呀等等，價

錢都已經同生產力脫節啦，呢個係一個好大既問題黎既．．．咁如果果個鋪頭

去到果個價錢，貴到咁既樣既，個租金會反映番出黎，但係呢，你會發覺無行

業係可以交得起呢ｄ租金，咁即係脫左節囉，即係你做唔到、做ｄ咩生意係可

以交到咁既租金呢？．．．可能係一ｄ所謂叫高產值既行業，譬如話炒股票

呀、做銀行既可以租得起」這樣的情況令租金的價格飆升到一個市場不能容納

的程度。這樣下去，小商戶根本不能夠在這樣的環境經營，只有金融業、地產

業或大型連鎖店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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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九龍灣經營旅遊巴公司的 E 先生就表示不認同「地產霸權」：「我又唔係好

認同（地產霸權），平時就聽好多啦，但我就唔係好認同，自由社會黎嫁嘛，

你供應少就自然貴架啦嘛．．．人地起左既樓，無理由免費賣俾你嫁嘛．．．

自由市場囉，無符架喎，佢要升係好合理。」他認為這是自由市場的規則，租

金上升也是合理的。 

 

元朗眼鏡店的僱主 A 先生表示不認同「地產霸權」的說法：「你諗下如果成個

經濟起飛既時候，個租金無可能維持不變，但係你又唔諗下其實係個租金令到

經濟起飛，呢個係互利互惠既作用黎嫁嘛，你發展商賺到錢，佢又會俾好多就

業機會你地，咁你又要發展商唔賺錢，但你又要人工加，你個就業率又話要

多，咁你究竟想佢點丫？如果你無呢班人（地產商）既時候，個社會就唔會起

飛架啦喎。」他表示社會的發展、經濟的起飛與地產業息息相關，不能說是給

它壟斷了。再者，地產業的發展更帶動了就業。 

 

 

7.3 來貨價 

7.3.1 通脹高企是中小企的經營困難，影響遠大於最低工資 

大部份受訪者都表示，因為通脤、人民幣升值等各種原因，來貨價的加幅

都十分之大，對不同的行業也有明顯的影響，尤其是飲食業，支出大增，盈利

減少。來貨價的價格有別於租金，租金因為有長時間的租約相對比較隱定，但

來貨價的升幅變化很大，又不能避免，使小商戶措手不及。調查反映，相較最

低工資，原材料及來貨價的升幅才是導致中小企經營困難的致命因素。 

 

在粉嶺商業大廈經營餐廳的 H 先生指出加價的原因：「加價是因為糖呀、油

呀、米呀等全部都加價。」因為這些是經營餐廳的必需品，所以他表示：

「材料用得最多，全部都加幾個百分比的時候，利潤大幅減少。」 

 

另一間佐敦餐飲東主 G 先生表示原材料的加幅很大：「原材料係好犀利，真

係多到不得了…開支主要來自原材料。」 

 

大埔餐廳東主 J 先生指出：「在我們這個行業（飲食業）來計，原材料的變

化是最大的。」他認為於飲食業界，大企業有他們的優勢：「材料支出是好

接近，如果係集團式經營，佢地可能購買一些期貨既話，就有少少優勢係採

購上…期貨會係好多方面出現，包括油啦、麵粉啦、糖啦、肉食啦，果個用

量是很大的，所以這個是他們的優勢。」這些都是飲食業常用的材料，而大

企業則因為資金雄厚，可以暫時不受威脅。他認為：「而家通脹好得人驚，



 

33 
 

尤其是食品單項…對於我地黎講，唔係因為最低工資而加價，而係一個綜合

的結果…材料的升幅是較大，相對於其他。」表達出原材料或來貨價的升幅

的壓力非常大，遠高於最低工資的影響。 

 

大角咀老人院的 C 先生同樣表示：「來貨價(食材)成本、原料成本果Ｄ先係最

大開支，果個升幅先係最大。」他認為物價上脹有它的原因：「來貨價成本

係講緊人民幣果個升值，人民幣升之餘，上面個價都升左，雙重加。」 

 

 

7.3.2 默默承受來勢兇兇的來貨價 

對於來貨價的加幅，大部份僱主都表示沒有辦法，只能默默承受。其中，

兩位僱主還表達了他們對解決來貨價問題的建議。 

 

G 先生認為：「或者食材代理的公司，可否多發牌給其他公司，不要給某一

兩間全部壟斷，來貨價得以受到控制。」 

 

J 先生有另一個看法，認為：「從宏觀來考慮的話，應該要諗辦法去平抑通貨

澎漲。」 

 

7.4 壟斷 

7.4.1 壟斷情況出現，中小企難以經營 

在訪問期間，部份的中小企僱主都不約而同提到壟斷的問題。他們都認為壟斷

構成經營上的威脅，令他們的生存空間縮小、經營困難。 

 

 

J 先生指出：「大把錢既租得起，佢要增加市場佔有率既，所以佢可以拉上補

下既，大集團既可以租得起，但係呢，呢個世界唔係剩係得大集團既，始終

有人賣三文治俾人食既，咁如果呢個情況持續咁發展落去呢，咁果ｄ小商鋪

呀、其他果ｄ各式各樣既野，（大集團）會一路趕佢地走架啦。」首先，他

認為租金不合理，而租得起的商戶只有大企業，所以大企業開始增加市場佔

有率，扼殺中小企的生存，逼使他們結業，最後只剩下大集團及連鎖店。 

 

藥材店的 B 先生早前曾經搬遷到現在太子的鋪位，原因是加幅都比較厲害，

但他認為壟斷的形成，不只是因為大企業能應付高昂的租金，他指出：「連

鎖店俾得起錢（租金）係啱既，但係係咪佢地租得起而導致其他中小企做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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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意呢，咁未必囉。」除了租金方面，反而他覺得大企業壟斷的最大問題

是價格的定位：「其實係因為佢地（連鎖店）將Ｄ商品既價格壓得太低，同

埋佢地壟斷左個市場．．．佢地去到咁平既時候，你有咩發展既空間呢？你

同佢鬥平，鬥唔到架喎；你同佢鬥高級既呢，又未夠ＬＶ果Ｄ架喎，咁所以

我地（中小企）既空間咪小囉，但唔係因為個租金囉。」 

 

M 先生則為自己的生意擔心，認為現在的情況都算困難，令他最困擾的都是

其他大企業的壟斷問題：「競爭對手都係好大，即係實力好強．．．可以咁

講啦，係大型連鎖既，因為佢地除左賣傢私，可能賣埋電器果Ｄ，一次過

呀，可能Ｄ客一上去就買齊晒Ｄ野囉，我地就主要攻傢私果種呀，就弱少少

既，不過唯有我地就靠自己地區性，做開呢度附近既就吸納Ｄ熟客囉…壟斷

呀我覺得，頭先我講果Ｄ大既競爭對手，其實佢地壟斷緊個市場。」 

 

 

7.4.2  提倡反壟斷法 

對於壟斷這個問題，有一位僱主提出了建議的方法，他認為香港應該實施

反壟斷法，有效抑制壟斷的情況出現。 

 

M 先生：「其實佢地（大型連鎖店）壟斷緊個市場，但香港因為無呢個壟斷

法呢．．．佢地競爭果時可能平，但長遠黎講佢地係貴左，而家其實佢地

（傢私行業）都係咁，我地面對既果個競爭對手、佢地都係一個好大既集

團，連鎖經營咁樣做法，但係佢地可以好平咁賣Ｄ野，不過問題係佢地將

來、可能部署緊上市，之後Ｄ野緊係唔係咁平啦，但呢段時間我地會同佢地

爭囉，個競爭我地會辛苦Ｄ囉，因為我地既資金始終唔係好夠，所以我就覺

得其實有個壟斷法會好Ｄ囉。因為佢地會去壟斷個市場，透過佢地既資金去

蠶食緊個市場囉，其實佢地蝕本都真係照去架，會以本傷人囉真係。」「香港

其實都討論緊架，呢個壟斷法，因為人地澳洲呢早就有架啦．．．即係我都

覺得呢樣野會對我地好少少囉。」 

 

7.5 解決方法 

轉嫁到消費者成為唯一解決方法 

不論什麼行業，大部份受訪中小企僱主認為，面對各樣成本的開支上升，

裁員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因為很多行業也有缺乏人手的問題，而由於租金成

本難以控制，他們認為最直接的解決成本上升的方法就是將升幅轉嫁予消費者

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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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先生曾經試過加價卻因此導致失去五成生意額。另外，他也嘗試：「我地會

提供一些優惠套餐挽留顧客。」致於裁員方面，他則表示不會考慮：「因為

多人叫外賣，ｃｕｔ人是不可能的。」 

 

G 先生表示面對租金上升，也會考慮搬遷或結業：「如果租金升幅不合理，

我就不會再做了，會搬或者另覓更適合的地方。」他亦表示加價是不能避免

的選擇，而減薪及裁員則不會考慮：「如果租金升幅合理，但加重了負擔，

我都只有一個方向，就是轉嫁給消費者，我就不想ｃｕｔ人工。」 

 

A 先生表示為了保持盈利水平，加價是一定的：「雖然租金係加左，但係同樣

地你將租金轉嫁番俾消費者果度既咋嘛，咁其實你話係咪好大既影響呢，個

百分比唔係好大影響既咋喎，因為你全部野一齊加架咋嘛。」 

 

J 先生亦無奈表示：「我地都要加價，無辦法。」另外亦分享了生存要有競爭

力的原則：「要好勤力，只能夠進步同其他競爭對手競爭，採購上要多做格

價，服務方面要進步吸引人，環境要具有競爭力。」 

 

F 先生指出，髮型屋的做法也是同出一轍：「所以通常都係轉嫁番俾消費者身

上。」 

 

C 先生表示，為解決食品價格上升，會在員工方面著手：「（員工）伙食方

面，可能就要傾番，推月費計劃呀，伙食就可能一日三十蚊。」他也認為有

加價的需要：「收到就收（加價），收唔到既話就無辦法。」他亦有考慮過

其他方法：「之前有諗過兩更轉三更，不過好似唔ＷＯＲＫ…飯鐘錢、轉時

薪都諗過，但真正ＷＯＲＫ既唔係好多。」他表示，對老人院來說，政府最

能夠幫助他的是資助：「同政府攞番多Ｄ資助呀，咁又可以幫到。」 

 

E 先生亦因為保持盈利，所以會直接將增加的支出轉到售價中：「轉…轉嫁俾

消費者架啦．．．一定架啦，人地加我一成，我咪加番人地一成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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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合上述數點，在受訪的十四位中小企僱主中，他們都十分贊同實施最

低工資，並且認同最低工資帶有不同的正面影響，包括能減少本港貧富懸殊及

提升員工的生產力。另外，調查發現，最低工資實施對他們經營影響不大，而

縱使最低工資使部份中小企需提升員工薪酬，不過有關升幅均不構成經營壓

力，不致裁員或結業。  

 

調查還反映，受訪中小企僱主們都認為，較對最低工資的影響，租金上

升和來貨價上升才是其經營困難的原因。在租金方面，受訪僱主都認為租金的

升幅已達不合理的水平，每次續約的租金升幅均會對他們構成沉壓力，甚至可

直接令他們結業。另外，由於通脹和人民幣升值等問題，亦導致來貨價的上

升，對中小企亦構成沉重的壓力。由此可見，在最低工資、租金、來貨價三項

因素中，最低工資的實施對中小企經營影響甚少，反而租金和來貨價的上升，

才對中小企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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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建議 

本章將會根據最低工資實施後的實際情況及是次訪談發現，向政府提出有關

實施最低工資的改善建議，以及在最低工資實施下協助中小企經營的相關措

施。 

 

1. 儘快修訂具爭議性的問題，解決紛爭 

 在最低工資實施後，由於政府在立法時沒有訂明飯鐘和休息日有薪，故

此，許多僱員和僱主在訂立合約時，為此而爭吵不休。在僱主方面，若把飯鐘

和休息日有薪，則勢必增加薪酬開支，加重營運成本；而在勞工方面，則認為

若飯鐘和休息日有薪是合約及慣性福利，僱主是不應單方面更改僱傭合約，削

減員工的原有權益。 

 

據飲食業職工總會表示，「飲食業員工一向食飯及休息日屬有薪，但實施

最低工資後……把原來有薪的休息日及飯鐘改為無薪……」而工會憂慮「日後

若經濟轉差，或者行業轉衰，僱主可能利用休息日及飯鐘無薪，迫員工放多放

假休息及安排更長食飯時間，變相減薪。」46
 

 

      故在此問題上，雙方均存在利益上的爭議，我們認為政府立法，就是為了訂

立法律使市民遵從，以制度來解決紛爭，故此我們認為政府應儘快修訂出一套

清晰的條例指引清楚列明飯鐘和休息日有薪抑或無薪，解決紛爭。 

 

      同時，基於政府現時只承諾每兩年檢討一次最低工資，我們認為，為了更貼

近市場情況，以及更有效解決具爭議性的問題，使到不論是僱主或勞工可以更

快地在檢討時提出訴求，我們建議政府應修訂為每年檢討一次最低工資。 

 

2. 政府應儘快公佈最低工資實施後的調查數據 

       基於最低工資立法前後，社會上對最低工資眾說紛紜，不少聲音更是認為

最低工資弊多於利，不但會令中小企經營困難、更會加劇失業率、打擊香港自

由市場、減低本港競爭力云云，企圖妖魔化最低工資及誇大其負面影響。但是

次調查發現，最低工資並沒有導致中小企的經營困難。為了讓大眾認清最低工

                                                
46
 僱主勿將承擔最低工資的責任轉嫁員工，飲食業職工總會。2011 年 5 月 31 日。 

 網上瀏覽：http://www.ftu.org.hk/view.php?Tid=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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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實際影響，我們認為政府應儘快公佈最低工資實施後的調查數據，以證明

最低工資並沒有如外界估計般大的負面影響，以減低公眾對最低工資的疑慮。 

 

3. 加強宣傳最低工資的意義 

      我們建議政府應該多加強最低工資的意義，例如以透過廣告短片形式或於學

校內舉辦講座，發放最低工資的正面訊息，讓公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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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讓年輕人加深對最低工資條例的認識，以

防將來墮入求職或暑期工陷阱。 

 

4. 對受影響的中小企設立援助措施 

      政府應向一些受最低工資較大影響的中小企，例如一些低薪行業如保安、清

潔、安老院等，設立不同的援助措施，幫助他們安然渡過一下子急升的薪酬開

支。我們認為，若政府完全放任市場自行調節，一些上述的低薪企業可能因而

虧蝕，或是盈利大幅下降而選擇結業退出市場，這會導致最低工資幫不到這些

企業員工，反令他們失業，而這並不是設立最低工資的原意，故此，政府應盡

力協助這些中小企，讓他們安穩渡過此次難關。 

 

但為了政府避免用納稅人的金錢直接資助私人的商業營運，我們認為政府

即使設立援助措施，計劃亦應是短期性，目的只為幫助受影響的中小企渡過此

次最低工資關口，可行的方法例如批出免息貸款幫助週轉，針對部分低薪行業

設立最低工資緩衝期等等。 

 

5. 勞工處對行業的資詢不足，指引太遲  

      最低工資立法雖然已經爭取多年，但到近年政府才聽取意見，決定立法。由

實施法例到推出指引之間只是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政府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去

諮詢業界及工會的意見，結果導致最低工資在實施時在執行上的漏洞，最終法

例引起勞資雙方的不滿及因法例的灰色地帶，而使僱主及僱員感到無所適從。

我們認為最低工資委員會及勞工處在釐訂最新的最低工資水平時，應全面及公

開諮詢不同行業及其工會，與民間團體及市民的意見，並訂定一個清晰的執行

指引，讓勞資雙方易於理解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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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實施競爭法 

      中小企業受到壟斷問題的影響，導致市場上出現不公平競爭，所以實施反壟

斷法實在能夠幫助中小企業的經營，平衡市場上的競爭。多個國家已經實施了

反壟斷法多年，香港亦應該參考其他地方的立法情況。 

 

     法例應禁止兩大類反競爭行為，包括參與具有嚴重削減競爭的目的或效果的

協議和一致行動；及具有嚴重削弱競爭的目的或效果的濫用強大市場力量行

為。違法的行為會受到法律的制裁。47 

 

(九) 總結 

      總括而言，在深入了解十四間中小企的營運後，我們得出最低工資其實對

大部份中小企影響不大，絕非外界般估計，最低工資會引起許多負面影響如失

業率上升、中小企倒閉，這些統統都沒有在我們的調查中出現，所以，之前許

多商會或僱主對最低工資存有恐懼，其實是過分憂慮了。 

     其次，在我們調查所得裡面，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各種原因中，僱主都

認同是受匯率或通脹影響的來貨價，以及被經常加租的租金，才是他們中小企

的最大營運困難，而絕非最低工資的實施。故此，我們重申最低工資並非導致

中小企營運困難的源頭，外間妖魔化最低工資會帶來中小企倒閉、失業率上

升，絕對是誇大其影響，令最低工資成為代罪羔羊。 

 

 

                                                
4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競爭法詳細建議. (2008). 網上瀏覽：

http://www.cedb.gov.hk/citb/chtml/Consultation_Paper_Chi.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