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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工資難抵通脹 

2012 年食品價格調查 

概覽 

           

    本港的通脹持續上升，時至今日，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已經累積上升至 9.9%，其中甲類消費

物價指數上升至 10.9%。1社會輿論普遍認為，最低工資實施推高通脹，基層僱員即使因最低工

資而得到工資調升，通脹已抵銷了工資增長，基層僱員得不償失。然而，2012 年第一季經濟報

告指出2，食品及住屋項目是推高 2011 年通脹的兩大因素。本地食品價格在 2009 年年底以來

持續攀升，至 2012 年第一季才有所回落，私人住屋租金的升幅亦於 2011 年後期才相對穩定下

來。因此，最低工資不是推高通脹的元兇。 

 

    相反，雖然最低工資確實增加了低薪僱員的收入，但持續通脹抵銷了低薪僱員大部份的工

資。根據 2011 年第三季的經濟報告，處於最低十等分組別的僱員收入，雖然在第二及第三季

分別按年錄得 9.7%及 13.1%的升幅，但通脹卻抵銷了近六成的升幅，令僱員在該兩季的實際收

入分別只有 4%及 5%的增長。3雖然最低十等分組別僱員的收入於 2012 年第一季勁升 13.4%，

但扣除物價因數後，最低十等分組別僱員的實質收入仍被蒸發近四成至 8.4%。4
 

 

    食物開支一直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家庭支出。5
2011 年第二季及第三季的甲類消費物價指

數中的食品指數分別按年上升了 7.2%及 8.3%。6
2012 年第一季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中的食品指

數亦按年上升了 6%。7這反映過去食品價格的升幅，遠高於最低工資所帶來的實質工資增長，

這意味低收入僱員需要壓縮其他方面的支出或削減食物的開支來應付或維持其他方面的生活

需要。 

 

                                                
1 根據 2012 年 5 月的消費物價月報，2010 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及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分別為 100.7 及 100.8，2012

年 5 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及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則分別為 110.7 及 111.8。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2 年)。2012 年第一季經濟報告，頁九十三。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處

經濟分析部。二零一二年五月。 
3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1 年)。2011 年第三季經濟報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處經濟分析部。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2 年)。2012 年第一季經濟報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經濟分析部。

二零一二年五月。 
5 根據 2009/2010 年住戶開支調查報告，在最低四分位的住戶組別中，食物佔其整體戶開支的 41.1%，其次為住

屋開支，佔整體 28.2%。 
6 資料來源: 香港統計處(2011)。消費物價指數月報 2011 年 11 月，頁 45。 
7 資料來源: 香港統計處(2012)。消費物價指數月報 2012 年 6 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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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最低工資於 2011 年 5 月 1 日起實施，規定僱員每小時工資不少於 28 元正。但有關水

平的訂定乃基於 2009 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數據，不但數據滯後，而且過去通脹不斷惡

化，最低工資的實際購買力已被削弱。因此勞工組織及民間團體認為，政府在釐訂最低工資水

平時必須參考通脹因素，而且有關水平的購買力必須高於通脹，這才能實質改善基層工人及其

家庭的生活質素。 

 

     最低工資委員會現正進行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並預計於 2012 年 10 月 31 前向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建議報告。因此勞委會希望透過調查及比較過一年

多個地區的食品及貨品價格，了解相同指定新鮮食品及預先包裝食品與日常用品分别於領匯及

非領滙街市及兩間指定超級市場(惠康及百佳超級市場)的價格變動情況，以反食物及日用品通

脹情況，期望最低工資委員會以此參考，釐訂第二個最低工資水平。 

 

目標及意義 

    儘管政府統計處每月都會公佈消費物價指數，但調查範圍不包括超市的預先包裝食品及日

常用品的細項分類。同樣地，儘管消費者委員會也定期進行格價調查，但每周只會公佈同一地

區不同零售店舖的預先包裝食品的價格及其差異，當中不包括新鮮食品。同時，有關調查不包

括相關食品的年度價格比較及不同地區出售的同類食品的價格比較。 

 

    為了讓公眾更具體的了解食品及日常用品的格價變動情況，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於

去年六月及今年六月的相同期間分別進行了一次食品及日常用品的格價調查，以了解相同指定

新鮮食品及預先包裝食品與日常用品分别於領匯及非領匯街市及兩間指定超級市場(惠康及百

佳超級市場)的價格變動情況，以反映本港整體的通脹問題。調查的方向具體如下： 

 

1. 比較去年與本年相同超級市場售賣的指定預先包裝食品及日常用品的價格變動情況； 

2. 比較去年及本年相同街市的指定的相同新鮮食品的價格變動情況； 

3. 比較本年度領匯及非領匯街市內指定的相同新鮮食品的售價及其差異； 

 

   由於是次調查主要了解本港的整體食物通脹情況，因此調查不會選評售賣較多相宜或較貴

食品的地區街市及超級市場。  

 

   另外，為了具體的了解低收入基層勞工及其家庭面對食物通脹的壓力及回應方法，是次調

查會以滾雪球(Snowball Sampling)及方便抽樣(Convenient Sampling) 的形式接觸了三名每月主

要時薪收入少於 35 元、需要養育至少一個 65 歲或以上的老人或 15 歲或以下小朋友的低收入

基層勞工進行深度訪談，以了解通脹對其個人及家庭生活的影響。 

   

    我們期望政府及最低工資委員會參考是次調查結果，了解基層勞工在過去一年最低工資實

施期間所面對的食品及日用品的通脹情況及生活壓力，並按此作為釐訂最低工資水平的參考。

另外，我們希望政府制定有效措施，紓緩基層勞工的食物開支負擔，使最低工資能真正發揮維

護勞工基本生活及收窄工資差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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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 

   是次調查分別於 2011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至 23 日(星期四) 及 2012 年 6 月 16 日(星期六)

至 21 日(星期四) 兩段期間進行。調查員會於上述的兩段期間內到各區的相同的指定零售店，

收集指定相同貨品價格，並按分類表格填寫貨品價格資料。 

 

   是次調查採取方便抽樣(Convenient Sampling)方法選取香港、九龍及新界各個地區的街市及

分別兩間超級市場(惠康及百街)進行。調查的地區包括天水圍、屯門、元朗、上水、粉嶺、大

埔、青衣、大圍、旺角、觀塘、黃大仙、藍田、將軍澳、灣仔、香港仔、南區、西灣河、柴灣。

總括而言，我們在以上不同地區抽取了 25 間百佳超級市場和 22 間惠康超級市場及共 24 所領

匯及非領匯街市進行調查。為了確保調查結果的可比較性，調查員在每次調查時會儘量回到相

同的地區的相同地點對相同貨品進行調查。簡言之，調查員於去年及本年的調查時需返回同一

所街市店舖及兩間超級市場進行格價。 

 

  是次共調查 65 種貨品的價格，當中包括 22 項新鮮食品；29 項預先包裝食品；及 14 項家

居和個人護理用品。調查員主要到街市搜集 22 項新鮮食品的價格，餘下的 43 項的預先包裝食

品及家居和個人護理用品的價格主要從兩間超級市場搜集而來。 

   

  由於來自街市的新鮮食品來自不同來源地，所以質素、大小和新鮮程度可能會有較大差

別，直接比較這些貨品不同時段的價格可能會有所偏頗。為了減少比較上的差異，各調查員在

街市進行價格調查時，會以售價較低的食品格價作為取樣的目標。這是基於我們假設基層勞工

一般會選擇價錢較相宜的新鮮食品作生活所需。舉例，當調查員到街市同一店舖進行格價時，

遇到兩個不同價錢的相同貨品時，調查員會記下貨品價格較低者之資料。例如，鹹水魚檔中，

正售賣兩款的冰鮮大眼雞，一款賣$2.5/兩，一款賣$3/兩，調查員會記下較低之價格。又例如，

在生果店鋪中，會有多種價格不同的蘋果、橙及香蕉，當調查員遇到這情況時，不論生果的大

小，調查員都會記下當中價錢最低者之資料，如富士蘋果 10 元 3 個、大紅蘋果 10 元 4 個，調

查員會記下 10 元 4 個，即平均 2.5 元一個。同樣地，為了確保調查結果的可比較性，調查員

每次到街市調查時，需返回同一所街市的同一鹹水魚檔、淡水魚檔、豬肉、牛肉、凍肉、蔬菜、

水果、雜貨、燒味店舖進行格價調查。 

 

  另外，為使是次調查能有效完成，我們於去年五月在調查正式進行前，曾舉辦簡介會及製

訂問卷調查指引，讓所有調查員能清楚明白調查的目的、調查貨品的種類及相關的調查準則與

方法。是次調查所得之數據是以 Excel 來整理及分析。  

 

    最後，為了具體的了解低收入基層勞工及其家庭面對食物的通脹壓力及回應方法，是次調

查透過滾雪球(Snowball Sampling)及方便抽樣(Convenient Sampling) 的形式接觸了低收入基層

勞工，以了解通脹對其個人及家庭生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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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討論 

1. 去年與本年相同超級市場售賣的指定預先包裝食品及日常用品的價格變動情況8
 

1.1 全部超市貨品的價格變動情況 

 

    調查發現，在超級市場抽取共 43 種預先包裝食品及日常用品中，超過一半(51%)的貨品，

即達 22 項貨品的價格較過去上升，當中只有 14 項(33%)貨品的價格下降及 7 項(16%)貨品的價

格維持不變。與去年比較，全部貨品價格的總平均升幅為 2.71%。 

 

             圖 1: 去年及本年的超級市場的總平均價格變動情況 

上升( 51%)

不變( 16%)

下降( 33%)

超市貨品價格變動情況
上升

不變

下降

 

1.2 預先包裝食品的價格變動情況 

 

    在超級市場抽取共 43 種貨品中，有 29 項為預先包裝食品。調查發現，共 14 項(48%)的預

先包裝食品的價格較去年上升，5 項(17%)的價格維持不變，10 項(35%)價格下降。與去年比較，

全部預先包裝食品的總平均升幅為 1.47%。 

 

    在 14 項價格上升的預先包裝食品中，以珠江橋牌豆豉鯪魚( 227g)的升幅最為驚人，達

22.35%。另外，個別的預先包裝食品亦錄得超過一成的升幅，當中以米及罐頭食品為主。(見

表 2) 

             表 2: 五大價格升幅最大之超市預先包裝食品 

 

  貨品名稱 
2011 年 6 月

平均值 

2012 年 6

月平均值 升幅% 

珠江橋牌豆豉鯪魚 227g 17.90 21.90 22.35% 

李錦記財神蠔油 510ml 12.90 14.90 15.50% 

金象苿莉香米 8KG 87.90 98.40 11.95% 

金暹泰國香米 10KG 109.90 119.90 9.10% 

嘉頓孖寶蛋糕(特濃朱古力) 

75g 5.25 5.75 9.52% 

                                                
8 超級市場的價格變動情況是分別以兩間超級市選取的相同貨品的常數(Mode)的平均值計算，並進行年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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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家居及日常護理用品的價格變動情況 

 

   在超級市場抽取共 43 種貨品中，有 14 項為家居及日常護理用品，當中約近六成(57%)共 8

項貨品價格較去年上升，2 項(14%)貨品的價格維持不變，4 項(29%)價格下降。與去年比較，日

常用品的總價格平均升幅為 5.29%。 

 

    在 14 樣超市的家居及日常護理用品中，以高露潔抗敏多重保護牙膏(120g)的價格升幅最為

驚人，達 25.7%。另外，有多達 4 項個人護理用品升幅達一成以上。(見表 3) 

 

表 3: 四大價格升幅最大之超市家居及日常護理用品 

 

    貨品名稱 

2011 年 6

月平均值 

2012 年 6

月平均值 升幅% 

高露潔抗敏多重保護牙膏

120g 21.40 26.90 25.70% 

飄柔去頭皮滋潤洗髮露 1L 48.90 58.90 20.45% 

強生護齒牙線 50 米 17.50 19.50 11.43% 

佳能保鮮紙 200 呎 14.90 16.43 10.23% 

 

     2. 去年及本年相同街市的指定的相同新鮮食品的價格變動情況9
 

      

    調查是於去年及本年在 12 個街市分別抽取 22 項相同的新鮮食品進行比較。調查發現，與

去年比較，近六成(59%)共有 13 項新鮮食品的價格上升，3 項(14%)維持不變和 6 項(27%)下降，

當中以唐生菜的價格升幅最為驚人，達 39.66%。另外，價格上升的貨品主要是以蔬菜、鮮魚

類及冰鮮肉為主，它們大部份都錄得超過一成的升幅。(見表 4)。與去年比較，22 項新鮮食品

的格價的總平均升幅為 6.56%。 

                 表 4:  錄得超過一成升幅的街市新鮮食品 

 貨品名稱 2011 年 6 月

平均值 

2012 年 6

月平均值 升幅% 

唐生菜 (斤) 5.8 8.1 39.66% 

大眼雞 (斤) 46.0 62.7 36.30% 

大白菜 (斤) 6.3 7.7 22.22% 

菜心 (斤) 7.0 8.5 21.43% 

紅衫魚 (斤) 44.8 52.6 17.41% 

節瓜 (斤) 5.7 6.5 14.04% 

巴西雞翼(磅) 16.1 18.3 13.66% 

起骨雞髀(磅) 13.1 14.8 12.98% 

大魚腩 (斤) 25.3 28.0 10.67% 

                                                
9 新鮮食品的價格的變動情況是以去年及本年相同街市抽取的相同的新鮮食品的平均價格計算，並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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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而言，分別超過一半於超級市場選定的超市貨品及街市的新鮮食品的價格較去年上

升，其中以街市新鮮食品的價格上升情況最為顯著，近六成(59%)共 13 項新鮮食品錄得升幅，

當中部份錄得的升幅超過一成，這主要為蔬菜類、鮮魚類及冰鮮肉菜類食品。      

  

    雖然超市預先包裝食品的總平均價格升幅比預期低(1.47%)，但當中有近一半的超市預先包

裝食品價格較去年上升。值得留意的是，某幾種預先包裝食品，如米，罐頭和麵包類等的升幅

更接近或超過一成。若根據統計處消費物價指數六月份數據，上述食品的升幅遠高於甲類消費

物價指數的食品(不包括外出用饍)指數 7.3%增長。10 

 

    新鮮蔬菜、鮮魚及冰鮮肉類、米及罐頭食品一向都是低收人基層勞工及其家庭的主要食

糧。可見，飊升的食物價格已經蠶食了低收入勞工因最低工資的工資增長，他們不但未能藉最

低工資改善生活，同時亦減少他們對新鮮食品的選擇或份量，影響膳食質素。 

 

    除預先包裝食品外，是次調查發現於超級市場售賣的日常用品價格亦有增無減，其中部份

個人護理用品如牙膏及洗髮露，更錄得超過兩成的升幅。這亦增加了低收入基層勞工的經濟負

擔，令他們百上加斤，直接影響生活。 

 

3. 本年度領匯及非領匯街市的指定的相同新鮮食品的售價及其差異11 

 

    是次調查一共在 24 個不同地區，包括觀塘、黃大仙、北區反屯門等地的街市分別收集共

22 項相同新鮮食品價格資料，並進行比較，當中包括 14 間領匯管理和 10 間非領匯管理的街

市。 

 

    調查發現，領匯街市的新鮮食品的整體平均格價較非領匯街市昂貴 4.93%。具體而言，在

22 項於街市售賣的食品當中，有 15 項在領匯街市售賣的新鮮食品較非領匯街市昂貴，其中六

項新鮮食品包括燒腩肉、冰鮮魚、瘦肉及豆腐等的價格差幅逾一成或以上，當中售價差異最高

的新鮮食品為燒腩肉，高達 30.4%。 

            表 5: 領匯與非領匯街市的食品差幅 

 

貨品名稱 領匯街市    非領匯街市  差幅% 

燒腩肉 (斤) 81.6 62.6 30.35% 

紅衫魚 (斤) 55.3 45.6 21.27% 

瘦肉 (斤) 40.9 34.4 18.90% 

豆腐 (磚) 3.5 3.1 12.90% 

大眼雞 (斤) 68.8 61 12.79% 

叉燒 (斤) 56.1 50.3 11.53% 

                                                
10 資料來源: 香港統計處(2012)。消費物價指數月報 2012 年 6 月，頁 27。 
11 領匯及非領匯街市新鮮食品的價格比較及差異情況是本年相同街市抽取的相同的新鮮食品的平均價格計算，並

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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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香港公眾街市及屋邨街市主要由食物環境衛生署或房屋委員會管理，自從領匯管理公

司收購房屋委員會的商場及街市後，領匯管理公司差不多管理所有的屋邨街市。現時全港由領

匯管理的街市共七十七個12，佔全港街市總數的一半。若根據香港統計處 2011 年人口普查區議

會分區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分析，我們發現全港其中六個最低家庭住戶收入的地區，包括

觀塘區、黃大仙區、葵青區、屯門區，元朗區和北區，其領匯街市數目佔當區街市總數達一半

或以上，當中全港最貧窮地區之一的觀塘區更有超過七成半街市為領匯街市，其他貧窮區域如

黃大仙區及屯門區也超過六成以上街市都屬於領匯管理。 

 

領匯旗下商場及街市主要為屋邨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和服務，故商品價格理應較

大眾化及合理。但領匯只顧提升屋邨形象，大搞翻新工程，並肆意提高商場及街市舖位租金，

間接推高商品及食品價格，結果令領匯街市的新鮮食品價格一般較非領匯街市昂貴，令大部份

基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 

 

本港的通脹於本年六月份雖有所回落，但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食品（不包括外出用膳）指

數升幅仍是最高，達百分之七點三，這對清貧家庭影響最大。由於領匯壟斷大部份貧窮區域的

屋邨街市，令到區內居民的選擇減少，居民或被迫到領匯街市購買價錢較貴的東西，這變相增

加低收入住戶的食物開支及經濟負擔。為了減低食物開支，即使不便，部份基層市民寧選擇花

更多的時間對鄰近居住地之公眾街市購物。 

  

表 6: 全港其中七個貧窮地區及其領匯街市分佈 

 

 

 

 

 

 

 

 

 

 

 

 

 

 

 

                                                
12 資料來源: 領匯網站: http://www.thelinkreit.com/TC/properties/Pages/Market.aspx?cid=2 
13  現時由食物環境衛生署管理的公眾街市有七十七個，分佈於全港不同地區。資料來源 : 食物環境衛生

署:http://www.fehd.gov.hk/tc_chi/pleasant_environment/tidy_market/Markets_CFC_list.html 

 家庭主戶

每月收入

中位數 

領匯街市 公眾街市 地區街市數目13 

(包括領匯及非領匯街市) 

領匯佔的比

例 

觀塘區 15960 13 4 17 76% 

黃大仙區 17000 8 4 12 67% 

葵青區 17000 4 3 7 57% 

屯門區 18000 11 3 14 79% 

元朗區 18000 5 5 10 50% 

北區 18500 4 3 7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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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為深入探討基層勞工在最低工資實施後生活質素的轉變，我們還進行了深入的個案訪

談，希望透過受訪者的真切論述及感受，了解在通脹環境下基層勞工及家庭膳食質素的轉變及

他們應對食物通脹的能力及方法。同時，我們希望從中了解他們對最低工資及相關扶貧政策的

意見。因此受訪者皆為低收入勞工，而且是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受訪者的個人及家庭背景資

料簡介如下: 

 

    個案一:  佳叔是外判清潔工人，已婚，育有三個分別為七歲，九歲及十六歲的小孩。佳叔及其

妻子為家庭經濟支柱。太太現為夜間外判保安員。最低工資實施後，東叔與妻子時薪

同調升至 28 元，至今薪酬維持不變。 

 

個案二:  阿星現為鐵路外判清潔工，已婚，育有兩個分別未足一歲及就讀幼稚園的小孩。 阿星

從事鐵路清潔工作已十多年。由於孩子年紀尚小，妻子需要留於家中照顧小孩，無法

出外工作，故阿星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由於生活迫人，他正申請低收入綜援，以

舒緩生活負擔。 

 

個案三: 阿嫻為飲食業散工，與丈夫離異，現時與家中三名兒子同住，其中兩名兒子仍然在學，

另一名兒子任職散工。由於生活迫人，阿嫻一直領取綜援幫補家計。但因最小的兒子剛

達十五歲及家庭資產超出上限，政府於本年三月停止向其發放綜援金。基於健康問題，

阿嫻現在不能上班，需要在家休養。現時全賴任職散工的兒子擔起家庭經濟，有時候還

要向親友借貸維持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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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層貧窮家庭生活負擔沉重 

 

雖然最低工資已實施後，低收入勞工的工資有所提升，但受訪者表示，通脹變相令工資

不升反跌，加上食物通脹及其他生活開支增加，如交通費及租金開支的連年上升，已抵銷了他

們大部份薪金的升幅，收入僅足糊口，生活質素沒有多大改善。 

 

佳叔:『小朋友的書簿開都冇得慳嫁啦，惟有在食物慳啦。宜家啲書本成日改版，想用舊書都

唔得。校服又貴左好多，上年三百幾蚊一套，今年成四百幾。租都加左百幾蚊啦，之前二千三

百幾，今年都要二千五啦。三個小朋友書簿費，今年就六千七百蚊……。即使申請了書簿津貼，

我們都要負擔一半開支。…….宜家我儲蓄都用哂啦……。』 

 

阿星:『講真，人工加得果二百蚊，物價貴左咁多，追不到通脹呀，宜家出去食碟飯都三十蚊

咯，早餐都二十幾蚊啦，最低工資後我每小時人工只係加多我二蚊，根本就無用呀。這兩年小

巴都起碼加左三蚊啦，28 蚊(最低工資時薪)食餐飯都唔夠。現在家裡多左個小朋友，負擔大了

好多，有時小朋友病左，屯門醫院睇醫生都要一百蚊啦，食少餐都要睇嫁啦，冇辦法嫁。到月

尾，間中問人借住錢先都要嫁啦。(有病)大人就話食粒藥就得，小朋友唔得嫁。但總不可成日

問人借錢，惟有食少啲，小朋友的開支都好難慳。』 

 

阿嫻:『啲書簿好昂貴呀，一個人要四千幾。書簿費令我頭痛緊，唔知買唔買到舊書。但如果

改版又唔適用。申請緊書簿津貼，但不知開學前能否成功申請，……. 現在看一次政府醫生都要

一百蚊。除左發燒，平時我 O 地都係買成藥算。生活費都加左啦，車費又加，地鐵又加，小巴

又加，冇辦法嫁啦，無錢惟有問親友借住先啦。……』 

 

以上個案所見，基層勞工不但要應付個人的食物及交通費開支外，還要照顧家庭生活需

要。其中，需養育年幼子女的家庭，生活支出更見龐大。他們不但要照顧子女的飲食，還要顧

及子女的學習需要。近年，書簿費不斷增加，已為基層家庭構成壓力。由於書商不斷更改學科

書籍的版本及內容，令到基層家庭無法讓子女使用舊有課本。他們惟有透過收緊食物支出及醫

療開支等來應付生活其他開支。部份家庭由於入不敷支，還需要向親友借錢維持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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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通脹令膳食質素每況愈下 

 

雖然最低工資實施後，低薪工人的入息有所提升。但從訪問得知，由於物價連年遞升，

低收入家庭的日常飲食質素非但沒有因最低工資的實施而有所改善，還每況愈下。他們有的選

擇減少食物的份量或選購較便宜的食品來減少支出。有的則自備午飯，避免中午外出進食。有

受訪者更表示，由於他們工資加幅不大，他們的食物支出不但沒有增加，而且與去年比較，他

們只能以相同價錢購買較少份量的食品。 

 

佳叔:『最低工資實施初期都不錯，現在物價升得太厲害。06 年到現在，我們兩公婆不吃早餐，

小朋友早餐多數在家吃，主要是以麥皮或通心粉為主。我們會買一大包的通心粉，分數餐使用，

因為一次性購買價錢便宜得多。如果我們真的沒時間煮早餐，才會給小朋友零錢買麵包，但麵

包價錢現在也很貴。一人兩個飽，一個包六蚊，三個小朋友都要三十六蚊啦。 

 

兩公婆下午一向都只有帶飯盒，不敢出去用膳。小朋友一向都是帶飯盒的，28 元最低工資根

本不能負擔外出用膳的支出。最低工資前後都是預了差不多的金錢買餸菜，但現在份量少左。

餸菜份量少了，我們惟有多吃白飯充餓。小朋友投訴都沒辦法。蔬菜上年十蚊一份，現在要十

二蚊一份。以前十蚊有四個生果，宜家十二蚊四個。舊年 28 元一個午餐都包括飲品的，現在

加價至三十五蚊，都未必包括食品呀。 

 

雞呀，燒肉呀，通常過時過節才買來吃，但間中都會買給小朋友吃。……以前我都會買罐頭的，

以前十多元一罐的豆豉鯪魚，現在要二十多元。小朋友好想食(罐頭豆豉鯪魚)，都不敢買，要

待它特價才能買一至兩罐。總括而言，加了(最低工資)人工，但生活較前還差，膳食質素好明

顯下降啦，沒法子再慳啦。』 

 

阿星:『現在買菜真係好貴，我地大人一日有時只吃兩餐……，當然不是豐富啦，罐頭呀，一碟

菜咁囉。食下冬瓜呀，蛋呀果，因為這些較便宜。….較少吃肉，間中都食下魚，……。現在有

食物銀行援助，早上可以食麥皮及通粉。之前，我們都係食麵，有時會加隻雞蛋。有時會把剩

下的飯菜煮粥，作為明天的午飯。現時午餐及夜晚都是吃罐頭，間中都會買鮮肉和鮮魚給阿女

吃，因為要發育嫁 o 麻。現在最多食罐頭，很少吃新鮮食品。雖然食物銀行有供奶粉予小朋友

食用，但份量仍不足夠，所以要自己額外購買。我們大人一星期食三至四餐罐頭都無法子啦，

但有時都會買少少肉，因為食得太多罐頭不行的，做野都冇力啦。』 

 

阿嫻:『廿蚊豬肉又係一餐，十蚊豬肉又係一餐。惟有自己衡量下(買)幾多囉。一定要慳啦，無

辦法嫁。飲茶一定無啦，出街食果更加無啦。年小朋友返學，我每星期給他們二百元用饍，現

在要加到比二十五元，三十蚊一餐。去年，二十幾蚊還可以買到學生餐既。…… 

 

我下午自已都係食個麵呀，沖啲麥皮咁囉。有時夜晚有冷飯(隔夜飯)就打個蛋炒熱番佢。…..無

辦法啦，但都要買餸，買十蚊廿蚊瘦肉炒啲菜咁囉。現時多買急凍肉，蒸兩隻雞肶呀，分開四

個人食囉。……牛肉貴就一定不會買嫁啦，都唔記得多久沒吃牛啦。魚就間中買啲一份十幾蚊

果啲鯇魚。有時想滾下湯，十蚊瘦肉都真係買唔落呀，十蚊好少(份量)嫁，起碼要買十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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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蚊，所以宜家都好少滾。上年買一餐餸最貴差唔多五十蚊到，今年買菜既都要十幾蚊一斤，

平既都要八蚊九蚊一斤。舊年有時都有三蚊，四蚊一斤(菜)咁呀。 

 

最低工資人工係高啲，但係現在什麼都加價，貴好多啦。現在一斤菜最平都六七蚊。上年豬肉

二十幾，三十蚊斤都有，現在加到起碼四，五十元。要慳錢都惟有在削減食品支出，吃少些肉，

食野份量都一定減少嫁啦。…… 夜晚慳啲買冰鮮排骨，以前同樣的價錢都可以買到新鮮排骨，

現在就只能付擔到冰鮮肉食。……。夜晚的餸菜少左都冇辦法，啲仔都明白既。生果都係夜啲

買平啲一份份冇咁靚果啲囉，都會食。以前一餐都五十蚊，現在用六，七十蚊都未必買到同一

樣的餸菜。食物銀行(供給時間)太短啦。他們沒有看看我們的實際情況，現在只依靠二仔的收

入，如再要申領食物銀行的食物，又要再等半年。』 

 

上述個案反映在食物通脹下，低收入勞工及家庭只能選擇較便宜的食品，並減少以新鮮

肉食作為主要食糧，有時候他們還會食用隔夜飯菜，以減少支出。成年的家庭成員甚至選擇減

少自己的用膳次數，然而無論生活如何捉襟見肘，他們仍重視子女的成長需要，在有限的資源

下仍願意購買新鮮肉食，以補充子女的營養需要。 

 

以阿星的個案為例，即使得到食物銀行的援助，但大部分提供的食品都是以罐頭為主。

他認為新鮮食品才能照顧到子女的營養需要，擔心長期食用會有損健康。他慨歎食物銀行只能

提供短暫的食物援助，並擔心若短期內未能成功申領政府援助或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會影響

生計。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讓食物銀行應按個別情況延長對有需要人士的食物供應時間，並

增加更多的新鮮食物選擇，以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基本食物及營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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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食物通脹的其他對策 

 

面對食物價格的急遽上升，大部份受訪者都選擇於黃昏時段到街市選購較便宜的新鮮食

品及蔬果。另外，他們也會步行至市政街市選購較便宜的新鮮食品。他們亦盡量不會在超級市

場購買食物或副食品。為了減少支出，他們甚至會在肉類及菜類價格回落時，大量選購，以備

日後食用。然而，受訪者表示為了選購便宜食品，食物的質素會置於次要地位。 

 

阿東:『我地一向都夜晚先買餸嫁啦，(夜晚買會)平小小，買埋聽朝果餐，平就買多少少。買餸

都會選擇行過去遠啲既大成街市就可以平啲，要行 20 分鐘。超級市場的東西太貴啦，油、鹽、

糖果啲都係係街市買，間中叫人係大陸帶啲落黎囉。』 

 

阿嫻:『深水涉買餸就平啲囉，我住大角咀行過去買，行十分鐘到啦。深水涉夜晚果啲有時就

會有一份份果啲平啲既。一般等到六點鐘先去買就平啲囉。有時平咪買多份放係冰箱，有時二

日買一次餸。超市啲米同油太貴啦，而加會變左去深水涉士多一斤斤買，但可能啲油就冇咁好

食囉，自己拎個樽去裝，但係就平啲，平幾蚊斤。』 

 

由以上個案可見，為了減少支出，他們不得不比其他人花更多的時間、體力和心思去想

方法削減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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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未能改貧窮家庭的整體生活質素 

 

雖然最低工資提高了低收入勞工的收入，但這對於一些需供養小朋友的家庭而言，這不

但不能滿足家庭的基本膳食需要，而且亦未能改善貧窮家庭的整體生活質素。除了工作外，他

們並沒有其他娛樂，閒時只有留在家中看電視或上網。 

 

以佳叔為例，他來港生活多年，都只顧埋頭苦幹，除了主業外，還當上夜間清潔工人。

雖然最低工資實施後，他的主業工資有所調升，但他也抵受不了日以繼夜的勞累工作生活，因

此他選擇在現階段休息一下，不但放棄較高工資工作，而且還辭去其長期的兼職工作。現在他

只當日間清潔工人，時薪 28 元，並於周日從事兼職工作，幫補生計。 

 

阿佳:『我宜家剛轉左工。最低工資前工資只 26 元，我離職前雖然工資增至時薪 30 元，但我

都選擇不幹了，因為那份工褔利差，無假放，無休息日，令到我沒時間陪伴子女。現在這份工

的時薪雖只有 28 元，但有假放。』 

 

事實上，一人做兩份職業令佳叔體力透支，但他別無選擇，他說: 『之前做兩份工，這情況維

持了約四、五年了，真係好累啦，都要休息下先啦，最多用少啲啦。……宜家做少一份夜班工

作，(收入少了)，是不夠開支的。惟有星期日兼職賺錢啦……宜家我間中都會到舊公司做兼職。 

 

來香港咁耐啦，一個朋友都沒有，因為掛住搵錢。今年惟一的娛樂，就是新年時跟兩個小朋友

到過山頂，其他需要用錢的娛樂都沒有去過。平時都係去下公園同看電視。百佳(超級市場)呀，

麥當勞呀，肯得基我都極少幫襯。要養育有三個小朋友，真的無法儲錢的。今年的物價太貴了，

端午節都唔敢出去做節。上年都會出去食餐飯，今年都唔敢出去啦。』 

 

除了佳叔外，阿星和阿芳都表示除了工作外，並無外出娛樂。他們最常的娛樂就是留在

家中看電視。以上個案反映，為謀生計及節省開支，他們將大部份時間都用於工作上，以及盡

量不參與需要費用的社交生活。我們認為若政府在訂定最低工資時能考慮基層家庭的基本生活

需，或有助善他們的整體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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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過低影響兒童的健康與發展 

 

受訪者認為，貧困除了令他們物質生活得不到滿足外，也間接會影響子女健康發展。但

無論生活如何節儉，受訪者仍盡力維持小朋友基本生活及社交需要，以保護子女和家人的尊嚴

及期望子女能健康正常地發展。但受訪的父母均表示，在通脹下，在滿足子女需要方面倍感壓

力。 

佳叔:『我個女要我一個月帶她出去食飯一次，上次一家口出外用餐，費用二百四十幾蚊，現

在三百蚊，貴了六十蚊，但食的都是同樣的餸菜。小朋友是有要求的，但沒辦法，惟有自己慳

啲。宜家過節一定唔敢出去食飯，因為太貴。雖然大女想出去食飯，但真的負擔不了。 

 

現在他們大了，也免不了都要給他們零用錢。我現在一個月都給她一百五十元。我來了香港六

年，自己只買過兩套衫，四對鞋，其他衣物都係人家給我的。但自己不買衫，仔女都要買的，

行出去『好好睇睇』呀。』除了子女，他亦希望盡量滿足其他家人正常生活需要: 『母親節要

同外母出去食餐飯，這些都要花錢，但無法子，惟有不去酒樓，只係出去茶餐廳(用膳)。』 

 

阿星:『有時自己食少啲野，小朋友一個月去一次快餐店都要嫁啦，無法啦。……希望可以給子

女參與學校的課外活動囉，小朋友要群體生活 o 麻，要學下交朋友。有時一次課外活動要花四

百至五百蚊，有時大人同行的課外活動又要用多少少錢。』 

 

阿嫻:『宜家個大仔剛剛放榜，未決定讀書抑或工作，他想讀書，但是看現在家裡的(經濟)狀況，

我怕不容許他這樣做。其實(家庭)收入低對子女是有影響的，他們有時看到別人擁有的，他們

沒有，會不開心啦。他們不想讀書，想快些賺錢。現在什麼都要錢。有時仔仔見到人家三十蚊

吃一餐，但自己只容許二十元一餐，都會不開心。有時他們的朋友去燒烤，去娛樂，一次都要

花百幾蚊，怎能負擔呢。參加不到(社交生活)，交朋友都有啲影響啦。』 

 

以上個案顯示，貧窮家庭除了要應付日常生活開支外，還要應付子女的生活及社交開支。

縱使受訪家長盡力維持小朋友的生活質素及尊嚴，但由於家庭收入有限，他們有時候也要忍心

拒絶子女的要求，但同時也擔心這會損害子女的社交生活及自尊。可見，低收入家庭的父母的

無奈與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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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水平應能追及通脹 

 

受訪者雖然認同最低工資的正面作用，但認為現時最低工資水平太低，期望政府在訂定

最低工水平時要考慮通脹因素，並認為時薪 35 元或以上才能應付個人及家庭基本生活需要。

由於百物騰貴，市民生活越見困難，他們均期望政府透過行政措施抑壓物價增長。另外，有受

訪者指出，除了最低工資外，其他政府援助如食物銀行或交通津貼等對低收入家庭十分重要

性，否則基層勞工及其家庭根本難以維持生計。 

 

佳叔:『最低工資最好是三十五蚊至三十八蚊啦，但係其實物價都一樣高，所以政府要抑壓和

補貼物價。對窮人就最好啦。最低工資(水平)一定要跟物價升先有用。如果政府可以壓低物價，

生活好好多，起碼不用吃隔夜買餸，朝早買餸都得，否則工資如何提高都無用，最緊要壓低物

價。』 

 

阿星:『最低工資起碼要有得食先得。我不吃，細果個(小朋友)都要食嫁! ..... .其實有最低工資都

無咩分別，因為工種關係，如果無左食物銀行一定負擔不了。剛剛申請到交通津貼，六百蚊都

可以幫補下。(最低工資)立例後，可幫補下車費，有好過無咁。其實二十八蚊一定唔夠啦，起

碼三十五至四十蚊到啦。……物價都加左幾次啦，最低工資到現在先加得果一次!其實工人唔係

一定要做十個鐘，如果做八個鐘，四十蚊個鐘都係三百幾蚊一日。』他亦認為政府應從物價下

手，例如運輸，市民便可以生活更好:『其實最低工資高，啲物價都會升，例如地鐵雖有可加

可減機制，但根本就有加無減，政府應該係在這方面著手，控制鐵路加價。』 

 

阿嫻:『未有最低工資之前後，我的工資其實無咩改變，都係二十幾，三十蚊一個鐘。長工就

可能加左人工，散工其實無咩改變。……但是現在的支出就用多。最低工資無錯可令人工高左，

但係現在什麼都加價。二十八蚊有咩用呀? 樣樣都貴左。其實再加都無咩用，啲野(東西)都是

貴左。我現在屋企無收入，我又做不到長工，其實最低工資好難幫到我啦，……政府真係需要

打壓下物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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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生活困苦，也堅持自力更新 

 

雖然生活困苦，為保子女尊嚴，一些受訪者亦堅決工作，堅持自力更生，不欲申領政府

援助。但面對低工資及物價的連連暴升，即使他們努力及願意工作，也未能賺取足夠的金錢養

活自己及家人，他們對此感到氣餒。 

 

佳叔:『其實我都可以申請綜援啦，但係我沒有，自己搵錢自己養好個家。仔女可以申請綜援，

但係我都不會，不想子女給同學取笑，或者給老師看不起。關愛基金的六千元，我本來都不想

攞既，留番比啲有需要既人，但無辦法呀，而加辭左一份工。』 

 

阿星:『有時真係覺得最低工資太低，真係會無咩工作意欲。有時真係不如申領政府援助算了，

呢種工作(清潔工作)都需要很大體力勞動，又要捱眼訓！人工咁低，有時真係覺得做又三十六，

唔做又三十六。』 

 

以上個案顯示，受訪者仍認為申領政府援助是不光彩的事情，擔心會遭到歧視。雖然受

訪者不願意依賴政府援助，但另一方面他們認為最低工資水平太低，難以維持生計。有受訪者

更認為，低水平的最低工資會影工作意欲，最終或考慮申領政府援助。 

 

 

未能解決基本生活，前景?後路?未有奢望 

 

由於生活困苦，如何維持基本的生活需要是各受訪者的首要關注。當問及他們對將來的

期望時，他們都表示沒有希望，現在只求解三餐温飽，對將來的退休生活更是不敢奢望。這反

映，各受訪者不但對現在的生活感到束手無策，也對自己及子女的將來生活感到憂慮。事實上，

入不敷支的生活令他們難以儲蓄及計劃日後的生活。此外，長工時又使受訪父母缺乏管教子女

的時間，他們更擔心貧窮問題會禍延下一代。 

 

佳叔:『人地話，最好的情況是每月能夠儲蓄三分一的人工，我現在每月只可以把工資的一成

儲起來，因為所有錢都用於生活啦。好難儲錢呀。現在一個月儲得一千蚊左右。我女兒的電腦

剛損壞了，如用儲起的金錢買回一部新電腦，一下子就無了所有積蓄了。阿女部電腦都用左八

年啦，現在要買回一部給仔女，若分期付款，每個月又要供二，三百蚊，負擔又多左。仔女做

功課一定要用。沒法子不買啊。對於子女將來其實一定擔心啦，隔代貧窮呀，又沒時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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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及建議 

    總括而言，調查發現，分別超過一半超級市場貨品及街市新鮮食品的價格較去年上升，其

中以街市新鮮食品的價格上升情況最為顯著，近六成(59%)共 13 項新鮮食品錄得上升，當中部

份升幅更超過一成，這主要為蔬菜類、鮮魚類及冰鮮肉類食品，其中唐生菜的價格升幅最為驚

人，高達三成(39.7%)。 

 

     雖然超市預先包裝食品的總平均價格升幅比預期低(1.47%)，但當中有近一半(48%)的超市

預先包裝食品價格較去年上升，值得留意的是某幾種預先包裝食品，如米，罐頭和麵包等的升

幅更接近或超過一成。若根據統計處消費物價指數六月份數據，上述新鮮及預先包裝食品的升

幅遠高於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食品(不包括外出用饍)指數 7.3%的增長。 

 

    新鮮蔬菜、鮮魚及冰鮮肉類、米及罐頭食品一向都是低收人基層勞工及其家庭的主要食

糧。可見，食物通脹已抵銷了低收入勞工因最低工資而新增的購買力，他們不但未能藉最低工

資改善生活，甚至因此而減少對新鮮食品的選擇及份量，直接影響膳食質素。 

 

    另外，調查發現，領匯街市的新鮮食品的整體平均格價較非領匯街市的食品昂貴，差幅近

5%(4.93%)。在 22 項於街市調查的食品當中，有 15 項在領匯街市售賣的新鮮食品較非領匯街

市昂貴，其中六項新鮮食品包括燒腩肉、冰鮮魚、瘦肉及豆腐等的價格較非領匯街市昂貴，差

幅逾一成或以上，當中售價差異最高的新鮮食品為燒腩肉，高達 30.4%。 

 

    現時全港的領匯街市共有七十七個，佔全港街市總數的一半。若根據香港統計處 2011 年

人口普查區議會分區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分析，全港其中六個最低家庭住戶收入的地區，

包括觀塘區、黃大仙區、葵青區、屯門區，元朗區和北區，其領匯街市數目佔當區街市總數達

一半或以上，當中全港貧窮地區之一的觀塘區更有超過七成半街市為領匯街市。 

 

    領匯旗下商場及街市主要為屋邨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和服務，商品價格理應較大

眾化及合理。但領匯只顧提升屋邨形象，大搞翻新工程，並肆意提高商場及街市舖位租金，間

接推高商品及食品價格，結果令領匯街市的新鮮食品的價格一般較非領匯的街市昂貴。由於領

匯壟斷大部份貧窮區域的屋邨街市，令到區內居民的選擇減少，居民或被迫到領匯街市購買價

錢較貴的東西，這變相增加低收入住戶的食物開支，令他們的生活百上加斤。 

 

     事實上，根據調查的個案訪問，我們發現受訪的低收入勞工有養育家庭的責任。最低工

資實施後，他們的工資雖然能調升至 28 元或略高水平，但由於物價連年遞升，低收入家庭的

日常膳食質素非但沒有因最低工資的實施而有所改善，而且還每況愈下。他們只能選擇較便宜

的食品充饑，並減少以新鮮肉食作為主要食糧，有時候他們還會食用隔夜飯菜，以減少支出。

成年的家庭成員甚至選擇減少自己的用膳次數。但生活如何捉襟見肘，他們仍重視子女的成長

需要，在有限的資源下仍願意購買新鮮肉食，以補充子女的營養需要。可是，受訪者指出在經

濟拮据下，在滿足子女生活及社交支出方面倍感壓力。這反映貧窮不但使他們物質生活得不到

滿足外，也間接會影響子女健康發展。受訪父母均擔心貧窮問題會禍延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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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一) 以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及通脹作為釐訂最低工資水平的準則 

 

最低工資時薪 28 元訂定乃基於 2009 年第二季的統計數據，時至今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已經累積上升逾一成，其中食物通脹最為嚴重。本港六月份的整體通脹率雖有所回落，但甲類

消費物價指數的食品（不包括外出用膳）指數升幅仍是高企，達百分之七點三，這對清貧家庭

影響最大。因此，本會建議政府在釐訂最低工資水平時，必須考慮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及通脹

因素，並盡快調升最低工資水平至不少於時薪三十五元。本會相信，最低工資水平的購買力必

須高於通脹，才能實質改善基層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質素。此外，本會建議政府應每年檢討最

低工資水平一次，使基層工人能及時應付通脹所增加的生活負擔，維持個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

需要。 

 

    (二) 設立低收入家庭津貼 

   

本會認為倘若低收入勞工賺取的最低工資仍不能應付其整個家庭的生活所需時，政府應

透過低收入家庭補貼或膳食津貼等，向這些貧窮家庭給予直接補助。這不但能鼓勵低收入者持

續就業，自力更生，同時亦可確保基層家庭的兒童有足夠的食物營養及生活的基本需要。 

 

    (三) 改善「食物銀行」服務 

 

本會建議政府應更積極的宣傳「食物銀行」的服務，並增加食物銀行的發放地點，讓有需

要的低收入家庭知悉有關服務及得到免費的食物援助。在食物格價的持續上升的情況下，政府

應容許有需要的家庭的將食物援助的期限由六星期擴至六個月，以減輕貧窮人士的經濟困境。

目前，「食物銀行」未能為貧窮人士及家庭提供營養充足的食物，本會建議政府協助「食物銀

行」進一步擴展食物券的使用，讓基層市民可以此在街市或超級市場或商舖購買熱食。政府還

應探討在地區設立社區飯堂的可能性，以直接為貧窮人士提供新鮮及熱食食物。 

 

    (四) 控制物價，回購領匯 

 

除了儘快調升最低工資水平外，本會建議政府應加強對食物格價監管，否則最低工資的加

幅亦未能緊貼食物價格的上升。事實上，政府應回購一定數量的領匯股份，以收回領匯的管理

權，並藉租金的調整，減少租戶的負擔，使商品價格理變得大眾化及合理。 

 

(四) 制定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強積金發展時間尚短，而且供款率不高，低收入者累積的強積金款額一般非常有限，故不

能為將來的退休生活帶來保障。再者低收入家庭已入不敷支，每月的強積金供款令其百上加

斤。因此政府有責任設立全民受惠及有足夠金額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使基層勞工不用擔憂退

休生活的問題，獲享退休生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