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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主席的話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踏入第十屆有了新動力、新開展，我們經過多番努力，終於找到一位富

行政經驗的社工 ---- 麥尤美韶女士，為本會的總幹事，帶領本會及三個勞工牧民中心的發展。在

過去兩年，麥太的努力投入工作，同事們的互相協作及支援，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還有一個令委員會鼓舞的，是教區為委員會安排了一個安穩的辦事處，座落在西灣河聖十字架中

心七樓，經同事及委員們的努力策劃，及教區鼎力支持下，委員會秘書處在2010年3月遷入新辦

事處。雖然有同事上班的途程可能比以前較遠，但是換來一個較寬敞及舒適的工作環境，尚算不

錯。

勞委會根據天主教社會訓導理念而一直倡議的家庭工資，理念上與民間社會所倡議的最低工資相

若，勞委會與民間團體在這議題上保持緊密合作，體驗了團結互助 (solidarity)的精神。經過多年

的努力，『最低工資條例』終於在2010年7月獲得通過，並在同年12月訂出每小時28元的最低工

資水平，更定於 2011年5月1日正式實施。雖然有關條例未有涵蓋所有本委員會所倡議的保障，

包括外傭、殘疾人士，也沒有接納民間計算每小時33元的最低工資水平，但為工人來說，總算

是踏出第一步，未來我們還需繼續努力。

此外，勞委會多年來為低收入人士爭取交通津貼，在各方的努力下，政府終於將交通津貼擴濶到

全港十八區，惟政府硬把個人改為以家庭為申請單位，不接納民間所建議的雙軌制。

還有在民間爭取了十多年的全民退休保障，勞委會一直與民間團體合力推動，在社會上獲多數人

認同及支持，可惜政府還未落實進行研究有關計劃，令有關計劃隨着社會的人口愈來愈老齡化，

便愈難推行。

2011年5月1日是勞工界的新開始，本人謹此多謝勞委會委員及同工多年來的努力，並祝願勞委

會各人再接再勵為工人發聲，並祝各人身心康泰、家庭幸福。

梁兆新

         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第十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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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背景 ︱ 3

創會背景

為回應教會內各關注勞工的團體及個人對天主教香港教區設立有關機構的呼籲，香港天主教勞

工事務委員會於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成立，積極關注勞工問題，並實踐胡振中樞機於《邁向光

輝的十年》牧函中所提出的教會在社會上的先知及僕人角色。

服務對象

本委員會對「勞工」一詞採廣義的解釋，亦即所有受薪的職工，不論是否天主教教徒。整體而

言，本委員會的優先服務對象為基層勞工。

遠見

基層工人出先知，人性尊嚴要維護，工運發展齊推動，獨立自主共勉之。

使命宣言

為協助工人獲得全人發展及維護人性尊嚴，本委員會承諾採取以下行動：

一、 培育勞工領袖使他們成為工人階級中的先知，並履行酵母的角色；

二、 藉著服務、培育及組織的方法，盡量發展工人的潛能、增加他們的信心，使他們認識到工

作的價值及意義；

三、 推動教友本著傳揚福音的精神關懷勞工並回應工人面對的問題；

四、 與關注勞工的團體合作，共同爭取勞工權益及生活保障，並推動工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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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組織架構

本委員會的架構由核心組、常設組、秘書處及地區勞工牧民中心組成。全體委員由教區主教委

任，定期向教區交代工作進展。常設組按照會務需要而設立，本委員會目前設有培育組、政策

研究組，並先後於九龍、港島及新界設立勞工牧民中心，於地區層面提供勞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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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工作報告 ︱ 5

秘書處　工作報告

1. 勞工議題倡議

1.1 家庭工資倡議運動

 家庭工資倡議運動自2005年10月開始，由

秘書處主導及由教友組成的「天主教家庭工

資關注組」（家工組）及教區機構、教友團體

及堂區關社組組成的「天主教爭取家庭聯盟」

（家工聯盟）一起推動。主要宗旨是跟隨教會

社會訓導的原則「工資回報，以家為本」，向

香港社會提出工資的給付除提供個人所需，

亦須足以贍養家庭的教會理念。透過政策倡

議及教友培育，向社會大眾推廣所有基層行

業及工種的工人均須獲享合理的報酬，以及

推動政府為最低工資立法。最低工資時薪33

元是以大學學者研究香港基本生活水平及民

間團體的共識而提出，這亦成為家庭工資所倡議的水平。隨著2009年6月16日行政長官指令立

法會審議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家庭工資倡議運動亦達到高峰期。透過多次社會行動、向議員遊

說、堂區宣傳、教友培育及出版介紹最低工資書籍（詳情見下表），家庭工資概念逐漸為教友接

受。委員會2010年6月所發起的登報聯署行動，公開地表達天主教會支持最低工資時薪水平33

元的立場，有多達1900位教友及42位神職人員聯署。此外委員會亦特別就此在網頁上建立了面

書 (facebook)，收集對最低工資的意見。

隨著第一個最低工資水平定於28元，勞委會及家工組開始關注通脹對貧窮家庭的影響及立法前

後對基層工友的實際效應。由於法例將於2011年5月1日實施，本會將密切留意社會變化並適時

以社會訓導作出回應。

有關委員會爭取完善最低工資立法的行動，請參閱下表：

日期 形式 內容

8.7.2009

手持「大耳朵」於立法會門外請願

諷刺政府在擬備《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的過程中，

沒有進行公眾諮詢，以致草案內容有欠完善。委

員會要求政府完善有關條例草案，並就《最低工

資條例草案》進行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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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日期 形式 內容

28.9.2009
5.10.2009
6.10.2009
14.10.2009

分別會見立法會黃成智議員、葉劉淑儀議員、公

民黨多位議員、何秀蘭議員及梁家騮議員

遊說議員支持最低工資時薪 33元、優化殘疾人
士評估機制及包括留宿傭工在最低工資之內

20.9.2009 教區視聽中心「揹起一頭家」首映禮 由陳日君樞機擔任主禮嘉賓，李卓人議員及梁耀

忠議員為分享嘉賓。逾 70人士出席

4.10.2009 舉辦「最低工資可養家嗎？」研討會 討論最低工資水平問題，邀請了黃洪博士、梁耀

忠議員及莫慧宜修女擔任講者，有 20人出席

10.2009 至
11.2010 

製作有關最低工資展板及宣傳單張 到聖母玫瑰堂、聖十字架堂、粉嶺聖若瑟堂、聖

母聖衣堂、聖老楞佐堂、聖安德肋堂、聖愛德華

堂、聖歐爾發堂及葛達二聖堂宣傳對「最低工資

條例草案」的意見，除展板和單張派發外，亦在

彌撒中分享

22.11.2009 舉辦外傭最低工資研討會 由林永基神父、Una Lam (外傭僱主 )及外傭代
表介紹外傭在港工作情況，出席人數有約 20人

9.2.2010

約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

於會面前，由代表扮演「財神爺」，向臨時最低

工資委員會主席鄭若驊女士遞交本會的立場書

及於堂區收集到的 500多個簽名，要求臨時最
低工資委員會在釐定最低工資時必須考慮勞工

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

23.2.2010  立法會門外舉辦「燈心不滅」燭光集會 祈求財政預算回應基層需要。當晚有近 40人參
加。翌日有三份報章報導

6.2010 出版「最低工資何所依」書冊 結合社會訓導，向教友介紹最低工資

6.2010 堂區推廣最低工資 聯同教友共到 17個堂區進行「家庭生活有保障
‧時薪 $33不可少」聯署工作，及派發「最低
工資何所依」書冊

23.6.2010 刋登兩份報章發表支持時薪 33元 聯署共收到逾 1900個簽名，當中 42名為神父

13.7.2010 舉辦「與基督勞工同行」祈禱會 由譚建平神父擔任神師於遮打花園舉行，50多
名教友穿上印有基督勞工的 T恤，手持十字架、
基督勞工像及燭光，由遮打花園遊行至禮賓府，

並於禮賓府門外進行祈禱會，期望最低工資能讓

工人足夠養家

8.2010 「最低工資水平低於 $33，你可接受嗎？」為題，
於公教報刊載專頁

推廣家庭工資，並以同一主題，製作海報及單張，

寄往堂區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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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形式 內容

7.11.2010

呼籲堂區響應「全日罷食大家樂」行動

原定於 11月 7日到各堂區宣傳「全日罷食大家
樂」行動，以要求大家樂收回「扣飯鐘錢」的安

排，十多個堂區紛紛響應。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

大家樂於 11月 6日決定取消安排，罷食行動亦
宣告終止，並顯示了人民力量的重要性

1.2 聯席參與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本委員會於過去兩年積極參與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退保聯席）各層面的會議及工作。主要

集中向基層市民介紹全民養老金方案及遊說各有關官員及社會人士，冀望政府最終能夠落實全

民退休保障制度。退保聯席曾多次往立法會及政府總部請願，而遊說對象包括勞工及福利局張

建宗局長、強積金主席胡紅玉女士、立法會林健鋒議員等等。退保聯席亦曾向深水埗區議會社

區建設委員會介紹全民養老金方案。除此以外，亦與各個學者會面討論優化退保聯席提出的方

案。可惜政府暫時未有表示會考慮方案，亦未表示會檢討已推行十年的強積金制度。

其他聯席活動

此外，委員會尚參加或列席其他聯席：如民

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

及基督徒聯席及關注綜援聯盟，並與各團體

一起倡議改善社會政策（詳情請見政策研究組

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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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2. 勞動節及七． 一 

2.1 勞動節活動

2009年本委員會以「工權為先‧同行抗逆」在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舉辦街頭研討會，邀請了

職工盟總幹事鄧燕娥、紮鐵工會工人代表及林祖明神父為主講嘉賓，讓公眾明白到在經濟困境當

中，勞工權益的保障最為重要。隨後委員會參加職工盟等團體舉辦的大遊行。參加者並帶上事

前準備的氣球飯碗帽，遊行到政府總部，及致送一個特大飯碗帽給政府代表，喻意政府再不理會

工人訴求，工人飯碗就會爆。

2010年則於深水埗社區內舉辦（家工組協辦）「五． 一勞工苦路」。勞動節當天，參加者早上由石

硤尾聖方濟各堂進行第一處苦路，再繞楓樹街、柳樹街、通洲街及南昌街返回聖方濟各堂，合共

七處苦路，每處苦路默想後均邀請了不同邊緣社群代表分享。活動邀得譚坤神父擔任神師，並獲

溫國光修士等十多名聖神修院修士協助。活動亦得到聖文德堂、聖博德堂、聖方濟堂、聖安德肋

堂、聖依納爵堂關社組及新界福傳大使協助。當日共有70多人參與。

2.2 七． 一遊行

本委員會過去兩年均參加七． 一遊行。2009年以

「勞工先於資本」為主題，於灣仔盧押道與軒尼詩

道交界設街站，並派發1000把扇子給遊行群眾，讓公眾明白到在經濟困境當中，勞工權益的保

障最為重要。2010年七． 一． 遊行主題則是「政制發展向前走　功能組別不可留」。目的是讓公

眾認識到勞委會對廢除功能組別的意見及堅持2012年雙普選的訴求。活動當天在盧押道設置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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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置有足球龍門，喻意踢走功能組別。工作人員並向途人派「擦走功能組別」電話繩及「功能

組別不可留」單張，家工組、各中心工友組，堂區關社組均有協助活動推行。

3. 秘書處遷調及委員會二十週年慶祝

2010年3月秘書處從觀塘耶穌復活堂遷往筲箕灣聖十字架中心。並於同年9月11及12日舉辦開放

日，向教友及市民介紹委員會工作。兩日有近二百

人參觀。此外，適逢2011年委員會成立20週年，

因此委員會由2010年年終至2011年年初計劃了系列

慶祝活動。第一個慶祝節目為舊工廈導賞團，已於

2010年12月18日舉行。有50多人參加，先後介紹

了柴灣、觀塘、新蒲崗及荃灣等舊工廠區，並由工

友實地介紹舊日從事工業的情況。

4. 公共關係及內部培訓

本委員會曾於2010年2月2日接待由陳志明副主教帶

領的三位德國神職人員，了解勞委會工作。同年2月

11日總幹事與本會主席出席教區牧民議會第三次會

議介紹本委員會工作。

為加強職員及委員了解有關教宗本篤十六世所著的

新通諭，委員會邀請了陳日君樞機於2月28日在主

教座堂為職員、委員及工友主講「在真理中實踐愛

德」通諭，60多人參加。當日並由工友預備食物並向

陳樞機拜年。同年4月18日委員會舉辦全體職員及

委員培訓聚會。當日由資深培訓員鍾秀玲女士帶領

及於會中討論多項建議，並於會後由職員跟進。

委員會委派職員羅佩珊女士於2010年9月6至10日

出席於柬埔寨舉行的“Network-Building to Overcome 

Violence”（8th Asia-Pacific Justice and Peace Workers 

(JPW) Networking Meeting「第八屆亞太區正義和平

工作者會議」），了解各地區代表推行正義和平工作

及政策倡議的經驗。同年又委派職員徐頌文先生於

10月8日至11日出席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Asia 

Pacific Interfaith Dialogue on Children, Family and 

Migration」，與30位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日

本、南韓及香港的關注移民勞工的團體工作者交流

工作經驗、認識勞工輸出國家的移民勞工政策、並

擬訂捍衛移民勞工權利的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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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教報工道自在專欄 .

本委員會於2009年及2010年於公教報工道自在專欄發表以下文章 : 

2009 年 題目 2010 年 題目

1月 4日 《種族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變相歧視 1月 3日 不公義的功能組別選舉

1月 18日 「青年自僱，是出路還是胡同？」 1月 17日
殘疾人士評估機制 – 
有效或是剝削工具

2月 1日 我們學習到什麼？ 2月 7日
回應《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

辦法公眾諮詢文件》

2月 15日
要社會和諧的話，更需要以公平普選為原

則的政制改革
2月 21日 特首真的醒了嗎

3月 2日 最大的．最小的 3月 7日 南亞移民工人的默默承受

3月 15日 誰搶走了我的救命錢？

3月 21日 切勿遺忘青年勞工的困境
4月 5日

設立短期「失業援助金」制度，保障工人

基本生活

4月 19日 公民智慧的「學習」
4月 4日

釐定最低工資水平須考慮贍養系數及基本

生活需要5月 3日 工友只聞勝訴、僱主繼續拖數

5月 17日 理想非你想，如何達至生活理想！ 4月 18日 是個人能力及 EQ高低

6月 7日 特區政府很難捉摸 5月 2日 真的是錯配嗎？

6月 21日 起動就業不如補貼低薪工友 5月 30日 永遠的『緊急狀態』令

7月 5日 最低工資與外傭 6月 6日 共創奇蹟

7月 19日 從領滙保安員改制想起 6月 20日 勞工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

8月 2日 信友是工人的同行者 7月 4日 中國製造下的中國工人

8月 16日 驗毒計劃既不治標也不治本 7月 18日 如何改變法利塞人 ?

9月 6日 不公義的條例 8月 1日 弱勢社羣應享最大的社會保障

9月 20日 我在勞工牧民中心的工作點滴 8月 15日 「公義」的家庭工資，何處尋？

10月 4日 基層同行倡議路 9月 5日 騙了我們十年   

10月 18日 不要血肉築成的繁華 9月 19日 住居權利完全被削，青年生活雪上加霜

11月 1日 施政報告需顧及基層勞工的就業需要 10月 3日 殘疾人士在最低工資的評估機制

11月 15日 對改善欠薪索償機制的一點意見 10月 17日 連續性合約的問題   

12月 6日 政府在最低工資上做了什麼？ 10月 31日 勞工是資產‧成本不可慳   

12月 20日 強積金既無保障又剝削 11月 14日 向「最低工資」施壓，陰魂不散！

11月 21日 公民智慧「迎最低工資」

12月 5日 林鄭月娥局長，妳有聽到嗎？ 

12月 26日 從福音故事看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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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組　工作報告

自1999年教區出版《堂區關社組指引》以來，全港堂區陸續成立關社組，推動教友以行動直接為

有需要的人士服務、為福音作證，並實踐社會正義及維護人性尊嚴，使教會成為社會的良心。

回顧本委員會的培育工作，培育組及各教區勞工牧民中心都努力推動人們關注勞工問題，讓教友

了解及實踐基督徒社會使命。培育組於2009年及2010年度訂立了以下重要方向及目標：

1. 擴闊本委員會的連結網絡，促進本委員會與關社組的合作，期望不同階層的教友有機會了解

教會關心工人的訊息；

2. 積極推廣培育組及各教區勞工牧民中心的工作，確立本委員會服務勞工、建立人性化工作空

間的專職形象；

3. 鼓勵更多教友工人透過證道，分享自己工作中與主相遇的經驗，加強其對自身工人身份及工

作價值的認同；

4. 以體驗學習的形式，使更多教友及青年關注勞工工作狀況及權益，及導致這些問題的「罪的結

構」；

5. 支援及推動教友以集體力量實踐對弱勢勞工的關懷。

培育組透過不同形式的工作，以達致以上目標：

1. 擴闊本委員會的連結網絡

自2009年開始，培育組與各教區勞工牧民中探

訪了十多個堂區，除了讓堂區更深入了解本委

員會的工作之外，亦促進了合作的機會，以及

支援堂區關社工作的方向，包括於聖猶達堂堂

區牧民議會分享籌組關社組的經驗及介紹相關

資源，亦為聖瑪竇宗徒堂及聖葉理諾堂長期提

供關社展覽所需資料等。

本委員會亦積極回應總鐸區層面所關注的社會

問題。2009年，為回應金融海嘯，教區勞工牧

民中心（九龍）連同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及東九

龍總鐸區關社組，共同籌劃社區活動，包括主

辦「走在厄瑪烏的路途上祈禱會」及協助「社區

資源博覽暨啟動禮」。另外，教區勞工牧民中

心（新界）亦聯同新界東北總鐸區幾個關社組，

包括聖母無玷之心堂關社組、聖歐爾發堂關社

組及聖方濟堂關社組，合辦關社避靜、報佳音

及電影分享會。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港島）亦繼

續緊密協助海星堂關注社會事務委員會推行活

動。這些合作的經驗，為日後關社組繼續關注

勞工問題建立了持續而互信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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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立本委員會服務勞工、建立人性化工作空間的專職形象

推廣社會訓導是本委員會其中一項重點工作，

特別是讓教友認知自己的先知職份，及了解教

會對勞工問題及經濟發展方面的立場。因此，

本會繼續到多個堂區講授社會訓導，當中包括

堂區慕道團（海星堂、粉嶺聖若瑟堂、葛達二

聖堂及聖多默宗徒堂）、新教友（教區禮儀委員

會主辦）及關社組（聖若翰堂、聖若瑟堂及基

督勞工堂）。

另外，為推廣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09年發表的

《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本會聯同堂區關社

支援小組成員，合作出版通諭的簡易本，撰寫

了「全球化與工作權利」及「經濟生活——社會

責任投資」兩部分。預計簡易本將於2011年出

版。

有關勞工議題方面，本委員會繼續以不同形式

傳遞訊息。本委員會為《公教報》提供2010年

「五一」勞動節社論的資料，表達教會在勞工問

題上的立場，以及教友的社會責任。本委員會

亦於勞動節前，為堂區提供有關勞動節的源起

及對本地勞工的意義等資料，以及為勞工祈禱

的信友禱文，期望教友多關注勞工問題。本委

員會亦出版了《最低工資何所依？——天主教社

會訓導與公眾爭議Q&A》書冊，並定期透過電

郵及面書（facebook），向教友發佈對不同勞工議

題的資訊及立場（包括交通費支援計劃、最低工

資、全民退休保障等）。

此外，本委員會獲邀到天神之后堂、聖依納爵

堂、聖愛德華堂及聖博德堂的苦路善工中，分

享服務基層勞工的經驗，讓教友從基督的生

活、苦難、死亡及復活中，學習基督維護弱小

者的人性尊嚴，並堅守仁愛正義的精神。

透過以上的工作，除可直接向教友廣傳有關基層勞工困境的訊息之外，亦有助本委員會與堂區建

立合作關係，確立本委員會服務勞工、建立人性化工作空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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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教友工人對自身工人身份及工作價值的認同

為了鼓勵教友反省自己工作生活，見證上主

的臨在，認同工作的價值，培育組繼續支援

「五一證道」小組，積極推動教友參與證道工

作，並與堂區合辦「證道技巧訓練工作坊」，

鼓勵更多教友參與。小組亦於工作坊內加入

社會訓導主題，讓參加者重新認知工作是上主

賜予的恩典，而透過證道者於勞動節前的主日

到不同堂區證道，將這祝福與恩典傳揚開去。

為推動小組發展，小組於每月聚會中加強組員

的培訓，除學習社會訓導及認識勞工議題之

外，亦舉辦趣味性講座如「以魔術作福傳」，以

吸引新組員加入。

經過逾十年的發展，小組擔當了重要的證道推廣工作。縱然，過往兩年只有1位新證道者參與小

組例會，但不少新證道者仍繼續參加每年舉辦的工作坊，新證道者並願意到堂區分享證道，成為

了小組的新力量。

4. 更多教友及青年關注勞工工作狀況、權益及「罪的結構」

本委員會到不同堂區及學校，以體驗學習的形

式，了解香港工人面對的貧窮狀況，從中反省

社會的結構性及政策問題。

4.1 「七天貧窮」體驗活動
活動自2005年開始舉辦，每年的參加人數逐年

遞增，合作伙伴亦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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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合辦團體 參加人數

2009年
四旬期

聖安德肋堂關社組、善導之母堂、聖母無玷之心堂關社組及海星堂關注社會事務委員會 200人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200人

2009年
將臨期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30人

2010年
四旬期

東九龍總鐸區 200人

聖方濟堂關社組、聖歐爾發堂關社組、聖母無玷之心堂關社組及新界福傳大使 100人

嘉諾撒聖心商學書院 300人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自行舉辦） 200人

2010年
將臨期

聖羅撒書院 30人

「七天貧窮」體驗活動獲得愈來愈多堂區及教友支持，除

了與活動內容配合四旬期克己精神有關外，亦與參加者確

實能從體驗中，體會到基層工人生活苦況，並反省自身生

活方式有關。活動亦因而吸納了堂區中有興趣繼續關注基

層勞工，或關注家庭工資的教友，加入天主教家庭工資關

注組。

活動舉辦至今已達5年，成效理想，本委員會除了希望將

活動普及至不同層面之外，亦期望更多堂區及學校能夠自

行舉辦活動。因此，本委員會於2010年出版了「七天貧窮

體驗——活動培育資料」，並附上光碟，讓更多人有機會

參與活動。

4.2 探訪清潔工行動
除了體驗貧窮生活之外，本委員會聯同天主教家庭工資

關注組、天主教爭取家庭工資聯盟及新界福傳大

使，合辦「天使的禮物——送贈膠手套行動」，趁

著勞動節或聖誕節等節慶日，探訪屋邨清潔工，

了解她們的工作環境之外，亦以小禮物表達對她

們的謝意。聖多默宗徒堂亦曾合辦此行動，參加

者都能夠從清潔工的工作環境及分享中，親身體

會到工作上的辛勞及工作待遇的不公義，並藉以

了解家庭工資的重要性。參加者更於稍後的彌撒

中分享探訪經驗。

4.3 青年培育工作
本委員會亦注重對青年學生的培育，期望透過體驗及探訪等活動，增加學生對基層勞工的關懷及

尊重，並了解教會對勞工事務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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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最低工資條例於2010年獲立法會通過，本委員會出版了有

關最低工資的教學資料，包括電腦簡報及講義，讓老師可在課堂

中運用。本委員會亦獲聖羅撒書院及順利天主教中學邀請，講解

最低工資立法對基層工友的重要性，更邀請了教區勞工牧民中心

（新界）的工友，分享自己生活境況。透過工友的分享，同學更感

受和了解到基層勞工在香港這缺乏保障和政策支援的環境下，生

活怎樣困苦，亦帶出最低工資立法的重要性。

要同學更深入了解基層工人的貧窮狀況，親身的體驗更重要。因

此，本委員會除了與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及聖羅撒書院合辦「七

天貧窮」體驗活動之外，亦為他們安排了探訪貧窮家庭的體驗，

將「七天貧窮」的生活與實際的家庭經驗連結，從中明白到持續的

貧窮問題對家庭發展的影響。

5. 支援及推動教友以集體力量實踐對弱勢勞工的關懷

5.1「家庭工資」倡議及行動
本委員會繼續推動堂區教友、天主教家庭工資關注組（簡

稱「家工組」）及天主教爭取家庭工資聯盟（簡稱「家工聯

盟」），倡議家庭工資，回應政府有關最低工資的立法。

本委員會連同「家工組」及「家工聯盟」舉辦多項倡議「家庭

工資」的工作，包括：

年份 活動

2009年 『生‧存‧活泉』祈禱會

2009年 拍攝「家庭工資」宣傳

片「揹起一頭家」及首

映禮暨研討會

「最低工資可養家嗎？」研討會

「外傭應受法定最低工資保障嗎？」研討會

約見立法會議員（包括黃成智議員、葉劉淑儀議員、

公民黨議員）、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鄺志堅及勞工

及福利局政治助理莫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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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活動

2010年 約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遞交簽名

舉辦「燈心不滅」燭光集會

到 17個堂區進行「家庭生活有保障‧時薪 $33不可少」聯署，及派發《最低工資何所依？——天主

教社會訓導與公眾爭議 Q&A》書冊

於《明報》及《蘋果日報》刊登「家庭生活有保障‧時薪 $33不可少」聯署廣告，合共收集到 1900個
聯署簽名，當中 42名為神父

舉辦「與基督勞工同行」祈禱會及燭光遊行，期望最

低工資能讓工人足夠養家

於公教報刊載「最低工資水平低於 $33，你可接受嗎？」專頁

（以上活動的內容詳見秘書處工作報告）

過往兩年，「家工聯盟」經歷了關社組換人的考驗，但兩組成員在各行動中仍然積極參與，並發動

堂區力量，表達教會在最低工資問題上的立場，向社會表達良心的聲音。

5.2「你的深水埗鄰人」堂區合作計劃
本委員會自2008年起，與聖方濟各堂合辦南亞裔學童中文班計劃，一直持續至今，參與教友義

工更達48人。義工除了以多樣化的活動教授南亞裔學童中文之外，亦為學童舉辦社區暢遊活

動，及於區內派發有關南亞裔權益的單張。另外，為了讓教友義工更了解南亞裔在港的情況，及

教會對不同宗教及族裔的訓導，本委員會亦舉辦多次培訓活動。

計劃持續多年，義工已能夠自務地設計及推行課程，並由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九龍）招募學童及

培訓義工工作 (詳細服務數字見九龍中心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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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新界福傳大使
福傳大使一直協助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新界）推展勞工服務及傳播福音的工作，例如協助節慶式

的街頭福傳活動、聖誕節報佳音，及舉辦了兩次「天使的禮物——送贈膠手套行動」(詳細服務數

字見新界中心報告 )。政策倡議方面，福傳大使亦參與了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有關交通津貼的

討論，將小組的關注點，從福傳擴展至社區及政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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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組　工作報告

工作宗旨

政策組工作宗旨乃進行勞工政策研究，倡議合乎公義的社會政策，並藉政策研究及勞工議題的分

析工作，培育大眾及勞工關注並回應工人面對的問題。

2009及 2010年度工作目標

1. 倡議合理的工資政策 ; 跟進《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的立法工作，包括最低工資的水平及其調整

機制、外傭最低工資及殘疾人士評估機制等 ; 並與各中心或外間團體合作，進行與最低工資立

法相關的調查或行動，以揭示貧窮家庭及基層勞工的處境，喚起傳媒及社會關注 ; 並繼續約見

立法會議員及政府官員，進行政策游說工作。

2. 關注外傭工作狀況及零散及合約勞工的僱傭權益，喚起基層勞工對勞工權益的關注 ;

3. 透過政策倡議及社會行動，關注及回應本地的勞工議題，並讓傳媒報導本會之立場及行動 ;

4. 聯繫社會勞工組織、學界及傳媒，建立勞委會於各範疇之影響力 ;

5. 強化委員會於教會內勞工事務顧問的角色。

工作策略

透過政策研究及文字回應，包括進行調查研究、制定議事及政策文件、發出回應聲明等，向大

眾傳媒、政府機構及相關勞工團體，發放勞委會對社會勞工議題的立場 ; 同時透過政策倡議及行

動，如調查發佈會、議員及官員游說、參與請願及遊行活動等強化教友及工友對勞工事件的關

注。定期派員參與民間團體會議，以聯繫各勞工團體，共同倡議改善社會政策。

1. 重點政策倡議

1.1 家庭工資倡議運動

自2005年家庭工資倡議運動的開展至今，勞

委會政策研究組一直關注最低工資立法工作。

2008年10月，政府正式宣佈立法實施最低工

資，政策研究組開始跟進《最低工資條例草案》

的立法工作，包括於2009年起多次到立法會最

低工資小組委員會及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所舉

辦的諮詢會，發表本會對最低工資水平及其調

整機制之意見，並直接向時任的委員會主席鄭

若驊遞交堂區教友的聯署簽名。此外，勞委會

亦多次動員工友於立法會門外請願，要求政府

及議員在訂定最低工資水平時要考慮工友及其

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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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政策研究組亦曾聯同天主教爭取家庭工資聯盟及家庭工資關注組成員約見臨時最低工資委

員會勞方代表鄺志堅會面及勞福局政治助理莫宜端女士，表達對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角色及工

作期望。值得留意是社會在討論最低工資水平之際，大家樂快餐集團率先削減員工的有薪用膳

時間，勞委會與民間團體一呼百應，於社區及堂區發起罷食大家樂行動，最後大家樂在輿論壓力

下，收回削減飯鐘錢的安排。

除此之外，政策研究組亦關注外傭最低工資權益及殘疾人士最低工資評估機制對殘疾人士獲享最

低工資的影響。勞委會與其他民間團體組成聯盟，爭取政府補貼殘疾僱員最低工資的差額，期

間多次請願及與時任勞工處處長謝凌潔貞女士會面，表達本會對殘疾人士生產能力評估機制之

意見。我們亦曾於2009年10月發佈「天主教外籍家庭傭工工作狀況及對最低工資立法的意見調

查」，發表天主教外籍家傭的工時及工資情況，並要求政府把外傭納入最低工資條例保障。

1.2 交通費支援計劃

政府於2007年已推出「交通費支援計劃」，向居於元朗、屯門、北區及離島的求職人士和低收入

僱員提供交通費津貼，以鼓勵他們求職和持續就業，但計劃的入息及資產審查限制及七十二小時

工時規定，使很多有需要的新界北區的工友未能受惠。此外，有關計劃亦忽視其他地區的在職貧

窮居民應付高昂交通費的需要。政策研究組聯同各教區勞工牧民中心及工友發起多次請願行動，

要求政府放寬「交通費支援計劃」的申請資格及把計劃擴大至適用於全港合資格的低收入人士。

期間，政策研究組與民間團體合作進行調查，反映香港市民跨區工作情況及交通費的開支，並揭

示基層工友每每要面對高昂交通費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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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間及勞工界的爭取下，2010年底政府推出新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取代「交通費支援計

劃」，新計劃將適用於全港合資格在職人士，每人每月六百元，但一改以往以個人入息及資產的

經濟審查方式，一律要求申請者需要接受以住戶為基礎的入息及資產審查，同時要求申請人需符

合每月工作最少72小時。我們認為，有關限制使低薪工友不能以個人身份申請津貼，並把兼職

工排擠於計劃於外，是變相不鼓勵就業。政策研究組會繼續跟進「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的發

展，並要求政府能最終放寬申請限制，讓申請人選擇以個人或家庭形式申請津貼，以便使大多數

市民受惠。

2.其他議題

政策研究組因應社會的變化與勞工的狀況，期

內亦曾就不同勞工議題發表意見，例如抗議領

匯承辦商不合理解僱職工會成員，要求領匯讓

工友復職及聲援新巴及城巴工友，抗議企業在

盈利下，仍不肯與員工分享經濟成果。

政策研究組亦曾分別對2009年《施政報告》及

2010年《財政預算案》、《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

務守則》發出回應聲明，以表明本會關注基層

勞工及弱勢社群之立場。

另外，政策研究組曾發表以下調查報告，以讓社會提昇對基層勞工的關注，包括2009年2月22

日《金融海嘯下新界北區及西北區市民的就業處境及其對2009年財政預算案期望調查報告》；

2009年11月11日與關注綜援檢討聯盟及街坊工友服務處共同發布《金融海嘯後的失業狀況質性

研究》及於2010年4月14日發布《市民對2010 – 2011年度財政預算案滿意程度調查》。

2.1 參與聯席會議

勞委會政策研究組積極參與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及關注石棉聯盟等聯席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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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由一群關注勞工權益的民間團體組成，2010年曾舉辦殘疾人士最低工資分享

會，邀請到平機會政策研究組主任朱崇文講述平機會對殘疾人士最低工資及其評估機制之意見。

勞委會是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之活躍成員之一，政策研究組多次聯同聯盟發起行動，監察最低

工資的立法工作，包括最低工資水平、適用僱員範圍、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組成及運作機制等。

關注石棉聯盟是本委員會最新加入的聯盟組織，目的是關注本港清拆建築物時石棉處理情況及要

求全面禁止使用石棉，2010年，石棉聯盟曾兩次到本港加拿大魁北克領使館，抗議魁北克把石

棉輸出至第三世界國家。

2.2 出版工作

政策研究組定期出版刊物《勞Look天地間》。2009年至2010年期間曾專題報導最低工資立法、殘

疾人士最低工資安排、大家樂事件、交通費支援計劃等。刊物亦會發放勞工界的最新資訊，讓讀

者了解勞工時事最新發展。

《有關本屆期間曾發表聲明、聯署及文章請參閱本報告書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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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教區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港島）   工作報告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港島）（前稱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柴灣））於2000年5月1日正式成立，於港島

區提供勞工牧民服務已逾十年。

1. 組織工作

1.1 中心諮詢及發展議會

中心諮詢及發展議會於2002年5月1日成立，成員為中心各小組的代表。藉參與中心的發展及提

供意見，使中心的工作及服務更為切合工人的需要。

議會於2009年2月13日及2010年2月23日舉辦新春團拜，並於2009年9月26日及2010年9月16

日舉辦中秋聯歡晚會，4次活動共有118位參加者。

議會於2009年5月1日協助中心於環翠邨行人天橋

舉行社區教育活動，向工人介紹申索勞工權益的程

序，並出席委員會「工權為先‧同行抗逆」研討會、

勞動節遊行及周年大會；於2010年5月1日舉辦中

心十周年慶祝活動及出版中心十周年紀念特刊。

議會於2009年11月8日及2010年11月7日參與港

島區明愛賣物會，合共為香港明愛籌募$12,858.10

善款。

議會於2010年11月14日舉辦「關愛地球體驗」旅行，共有176位參加者（活動獲東區區議會贊助

$18,810.00）。

1.2 職工坊

職工坊編輯委員會於2000年12月11日成立，專責中心通訊《職工坊》的出版工作。

《職工坊》每季出版一期，每期出版數量於2010年開始由700份增加至900份。於2009年至2010

年度合共出版7期，各期專題依次為：「唔放假得唔得？」（第55期）、「交通費幾時可以減？」（第

56期）、「社會企業或企業社會？」（第57期）、「通貨膨脹知多少」（第58期）、「領匯可有領會民

情？」（第59期）、「市民安居樂業，何去何從？」（第60期）、「最低工資應多少？」（第61期），其

他內容包括「勞工焦點」、「信仰分享」、「健康知識」、「趣詞妙句」、「好去處」、「讀者心聲」及中

心課程活動介紹。

1.3 婦女英語運動

婦女英語運動於2002年4月27日成立，目的在於以「自助互助」的學習方式推動基層婦女提升英

語能力及自信，並鼓勵婦女參與教學活動以促進個人成長及群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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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9年至2010年度，小組合共開辦51個不同

程度的英文拼音課程及2個倉頡輸入法課程（共

有346位學員），並舉辦2個英文拼音導師培訓

課程（共有44位組員參加）及8次電腦應用工作

坊。此外，小組於2010年11月應邀為循道愛華

村服務中心耀東綜合服務中心開辦一個以新來

港婦女為對象的英文拼音課程，共有10位學員。

小組於2009年及2010年婦女節舉辦周年慶祝活

動，亦應邀出席由婦女事務委員會舉辦的國際

婦女節慶祝活動。

小組於2009年8月29日舉辦旅行（19位參加者）、於2010年8月1日探訪菜園村（18位參加者）及

於2010年12月14日舉辦學員聖誕聯歡活動（30位參加者）。

1.4 文書毅社

中心於2003年4月推行「待業人士打字服務計劃」，藉承接機構及個別人士委託的文書處理工作，

為待業人士提供自力更生的機會。計劃參加者於2004年成立「文書毅社」，並於2009年8月開始

獨立於中心運作。

1.5 有機會

有機會於2004年12月9日成立，透過有機蔬菜

共同購買計劃支持本地農夫及推動公平貿易。

承蒙一位熱心教友的支持，小組由2008年12

月開始以業務經營模式運作，除推廣有機飲

食外，更提供工作培訓及實習機會（於2009至

2010年度，共有9位待業人士、低收入人士及

殘疾康復人士接受實習）。小組並捐贈有機蔬菜

予低收入家庭（目前共有14個家庭受惠）。

小組分別於2009年4月9日、4月13日及5月2

日舉辦探訪有機農場、聖堂朝聖（聖若瑟堂）及遊覽海洋公園暨參觀聖神修院活動，參加人數合

共173人。

於推廣方面，小組於2009年1月9日出席「共同購買與認證」座談會，並於2009年3月21日應循

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神愛關懷中心的邀請擔任有機生活講座講者。此外，小組於2009年6月

10日接待聖十字架堂教友參觀辦事處、於2010年6月20日接受公教報訪問，並於2010年9月11

日至12日於委員會開放日期間設置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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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青年勞工組織工作

中心於2009年開始進行青年勞工的組織工作。中心職員與多位青年分別於2009年12月6日及

2010年4月14日參加「爭取延續交通費支援」遊行及「爭取改善交通津貼計劃」請願，並先後於

2010年4月、8月及12月舉辦聚會，分享對財政預算案、退休保障及最低工資的看法。

2. 勞工教育

中心以面談、熱線及外展形式提供勞工法例諮詢服

務。中心亦為「人間互助社聯熱線」參與機構。另一方

面，中心以外展形式前往港島不同地區進行展覽，主

動推動工人認識勞工法例。於2009至2010年度，中心

合共接獲361個勞工法例諮詢，並先後於小西灣邨、

柴灣環翠邨行人天橋、柴灣市政大廈外、柴灣港鐵站

外、筲箕灣愛東邨、筲箕灣港鐵站外、西灣河文娛中

心外、鰂魚涌港鐵站外、北角港鐵站外、灣仔港鐵站

外、西環士美菲路市政大廈外及香港仔街市外進行合

共72次勞工法例展覽，每次約接觸150人。此外，中

心亦舉辦專題社區教育活動，推動工人認識申索勞工權益的程序（2009年5月1日、2009年8月8

日至15日）及最低工資制度（2009年7月23日至8月15日）。

中心恆常舉辦收費相宜的實用課程及興趣班予基層工人參加。中心亦為「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協

辦機構。除由「婦女英語運動」所舉辦的課程外，中心於2009至2010年度合共開辦5個倉頡輸入

法課程、5個基礎英語課程、15個英語會話及文法課程、5個辦公室英語課程、16個髮型課程及

4個「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共有379位學員，另外舉辦12次興趣活動，共有85位參加者。

中心於2009年3月7日應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邀請於該中心新址開幕禮暨開放日當日

設置攤位推廣職業安全及健康。

3. 就業支援

中心於每一工作日於櫥窗壁報展示勞工處最新職位空缺資料及個別僱主提供的招聘廣告，並提供

招聘報刊閱覽服務。求職人士亦可使用中心的電腦、電話及傳真機求職。於2009年至2010年，

分別有647人次及512人次使用中心求職設備及招聘報刊閱覽服務，另為個別僱主展示合共119

份招聘廣告。

中心接待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陽光路上」培訓計劃2位青年於中心進行工作實習。

4. 議題倡議及堂區關社工作

中心聯同秘書處、九龍勞工牧民中心及新界勞工牧民中心倡議改善勞工政策及措施：由2009年3

月開始，先後透過收集簽名、請願、舉辦記者會及列席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向政府爭取

改善「交通費支援計劃」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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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於2009年7月至8月進行「外國工作時數法

例」研究（由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及行政學實

習學生協助），了解其他國家有關工作時數的

法例。

中心擔任海星堂關注社會事務委員會秘書並提

供支援。於2009年至2010年度，中心支援海

星堂關注社會事務委員會舉辦七天貧窮體驗活

動、探訪獨居長者活動、「書」援行動、堂區長

者理髮活動、立法會補選祈禱會、關社靈修活

動及堂區長者聖誕聯歡活動。於2010年12月

27日，中心與海星堂關注社會事務委員會及

聖母聖衣堂關社組合辦低收入家庭聖誕聯歡活

動，與13個基層家庭合共30位參加者歡度聖

誕。此外，中心於2009年先後參與港島東總鐸

區牧職會議、港島西南總鐸區牧職會議及聖猶

達堂堂區牧民議會幹事會會議，與港島區其他

堂區建立初步聯繫，以推動堂區關心勞工事務。

5. 勞工牧民及傳播福音

中心於2009年及2010年的農曆新年前均進行新

春傳福音活動，於港島不同地區向市民送上天

主的祝福，並派發由天主教教友總會製作的福

傳揮春及利市封。中心亦於2009年聖誕節前於柴灣區進行報佳音活動，向市民傳達聖子降生的

喜訊。

此外，中心於2010年7月至10月舉辦「五味人生」分享聚會，與參加者探討人生及信仰。4次聚會

共有31人次參加。

中心應海星堂的邀請於2010年4月18日、10月10日及12月27日協助該堂區舉辦「家‧樂‧福」

福傳嘉年華。

6. 總結 

由於人事變動，中心主任一職由2009年10月至2010年8月由總幹事兼任。雖然人手不足，中心

團隊仍然努力維持服務。此外，中心於成立十周年之際進行小型裝修工程，為中心帶來新氣象。

由2010年9月開始，中心回復以往人手編制，期望能穩步向前，進一步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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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教區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 ( 九龍 )    工作報告

背景

九龍中心自2005年起搬離工廠區，勞工牧民的策略亦有所改變，九龍中心選取有特殊需要的基

層勞工社群組織、關愛及助其發聲。5年過去了，中心再次肯定上述組織手法，更能推使中心協

助教會以更新的方式，成為教會在社會中「與貧窮人同行」的標記。九龍中心透過先知的聲音和

僕人的服務，「臨在」於這群邊緣勞工當中。

牧民經驗總結

以社會訓導為經：具體的社會倫理指引著我們的組織方向，一個更人性化的社會才能被社會邊緣

化、自我價值低的勞工對真理更開放；

以牧者的心腸為緯：以不超越基層工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社會行動及參與，中心與遭受拖欠工資

的工人、少數族裔工人共同倡議改善其受壓迫的勞工處境。

工作目標

1. 提昇社會大眾及基層勞工對人性化工作價值的認同；

2. 爭取及改善基層勞工的工作尊嚴及保障；

3. 協助不同基層勞工社群爭取改善其勞工處境，藉此建立自助互愛的關係網絡，建立勞工自

尊自信。

工作對象

經濟上及文化上被社會邊緣化的勞工

工作手法

1.  以外展手法至較大範圍區域接觸及教育基層勞工；

2.  以議題式爭取組織個別由委員會關注到或中心觀察到的邊緣勞工社群；

3.  以中心地域為本成為該區居住或工作的基層勞工服務中心。

簡要工作重點及內容  （詳細工作內容及數字統計請見服務數字一覽表）

1. 欠薪勞工關注組倡議修訂僱傭條例

2009至 2010年間，中心與欠薪勞工關注組一起成功

爭取修訂了僱傭條例．．．感謝天主聆聽了被壓迫者的

呼聲。

欠薪勞工關注組由2005年開始成立。一群由中心外展

勞資審裁處所認識、被拖欠工資的工友所組織，經勞

資審裁處仍面對“勝訴無錢收”（僱主不遵從勞資審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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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裁斷）的處境，透過中心的組織，他們的

身份由權益受損者改變為發聲者。在中心及秘

書處政策研究組的支援下，關注組以各種方式

爭取，包括欠薪勞工關注組與委員會一同約見

勞工處助理處長（勞資關係）黃國倫先生，表達

工友就政府提出的條例修訂內容的疑慮。又約

見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委員梁家傑議員，提

出完善勞資審裁處程序的內容，欠薪勞工關注

組代表，中心代表連同政策研究幹事出席立法

會僱傭修訂條例聽證會，並發言表達勞方就修

訂上未能顧及的地方的憂慮⋯及至僱傭條例於

2010年修訂，政府正式立法就故意及無合理辯

解下就僱主拖欠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所裁斷的款項，列為刑事罪行。

過去兩年，中心共47次外展勞資審裁處，派發中心單張給於勞審處追討欠薪工人、解答其問題

及跟進有需要個案。

2. “誰是你的鄰人”南亞基層勞工家庭服務

 “誰是你的鄰人”南亞基層勞工家庭服務方面，

中心因應數年來與我們的鄰人 (少數族裔本地居

民 )交談、認識的經驗，從外展勞工教育、研究

組織、自僱脫貧、社會共融、堂區培育等多方面

構思不同類型的服務，包括：

2.1 外展勞工教育：中心曾舉辦6次Train the 

trainer – Labour Law Ambassador工作坊，為61

位本地南亞裔在職人士增進對勞工法例的認識；

又與融樂會合作，邀請平等機會委員會於種族歧

視條例實施後向本地南亞裔在職人士舉辦有關之講座；兩年間亦曾動員天主教義工外展舊市區，

接觸南亞裔基層人士，派發南亞語文的勞工法例小冊子。中心亦2次以電話短訊（SMS）的方式，

向中心網絡內約500人次的南亞裔在職男士發放有關時期內勞工保障的資訊。另外，中心亦印製

載有職業安全健康資訊回教年曆，並透過深水埗、新蒲崗、尖沙咀清真寺代發給南亞裔勞工。

2.2 研究倡議：與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聯合進行【香港少數族裔工人：職業健康行動研究報告】，

2010年3-7月期間主力由中心以外展方式向125位少數族裔工人進行問卷調查。另外，中心主任

與香港大學社工學系Dr. James Joseph Keezhangatte及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Ms. Nora Wong合撰

“NGO-led Ethnic Enterp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文章，

總結經驗並於2010年世界社工論壇與世界各地社工分享。 另外，中心主任獲香港大學及再培

訓局邀請擔任《Open Forum for Community Stakeholders: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Needs of Ethnic 

Minorities》講者，向業內同工及南亞裔本地社區領袖分享南亞裔婦女的就業處境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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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僱脫貧：由中心所組織巴基斯坦婦女自僱組【看不見的女人工藝坊 (hidden women art craft 

studio)】曾召開40次會議，共204人次婦女出席，商討會務；小組亦曾獲以下團體邀請出席活動

介紹民族henna手繪工藝，包括香港有機資源中心全城有機日、南區區議會冬日嘉年華、小手工

場、百老匯電影中心Kubrick書店、香港教育學院國際事務處、中文大學人類學系、YMCA維園

跳蚤市場、牛頭角明愛社區中心社區嘉年華；除自僱脫貧外，【看不見的女人工藝坊】亦與本地不

同團體聯繫或交流，包括荃灣明愛社區中心、九龍明愛社區中心、新甦豪新生命協會、屯門環保

婦女合作社 (綠慧公社 )、中大女工合作社及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等。

2.4 職業培訓：中心曾商借鄰近油麻地髮型屋

為本地南亞裔婦女（包括印度、尼泊爾及巴基

斯坦籍）舉辦2期hair salon assistant course，共

49人次婦女出席；之後新甦豪新生命協會亦派

出商界義工為有興趣的參加婦女舉辦兩節分別

為 communication skills及 customer service培訓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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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堂區培育：聖方濟各堂你的深水埗鄰人計劃

由中心及培育組支援，過去2年，中心曾支援

該堂區舉辦3期南亞學童中文班共17堂的活動

有390人次區內南亞學童出席。除了教授中文

外，義工亦曾帶領南亞學童遊覽尖沙咀景點；

為加強義工對南亞宗教及文化的了解，中心亦

安排義工參觀尖沙咀清真寺並由教長助理向義

工介紹伊斯蘭信仰及由蔡惠民神父簡介天主教

如何看宗教交談；另外，中心亦安排義工分別

前往中文班學員家中探訪，表達關懷及了解他

們的文化。

2.6 社會資訊：為向中心網絡內的南亞在職男士

介紹包括房屋、社福、勞工保障、欠薪追討的

資訊，中心2010年共6次舉辦小組共25人次參

加。中心又邀請香港哮喘會派出兒科醫生，為

中心內有哮喘兒的南亞母親們介紹成因及處理

方法。又邀請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醫院傳譯

服務社工向中心南亞婦女們介紹其多語言的即

時傳譯服務。

2.7 社會共融：為促進有較多南亞人士居住的公

共屋邨內的社區共融，中心分別於深水埗海麗

邨及將軍澳健明邨舉辦【勞法樂融融】社區嘉年

華。兩天中心均動員來自中心華人及非華人的

中心義工協助攤位遊戲的推行。另外，中心獲

Happy Project贊助，於2010年尾帶同66位南亞

裔朋友及30位本地義工到大澳旅遊。

2.8 出版工作：中心主任與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客座教授阮美賢

女士合撰中英雙語《誰是你的鄰人? 居於香港的巴基斯坦婦女

的生命故事 (Who is your neighbour? Stages of Life of Pakistani 

Women in Hong Kong)》，總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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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建公屋基層勞工組織工作

外展勞工教育中，我們希望能進一步深化組織，因此中心2010年開始選取了外展新公屋中的海

麗邨、元州邨嘗試開展組織工作。

中心曾17次於海麗邨固定地點舉辦職位空缺展覽接觸區內居民，又與所認識的居民召開《海麗你

有SAY》社會資源及最低工資分享聚會、中心亦於海麗邨舉辦《工資有SAY 以家為本》的小型嘉年

華會；聖誕節，中心亦與聖老楞佐堂合作，由荔枝角港鐵站至海麗邨向途人及居民報佳音。

另外，中心亦7次在元州邨固定地點舉辦職位空缺展覽接觸區內居民，又與所認識的居民召開

《做個精明打工仔》分享聚會、中心亦在元州邨舉辦《職安無限FUN》的小型嘉年華會。

4. 外展勞工教育及勞法熱線

2009至2010年間，中心繼續以外展的方式，在街頭舉

辦勞工諮詢街站，接觸有需要的基層勞工。這兩年，中

心除了前往工廠區、舊市區等地方內，特別選定了九龍

區內數條新建公共屋邨，穩定及經常地接觸這群剛搬進

公屋、收入水平較低的基層勞工家庭。

中心兩年內68次外展前往長沙灣元州邨、深水埗海麗

邨、油塘油麗邨、觀塘秀茂坪邨、觀塘彩盈邨、觀塘寶

達邨、將軍澳健明邨、荔枝角工廠區、觀塘工廠區、紅

磡工廠區、將軍澳坑口地鐵站、九龍灣地鐵站、新蒲崗

工廠區等基層人士密集街頭，舉辦街頭勞法及基層相關政策諮詢站。68次外展街頭服務中共派出

67,060份勞工教育單張 (包括法例小冊（包括中文、英巴雙語）、搵工資訊、勞工法例飛行棋、再

培訓局課程、金融海嘯下的社會資訊小冊 )、中心宣傳刊物 (單張簡介、環保袋、年曆咭 )及福傳

物品 (利是封、揮春、福傳筆、小禮物 )。在外展街頭活動中，中心亦因應委員會爭取的議題如低

收入全港性交通津貼、最低工資共收集950個市民簽名。

中心同工亦於兩年內共9次應社區團體邀請為總數111位對象主講勞工法例及最低工資，應邀的

團體包括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服務處、陳慶社區中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利民會，對象有再

培訓學員、青見學員、南亞裔勞工、南亞裔社福機構同工、精神病康復者、一般基層街坊等。

勞工法例諮詢熱線：中心接獲並解答847位朋友共1206個不同類型的勞工法例或相關條例的諮詢。

5. 堂區福傳、關社支援及教友靈修培育

為回應金融海嘯對基層勞工的影響，中心與東九龍總鐸區內的

堂區及牛頭角明愛社區中心，於2009年1-6月期間，聯合舉辦

東九龍總鐸區《與你共渡金融海嘯》社區網絡支援大行動，當中

包括連串的堂區、社區活動；中心亦為受金融海嘯影響的教友

舉辦《走在厄瑪烏的路途上》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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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聖誕，中心與聖老楞佐堂青年到荔枝角港鐵站至海麗邨一帶報佳音。

中心2009年為天主教社工舉辦靈修營，由耶穌會神父主領。2010年四旬期亦為中心工友舉辦《播

種默觀的種子》靈修聚會。

6. 協助基層勞工建立互助團結的小團體

過去兩年，中心繼續支援新蒲崗工友小組聯席執行委員

會、新蒲崗工訊小組、新蒲崗工友信仰小團體、華語學

會、言論自由英語小組、綠保資訊坊，各組兩年共召開 

53次會議 (347人次工友出席 )，另外，聯席兩年內參與

遊行、請願行動、立法會聽證會及有關會議聚會17次

(77人次 )。中心亦支援小組 /聯席舉辦8次關社活動 (87

人次 )，又支援小組 /聯席舉辦4次康樂性活動 (92人次

工友參加 )，中心為聯席舉辦10節培訓活動 (130人次工

友出席 )，中心亦支援各小組開辦課程或講座共104次共

886人次。

7. 2009-2010年度內舉辦的工餘活動

兩年合共舉辦36班工餘課程505位學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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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數字一覽表

勞工議題組織及倡議

欠薪勞工關注組

2009 年 2010 年 合共

倡議修訂法例 約見勞工處助理處長 ( 勞資
關係 )

3月 3日 3位欠薪勞
工關注組工友代表連

同委員會進行游說

1次

約見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委

員梁家傑議員

9月 9日約見提出完善
僱傭條例修訂的內容

1次

立法會僱傭修訂條例聽證會

發言

10月 12日欠薪勞工
關注組工友獲邀出席

發言

1次

僱傭條例正式修訂 2010年僱傭修訂條例
於 2010 年 10 月 29
日生效

欠薪勞工組織 欠薪勞工關注組召開會議 5次 31人次出席 5次 31人次

外展勞資審裁處 28次 19次 47次

追討欠薪程序講座 1次 5人次 1次 5人次

誰是你的鄰人 ~南亞勞工家庭服務

2009 年 2010 年 合共

外展勞工教育 Train the trainer – Labour Law 
Ambassador工作坊

7次 65人次 7次 65人次

平等機會講座 ~種族歧視條例 1次 45位出席 1次 45人

外展舊市區接觸基層南亞勞工 5次 550人次 3次 60人次 8次 610人次

勞法保障 SMS 2次 500人次 2次 500人次

派發載有職安健資訊回教年曆 設計及印刷 1000本由
清真寺代發

10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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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010 年 合共

研究倡議 與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聯合進行

【香港少數族裔工人：職業健

康行動研究報告】

125位少數族裔工人
進行問卷調查

125位

世 界 社 工 論 壇“NGO-led 
Ethnic Enterp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文
章

合撰

Open Forum for Community 
Stakeholders: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Needs of Ethnic 
Minorities

擔任南亞裔婦女的就

業處境及困難講者

1次

自僱脫貧 巴基斯坦自僱婦女自僱組

(hidden women art  craf t 
studio)

會 議 13 次 100 人 次
出席、接待及外訪 11
次、外出銷售 5 次、
Henna 工 作 坊 2 次、
外出服務 1次、內部
培訓 3次

會議 27次 104人次出
席、接待及外訪 4次、
外出銷售 9次、內部
培訓 1 次、Henna 工
作坊 2次、外出服務
1次

會 議 40 次
204人次，其
他活動 24次

職業培訓 尼泊爾、印度、巴基斯坦婦女

hair salon assistant course職
業培訓

兩期 49人次、
communication skills
及 customer service
兩節培訓 15人次

4次 64人次

堂區培育 – 你
的深水埗鄰人

計劃

舉辦南亞學童中文班 支援推行共 17堂 (第
一、二、三期 )390學
童人次參加

第六期中文班共 30位
學童參加

4期 420人次

支援聖方濟各堂核心義工籌備

課程

4次 46人次 2次 11人次 6次 57人次

義工培育 義工參觀清真寺及天

主教神父介紹宗教交

談 22位義工出席

16位教友義工探訪 6
個南亞裔中文班學童

家庭

2次 38人次

學童參觀 帶領 30位南亞學童遊
覽尖沙咀

1次 30人

社會資訊 Smart Discovery南亞勞工社
會資訊小組

4節 20人次 4節 20人次

南亞勞工追討欠薪分享會 1節 2人次 1節 2人次

南亞勞工本地社區資訊 1節 3人次 1節 3人次

兒童哮喘處理講座 1節 6人次 1節 6人次

醫院傳譯服務介紹 1節 6人次 1節 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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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010 年 合共

社會共融 海麗邨勞工樂融融社區嘉年華 2次嘉年華為約 900
位區內居民提供服務、

2次均動員 30位華裔
/ 非華裔義工

2次 900人次
及 30位義工

健明邨勞工樂融融社區嘉年華

Happy Project 贊助南亞基層
家庭大澳文化遊

1 節義工簡介會 (25
人次 )、 
66 位南亞婦女及小
童 及 30 位 Happy 
Project義工參加

2次 121人次

出版工作 出版 1000本《誰是你
的鄰人 ? 居於香港的
巴基斯坦婦女的生命

故事》書冊

1000本

勞工法例諮詢及外展勞工教育

外展服務 2009 年 2010 年 合共

九龍內

地點

次數 資訊

單張

福傳

利是封

其他 次數 資訊

單張

利是封及福

字揮春

其他

旺角 1 350 500 1次 850份

觀塘

工廠區

2 1000 500 交津簽名 3 4380 700利是封 , 
600揮春
福傳筆 200

年曆咭 450 5次 7830份

新蒲崗

工廠區

5 2765 800 交津簽名

交通問卷

調查 24份
2000張年
曆咭

5 4680 700利是封 , 
600揮春
福傳筆 600

收集最低工資

簽名

年曆咭 600

10次 12769份

荔枝角

工廠區

2 600 500 3 3750 900利是封 , 
500揮春

Urdu- English
版勞法 5
年曆咭 400

5次 6655份

紅磡

工廠區

2 490 1 2330, 年曆咭 500 3次 3320份

將軍澳

坑口地

鐵站外

2 860 2次 860份

彩盈邨 4 1300 2 交津簽名

100 張 年

曆咭

9 3370 700利是封 , 
600揮春

13次 6072份

秀茂

坪邨

5 1450 3 交津簽名

50張年曆
咭

3 4680 970利是封 , 
500揮春

Urdu- English
版勞法 5
年曆咭 500

8次 8158份

油麗邨 4 1400 1 2 2160 1000利是封
500揮春

年曆咭 50 6次 511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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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服務 2009 年 2010 年 合共

寶達邨 4 950 3 交津簽名

2次
交通問卷

調查 24份
400 張 年

曆咭

4 4300 950利是封 , 
500揮春

Urdu- English
版勞法 5
年曆咭 400

8次 7532份

翠屏邨 1 75 1次 75份

九龍灣

地鐵站外

1 80 400 張 年

曆咭

1次 480份

海麗邨 19 1290 17 次職位空
缺展

19次 1290份

健明邨 1 1060 750利是封 , 
500揮春

1次 2310份

元州邨 8 150 7次職位空缺
展

8次 150份

勞工法例諮詢 兩年 847人諮詢共諮詢 1206個問題

活化勞工法例計劃 製作 4條有關欠薪主題 video並放上 youtube

外出主講勞工法例及最

低工資條例

6次合共 105學員

「勞法大使培訓」小組 6節 22人次出席

勞工法例小冊子及單張

製作及出版

遣散、假期、搵工共 3款主題 (印 30,000張 )
勞工康樂棋 (以輕鬆形式推廣勞法 )1,000份
勞法小冊 3,000本
最低工資單張共 1,900張
南亞三語勞法冊子共 5,000份
印製環保袋 5,000個
袋裝年曆咭 3,000張
A4年曆咭 1,000張
南亞回曆職安健月曆 1,000個

新建公屋基層勞工組織工作

2009 年 2010 年 合共

海麗邨組織工作 17次街頭職位空缺展覽、海麗你有 SAY小組聚會共 8
次、1次社區「工資有 SAY以家為本」 小型嘉年華會 (250
人次 )、聖老楞佐堂 20位青年合辦街頭報佳音 (接觸約
500位居民 )

27 次 750 人
次

元州邨組織工作 7次街頭職位空缺展覽、4節做個精明打工仔小組 16人
次出席、1次「職安無限 Fun」 嘉年華會活動 (350人次 )

12 次 366 人
次

「我對老闆有野

講」小組活動

香港城市大學社工實習，6次合共 40人次出席 6次 4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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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基層勞工小團體

2009 2010 合共

支援新蒲崗工友小組聯席

支援執委會議 執委會議 7次共 68人次 執委會議 8次合共 73人次 15次共 141人次

五一周年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籌備會議 7次合共 27位
工友人次出席

週年大會約 30位會員及嘉賓出席
出席勞委會周年大會及聚餐合共 11
位工友

會員大會籌備會議 6位
4月 30日五一會員大會活動採排
週年大會暨全民退休保障研討會，

約 30位會員及嘉賓出席
5月 1日 10位工友參與職工盟主
辦勞工團結大遊行

13次約 124人次

義務參與中心活動 「與你共渡金融海嘯」社區資源博

覽暨啟動禮籌備會議 3次共 15人
次、協助上述攤位 1次 11人協助、
勞工法例嘉年華籌備會議 1次 8人

1次勞法嘉年華簡介會 7位組員、
參與 1月 17日海麗邨及 1月 24日
建明邨舉行共融嘉年華活動、5月
11日海麗邨「工資有”SAY” 以家
為本」小型嘉年華會活動

9次約 100人次

聯誼活動 1次聚餐 28人出席 1次新界中心舉行迎春燒烤晚會 17
人出席、1次團拜活動 25人次

3次共 70人次

內部培訓 培訓營籌委會會議 2次 17人次、執
委培訓營 17位執委或組員參加、抱
擁多元文化社區藝術計劃 2009—社
區創作實踐工作坊，7次工作坊／
綵排／表演共 86工友人次出席，約
有 200多位觀眾

執委培訓營籌備會議 1 次 6 人出
席、執行委員會培訓營 13 位執
委或組員參加

11次共 122人次

明愛賣物會 籌備會議 1次 10人出席、當日 20
位聯席義工協助整天活動

籌備會議 3次 10人出席、10月 8
日 16人次、20位聯席義工協助整
天活動

6次共 76人次

參與外間團體會議 2位組員出席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會議 1次 2人次

關社行動 參與五一勞工團結大遊行 (6工友 )、
參與七一遊行 (6位工友 )

出席爭取交通津貼支援計劃至全港

聯席會議 9次約 20人參與
1月 14日一位代表出席立法會人
力事務委員會交通津貼支援計劃聽

證會並於會上發言

5月 1日工友共 10人參與職工盟
主辦勞工團結大遊行

6月 16日爭取交通費支援計劃行
動 8人出席
9月 27日聯席邀請政治助理莫宜
端交流全港性交通津貼支援計劃意

見 (8位工友出席 )、9月 13日事
前準備會議 (10位工友出席 )

8次約 70人次

支援新蒲崗工訊

小組

召開 7次會議 (23人次 )
出版 5期工訊

召開 7次會議 (30人次 )
出版 6期工訊

14 次 共 53 人 次
11期

支援欠薪勞工關

注組

5次 31人次出席 5次 3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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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0 合共

支援新蒲崗工友

信仰小團體

13次團體聚會或參與教會活動 (75
人次 )

8 次團體聚會或參與教會活動  
(60人次 )
聖誕街頭福傳 1 次 ( 接觸 600 位
工友 )

22次 140人次

支援華語學會 召開 3次會議 (16人次 )
舉辦普通話課程 /活動 10次 (約
120人次學員 )

召開 3次會議 (29人次 )
舉辦普通話課程 /活動 7次 (約
110人次學員 )

14次 275人次

支援言論自由英

語小組

召開會議 1次會議 (10人次 )共 6
次舉辦活動或課程 (約 85人次 )

召開會議 2次會議 (10人次 )共 7
次舉辦活動或課程 (約 95人次 )

16次 200人次

支援綠保資訊坊

小組

召開 3次會議 (15人次 )
小組活動或工作坊共 9次 (約 55
人次 )

召開 5次會議 (約 20人次 )
小組活動或工作坊共 25次 (約 120
人次 )

42次 210人次

兩年共召開 53次會議 (347人次工友出席 )；小組參與遊行、請願行動、立法會聽證會及有
關會議聚會 17次會共約 77人次出席。支援小組 /聯席舉辦 8次關社行動 (87人次 )、支援小
組 /聯席舉辦 4次康樂性活動 (92人次工友參加 )、為聯席舉辦 10次培訓活動及表演 (130人
次工友出席 )、支援小組於活動及開辦課程或講座共 104次共 886人次。支援小組福傳活動 1
次接觸 600位工友。

2009-2010年度內舉辦的工餘活動

興

趣

班

2009 2010 合共

瑜伽班 5班 (110位 ) 4班 (103位 ) 9班 (213位 )

手繒 henna 1班 (3位 ) 1班 (3位 )

髮型班 1班 (9位 ) 1班 (9位 )

手語班 4班 (50位 ) 5班 (101位 ) 9班 (151位 )

廣東話班 2班 (6位 ) 2班 (6位 )

普通話班 2班 (10位 ) 2班 (14人 ) 4班 (24位 )

英語班 2班 (17位 ) 2班 (24人 ) 4班 (41位 )

南亞髮廊助理課程 2班 (15位 ) 2班 (15位 )

魔術 1班 (14位 ) 1班 (14位 )

社區創作實踐工作坊 1班 (14位 ) 1班 (14位 )

南亞婦女電腦班 1班 (3人 ) 1班 (3人 )

南亞婦女 Beauty class 1班 (12人 ) 1班 (12人 )

堂區福傳、關社支援及教友靈修培育

2009 2010 合共

出席會議 7次出席東九龍總鐸區回應金
融海嘯社區支援行動籌備會議

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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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0 合共

堂區服務 7次前往堂區為教友解答勞工
法例問題

3次出席「社區資源博覽暨啟
動禮」籌備會議

1次參與東鐸金融海嘯資源博
覽會攤位 (15位工友協助 )
1次舉辦「走在厄瑪烏的路途
上祈禱會」

5次出席「好好生活運動」籌
備工作會議

1次主持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
七天貧窮啟動禮

18次

其他活動 投稿公教報公道自在專欄

聖老楞佐堂海麗邨 / 荔枝角報
佳音

3次籌備會議 (15人次 )、報
佳音活動約 20多人出席接觸
500市民

4次 35人次

基督勞工堂新通諭講座 2次籌備會議
1次新通諭講座 (約 20位 )

3次

行業僱員 (社工 )靈修活動 2次籌備會議
1次舉辦靈修營 (10位參加 )

3次

為基層教友舉辦依納爵靈修

聚會

播種默觀 /祈禱的種子聚會 15
節合共 83人次出席

15次共 8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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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教區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新界）   工作報告

過去兩年，隨著經驗的累積及社區網絡已然建立，中心在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進一步整合及發展，

再輔以流動中心，我們在新界區已摸索出一個「外展型」的服務模式，進而在新界東北及西北建

立起不同的工友組織和服務網絡，藉此將教會關心工人的訊息傳揚開去。

此外，為加強地區、堂區的聯繫及建立勞工中心形象，中心一直與區內不同的堂區、社福機構、

學校及民間團體，保持聯繫及合作，務求讓教友及社區人士認識及瞭解我們的服務，有助推動勞

工牧民的福傳工作。

簡要工作重點及內容 （詳細工作內容及數字統計請見服務數字一覽表）

1. 組織工作

中心在北區及天水圍分別成立了三個勞工組織、一個義工組及維持一個由教友組成，並關注勞工

問題的信仰小團體：

1.1 北區就業問題關注組

中心曾在2010年3月份舉辦「財政預算案與就業問題」討論會，並於當晚成立小組，組員主要關
注北區的就業及勞工問題，而在過往一年，小組積極關注多項勞工議題，包括跟進「交通費支援

計劃」、「最低工資」、「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及「中年就業問題」等，並不時在立法會及媒體

上發表意見，亦曾會見勞工及福利局政治助理莫宜端等等；而現時小組正踏進鞏固期，期望可在

地區上再作進一步發展；

1.2 天水圍北交通關注組

中心在2009年底開始在天水圍北成立關注小組，一直跟
進爭取延續「交通費支援計劃」，並曾討論有關港鐵及九巴

加價事宜，由於天水圍位置偏遠，工友對交通費用的增加

非常緊張，所以小組在成立初階段著實做了很多社區教育

及地區工作，但隨著政府就「交通費支援計劃」作出改善

及修訂後，參與的組員日減，因而關注組亦準備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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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推動天水圍社區經濟大聯盟

中心與「社區發展陣線」在2010年初，在天水

圍北舉辦「社區經濟」討論會，就如何推動天水

圍社區經濟，與該區兩個民間團體合組聯盟，

共同討論天水圍規劃如何帶動社區經濟，包括

討論天水圍112B和115區的規劃發展及設立

天光墟等如何落實幫助居民就業；於是在過去

一年，中心多次與該區團體合辦不同類型的活

動，包括街站、討論會、集思會、嘉年華會，

以及會見發展局助理秘書長陳煦生等等，讓更

多居民關注就業與規劃發展的關係，聯盟並開

始連繫不同團體、機構、學院及媒體，進一步

探討有關天水圍的經濟壟斷及社區經濟被扼殺的問題，並得到不少議員及地區上的回應；

1.4 流動勞工服務義工組

為配合流動中心進一步擴展，在2010年初中

心於各區招募義工參與流動勞工服務的推行及

發展，最後在3月份成立了流動勞工服務義工

組，並一直協助進行流動勞工服務至今。

1.5 新界福傳大使

「福傳大使」的組員均為粉嶺聖若瑟堂教友，經

過多次討論後，小組決定在2010年中開始，易

名為「新界福傳大使」，主要在新界區推行社區

福傳活動 (包括節慶社區福傳、「天使的禮物」

傳福音活動、協助各堂區福傳等 )，並以社會訓導為基礎，關注勞工議題。

2. 勞工教育

中心於勞工教育方面的服務以往一直以勞工法

例推廣為主，因此中心主要為區內非政府機構

的「僱員再培訓計劃」、「青年見習就業計劃」、

「展翅計劃」及「欣曉計劃」參加者介紹勞工法

例。而過去兩年，我們亦增加了不同議題的講

座，包括：「最低工資」、「打工仔自衛術」等

等；中心並於2010年獲北區區議會贊助舉辦

「提防求職陷阱」社區教育活動。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14-04-11.indd   40 2011/5/27   2:54:14 PM



天主教香港教區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新界）   工作報告 ︱ 41

此外由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工作學實習學生於2010年中，在清河邨協助組織清潔工人認識「職安

健」，內容包括介紹職業安全健康知識、《僱員補償條例》、呈報工傷的程序、示範預防職業傷病

的舒展運動、分享工作生活及解釋集體力量的重要。

中心亦加強了與區內精神健康支援服務的聯繫

及合作，舉辦了一系列社區精神健康活動，包

括：「社區健康推廣活動」系列講座、「釋放『正

‧義』力量」義工培訓計劃、「做個健康快樂人」

嘉年華會，以及「和諧共融在北區」系列活動

等，主要是推廣社區共融、促進精神健康及家

庭和諧的積極訊息。

3. 推動堂區關社及社區福傳

於推動堂區關注勞工及社會事務方面，中心一直維持於聖瑪竇宗徒堂及聖葉理諾堂設置展覽板，

向教友介紹不同勞工議題、委員會對勞工議題的立場及有關中心的活動，鼓勵教友關注勞工狀況；

中心經常與聖歐爾發堂關社組、聖方濟堂關社

組、聖母無玷之心堂關社組合辦多項關社活

動，包括兩次「社區福傳報佳音」、「七天貧窮

體驗活動」、兩次「關社組聯合退省」及《歌舞昇

平》電影欣賞會暨分享會，藉此在堂區內進行

關社意識培育，而且亦在社區內進行福傳；

另一方面，中心亦加強與贖世主堂關社組、聖

瑪竇宗徒堂關社組及聖伯多祿聖保祿堂關社組

的合作，推動堂區關注勞工及社會事務，包括

「天主教外籍家庭傭工生活及工作狀況調查」、

「家庭生活有保障時薪$33不可少」天主教徒聯

署聲明、預備派發「從社會訓導看大家樂事件」單張及派發「聖誕默想咭」等等；

此外中心與粉嶺聖若瑟堂及基督之母堂的牧民議會加強在社區福傳活動的合作，包括「復活節福

傳」、「暑期活動推廣日」、「聖誕報佳音」等等，經過這兩年的合作，中心逐漸建立起一個跨越新

界東北及西北的關社福傳網絡，有助進一步推動堂區關社及社區福傳。

4. 議題及政策倡議

因應新界區內的就業機會缺乏、工資普遍偏低、加上

跨區工作涉及交通時間長及交通費支出偏高，中心過

去兩年先後進行了7次意見調查，部份調查更舉行發佈
會、居民會或論壇，目的是向政府、居民及社會人士

反映新界偏遠地區勞工的就業及生活情況。

( 各項調查的議題，請參閱「服務統計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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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意見調查之外，中心就著不同的勞工政策作出跟進，例如：

1.  爭取延續、擴展及放寬「交通費支援計劃」；

2.  關注「最低工資條例」立法；

3.  關注「中年就業問題」及「天水圍就業支援服務」；

4.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

5.  初步探討有關「規劃與就業問題」；

6.  參與委員會「家庭工資倡議運動」。

5. 流動勞工服務

由於新界中心的服務模式是「外展型」，因此流動勞工

服務是中心與服務受眾接觸的主要途徑，中心在過去

兩年儘量維持每星期兩天前往新界不同地區提供流動

勞工服務；

累計兩年的服務次數，達到281次、服務地點則擴展至42處，包括北區、大埔區、沙田區、屯門
區、元朗區、葵青區、荃灣區，甚至離島區，而服務地點除傳統工業區外，更進駐到接近勞工社

群的生活圈子，例如公共屋邨及鐵路站附近，有助接觸更多工友；

服務內容方面，除繼續提供勞工法例諮詢服務、介紹勞工法例及就業資訊之外，亦積極推動議題

倡議及勞工權益意識培育方面的工作，並與其他團體合作推行專題服務：

1.  與工業傷亡權益會合作推動對僱員職業安全健康及職業傷亡賠償的認識；

2.  與香港心理衛生會訓練及就業服務中心（新界）及香港明愛樂晴軒合作推廣精神健康教育；

另外聖歐爾發堂關社組及聖母無玷之心堂關社組組員亦曾協助進行了多次流動勞工服務，有助推

動堂區關社及社區福傳。

6. 求職支援

中心維持「有『職』可尋──新界區招聘資訊網」計劃，邀請僱主（尤其教友僱主）透過中心為新界

區求職人士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可惜成效不彰；

此外求職人士可使用中心設備查閱職位空缺資料及聯絡僱主，但由於在中心附近已有勞工處就業

中心，因此使用求職支援服務的工友人數持續偏低；

中心曾聯同區內機構舉辦多次「求職全攻略」及「預防求職陷阱」講座，向求職人士介紹有關途徑、

技巧及陷阱。

7. 課程及興趣班

中心亦透過舉辦實用及興趣課程，讓基層工友善用餘暇增進知識，並藉此認識中心的服務，但由

於參加者日漸減少，所以在2009年底已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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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教區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新界）服務數字一覽表

流動勞工服務

地區 服務地點 2009 年 2010 年 總數

北區

上水石湖墟 10 次 10次 20次

上水龍豐花園 5次 0次 5次

上水清河邨 13次 9次 22次

粉嶺鐵路站 13次 9次 22次

粉嶺華明邨 10次 3次 13次

粉嶺天平邨 1次 0次 1次

大埔區

大埔綜合大樓 3次 10次 13次

大埔中心 0次 1次 1次

富亨邨 0次 1次 1次

沙田區

火炭工業區 7次 0次 7次

大圍鐵路站 8次 7次 15次

頌安邨 2次 3次 5次

利安邨 0次 4次 4次

石門工業區 1次 0次 1次

美田邨 0次 1次 1次

屯門區

屯門工業區 10次 2次 12次

新墟街市 12次 4次 16次

寶田邨 5次 2次 7次

友愛邨 3次 1次 4次

安定邨 1次 0次 1次

富泰邨 1次 0次 1次

屯門巿廣場 1次 0次 1次

元朗區

元朗光華廣場 4次 0次 4次

元朗朗屏邨 7次 1次 8次

天水圍天耀邨 10次 4次 14次

天水圍天瑞邨 7次 3次 10次

天水圍天恩邨 4次 0次 4次

天水圍天悅邨 3次 2次 5次

天水圍天晴邨 7次 6次 13次

天水圍天澤邨 9次 7次 16次

天水圍天恆邨 1次 0次 1次

天水圍俊宏軒 1次 0次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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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服務地點 2009 年 2010 年 總數

葵青區

葵涌工業區 7次 5次 12次

葵芳鐵路站 2次 0次 2次

葵涌邨 1次 3次 4次

梨木樹邨 2次 3次 5次

石籬邨 1次 0次 1次

大窩口邨 0次 1次 1次

青怡花園 1次 0次 1次

荃灣區
荃灣鐵路站 1次 0次 1次

大河道 1次 0次 1次

離島區 逸東邨 2次 2次 4次

177次 104次 281次

推動關注勞工及社會事務

議題及政策倡議 推動堂區關社及社區福傳

2009 年

印刷《職業安全健康及職業病補償》小冊子。

1,000本

勞工事務專題壁報

（聖葉理諾堂及聖瑪竇宗徒堂）

共 11個專題

「釋放『正‧義』力量」系列活動　共 2,000人
次

僱員職業傷亡補償法例展覽　共 200人次

財政預算案論壇　共 20人

「新界區勞工工作時數及交通費支出」調查
「學保祿、看關社」退修日營

(新界福傳大使、
聖歐爾發堂關社組、

聖方濟堂關社組及

聖母無玷之心堂關社組合辦 )
共 39位參加者

「新界區勞工如何處理勞資糾紛」調查

「工傷治療及職業復康」意見調查

「天水圍就業支援服務」意見調查

「天水圍勞工不公平待遇」意見調查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意見調查

「關愛傳喜訊」報佳音

(新界福傳大使、
聖歐爾發堂關社組、

聖方濟堂關社組及

聖母無玷之心堂關社組合辦 )
共派 3,000份福傳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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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流動服務義工培訓　共 4人 勞工事務專題壁報

（聖葉理諾堂及聖瑪竇宗徒堂）

共 15個專題「積金防饑　全民開講」研討會　共 20人

《歌舞昇平》電影欣賞會暨分享會 (聖歐爾發堂關
社組、聖方濟堂關社組及

聖母無玷之心堂關社組合辦 )
共 60位參加者

「取消連續性合約」意見調查

「招聘程序中的年齡歧視」探索性研究

「財政預算案與就業問題」討論會　共 10人

「最低工資你點睇」座談會　 七天貧窮體驗活動

(新界福傳大使、
聖歐爾發堂關社組、

聖方濟堂關社組及

聖母無玷之心堂關社組合辦 )
共 77位參加者

約見勞工及福利局政治助理莫宜端　共 50人

組織清河邨清潔工人關注「職安健」　共 15人
「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關社退省活動

(新界福傳大使、
聖歐爾發堂關社組、

聖方濟堂關社組及

聖母無玷之心堂關社組合辦 )
共 29位參加者

「求職陷阱齊預防」小冊子　15,000本 「家庭生活有保障時薪 $33不可少」簽名運動
(粉嶺聖若瑟堂、基督之母堂、
贖世主堂、聖方濟堂關社組、

聖母無玷之心堂關社組及

聖伯多祿聖保祿堂關社組協助 )

一人一信反對九巴加價及爭取擴展交通津貼 
1,000人次

「關注 112B區用地發展」居民會　共 150人

「以 112B活化天水圍」集思會　共 1,000人次

社區福傳報佳音

(新界福傳大使、
聖歐爾發堂關社組、

聖方濟堂關社組及

聖母無玷之心堂關社組合辦 )
共派 3,000份福傳禮品

勞工教育

2009 年 2010 年 總數

勞工法例諮詢
中心 (電話及親臨 ) 437人次 261人次 698 人次

流動勞工服務 239人次 303人次 542人次

勞工法例小冊子 13,800份 5,165份 18,965份

「求職陷阱齊預防」小冊子  3,310份 3,310份

專題講座

勞工法例講座 9次（118人） 6次（120人） 15次（238人）

求職講座 2次（23人） 1次（21人） 3次（44人）

其他講座  2次（36人） 2次（36人）

課程

英語課程 1班（6人） 1班（6人）

電腦課程 1班（3人） 1班（3人）

興趣課程 16班（128人） 16班（1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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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支援

2009 年 2010 年 總數

查閱職位空缺資料
中心 235 人次 128人次 363人次

流動勞工服務 9,536人次 4,659人次 14,195人次

僱主提供職位空缺 9份 9份

傳播福音

2009 年

流動勞工服務： 歲晚派發福傳揮春及利是封 (新界各區 )

新界福傳大使：
福滿北區四重奏 (清河邨、上水鐵路站及粉嶺鐵路站 )

「天使的禮物」傳福音活動 (清河邨 )

2010 年

流動勞工服務： 歲晚派發福傳揮春及利是封 (新界各區 )

新界福傳大使：
「向母親送上祝福」傳福音活動（粉嶺鐵路站）

「向父親送上祝福」傳福音活動（粉嶺鐵路站）

與基督之母堂合辦：

「主復活了」社區傳福音活動 (上水區 )

「球球到主前」暑期活動推廣日 (清河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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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二○○九至二○一○年發表聲明及文章

 本委員會於2009及2010年發表及聯署以下聲明、文章及回應文件：

對 2009年至 2010年政府財政預算案之回應 2009年 2月 26日

對《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的回應 2009年 7月 8日

就「市民大眾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人的看法」發表意見 2009年 7月 11日

對 2009-2010年度施政報告之建議 2009年 10月 12日

對《2009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意見 2009年 10月 12日

對《2009-2010年度施政報告》回應 2009年 10月 15日

回應《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文件》 2010年 1月 21日

對 2010-2011財政預算案之建議 2010年 2月 8日

對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提出釐定首個最低工資水平的意見 2010年 2月 9日

對 2010 -2011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回應 2010年 2月 25日

對《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之意見 2010年 7月 5日

對《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諮詢文件》的回應 2010年 7月 29日

對《2010-2011年度施政報告》回應 2010年 10月 13日

對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回應 2010年 11月 11日

發表文章

( 明報論

壇 )

僱員欠缺罷工權利的保障 2009年 2月 11日  

最低工資不能忽視基本生活需要 2009年 5月 11日  

應立法保障外傭最低工資 2009年 7月 27日  

發表聲明 勞委會繼續監察各企業實施最低工資的安排 2010年 11月 8日

全日罷食大家樂行動呼籲 2010年 11月 9日

發表

聯署聲明

家庭生活有保障時薪 $33不可少 2010年 6月 21日

聯署聲明 聯署呼籲：外傭不當奴—香港人善待外傭宣言 2009年 7月 9日

嚴重打壓異見人士，促請立即釋放劉曉波 2010年 1月 8日

二零一零「反貧富懸殊」五一大遊行 勞動節宣言 2010年 5月 1日

對 2009 年至 2010 年政府財政預算案之回應

2009年 2月 26日

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於2009年2月25日公佈其上任以來，第二份財政預算案。為應付金融海嘯

的衝擊，特區政府仍顯得軟弱無力，除以「保就業」為名，透過樓宇維修、推廣文化藝術、體育

等社區教育，創造就業職位外，財政司長並沒有提出具體措施，保障基層市民及其家庭的基本生

活需要。經濟不景，企業裁員減薪持續不斷，這將會進一步打擊基層市民的就業處境及生活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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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令其生活更形困苦。本會對財政預算案未有提出，包括減低公屋租金或提供住屋津貼、放寬

交通津貼計劃、制定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成立失業援助金等直接協助基層社群的措施，感到十分

失望。

財政預案提出動用十六億，在不同政策範疇開創六萬二千個職位，大部份卻只屬於實習及臨

時性，並不能為基層提供長期的就業職位。政府雖提出6000元退稅及豁免兩季差餉，但有關措

施未能直接令基層受惠。大部份基層市民收入有限，根本無需課稅，而且他們大多居於出租的公

營房屋或私人樓宇，故退稅及豁免兩季差餉對他們而言，根本毫無幫助。反之，政府應減低公屋

租金或提供住屋津貼，以為基層市民提供直接幫助。此外，擴展「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至全

港地區，雖能為在更多在職家長提供託兒服務，也能為婦女提供就業機會，但有關計劃對社區褓

母的津貼極低，再者因社區褓姆與相關承辦機構沒有僱傭關係，因此並不受到《僱傭條例》的保

障。本會認為，政府應完善有關計劃，並增加撥款以資助承辦機構，以合理的工資聘請婦女為社

區提供褓姆服務。

本會認為經濟不景，確保基層市民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更為重要，因此政府財政預算案

必須採取「由下而上」的措施，直接協助社會基層社群，當中包括 : 

• 放寬交通費支援計劃 : 雖然政府於2008年7月2日把有關計劃放寬至元朗、屯門、北區和離

島四個偏遠地區的原區就業的合資格人士參加，但計劃的領取期只有12個月，不但未能長期

支援新界北區及西北區的低薪工人，而且由於計劃6500元收入上限及個人資產總值不超過

44000元的規定過於嚴謹，令部份低薪工友因僅僅超過上限而不能受惠。另外，因工作時數的

限制，也令不少家務助理及其他兼職性工種工人未能得益。本會要求政府必須放寬交通費支

援計劃的每月收入、個人資產總額及工作時數的規定，並同時把計劃擴展至全港地區，以為

全港居民提供交通津貼援助，減輕市民的經濟負擔。

•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 本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不但不能為現時年長僱員

提供足夠的退休保障，而且亦把家庭主婦、短期合約僱員、家務僱員及已退休的長者等排除

於保障之外。面對經濟週期衰退，僱員的強積金投資更隨時血本無歸。本會要求政府應制定

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為全民退休保障作出長遠的承擔。 

• 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設立短期的失業援助金 : 香港政府近年不斷削減綜援金額及收緊

領取綜援資格，令綜援的安全網功能日益減少，加上社會標籤效應，使有需要之人士得不到適

時的援助。本會要求政府撥款進行「基本生活需要」調查，檢討及調整綜援的基數。此外，政

府還應設立「短期失業援助金」，為受經濟週期打擊的弱勢社群及失業人士，提供即時援助。

這一方面可避免綜援的標籤效應，一方面可為現時節節上升的失業勞動人口提供第二安全網。 

• 制訂合理的最低工資水平：雖然特首於去年施政報告表示立法制定跨行業的最低工資，但至

今仍未交代最低工資的水平及具體的實施安排。本會要求政府立法制訂最低工資水平時，需

撥款研究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制定合理的工資水平。

對《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的回應

2009年 7月 8日

本會歡迎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最低工資條例草案》，落實勞工的最低工資保障，不過本會認為草案

內容有欠完善，並對最低工資條例草案豁免留宿家庭傭工感到遺憾。本會對《最低工資條例草案》

的回應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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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低工資立法不能忽視基本生活需要

國際上很多國家在制訂法定最低工資時，均會參考國際勞工組織所訂定的國際勞動標準以列明最

低工資額的釐定準則，包括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生活開支費用、社會保障福利、經濟發展需要

及國家生產力等，然而《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只簡單的指出政府在制定及檢討最低工資水平時，

會考慮一籃子與其水平相關或受其影響的社會、經濟及就業因素，其中可包括工資水平，就業數

據、營運成本及本港競爭力等。這不但未有清楚交代釐定最低工資水平時的一籃子準則，而且其

寫法也讓人感到政府側重以經濟發展及企業競爭力等考慮最低工資水平，忽視家庭基本生活需要

等社會因素。現時本港在職貧窮家庭住戶已突破20萬，部分全職工作的家庭成員每月收入更低

至2000 元以下。特首曾蔭權曾於2008年施政報告說最低工資不一定養活勞工的家人，這說法根

本不符合香港實際的貧窮情況，同時亦與國際制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做法脫軌。因此，本會要求政

府於《最低工資條例草案》中清楚列明最低工資額的釐定準則，同時在制訂最低工資水平時，除

考慮經濟因素外，亦應考慮工人及其家庭需要、生活開支等社會因素，而工資水平應不少於時薪

33元，以確保工人工資不會因市場機制失衡及經濟周期不景，而受到工資剝削。

2. 應增強最低工資委員會的代表性及決策透明度，並容許基層工會自選勞工代表

最低工資委員會負責制定最低工資的時薪水平及檢討機制，因此其對僱員的工資水平具深遠影

響。然而，《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建議，最低工資委員會的成員全由行政長官委任，同時條文沒有

保證決策過程的透明度。草案更建議，在不多於9名的非公職人員的最低工資委員中只可有不多

於3名的委員具有關乎勞工、商界或學術範疇的知識，本會認為這未能保證讓具有廣泛代表性及

對題目熟悉的人士參與制定最低工資的討論。本會建議，最低工資委員會應有不少於12名的資

方、勞方及學者的均等人數代表參與制定及檢討最低工資的機制。勞方代表應由本港基層工會組

織自行選派代表參加，以確保勞方代表能充份反映基層勞工的需要。為確保最低工資委員會的獨

立性，政府應參考英國最低工資委員會的經驗，於最低工資委員會內不設公職人員的委員，他們

只可在最低工資委員會擔任秘書角色，負責支援最低工資立法的行政或研究工作。

3. 要求政府以立法形式保障外傭的最低工資權益

本會對政府基於留宿家庭傭工的「獨特工作情況」、「享有非現金權益」及「可能對社會經濟情況產

生重大及深遠影響」及「從根本動搖外傭政策」等，否決將外傭納入最低工資條例保障感到遺憾。

本港現有近25萬外籍家庭傭工，《最低工資條例草案》豁免留宿家庭傭工即變相令外籍家傭不受

最低工資保障，亦造成間接歧視，違反《種族歧視條例》。

政府指出，留宿家庭傭工工作情況獨特，需要「隨時候命」及「按要求提供服務」，因此「無法確

定實際的工作時數」。其實這情況正好反映現時外傭工作條件的不合理，違反《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有關工人享有休息及合理工時的規定。負責任的政府理應是儘力保障外傭的

工作條件，而不是以「隨時候命」的藉口強化對外傭的工時剝削，及將其摒除於最低工資保障之外。

政府強調外傭享有免費住宿及膳食等非現金權益，因此留宿家傭享有較高「比例的可用收

入」。但正如條例草案所指，「免費食宿」的安排只為僱主提供外傭「隨時候命」的條件，讓她們能

隨時按要求提供服務，換言之「免費食宿」不是構成外傭享有「非現金權益」的真正理由。況且，

外籍家傭留宿規定是入境處向外傭施加的入境條件之一，外籍家傭是沒有拒絕接受的權利。若政

府以「免費食宿」作為豁免外籍傭工納入最低工資條例保障的理由是本末倒置。

政府指出，若將留宿家庭傭工，納入法定最低工資保障，將會令很多家庭因成本增加而停止

僱用留宿家庭傭工。本會認為將外傭納入最低工資保障不代表外傭的工資必然提昇，況且根據外

傭團體提出以月薪計算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4000至4800元的建議，我們相信外傭法定最低工資

水平跟現時3580元的「規定最低工資」金額相差之數，仍是可以接受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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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必須指出，外傭「規定最低工資」乃政府按《入境條例》向外傭及僱主施加的行政措施，

有關工資水平調整時不需諮詢公眾，亦不受到立法程序保障，故可隨意加減。最低工資是要保障

僱員可賺取合理的收入以維持個人及家人的生活所需，外籍家傭作為勞工的一份子，亦應以立法

形式保障其享有最低工資的權益，而非不受立法程序保障並因經濟周期不景而隨意加減。基於公

平及公義原則，本會要求政府必須以立法形式保障外傭最低工資的權益。 

4. 確保為殘疾人士提供真正的最低工資的保障

《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建議為殘疾人士制定特別安排，容許僱主給予最多兩個月的試工期，期間支

付最低工資的一半薪酬，然後再根據生產能力水平的評估結果，釐定殘疾僱員的生產力及工資水

平。本會對有關機制持保留態度。首先，草案並沒有為生產力水平評估設立上訴機制，讓僱傭雙

方在不接納評估結果時再作評估，因此僱主大可以在試工期以低薪聘請殘疾僱員，然後於試工期

滿後以不接納評估為由，終止聘用殘疾僱員。再者，草案附表2第5點 (3)，已表明即使殘疾人士

或僱主簽署評估證明書，亦不代表雙方同意延續有關僱傭關係，換言之無論僱主是否接納評估結

果，均可終止聘用殘疾僱員。草案亦沒有提及評估機制是否在僱主提供了合理工作環境遷就及合

適的工種下進行，評估結果能否真正反映僱員的生產能力遂成疑問。

本會認為，條例應為殘疾僱員的評估設立上訴機制，確保雙方在合法及合理的情況下終止僱

傭關係，以保障雙方的僱傭權益。同時，條例必須配合《殘疾歧視條例》執行，確保僱主能在試

工期間為僱員提供合理工作環境遷就，以進行生產力水平評估。另外，要確保殘疾人士真正受惠

於法定最低工資保障，政府不但要透過稅務優惠等措施，鼓勵僱主聘用殘疾人士，還要建立一套

完善的殘疾人士就業配對制度，讓殘疾僱員可按身體的殘障程度找到一份適合的工作職位，然後

再作生產能力評估，否則在職位錯配下，殘疾人士難以得到合理的最低工資保障。本會強調，殘

疾僱員與健全勞工同樣需要合理的最低工資水平，以應付個人及其家庭的生活需要，因此我們建

議政府補貼殘疾僱員在生產能力評估所獲得的最低工資差額，以讓殘疾僱員與健全僱員享有劃一

的最低工資水平，以維持個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

5. 要求政府儘快就標準工時立法

《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指出制定法定最低工資目的是防止僱主向僱員支付過低工資，並表明無意規

管僱員的工作時數。然而，即使有了最低工資保障，僱員為了賺取足夠的工資以應付個人及家庭

所需，可能仍需要長時間工作。長時間工作造成身心疲憊，影響工作效率，損害身體建康已是不

爭的事實。本會認為，政府在制定法定最低工資時，除了確保最低工資水平能讓勞工應付個人及

家庭生活所需外，亦必須儘快就標準工時立法，以確保僱員享有合理的工作時間，以釋出更多工

作以外的生活空間，與家人相處或享受閑暇、進修及消費，以直接改善僱員的生活質素。

6. 要求政府就草案展開公眾諮詢，及促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就最低工資水平等諮詢民間意見

《最低工資條例草案》乃本港重要勞工政策，與本港勞工息息相關。本會認為，政府應就有關條例

草案進行全面的公眾諮詢，以了解及收集不同團體對最低工資機制及其水平，與及最低工資委員

會職權及組成等意見。同時，本會認為，現行的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角色舉足輕重，對日後最低

工資委員會訂立最低工資機制及水平影響深遠，因此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應及早增加決策過程的

透明度及公開諮詢民間意見，並在制訂首個最低工資水平時，除考慮經濟因素外，亦應考慮工人

及其家庭需要、生活開支等社會因素，以確保工人工資不會因市場機制失衡及經濟周期不景時，

被僱主剝削工資。

本會強調，工作是一項基本權利，工作能讓人表達及提升尊嚴。在工作關係中，報酬是實現

正義的最重要途徑，政府有責任創造合適的條件去保證就業及建立合理的工資分配制度，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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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義，及讓勞工能賺取合理的工資維持個人及其家庭的生活需要，因此政府必須以保障勞工

權益及家庭為本的原則進行最低工資立法。

就「市民大眾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人的看法」發表意見

2009年 7月 11日

經濟不景，企業裁員持續不斷，受影響的工種已由低技術工人延至文職及半專業的中級技術人

員。根據統計處的最新資料，本港失業及就業不足率越趨嚴重，分別達5.4及2.3個百分點。月

入少於4000元的家庭住戶亦大增至19多萬人，部分全職工作的家庭成員每月收入更低至2000 

元以下。面對來勢洶洶的失業減薪潮，政府除於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以「保就業」之名，創造六萬

二千個大部份只屬實習及臨時性的業職位外，並沒有提出具體措施，協助基層失業工人，渡過

經濟困境。在這情況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下稱綜援 )就成了失業及低收入人士的最後一

張安全網。

然而，綜援是一個需要審查的保障制度，只為「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提供保障，換言之這

類針對最不能自救者提供的福利，是有選擇性的將受助人按政府釐定的審查機制將受助人區分

為「值得」與「非值得」的貧窮，並有意無意間將健全人士的失業歸因於個人能力的不足，失業及

貧窮問題由其一手造成，這不但造成標籤效應，加劇社會分化，也使許多因經濟不景而失業或

減薪的工人因害怕社會標籤而拒絕申領綜援，他們惟有節衣縮食，或靠積蓄過活，生活質素難

免有所下降，更甚的影響到家庭成員的發展機會。政府及社會傳播媒介又不斷強調「自力更生」

及製造「綜援養懶人」的論述
1
，讓公眾對申領綜援人士的誤解和偏見繼續加深，製造社會矛盾和

分化，令真正有需要的失業及低薪工友因害怕社會歧視而放棄申領綜援
2
。這亦為現時的綜援受

助人造成壓力，他們或因害怕社會歧視而刻意隱藏綜援受助人的身份，自我孤立，影響正常的

社交生活。

此外，綜援受助人反映，即使社會福利署並沒有政策指引要求綜援受助人在申領綜援期間提

供僱主簽發的證明文件，以核實其工資及工時是符合申領綜援資格，保障部前線職員卻往往要求

綜援受助人交出僱主簽發的工資或工時證明。此舉不但為受助人做成不便，也間接讓部份僱主覺

得聘請綜援受助人需承擔繁複的行政手續，為免「麻煩」，部份僱主或放棄聘用綜援人士，這變相

令綜援受助人失去就業機會。

為減低公眾對綜援受助人的偏見與誤解，政府應給予他們正面的評價，多製作教育市民對綜

援認識的宣傳品，向公眾傳達正確的信息，「任何香港市民，不論年老、傷殘、單親、低收入或

失業，只要有經濟困難，他是有權申請綜援」，同時強調，此乃「市民應有的公民權利」等正面信

息。另外，政府應制定明確的政策指引，向前線保障部職員表明不需綜援受助人提供由僱主簽發

的入息或工作時數證明，如有需要，則以入息證明文件，如銀行存款記錄或宣誓聲明取代，以減

少僱主對綜援受助人的誤解及其受聘障礙。

社會經濟連年波動，基層工友乃至中產專業人士均隨時承擔失業及減薪風險。但基於綜援入

息及資產審查限制，使部份失業或減薪僱員因僅僅超過資產上限而得不到社會唯一的失業及低收

入援助，他們惟有靠積蓄過活，省吃儉用。部份失業者也可能為減省車費及膳食開支，而減少出

外求職或學習，這變相蠶食他們的再就業資本。我們認為，政府應強化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使

之成為多層之社會保障網，讓有需要的人在經濟困難時可以得到生活的經濟支援。事實上，西方

各國等地早已實施不同形式的失業保險制度，主要透過工人在職期間其個人或其與僱主的雙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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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為工人非自願性失業期間提供有時限性的經濟援助。由於這是以供款為本失業保險制度，因

此不但免卻社會標籤效應，同時亦可在經濟週期不景下，為工人失業期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以

解燃眉之急。當失業工人取盡供款性的失業保險金後，他們才會跌入最後的社會安全網，領取失

業救濟保障。

1 政府曾於2007年6月4日至2008年3月4日期間，在各大主流媒體輪流播放兩套分別為「詐騙綜援，難
逃法網」及「自力更生，勿倚賴綜援」的宣傳短片。該短片以負面的手法錯誤引導公眾想像所有綜援人

士是「懶惰」、「沒有誠信」及「貪婪」，讓公眾對綜援受助人的誤解和偏見加深。

2 2007年至2009年間有關拒領綜援的傳媒報導：

日期 新聞

2009-07-05 寧家破人亡 傲骨丈夫誓拒綜援

2009-07-05 經營文具店失敗同失業兩年夫 拒領綜援妻財困跳樓

2009-06-09 19歲孝順仔拒領綜援 失業跳樓亡

2009-02-26 堅拒綜援中年失業嘆無助

2009-01-13 堅拒綜援男子跳樓亡

2008-10-20 貧者愈貧支援不足　逾半拾荒者靠自己拒綜援

2008-10-20 儲蓄為後事 拾荒拒綜援

2008-06-05 弱智女丟百多元食物 單親母刀背拍打候判 獨力照顧兩子女拒領綜援

2008-04-25 窮夫妻為錢爭執 兒子一句話 拒領綜援

2008-04-25 兩子無錢上學 怕子難堪拒綜援 全家僅剩 $9.8 

2008-03-03 八旬老師傅自食其力 拒領綜援爬牆通渠跌死

2008-02-13 肯德基女外賣員魂斷汀角路 夫自責拒領綜援累妻喪命

2007-12-07 裝窗工跌死生前拒領綜援

2007-11-11 寧賺一蚊幾毫拒綜援不求人　垃圾屋揭拾荒者辛酸

2007-10-15 丈夫醫院留醫警發現遺書 領綜援母綁兩子女跳樓亡 

2007-08-21 患家族遺傳心臟病拒領綜援 自食其力的士司機抱病開工猝亡

2007-07-23 領綜援自責母哭稱家窮所累　新移民跳樓鐵枝貫腹

2007-07-14 怨夫不成材靠綜援過活　過埠新娘跳樓死

2007-07-13 綜援並非安全網 置於死地而後生

2007-07-09 疑不堪妻罵 夫失常釀慘劇　患精神病領綜援 擲女落街跳樓亡

2007-06-16 供養兩女讀大學數度失業變抑鬱 放不下自尊申領綜援金 好爸爸父親節前跳樓亡 

2007-05-30 拒與母領綜援 青年企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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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2009-2010 年度施政報告之建議

2009年 10月 12日

特首曾蔭權將於本月14日發表2009-2010年度的施政報告，但他已表明，是次施政報告的主題，

將是發展檢測和認證、醫療服務、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產業、環保、教育服務六大產業，並不

會再有「派糖」措施。金融海嘯後本港的經濟逐步回穩，但基層生活並未改善。政府統計處公佈

的最新失業率仍然高企，維持在百分之五點四水平。2008年每月低於5000元、收入不及薪金中

位數一半的就業人口則超過27萬人，同期月入8000元以下住戶由1997年26.5萬戶增加至44.2萬

戶，反映本港的失業、在職貧窮及低收入家庭問題嚴重。同時，青少年待學及失業、因失業及傷

殘與健康問題而領取綜援人數成上升趨勢。香港政府在發展六大產業，推動高增值及高知識的經

濟發展的同時，亦應顧及基層社群的就業及生活需要，因此政府必須於施政報告中同時制訂及實

施針對性的措施，紓緩本港貧窮及失業問題。本會對2009-2010年度施政報告的建議如下 :

一‧還原保障僱員及職工會的法例，確保勞工享有集體談判權及參與職工會免受歧視等保障。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三部分中明確列出各項勞工權利，其中包括組織及參加工

會的權利及罷工的權利等。中國既是締約成員之一，香港特區政府在保障及促進勞工權益上自然

責無旁貸。然而，九七回歸後，當時的臨時立法會廢除了三條前立法局通過的勞工條例，令僱員

無法享有集體談判權、失去參與職工會免受歧視的保障，與限制工會經費的運用。該三條法例為

《97年僱傭（修訂）（第4號）條例》、《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及《97年職工會（修

訂）（第2號）條例》。特區政府至今仍無視此等基本勞工權利的重要，特區政府及立法會必須盡快

還原該三條勞工法例。

二‧最低工資立法不能忽視家庭基本生活需要

國際上很多國家在制訂法定最低工資時，均會參考國際勞工組織所訂定的國際勞動標準以列明最

低工資額的釐定準則，包括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生活開支費用、社會保障福利、經濟發展需要

及國家生產力等，然而《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只簡單的指出政府在制定及檢討最低工資水平時，

會考慮一籃子與其水平相關或受其影響的社會、經濟及就業因素，不但未有清楚交代釐定最低工

資水平時的一籃子準則，而且其寫法也讓人感到政府側重以經濟發展及企業競爭力等考慮最低工

資水平，忽視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等社會因素。

現時本港在職貧窮家庭住戶已突破20萬，部分全職工作的家庭成員每月收入更低至2000 元

以下。特首曾蔭權曾於2008年施政報告說最低工資不一定養活勞工的家人，這說法根本不符合

香港實際的貧窮情況，同時亦與國際制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做法脫軌。因此，本會要求政府於《最

低工資條例草案》中清楚列明最低工資額的釐定準則，同時在制訂最低工資水平時，除考慮經濟

因素外，亦應考慮工人及其家庭需要、生活開支等社會因素，而工資水平應不少於時薪33元，

以確保工人工資不會因市場機制失衡及經濟周期不景，而受到工資剝削。

三‧立法訂定標準工時

工時過長直接損害僱員身心健康，使人焦躁及難以集中精神，這不但增加工傷機會，而且還會影

響家人關係及社交生活。當工作佔去了一整天的生活，僱員所犧牲的還包括進修機會、發展嗜好

及參與社會事務等。長工時使工作變成監獄般，使人失去了發展自我、享受天倫的自由。為此，

特區政府必須盡快立法訂定標準工時，我們建議僱員每周的工作時間不得超過48小時，而僱員

超時工作則可獲僱主發放不少於基本工資1.25倍之超時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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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各項培訓及進修計劃，提供支援，真正協助工友持續進修

香港經濟低迷，失業率攀升，特區政府於是催生了各項培訓計劃，如僱員再培訓計劃、技能提升

計劃、展翅計劃及毅進計劃等。但這些計劃只是拖延失業問題的浮現，未能真正幫助失業人士及

待業青少年與就業市場接軌。縱然僱員再培訓局提供多元化，但教育程度不高的基層勞工所能選

擇的課程只局限於保安、家庭務助理、健康服務助理、按摩等低薪及短期工種，即使就業，他們

仍然浮沉貧窮之中，缺乏上流及學習創新技能的機會。在金融海嘯中失業或因工作轉型而無法再

投入工作的人士，再培訓課程亦對他們幫助不大。因此必須有創新及適切裁剪的課程，才能幫助

僱員發展潛能及再轉型就業。即將於各行業推行的「資歷架構」制度，亦過份強調能力標準，加

上政府以非強制性的理由，拒絕為勞工提供任何進修支援措施。所以我們相信，在長工時及低工

資的情況下，基層勞工是無法享有「自我增值」「持續進修」的機會，反之「資歷架構」會淪為商界

培育其人力資源及剝削勞工權益的工具。我們促請政府盡快全面檢討各項培訓及進修計劃，並提

供包括進修資助、有薪培訓假期等支援措施，真正協助工友持續進修。

五‧立法制定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政府推出強制性私營公積金計劃，否定了全民退休保障的重要，更推卸了政府在全民退休保障上

應作出的承擔。強積金計劃不但不能為現時年長僱員提供足夠的退休保障，而且亦把家庭主婦、

短期合約僱員、家務僱員及已退休的長者等拼於保障之外。此外，強積金是由私營機構承辦，政

府及僱主無須承擔投資風險，僱員要完全承受一旦受托人投資失誤的損失，退休金額甚無保障。

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建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使不能受惠於現行的強積金計劃的人士，如已退休僱

員、家庭主婦、家務助理、短期合約僱員等享得退休保障。同時，特區政府並應作出財政承擔，

使僱員之最終退休金額足以滿足基本生活所需。

六‧ 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設立短期的失業援助金

香港政府近年不斷削減綜援金額及收緊領取綜援資格，令綜援的安全網功能日益減少，加上社會

標籤效應，使有需要之人士得不到適時的援助。政府應設立「短期失業援助金」，為受經濟週期打

擊的弱勢社群及失業人士，提供即時援助。這一方面可避免綜援的標籤效應，一方面可為現時節

節上升的失業勞動人口提供第二安全網。

七‧劃一公眾假期為有薪勞工假期

香港工人工時長已是不爭的事實。2007年統計處報告就指出，現時全港有約二百五十多萬僱員每

天工作8至10小時，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者更高達17萬6千多人。工時長的同時，工友的假期

寥寥可數，現時本港仍有很多打工仔女只能享受勞工假期，而非十七天的公眾假期。為了平衡工

友的家庭及工作生活，讓所有打工仔女獲享同等的假期日數的權利，我們促請政府把十七天的公

眾假期劃一為有薪勞工假期，以使各行各業的工友可公平地享有十七天有薪法定假日。

八‧所有僱員，不論性別、年齡、種族、傷健、性傾向、家庭崗位及工會會籍，享有平等就業

機會及工作待遇的權利。

現今香港只有四條防止歧視法例，包括《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及《種族歧視條例》。但關於年齡歧視仍沒有法律上的禁止。

在香港，在工作招聘、升遷、待遇、辭退等情況中，各種歧視仍然存在。僱主在處理招聘或

升遷等事宜時，應該只以某人的能力能否勝任某工作，以及他對工作的投入態度為考慮因素，其

他因素諸如性別、年齡等等其實並不合理，亦毫不重要。特區政府及立法會必須盡快立法禁止年

齡等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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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動社區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

面對失業率高企及人手過剩等問題，特區政府一向因循培訓計劃，以及發展高增值行業處著手，

希望創造更多職位，吸納失業人士。其實，特區政府應積極探求並扶助另類工作模式，使失業及

低收入人士能多一條出路，以謀生計。例如，特區政府可資助第三部門推行各類「社區經濟發展」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計劃，如合作社、社區貨幣等計劃及推動社會企業發展，以

透過第三部門在社區中尋找及建立工作機會，創造職位。

十‧保傽外籍家庭傭工的勞工權益

在香港，外傭向來是被忽略的一群。尤其是在現今的經濟逆境中，她們這些背著「來抓香港人的

錢」的「外勞」，往往成為有些「香港人」宣洩不滿及打擊的對象。在過往關於外傭削薪或其他待遇

的討論中，不少論者只從狹隘的本位主義出發，卻鮮有以平等、公平及公義等原則作立論基礎。

很多人仍無視不少外傭受到工資剝削、長工時、做僱傭合約以外的工作等問題。而特區政府一向

不積極處理外傭的勞工權益。特區政府必須盡快糾正外勞政策不合理之處，如放寬外傭的「兩星

期規例」
1
、增加外傭工資檢討過程的透明度及公眾參與等。

1 香港入境條例規定，外傭的僱傭合約一旦終止，其簽證於合約終止兩星期之後無效。

對《2009 年僱傭 ( 修訂 ) 條例草案》意見

2009年 10月 12日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一直關心僱員於勞資審裁處的申索權益，並分別於2005及2007年和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 (九龍 )合作，進行兩次相關調查，以反映僱員在追討勞工權益時因行政及法

律程序複雜而得不償失，及獲勞資審裁處判處勝訴後，未能取得裁斷款項的情況。本會歡迎，

政府提出《2009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把不遵從勞資審裁處裁斷列為刑事罪行。為了使真正

有經濟能力而不願意支付勞資審裁處裁斷款項的僱主得到應有制裁，本會對有關條例提出以下

建議 : 

1. 《2009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將引入《僱傭條例》64B(1)類似的條文，以助防止不支付勞資審

裁處裁斷款項的行為。然而，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2007年12月20日《有關檢討僱傭條例第

64B條法團負責人的欠薪刑責結果》文件第九段已指出，過去較少人能根據第64B條定罪，主

要是由有關負責人所扮演角色的證據不足、缺乏文件證據，如工資及僱傭記錄和財務文件等

搜集證據及技術性困難所造成。事實上，政府在行使《僱傭條例》64B條時往往需要僱員擔任

主要的控方證人指證僱主，但無奈的是不少僱員因害怕失去工作或影響求職機會，不願出庭

作供，乃至部份欠薪僱主逍遙法外。我們擔心，即使政府於《2009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將

引入《僱傭條例》64B(1)類似的條文，但仍會遇到有關搜集證據及技術性困難而未能真正將違

反勞資審裁處裁斷的董事及負責人繩之以法。我們要求政府交代現行草案與《僱傭條例》64B

在執行程序上之分別，同時建議政府簡化《2009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刑事訴訟及援引證據

程序，以減少訴訟工作對僱員帶來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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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去不少僱主透過轉移公司資產，逃避欠薪的刑事責任，並同時迫使僱員要申請欠薪公司破

產或清盤，才能獲得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墊支補償。為了有效證明僱主真正有財政困難而不能

支付勞資審裁處款項，我們建議政府於《2009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加入「命令拖欠裁斷的

僱主披露其財政狀況」之相關條文，否則我們擔心當局難以證明僱主在「故意及無合理辯解」

下拖欠勞資審裁處裁斷款項，及將違反判令僱主繩之以法。 

3. 《2009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雖能提高阻嚇性，令拖欠薪金的公司從速向員工支薪，但仍有

不少公司走法律罅，例如以空殼公司註冊、公司董事長期不在港工作或以海外的秘書服務公

司做董事等逃過刑事責任。我們擔心，即使政府成功修例，政府亦未能阻止有關情況發生及

檢控這些公司董事。 

4. 現時《2009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只觸及刑事化的條款，未有提及其他改善勞資審裁處裁斷

執行之措施。我們認為，要有效執行《2009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勞工處必須與勞資審裁

處建立恆常的通報機制，主動跟進及調查涉嫌未有執行勞資審裁處裁斷的僱主，並在足夠證

據下，根據條例向有關人士提出檢控。 

5. 另外，如僱主最終無力償還拖欠款項，僱員仍須申請公司破產或清盤，才能獲得破產欠薪保

障基金的墊支款項。我們認為，勞工處亦應加強服務，協助工友申請法律援助及進行清盤或

破產等法律程序。政府亦應放寬僱員申請法律援助所需的經濟審查規定，以減輕僱員的經濟壓

力，使他們可向違反裁斷的僱主提出清盤或破產呈請，以保障他們於《僱傭條例》的基本權利。 

6. 最後，勞工處應加強執法的敏銳性，主動巡查，檢控違反《僱傭條例》的欠薪僱主，以及早使

他們繩之以法，保障勞工權益。 

杄對《2009-2010 年度施政報告》回應

2009年 10月 15日

金融海嘯後香港經濟略為回穩，但基層生活並未改善，本港最新失業率仍高居不下，維持在百分

之五點四水平，低收入家庭人口達123萬人，反映貧富懸殊情況的堅尼系數亦達0.533，超越0.4

的警戒線。但特首曾蔭權今年以《群策創新天》為題的施政報告，只以大篇幅論述本港四大支柱

的金融、旅遊、貿易及物流，以及六項優勢產業的發展，對於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卻寥寥可數，

僅有的是為於勞工處登記的求職者，免費發放電話短訊，通知最新招聘訊息，並於天水圍設一站

式就業及培訓中心，以及在偏遠地區設二十部搜尋職位終端機，其他的扶貧及紓困措施則隻字不

提。本會對這份施政報告感到十分失望，並遺憾特首罔顧基層市民的生活需要。

香港政府坐擁四千四百億元財政儲備，卻不肯承擔改善貧窮問題的責任，反之於施政報告中

偏重經濟及金融發展，處處呵護財團利益，狼狽為奸，為其製造商機。在未有顧及本地升讀大學

學額不足及改善社區及公共醫療服務情況下，卻著眼於醫療及教育的商業化發展，這不但未能為

基層提供就業職位，反之卻迫使低收入基層在困境中轉投私人市場的教育及醫療服務，使社會服

務失去資源再分配功能，並加劇貧富懸殊，為勞工嚴峻的就業處境雪上加霜。

本會認為經濟不景，確保基層市民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至為重要，我們強烈要求政府採取措

施，直接支援社會基層社群，當中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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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放寬交通費支援計劃 :現行的「交通費支援計劃」領取期只有12個月，不但未能長期支援新

界北區及西北區的低薪工人，而且由於6500元收入及44000元個人資產總值上限規定過於嚴

苛，令部份低薪工友不能受惠。工作時數的限制也令不少家務助理及其他兼職性工種工人未

能得益。本會強烈要求政府放寬交通費支援計劃的每月收入、個人資產總額及工作時數的規

定，並同時把計劃擴展至全港地區，以為全港居民提供交通津貼援助，減輕市民的經濟負擔。 

2.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本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不但不能為現時年長僱員

提供足夠的退休保障，而且亦把家庭照顧者、短期合約僱員、家務僱員及已退休的長者等排

除於保障之外。面對經濟週期衰退，僱員的強積金投資更隨時血本無歸。本會重申政府應制

定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為全民退休保障作出長遠的承擔。 

3. 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設立短期的失業援助金 : 香港政府近年不斷削減綜援金額及收緊

領取綜援資格，令綜援的安全網功能日益減少，加上社會標籤效應，使有需要之人士得不到

適時的援助。本會要求政府定期檢討及調整綜援的基數，還應設立「短期失業援助金」，為受

經濟週期打擊的弱勢社群及失業人士，提供即時援助。 

4. 檢討各項培訓及進修計劃；發展本土經濟產業，以為本地工友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基層勞工

反映僱員再培訓局所提供的課程只局限於保安、家務助理、按摩等低薪及短期工種，即使就

業，他們仍然處於在職貧窮的困境，實無助改善基層工人的就業機會。在金融海嘯中失業或

因工作轉型而無法再投入工作的中產人士，再培訓課程對他們幫助不大。本會建議政府檢討

各項再培訓的計劃，並應發展本土經濟產業，以為本地工友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5. 制訂合理的最低工資水平：於《最低工資條例草案》中清楚列明最低工資額的釐定準則，同時

在制訂最低工資水平時，應考慮工人及其家庭需要、生活開支等社會因素，而工資水平應不

少於時薪 33元，使工人從而得到起碼的工作尊嚴，以減輕在職貧窮所帶來的不公平問題。 

杄回應《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文件》

2010年 1月 21日

本會就《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文件》提出以下意見 :

1. 我們相信每個公民有責任參與和建立一個全民普及和平等的民主制度，這不但是上主賦予人

的基本權利，亦是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訂明的普世價值和法律原則，因此

每名公民在民主選舉中，應享有普及而平等的提名權、參選權及投票權利。

2. 本會對《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文件》，未能於二零一二年落實普選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廢取功能組別與立法會分組點票安排，表示失望。

3. 《基本法》第45條及68條分別規定，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而《基本法》

起草及相關文件亦說明，普選定義是一人一票直接選舉。事實上，中央政府於1997年已確認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中《公約》第25條指出，民主選舉必須普及而平等，即由

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而《基本法》亦規定有關《公約》繼續適用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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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時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門檻過高，容易造成強勢候選人壟斷提名程序，同時提名委員會的

組成缺乏民意基礎，行政長官選舉也只由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產生，這不但不能代表七百萬

香港人的意願，而且在提名權、參選權以至投票權上嚴重違反政治平等的基本民主原則，剝

奪公民參與普選行政長官的權利。因此，我們促請政府落實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讓市民能

直接參與及監察政府的施政。

5. 本會反對政府提出的「區議方案」，雖然方案以區議員互選的間選方法來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

份，但這變相增加功能組別，違背《基本法》68條規定立法會選舉最終是普選產生的基本原

則。我們要求政府全面廢取功能組別選舉，並於二零一二年讓市民全面普選立法會議員。

6. 在民主選舉中，只要符合基本的資格，如年齡及國籍等，任何人皆可成為選民，而每名選民

都可投出同等的一票，選出立法機關的議員及行政領袖。香港的立法會選舉並不符合此民主

選舉原則。以2008年立法會選舉為例，功能界別只有212,227名登記選民，不足直選選民的

十分之一，當中每組別的選民人數分佈極不平均，單是教育界選民已差不多佔去所有功能界

別選民人數的一半，其餘的衛生服務界、會計界、社會福利界和醫學界選民人數加起來，已

佔去四分之三的選民。選民人數最少的8個組別加起來只有1,374人，即他們的一張選票的影

響力比500張地區選票還要大。換言之，功能組別造成特權份子，他們所享有的一票影響力

較只有分區直選一票的普羅市民多出幾倍，造成不平等的政治權利。

7. 另外，功能組別選舉無論在提名、參選及投票過程都只限於其界別內的相關人士參與，對一

般人造成不合理限制，違背了普及而平等原則，結果大部份的功能組別的候選人只會對界別

內的選民問責，而不願意向社會大眾闡明其參選政綱及理念，有些穩勝的候選人甚至省回交

代政綱之便，甚至拒絕回應界別內的選民。

8. 政府於諮詢文件中對功能組別選舉的「公司 /團體票」存廢亦含糊其詞。現時大部份的功能界

別設有「團體票」，有的甚至是「團體」及「個人」混合票，這表示選舉不是以個人名義登記而

是以職工會或專業團體名義登記，違反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原則，同時更突顯投票權的不平

等。因為無論該職工會或專業團體擁有多少會員，它們皆持有同等的一張選票。最後，一名

候選人只要獲得足夠的團體核心支持，不管他是否該界別出身，都可「空降」出選，大可置業

界會員利益於不顧。

9. 現時，功能組別選舉有三個勞工界別議席，勞工聲音看似沒有被忽視，但這三席的勞工界別

議席在議會中根本起不到作用，因為勞工界別就只有以職工會名議為登記的「團體票」而沒有

「個人票」。工人或職工會會員是不能直接選出勞工界別議員。左右勞工界別選舉的只是小撮

工會領袖及精英，而非工人大眾。另外，每一名勞工界別選民可以從各候選人中同時選出最

多三人。此種選舉安排的最大受惠者，就是那些擁有眾多職工會作為屬會、手執大量選票的

工會組織。它們只要將選票全投給屬意之三名候選人，即能封殺其他候選人。2008年立法會

勞工界別選舉中本港兩大工會就是在沒有競選對手下，其三名候選議員全部順利當選。

10. 有意見認為，功能組別議員於立法會內可以專業意見及知識討論問題，以理性角度分析事

件，防止其他人把議題「政治化」。現實是在立法會分組點票機制下，更進一步強化功能界別

議員的影響力，使代表少數利益的功能組別議員，有能力否決代表大多數地區直選議員所提

出的議案，造成「少數否決多數」的不公平情況。

11. 最明顯例子是，有關於民生議題如最低工資等，即使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並於立法會內得

到過半數的立法會議員的支持，但因無法得到以工商界為主的功能界別議員支持，議案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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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組票點下被否決。這說明功能界別議員享有「少數否決權」，任何觸動其商界利益的民生

及勞工議案，都不獲通過，因此所謂功能界別議員能「理性」及「專業」處理社會議題只是迷

思，其實是商界利用其功能組別議席，鞏固其好處及既得利益。

12. 基於以上種種的弊端，本會要求於二零一二年全面廢除功能界別選舉，並以一人一票的形式

普選全部立法會議員。

杄對 2010-2011 財政預算案之建議

2010年 2月 8日

香港經濟已漸趨穩定，但基層生活並未改善，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2009》

指香港的貧富懸殊在所有發達經濟體系中最為嚴重，同時本港堅尼系數已達0.53水平。社聯的調

查亦發現，香港低收入組群的住戶實質入息中位數在過去20年下降了3.3%，而高收入群組的住

戶實質入息中位數則上升了34.7%，反映本港低收入家庭在經濟復甦的過程中未能分享成果，工

資甚至不升反跌。同時，各種公共交通工具相繼加價，令基層百上加斤。

以往財政預算案提出的就業解困措施，只屬杯水車薪，例如去年財政預算提出開創的職位只

屬實習及臨時性質，另外退稅及豁免差餉等，也未能直接令低收入的基層市民廣泛受惠。我們認

為，政府必須於2010年財政預算案中，制定全面措施，確保所有基層市民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

需要，紓民解困。本會的建議如下 : 

1.  交通費支援計劃自2007年6月推行以來，有 3494人已全數領取其可享有的12個月在職交通津

貼，他們已不能再受惠於有關計劃，日後因此而被終止申請資格的參加者亦會陸續增加。高

昂交通費開支往往為低薪工友構成沉重的經濟負擔。我們建議政府把「交通費支援計劃」擴展

至全港，為所有低收入勞工提供交通費津貼，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

同時，政府應放寬「交通費支援計劃」的申請資格，包括提升每月入息上限、取消工時限

制、將求職津貼改以實報實銷形式發放及酌情處理超出每月入息上限但為家庭經濟支柱者之

申請，以令更多基層家庭受恵。

2.  政府推出強制性私營公積金計劃，否定了全民退休保障的重要，更推卸了政府在全民退休保

障上應作出的承擔。強積金計劃不但不能為現時年長僱員提供足夠的退休保障，而且亦把短

期合約僱員、家務勞動者及已退休的長者等摒於保障之外。此外，強積金是由私營機構承

辦，政府及僱主無須承擔投資風險，僱員要完全承受一旦受托人投資失誤的損失，退休金額

甚無保障。

我們要求政府盡快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使不能受惠於現行強積金計劃人士，如已退

休僱員、家務勞動者、短期合約僱員等享得退休保障。同時，特區政府應作出財政承擔，使

僱員之最終退休金額足以滿足其基本生活所需。

3.  進行「基本生活需要」調查，檢討及調整綜援基數，並設立「短期失業援助金」，為受經濟周期

打擊的弱勢社群及失業人士，提供即時援助，免他們陷入經濟困境，這不但可避免綜援的標

籤效應，而且為失業勞動人口提供第二安全網，維持個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

4.  發展本土及多元化經濟產業，同時透過社區美化、綠化及維修工程，與及發展社區托兒、復

康等服務，為本地工友提供更多就業職位，創造工作機會，並以此帶動社區發展及就業增

長，以避免失業率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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杄對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提出釐定首個最低工資水平的意見

2010年 2月 9日

1. 政府及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指出，訂定最低工資的目的是「防止工資過低」，然而有關概念模

糊， 缺乏一個清晰及可操作的定義。我們認為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必須制定及公開釐定最低

工資水平的準則，以便有實質的依據，確保法定工資額可「防止工資過低」。事實上，臨時最

低工資委員會的職責就是設定法定最低工資的恰當機制，並按機制，向行政長官建議首個法

定最低工資水平，因此我們促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制定及公開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釐

定準則。

2. 我們建議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根據國際勞工公約第131號第3條，在釐定最低工時水平時，

除考慮經濟需要及國家發展水平等因素外，還須考慮僱員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現時本

港在職貧窮家庭住戶已突破20萬，部分全職工作的家庭成員每月收入更低至2000 元以下。若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認同特首曾蔭權於施政報告所說最低工資不一定養活勞工的家人，根本

是不符合香港實際的貧窮情況，同時亦與國際制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做法脫軌。

3. 我們建議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參考黃洪博士2005年的《基本生活需要研究》，以家庭基本生

活需要及家庭贍養系數作為在釐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指標。若按2006年中期人口調查的資料，

本港住戶的平均人數為3人，住戶平均勞動力為1.4人，贍養系數則為2.14人。因此，最低工

資必須能支付2.14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根據黃洪博士2005年的調查，當年三人家庭的基本生

活開支為9004元，故計算出來的最低工資為6422元，按消費物價逐年增長調整，我們認為現

時最低工資時薪應不少於33元，才能維持勞工及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由於家庭人數及結構

不同，劃一的最低工資誠然不能支付不同成員數目的家庭所需，倘若該工資水平仍不足以應

付勞工整個家庭的生活所需時，則由政府透過社會保障制度，如兒童發展津貼等，向這些家

庭給予補助。

4.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指，將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設定適當的法定最低工資額，因此會以統

計處2009 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結果，參考不同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對企業僱員薪酬水

平及中小企額外工資成本等的影響，從而釐定最低工資水平。但我們指出，統計處提供的資

料只可反映選定行業的市場工資及特定最低工資水平對經濟的影響，卻不能反映不同工資水

平對應付勞工及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能力。若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只參考相關的經濟及就

業數據，便會忽視最低工資對保障家庭基本生活的重要。我們建議，除參考收入及工時資料

外，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亦需研究本港家庭基本生活開支水平，作為釐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參考。

5. 在釐定最低工資水平時，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亦應參考綜援金額水平。現時一人綜援住戶平

均可領取3700元，若最低工資少於或等於這綜援水平，以每星期工作44小時計算，時薪只有

21元。這與現時低薪工種的工資水平沒有分別，甚至較現時個別快餐店的時薪還要低，工人

及其家庭也不能以此應付基本生活開支。因此，最低工資水平應高於現時綜援金額的水平，

否則是不切實際，因為當工人工資過低無法應付生活時，他們寧願申領綜援。

6. 據2009年11月6日報章報導，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完成英法兩地考察後，曾表示英國訂定最

低工資審慎的態度及其工資下限模式較為可取。我們認為，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在未公佈英

法考察報告下，便妄下論調極不科學，也失公義。同時，若只僅以英法兩地作為香港實施最

低工資的參考，則相狹獈偏頗。我們認為，較理想的做法，應以世界上與香港經濟發展水平

相近的國家作為本港實行最低工資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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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在釐定最低工資水平時，毋須過份擔憂其對企業競爭力及就業的負面影

響。最低工資與競力不是互相排斥，企業的競爭力不只取決於勞動價格，良好的管理及生產

技術等都能提升競爭力，反之以低薪作為競爭手段只會造成惡性循環，影響生產質素。我們

相信，若僱員的薪酬藉最低工資有所提升，消費力也隨之增加，這可進一步刺激本地內部經

濟的需求，同時有助提高僱員士氣，推高生產力，這或可抵銷企業增加了的成本。

8. 其實不少外國經驗反映，最低工資對就業及營商影響微不足道。以英國為例，由1997年至

2007年英國的實質最低工資雖然上升了20%，但沒有證據顯示不同行業生產力及盈利率因此

而下降，也沒證據顯示，最低工資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及生產力降低。因此，臨時最低工資委

員會不應在釐定最低工資水平時採取過份「審慎」的態度，以使最低工資的立法失去意義。

9.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角色舉足輕重，對日後最低工資機制及水平影響深遠，因此應及早增加

委員會的透明度，向公眾交代委員會的討論日程及決策機制，以及透過公開諮詢的模式，讓

勞工及民間團體參與討論，提出意見，並切實的跟進與回應民間的訴求。

10. 我們重申，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在制訂最低工資水平時，除考慮經濟因素外，必須考慮工人

及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以確保工人工資不會因市場機制失衡及經濟周期不景，而受到工資

剝削。

杄對 2010 -2011 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回應

2010年 2月 25日

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於2010年2月24日公佈其上任以來，第三份財政預算案。政府重申，繼續

奉行「大市場、小政府」模式，透過整體的經濟發展，讓社會共同創富，認為這是長遠解決就業

及貧窮問題的根本之道。因此是次財政預案仍以發展經濟為重點，期望以區域合作、基建及金融

與創新科技等發展，刺激經濟，提升社會競爭力。

但過去的經驗證明，經濟增長不一定能令基層受惠，過去十年間，本地生產總值雖有逾三成

多的增長，但月入少於6000元的家庭由2000年第二季的25萬5千多個激增至09年同期的31萬8

千個，反映低收入家庭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未能分享成果，工資不升反跌。政府堅信的「滴漏效

應」未能如預期出現，反之本港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2009》指香港的貧

富懸殊在所有發達經濟體系中最為嚴重，同時本港堅尼系數已達0.53水平。

是次財政預案仍以短期的一次性措施處理貧窮及失業問題，未有制定長遠的扶貧政策，對於

制定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成立失業援助金等直接協助基層社群的長遠措施，均隻字不提。勞工界

一直爭取擴大交通費支援計劃至全港18區的低收入人士，財政司長只表示勞工及福利局會在年

底完成研究，並無明確交代延續與否。交通費支援計劃自2007年6月推行以來，有 3494人已全

數領取其可享有的12個月在職交通津貼，他們已不能再受惠於有關計劃，日後因此而被終止申

請資格的參加者亦會陸續增加。高昂交通費開支已為低薪工友構成沉重的經濟負擔，不但減低工

作誘因，亦影響生計。政府拖延檢討交通費支援計劃，根本無意紓緩低收入基層的困境。

預算案雖提出「就業導航試驗計劃」，協助失業人士求職及為持續工作三個月者發放5千元的

鼓勵，但措施未能針對性的協助失業人士長期就業，同時亦無視市場工資過低及基層就業職位不

足所導致的人力錯配情況。面對高企的青年失業率，政府也只是提出為期12個月500個實習名額

予特別就業困難青年，僧多粥少，未能全面照顧有困難青年需要。再者，計劃有意無意間把青年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14-04-11.indd   61 2011/5/27   2:54:18 PM



62 ︱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失業的成因約化為行為、學習與情緒問題，沒有正視青年就業市場的勞資剝削與職業前景及流動

性不足的實況。

本會重申香港的貧富懸殊與在職貧窮問題嚴重，這不但影響勞工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而且

亦影響著下一代的發展機會。財政預算案必須具前瞻及針對性，小恩小惠及小修小補的措施，根

本無助解決香港深層次的貧窮問題。我們認為，特區政府必須對香港社會發展具有長遠的承擔，

在顧及基層勞工及弱勢社群的長遠發展及公義原則下，設定香港社會發展的長遠目標，制定具體

的經濟及勞工政策，發展經濟的同時，向社會上最弱勢社羣，作出最大的照顧，重新分配社會資

源，以創造公平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杄對《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之意見

2010年 7月 5日

為締造平等和諧的社會，消除歧視條例及平等機會的工作十分重要。我們歡迎平等機會委員會

(下簡稱平機會 ) 根據處理投訴的經驗及實際的社會情況，修訂《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下

簡稱實務守則 )，以完善及建立平等的僱傭關係。然而，本會對《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提

出以下的修改建議。

1. 應該清楚說明「劃一甄選準則」的好處

實務守則第6.3段雖有提及「劃一甄選準則」與僱傭的關係，但過於簡單。我們認為平機會應進一

步說明「劃一甄選準則」一些的重要原則及其如何在招聘、晋升、調職、培訓及解僱等方面達致

平等的僱傭關係。

我們建議平機會參考《性別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第10段「消除僱傭範疇中的歧視」的寫

法，清楚具體的說明「劃一甄選準則」是極有效的管理常規，能協助機構在決策準則明確及在準

則與工作表現有直接關係的情況下作出果斷及明智的決定，以建立有效的工作評估基礎。同時，

平機會應強調，「劃一甄選準則」必須與工作有關，例如僱員應具備的經驗、工作所需的經驗、學

歷、特別的技術、管理及體能要求等，而不應涉及身體健康情況、性別、種族等。為符合良好的

管理常規，平機會應建議僱主，應首先制定「劃一甄選準則」，以便建立公平的招聘程序及不時重

新審視準則，以確定準則是否仍然適用或須作出修改。

2.  應指出招聘廣告內容應以「劃一甄選準則」為本

實務守則第六章「處理招聘事宜」完全未有提及有關招聘廣告需注意事項，我們認為平機會應參

考《性別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第11.5.2段的寫法，強調僱主必須檢討所有廣告內容及與僱傭有

關的宣傳資料，以確保有關內容以「劃一甄選準則」為本及符合良好的管理常規，以吸引不同的

求職者，包括殘疾人士。

3.  應列出薪酬高低的考慮因素及闡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殘疾人士生產力評估機制與同工同
酬的關係

平機會於實務守則中8.5段「同工同酬與同值同酬」的解釋過於空泛，除籠統的說明「無論僱員是

否殘疾或不同類型的殘疾，若擔任類似的職位，僱主應落實同工同酬和同值同酬的原則」外，沒

有說明僱主在考慮薪酬高低時應考慮的因素，例如確實存在的因素，如經驗、一套適用於工資釐

定制度及已達到僱主所定的預期目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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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政府於《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提出，為殘疾僱員訂定生產力評估機制，以釐定殘疾人士的

最低工資時薪水平，我們認為平機會應在此補充說明有關條例草案所提出的生產力評估機制的具

體內容及其計算殘疾人士最低工資的方法。還有，平機會必須闡明以殘疾人士生產力評估機制訂

出最低工資安排，如何配合實務守則所強調的「同工同酬與同值同酬」的原則，及平機會在此情

況下如何堅守消除歧視，及建立平等共融社會的使命。

4.  應補充避免「殘疾騷擾和中傷」的具體政策及教育與培訓措施

平機會於第九章「殘疾騷擾和中傷」中具體說明了有關情況的定義及測試方法，卻沒有交代僱主

如何在僱傭範疇中消除上述殘疾歧視的情況。

我們認為平機會應參考《性別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19至22段寫法，鼓勵僱主發展及實行一些

政策及常規，以杜絕工作中出現的殘疾歧視情況，當中包括制定政策，發出聲明，指出工作中的

殘疾歧視行為屬違法，不容發生，且一旦發生，僱員有權投訴，並建議僱主委任統籌人員負責制

定及執行非正式及正式的投訴程序。我們相信，大企業應有專責人員，而中小企業可以用負責個

人私隱條例或人力資源部之人員擔任，而且職級不能過低，避免無法發展效力。同時，平機會應

鼓勵僱主透過職員會議、傳閱政策聲明、張貼告示及舉辦研討會等長期推廣反殘疾歧視政策。

另外，平機會應提醒僱主要定期進行員工培訓，確保統籌人員及其他負責處理投訴的職員接受足

夠的訓練，以便敏銳的處理有關殘疾歧視的個案。平機會同時應鼓勵僱主監察及檢討殘疾歧視的

投訴個案及其解決方法，確保有關程序得以有效執行。

5.  應加強「僱員權利和責任」的說明

雖然平機會於實用守則中11.18段有提及「僱員的權利和責任」，但資料未及詳盡。我們建議平機

會應參考《性別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第23段，加強「僱員權利和責任」的說明，強調僱員有責

任消除殘疾歧視及可能要面對其受僱期間所作出的行為負上個人責任，同時要強調僱員在遏止疾

殘歧視上可擔當重要角色，例如當遇有殘疾歧視情況，如僱員能明確的在言語及行動上表明不接

受殘疾歧視行為，或能給予打算投訴被殘疾歧視的受害人支持和鼓勵，能發揮防止殘疾歧視的作

用。同時，平機會應發出具體的指引，建議僱員在遇有殘疾歧視情況下的處理方法，以便給予僱

員及受害者信心應付殘疾歧視情況。

6.  應說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與豁免《殘疾歧視條例》的安排

政府指為增加僱主聘請殘疾人士的誘因，建議修訂《殘疾歧視條例》，容許僱主按《最低工資條例

草案》附表2所作評估的結果而解僱殘疾僱員，不屬違法。我們反對有關建議，因為這正給予僱

主「合理的」辯解，掩飾其真正的歧視性解僱行為，這不但打擊《殘疾歧視條例》執行消除歧視工

作的效力，同時也會削弱受害者權利及其投訴的決心。

然而，我們知道政府堅持給予因為評估結果而解僱殘疾人士的僱主《殘疾歧視條例》的豁免，為

此我們認為，平等機會必須於實務守則中增加章節，解釋如殘疾人士因為按《最低工資條例草案》

附表2所作評估的結果而被解僱，是否與《殘疾歧視條例》消除殘疾歧視的宗旨有所抵觸。另外，

平機會要解釋，即使《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第23條沒有給予因為評估結果而解僱殘疾人士的僱主

有關豁免安排，《殘疾歧視條例》會否對「聲稱」因為評結果而解僱殘疾人士的僱主產生效力。

我們認為平機會，必須強調，如僱員懷疑評估的結果和未能達致該僱用的固有工作要求並非

解僱的真正原因時，僱員應諮詢平機會的意見及可向平機會投訴，如有需要，再交法庭根據訴訟

雙方提出的證據，裁定有關解僱是否違反了《殘疾歧視條例》。我們相信這會使殘疾僱員明白，即

使政府給予僱主有關豁免安排，殘疾僱員仍然有權對懷疑因殘疾歧視而非評估的結果和未能達致

該僱用固有工作要求而遭解僱的情況，向涉嫌違法的僱主作出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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杄對《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諮詢文件》的回應

2010年 7月 29日

特首曾蔭權於2007年的施政綱領中宣佈由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 )負責，就香港社會

福利的長遠發展計劃進行研究，以祈能適切的回應社會上不斷轉變的福利需求。本年4月委員會

發出諮詢文件，為香港的環境進行剖析，指出社會福利的使命與信念，並提出社會福利規劃的指

導原則及策略方針。這是自1991年《跨越九十年代社會福利白皮書》後政府首次推出有關社會福

利長遠規劃的諮詢文件，這對未來香港的社會福利服務發展影響深遠。本會現就有關文件的諮詢

模式及內容提出意見。

1.  諮詢模式之不濟

過去，香港政府主要透過福利政策白皮書及五年計劃機制規劃社會福利服務的發展。可惜的是自

一九九零年起，香港政府制定了《跨越九十年代社會福利白皮書》後，再沒有發表過新的福利政

策白皮書，而五年計劃機制亦於一九九九年終止。十九年後的今天，政府才推出是次社會福利長

遠規劃諮詢文件。

以往社會福利規劃是由政府政策科、社福界同工及學者等，經長時間討論及研究後，草擬綠

皮書，公開諮詢公眾，然後再制定白皮書，為末來十年的社會福利發展定下方向及制定五年的執

行計劃，以便逐年進行檢討。但是次文件的諮詢模式有別於過去的特區政府的諮詢方法，諮詢文

件僅由一個沒有行政實權的諮詢委員會負責，政府的政策局並無參與。事實上，一個完善的福利

策劃，往往涉及多個相關政策，不會是單純的社會福利服務範疇。例如缺乏工業政策會影響青年

就業，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政策又會影響家庭和諧。但特區政府有意無意間將規劃社會福利藍圖

的責任推卸給一個沒有實權的諮詢組織，完全沒有制定社會福利規劃的長遠策略及誠意。

2.  環境剖析欠全面 社會問題約化為個人問題

諮詢文件的第二章「環境剖析」部份只籠統的指出本港人口老化、收入差距擴大、單親家庭與青

年的處境，不但分析內容有欠全面，也缺乏系統，亦未能根據2009年的最新數據，明確的指出

未來社會福利發展趨勢及對服務需求的預測。對於社會日益嚴重的中年及青少年失業問題，卻隻

字不提。更甚的是諮詢文件並沒有為「環境剖析」部份所提出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

現時本港基層失業及就業不足問題嚴重，正影響個人及其家庭的發展，並引發出不同的社會

問題 ; 若沒有積極的勞工政策及良好的就業機會，個人及家庭根本無法穩定發展。政府與其著力

減少社會及個人對社會福利服務的需求及其承擔責任，倒不如投放更多資源檢討及改善現有的勞

工及社會福利政策，並以前瞻性的角度，針對家庭及社會的現況推出措施預防社會問題的發生，

而非只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補救性措施回應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

事實上，諮詢文件是有意無意間把社會問題個人化，它指出許多社會問題是源於家庭結構解

體致使個人失去支援，乃至虐兒及各種情緒與精神問題嚴重，同時暗示福利服務可能使受惠人

「產生依賴，減少動力及失去工作意欲」。諮詢文件還提到香港一直保持低稅率制，公共財政以

量入為出為本，因此社會福利發展必須從屬於經濟發展。這反映香港政府缺乏社會福利發展的承

擔，並企圖把社會福利的責任轉嫁到市民身上，並再以資源有限為藉口，減少政府於社會福利事

務的參與。諮詢文件完全暴露了政府「大市場、小政府」施政原則及其對社會福利會增加政府財

政負擔的負面理解，迴避了不公義的社會制度引致的貧富懸殊問題及無視社會福利制度資源再分

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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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淆社會福利的基本價值

文件第三章「社會福利使命與信念」只談個人於社會福利的責任，認為社會上所有人士要為社會

作出貢獻，家庭及社會網絡是支援個人的基礎，政府的責任是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安全網，讓他們

自力更生。然而，享有社會福利是市民的基本權利。《基本法》第36條規定，「香港居民依法享有

社會福利的權利，勞工的福利待遇及退休保障受法律保護。」《基本法》第39條亦列明，「《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

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因此諮詢文件除提及個人責任外，應

強調社會上所有人士均享有國際人權公約及《基本法》訂明的社會福利的權利保障，而非過份強

調社會福利是個人及家庭的責任。

4.  「用者自付」製造社會服務「商品化」

諮詢文件的第四章「社會福利規劃的指導原則」提出共同承擔原則，認為服務使用者要積極參與，

其中「用者自付」十分重要。本會對此表示反對。服務使用者可以透過使用服務、提供意見，積

極參與社會福利，而不一定需透過付款來體現其參與。我們認為，「用者自付」是意圖把服務成

本轉嫁到服務使用者上，最後社會福利服務會越趨「商品化」，沒有能力購買社會福利服務的使

用者，最終可能因沒能力付費而要使用次等服務，甚至因此而被排拒於社會福利服務之外。眾所

周知，大部份的社會福利服務的使用者為殘疾人士、少數族裔、低薪工友，等弱勢社群，若推行

「用者自付」，只會進一步弱化這些邊緣社群的處境，同時服務機構及提供者可能為賺取更多利潤

而開辦更多「用者自付」服務，而不欲開拓具真正服務需要之社會服務，最終造成社會福利「市場

化」的局面。

至於委員會主席陳玉樹教授表示諮詢文件內「用者自付」其實是指「能者自付」，我們認為這

樣解釋更令公眾疑惑！誰是「能者」？誰界定「能者」？這是否意味將來的社會福利服務要全面引入

入息及資產審查？這一連串問題，在文件內完全不見討論，我們質疑委員會為何在沒有詳細解釋

下，草率的提出這富爭議性的原則。

5.  推卸社會福利責任至第三部門

諮詢文件第五章「規劃和提供福利服務的策略方針」，只提倡發展政府、非政府機構與商界三方伙

伴關係，提供社會福利服務，卻沒有清楚說明政府於社會福利服務的責任及承擔。這令人懷疑政

府有意透過第三部門的參與減少其於社會福利服務的財政資源投入，並把服務提供責任交予非政

府機構及商界。社會福利服務的基本價值是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讓其發揮潛能，但商界參與

只會把社會福利服務推向「市場化」，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因此在服務提供及選擇上難免有所

取捨，一些不能「取回成本」或 「賺取利潤」的社會服務或不被重視，甚至因為服務賠本而關閉服

務。這實為社會弱勢社群造成不利。

6. 本會要求 :

a. 立即停止由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負責進行的社會福利規劃諮詢，應由勞工福利局肩負社會福

利規劃的責任 ; 並在制定政策時，以市民福祉為大前提 ;

b. 成立由各持份者參與的規劃及決策機制，共同制定社會福利長遠發展方向及工作規劃 ;

c. 建立一個社會福利服務的數據庫，並定期進行資料搜集及研究工作，作為規劃、推行及檢討

社會福利政策的參考指標 ;

d. 反對諮詢文件提出「小政府、大市場」的福利觀，文件必須確立政府於社會福利發展的主要角

色，不應把社會福利的責任推卸在個人、家庭、社區、非政府機構及商界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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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政府必須確立社會所有人士均享有基本的社會福利保障，並應透過社會福利服務及稅制的資

源再分配功能，達致社會的公平公義，以讓社會資源匱乏的人士，能獲取較平等的生存及發

展機會。 

杄對《2010-2011 年度施政報告》回應

2010年 10月 13日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聯同社區發展陣線、街坊工友服務處、關注綜援檢討聯盟、青年聯社聯

合組織基層社群收看特首於立法會發表的施政報告演說，然後即場發表對本年度施政報告的回應。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會表示，近年香港經濟迅速回穩，但基層僱員的工資未有調升，相反在通

脹下，實質收入變相減少，生活質素每況愈下。根據調查，本港的貧窮住戶已逾19萬，最富裕

家庭每月入息，是最窮家庭每月入息的27倍，反映貧富懸殊嚴重。

今年的施政報告雖然提出了一些針對貧窮及老人福利問題等政策措施，但特首仍然迴避訂立本港

的貧窮線及相應滅貧目標，以致現行各項措施零散不堪，且缺乏焦點與長遠規劃。勞委會強烈要

求政府重設扶貧委員會，制定扶貧目標，以整合和落實各項長短期扶貧政策，達致減貧目標，讓

基層勞工得享尊嚴的生活。

雖然立法會已通過最低工資法案，臨時最低工資委會亦已就最低工資水平達成共識，但特首

仍拒絕透露最低工資水平及釐定有關水平的具體準則，同時亦堅拒把「基本生活需要」載列於法

例中，作為釐訂最低工資水平的主要根據。本會強調，政府在訂定最低工資水平時，必須考慮家

庭的基本生活需要，時薪應不少於33元，並須每年檢討最低工資水平，讓工人的工資能應付基

本生活。

本會歡迎政府把交通費支援計劃擴展至全港，但對於政府於年底才由勞工及福利局交代施行

細節感到失望。交通費支援計劃其實自去年8月開始檢討，由於計劃限制申請者只可享有12個月

的在職交通津貼，因此期間已有超過三萬多名申請人已全數領取交津援助。面對高昂的交通費及

陸陸續續的加價潮，他們生活已百上加斤。加上，計劃的入息及工作時數限制，使很多有需要的

人士排拒於計劃之外。因此政府除放寬交通津貼至全港低收入人士外，亦應取消計劃領取津貼期

限及72小時工作限制，以及把入息資格放寬至7400元或以下 (參考個人公屋申請資格 )，以增加

低收入人士的工作誘因及協助其持續及穩定就業。

雖然政府提出設立百億配對基金幫助低收入士及弱勢社群，但計劃沒言明扶貧的目標及具體

策略。本會認為，要決心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應創造就業機會及優化現行培訓計劃。政府應增

撥資源，透過發展本土經濟產業、長者家居照顧、兒童託管及環保綠化等帶頭創造更多職位。還

有，基層勞工反映僱員再培訓局所提供的課程大多局限於保安、家務助理、按摩等低薪及短期工

種，不但無助技能提升，即使就業，他們也會處於在低薪狀態。本會建議政府應檢討各項再培訓

的計劃及提供適設的就業配對服務，讓工友能於再培訓後能得到真正的工作機會。

最後，本會對於施政報告以進一步研究為由拖延實施標準工時及未有提及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及其他包括集體談判權、劃一公眾假期為有薪勞工假期等保障勞工政策表示失望。本會重申，施

政報告必須顧及基層勞工及弱勢社群的長遠發展，並需按公義原則，向社會上最弱勢社羣，作出

最大的照顧，重新分配社會資源，以創造公平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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杄對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回應

2010年 11月 11日

本會對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訂於28元，感到極度失望，因有關水平未能應付勞工及家庭的基

本生活需要。事實上，本會曾多次要求，政府及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將「家庭基本生活需要」作

為釐定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準則，但政府及臨委會一直漠視民間團體的意見，這讓人感到黑

箱作業，在缺乏透明度下訂出最低工資水平。

同時，政府及臨委會在公佈首個最低工資水平時，卻沒有交代釐定首個法定最低工資的計算

準則及機制。我們重申，根據國際勞工公約第131號第3條，在釐定最低工資水平時，除考慮經

濟需要及國家發展水平等因素外，還須考慮僱員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現時本港在職貧窮家

庭住戶已突破20萬，當中近七成的就業貧窮住戶，家中最少有一名兒童或長者，這顯示大部份

就業貧窮住戶，有供養年幼子女或長者的責任。因此最低工資水平必須具有應付家庭生活需要的

功能。

最低工資水平訂於28元雖能令三十多萬的勞工即時加薪受惠，但其水平仍不足以讓約

四十七萬僱員，應付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根據統計處的報告，本年度六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通

脹已達3.2%，百物黱貴，即使勞工的時薪增加至28元，月薪仍不足六千元，根本無助改善生活

質素，勞工仍要面沉重的家庭經濟壓力。本會認為，時薪33元才能應付勞工及其家庭的基本生

活需要。

臨時最低工資委會是根據2009年第二季收集的收入及工時資料，訂出首個工資水平。2008

年正值金融海嘯，經濟出現不景，到了2009年經濟回復正常，2010年更有估計本港經濟會有3至

5 %的增長，因此有關數據出現嚴重滯後情況，不能反映勞工現時實際的生活需要。此外，根據

2010年2月，2人綜援住戶每月平均金額為6343元，2006年的家庭贍養系數為2.14，假設每天工

作8小時，每月工作26天，平均時薪約32.6元。因此政府提出的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是低於綜

援標準，這反映有關水平不能應付勞工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時亦無法提供工作誘因，讓在職貧窮

及綜援人士藉工作脫貧，改善生活。

本會明白最低工資立法已討論多時，公眾期望能儘快實施，但本會重申最低工資水平必須要

顧及僱員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本會繼續爭取最低工資水平要能養家的訴求，同時要

求政府儘快收集最新的統計資料，於最低工資法例通過一年後儘快檢討最低工資水平，以追及通

脹，讓勞工得以應付家庭的基本生活，過着是人及有尊嚴的生活。

杄僱員欠缺罷工權利的保障

明報  2009年 2月 11日  論壇

農曆新年前，本港先後發生清泉蒸餾水工人及G4S跨國保安集團的尼泊爾裔保安員為爭取勞工權

益的罷工事件。其中G4S保安集團逾二百多名尼泊爾裔保安員因不滿集團在逾十億盈餘下，過去

九年沒有調整薪酬，加上福利待遇遠遜於華籍保安員，故在荔枝角集團辦公室外發起罷工抗議。

工潮的第四天，公司卻突以罷工影響公司業務及形象，即時遣散100名保安員，當中不少是參與

罷工的尼泊爾裔員工。(編按 : 經談判後，資方後來取消解僱的決定 ) 事件不但反映本港勞資實力

懸殊，同時亦揭示現行《僱傭條例》不足以保障罷工工人，乃至資方可恃強凌弱，只需給予罷工

工人法定的勞工補償，就可以「大石砸死蟹」方式單方面解僱罷工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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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27條列明，香港居民享有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而《僱傭條例》

第9條 (2)，亦規定僱主無權以僱員參加罷工而終止其僱傭合約，但《僱傭條例》第21條B 卻出現

嚴重漏洞。該條例指出，「凡職工會會員或職員，享有在適當時間參加該職工會活動的權利」。但

按該條例的釋義，所謂「適當時間」是指員工工作時間以外的時間或工作時間內獲得僱主同意或

安排的時間。換言之，上述條例只容許員工在工作時間外或經僱主的同意及安排下，才可行使參

與工會活動的權利。若員工在工作時間內，未經僱主同意，參與工會的罷工活動，即使被解僱，

亦難以控告資方歧視職工會，這亦變相剝奪員工的罷工權利，令罷工員工毫無保障。

現時，大部份歐美等西方國家，勞資雙方的工資及僱傭條件談判，均是由工會及企業透過集

體談判權去處理，當勞資雙方未能透過集體談判解決糾紛時，工會才會號召工會會員發起罷工。

因此罷工是集體談判的最後手段。香港的情況卻剛好相反。香港勞資實力懸殊，加上缺乏集體談

判權的保障，資方可以單方面更改僱傭條件，而由於勞資雙方缺乏集體談判的恆常溝通渠道，僱

員往往在忍無可忍下，才發起罷工，而為了顯示工人的團結及提高「僅有」的議價能力，迫使資

方儘快與勞方進行集體談判，改善工作條件，罷工無可避免於工作時間內進行。金融海嘯，經濟

持續低迷，在缺乏集體談判的保障下，相信裁員、減薪等勞工剝削事件會日趨嚴重，勞資糾紛及

罷工事件勢必增加。若僱員在行使僅有的罷工權利時，因在工作時間內罷工而被解僱，導致職位

及收入不保，則是極不合情亦不合理。

其實，1949年國際勞工約第98號早已列明員工享有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利，並享有參與職工

會活動免歧視的保障，同時公約更表明此乃基本之公民權利及民主社會之重要基石。香港政府應

與國際社會接軌，修訂《僱傭條例》第21條B，加強保障工人的罷工權利，同時應儘快制定集體

談判權條例，使勞資雙方建立恆常的溝通機制，在平等的基礎上解決勞資爭議，並訂立合理的僱

傭條件，避免罷工事件發生，以建立真正的和諧社會。

杄最低工資不能忽視基本生活需要

明報  2009年 5月 11日  論壇

歷時十多年的討論後，《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終正式刊憲，並於7月8日提交立法會審議，最快於

2010年底生效。但政府不把留宿家傭納入最低工資保障範圍，本港有近25萬外籍家庭傭工，豁免

留宿家傭的保障即變相令外籍家庭傭工不受最低工資保障，涉嫌間接歧視，違反《種族歧視條例》。

政府指出，留宿家傭工作情況獨特，需要「隨時候命」及「按要求提供服務」，因此「無法確定

實際的工作時數」計算最低工資。這情況正反映大部份外傭工作條件的不合理，形同24小時候命

或工時過長，有的或需隨時深夜起床照顧長幼，剝奪了外傭享有休息及合理工時的權利。負責任

的政府理應是儘力保障外傭的工作條件，而不是以「隨時候命」的藉口強化對外傭的工時剝削，

及將其摒除於最低工資保障之外。

政府強調外傭享有免費食宿等「非現金權益」，因此他們已享有較高「比例的可用收入」。但

如條例草案所指，由於僱主期望留宿家傭「隨時候命」工作，才會提供「免費食宿」，故「免費食宿」

只為僱主提供外傭「隨時候命」的條件，而不是外傭享有「非現金權益」的真正理由。外籍家傭留

宿規定是入境處向外傭施加的入境條件之一，外籍家傭是沒有拒絕接受的權利。

將外傭納入最低工資保障也不代表外傭的工資必然提昇，有關工資水平必須考慮一籃子的社

會及經濟因素及經最低工資委員會及立法會等公眾討論。個別外傭團體亦提出，接受在劃一最低

時薪及扣減約5188元食宿費下，以每日工作10小時及每月約30日計算月薪制最低工資。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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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薪30元計算，外傭每月最低工資約為3812元，這與現時外傭「規定最低工資」每月3580元的

金額相差不遠，相信這是可磋商之水平，而這亦不會為僱主造成沉重的經濟壓力。

外傭現時享有的「規定最低工資」乃政府根據《入境條例》向外傭及僱主施加的行政措施，其

工資水平調整時不需諮詢公眾，亦不受立法程序保障，可隨意加減。1999年及2003年香港經濟

不景，政府就以行政手段兩度單方面大幅削減外傭每月薪酬。最低工資是要保障僱員可賺取合理

的收入以維持個人及家人的生活所需，外籍家傭作為勞工的一份子，亦應以公開諮詢及立法形式

保障其享有最低工資的權益，而非因經濟周期不景而隨意加減其薪酬。

作為《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國際勞工公約第97號《就業移民公約》的締約方，香

港政府是有責任尊重及保障所有移民勞工的工作待遇及社會權利，並不應因其性別、種族、語言

及其他身份而改變。法定最低工資條例乃本港重要的勞工政策，政府應如本港《僱傭條例》一樣，

不分種族及身份，平等地對待所有僱員。

杄應立法保障外傭最低工資

明報  2009年 7月 27日  論壇

歷時十多年的討論後，《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終正式刊憲，並於7月8日提交立法會審議，最

快於2010年底生效。但政府不把留宿家傭納入最低工資保障範圍，本港有近25萬外籍家庭傭

工，豁免留宿家傭的保障即變相令外籍家庭傭工不受最低工資保障，涉嫌間接歧視，違反《種

族歧視條例》。

政府指出，留宿家傭工作情況獨特，需要「隨時候命」及「按要求提供服務」，因此「無法確定

實際的工作時數」計算最低工資。這情況正反映大部份外傭工作條件的不合理，形同24小時候命

或工時過長，有的或需隨時深夜起床照顧長幼，剝奪了外傭享有休息及合理工時的權利。負責任

的政府理應是儘力保障外傭的工作條件，而不是以「隨時候命」的藉口強化對外傭的工時剝削，

及將其摒除於最低工資保障之外。

政府強調外傭享有免費食宿等「非現金權益」，因此他們已享有較高「比例的可用收入」。但

如條例草案所指，由於僱主期望留宿家傭「隨時候命」工作，才會提供「免費食宿」，故「免費食宿」

只為僱主提供外傭「隨時候命」的條件，而不是外傭享有「非現金權益」的真正理由。外籍家傭留

宿規定是入境處向外傭施加的入境條件之一，外籍家傭是沒有拒絕接受的權利。

將外傭納入最低工資保障也不代表外傭的工資必然提昇，有關工資水平必須考慮一籃子的社

會及經濟因素及經最低工資委員會及立法會等公眾討論。個別外傭團體亦提出，接受在劃一最低

時薪及扣減約5188元食宿費下，以每日工作10小時及每月約30日計算月薪制最低工資。舉例，

以時薪30元計算，外傭每月最低工資約為3812元，這與現時外傭「規定最低工資」每月3580元的

金額相差不遠，相信這是可磋商之水平，而這亦不會為僱主造成沉重的經濟壓力。

外傭現時享有的「規定最低工資」乃政府根據《入境條例》向外傭及僱主施加的行政措施，其

工資水平調整時不需諮詢公眾，亦不受立法程序保障，可隨意加減。1999年及2003年香港經濟

不景，政府就以行政手段兩度單方面大幅削減外傭每月薪酬。最低工資是要保障僱員可賺取合理

的收入以維持個人及家人的生活所需，外籍家傭作為勞工的一份子，亦應以公開諮詢及立法形式

保障其享有最低工資的權益，而非因經濟周期不景而隨意加減其薪酬。

作為《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國際勞工公約第97號《就業移民公約》的締約方，香

港政府是有責任尊重及保障所有移民勞工的工作待遇及社會權利，並不應因其性別、種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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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身份而改變。法定最低工資條例乃本港重要的勞工政策，政府應如本港《僱傭條例》一樣，

不分種族及身份，平等地對待所有僱員。

杄勞委會繼續監察各企業實施最低工資的安排

2010年 11月 8日

全賴神父、堂區、教友及民間的支持，展現了大眾的消費力量，大家樂集團終在星期六 (11月6

日 )宣佈取消用膳無薪措施，而員工加薪的安排亦將維持不變。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歡迎大

家樂懸崖勒馬的決定，而勞委會亦配合發起工會的決定，取消11月9日的「全日罷食大家樂行動」。

勞委會表示，今次能夠成功維護工友的權益，實有賴各方的支持與付出，同時體現了全民捍

衛勞工權益的決心。勞委會會繼續監察最低工資實施前後各行業員工的僱傭模式及薪酬變化，若

發現任何剝削行為，會予以譴責，同時呼籲各位教友及工友，發揮集體及消費力量，一同向無良

企業說不，並一起監察及舉報任何剝削工人，或借最低工資之名更改僱傭合約的情況。

勞委會指，「人性尊嚴的維護」不但是教會的核心信念，亦是普世社會接受的價值觀。可惜，

在貧富極度懸殊的香港，財團卻依然視賺取利潤為唯一目標，視工人為純粹生產機器，可任意壓

榨。大家樂連鎖快餐集團過去盈利年年增長，去年純利更高逾五億元，有關增幅足以彌補，甚至

超過最低工資實施後帶來的財政開支，根本談不上盈利倒退，然而大家樂卻聲稱最低工資實施會

增加企業營運壓力，於最低工資水平公佈之前，在沒有給予員工足夠的時間考慮下，單方面削減

基層員工用膳時間的工資福利，在缺乏議價能力下，員工往往無奈接受。大家樂赤裸裸的借最低

工資實施之勢，剝削勞工權益。教人憤怒的是大家樂集團主席陳裕光作為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委

員，竟帶頭剝削員工福利，不但其身不正，且為其他企業立下極壞的榜樣。勞委會認為企業開源

節流屬無可厚非，但企業在盈利下仍剝削員工權益，則違背公義。勞委會呼籲，企業應承擔社會

責任，並要與工友分享經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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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大家樂集團純利逾5億元，但於最低工資水平公佈

之前，卻削減員工的用膳時間工資，來減少最低工資立法

後對集團利潤的輕微影響，並為其他企業立下壞先例。

我們強烈譴責這種嚴重剝削工人，損害工人尊嚴的行為。

我們呼籲各位響應

11月9日（星期二）

「全日罷食大家樂行動」
以表示我們

對這種

只追求利潤而剝奪工人原有權利的行為

極度不滿
凡生產的經濟制度或環境，如有損人性的尊嚴，都是違背正義的經濟制度。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慈母與導師》通諭83節）

           

 我們憤怒了!!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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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團體：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家庭生活有保障  時薪 $33不可少
2010年 6月 21日

「如果國家為爭取國際競爭力 ,而降低維護工人權益的水平 , 或放棄重新分配利潤的機制 ,這樣會

妨礙建立一個長期的發展。所以 , 我們必須用心估量目前經濟傾向的短期發展有時甚至是極短期

的發展¾¾對人所造成的影響。」（教宗本篤十六世2009年《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

我們是一群天主教神職人員和信徒。我們強烈要求，政府在釐定最低工資時必須顧及以下

的準則：

1.  須顧及家庭基本生活需要，時薪應不少於33元；

2. 必須高於綜援的水平；

3.  讓工人有尊嚴的生活。

香港是富裕之都，過去十年本地生產總值有逾

三成多的增長，但本港仍有40多萬在職貧窮勞工

每月只賺取數千元的工資，不能維持家庭的基本生

活需要，禍延著無數家庭及下一代的成長與發展機

會。為此，我們深感悲痛。

我們認為，最低工資立法是要保障勞工可賺取

合理的收入以維持個人及家人的生活所需，同時避免企業互相

以剝削工人工資作為競爭手段。

我們相信，最低工資立法能達致雙贏局面。僱員的薪酬藉

最低工資有所提升，消費力隨之增加，進一步刺激本地內部需

求。同時，企業亦需改善管理水平提高生產力，而非只靠壓低

工資作為競爭手段。

作為基督徒，我們深信，社會進步不只講求經濟發展，更

重要的是人能否過有尊嚴的生活，並得到整全的發展機會。因

此，合理的分配才是社會繁榮的真正指標。社會有責任建立合

理的工資分配制度，以實踐社會公義，及讓勞工能賺取合理的

工資維持個人及其家庭的生活需要。

“Lowering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accorded to the rights of workers, or abandoning mechanisms 

of wealth redistribu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hinder the 

achievement of lasting development.” (Pope Benedict XVI, Caritas in Veritate (2009), 32) 

To make a decent living, minimum wage must not be less than $33 per hour.

We are a group of Catholic Clergy and parishioners who would like to make a strong demand to the 

Government that in setting a minimum wage level, it must adhere to the following standard: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14-04-11.indd   73 2011/5/27   2:54:21 PM



74 ︱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1. To fulfill the basic needs of a family, the hourly wage cannot be less than $33.

2. The wage should be set at a level higher than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3. The wage must enable a worker to lead a decent living.

Hong Kong is a very prosperous society.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GDP has grown 30% while 400 

thousand workers are living in poverty earning a monthly wage of few thousand dollars a month.  Their 

monthly earning cannot maintain the basic needs of a family thus their younger generation are deprived 

of many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s.  We are deeply sorry for them.

We strongly feel that the legislation of minimum wage is to protect the workers so that they can 

make a decent earning to support his and his family’s needs.  The aim of the legislation is also to avoid 

exploitation of workers as industries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keep on lowering their hourly wage as a 

means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We believe that the legislation of minimum wage is a “win-win” situation.  If the wages are raised, 

workers have more money to spend thus stimulating the internal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the 

industries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have to raise their productivity, rather than to depress wages, as a 

means to remain in competitiveness.

As a Christian, we adhere to the Church Teaching that the advance of society is not only measur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more importantly, by whether an individual can lead a respectable life 

and have th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his full potential.  Hence, we believe a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s 

the true indicator of a prosperous society and as such, society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build up a system for 

fair and reasonable wages.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justice and to enable a worker to earn enough 

to maintain his and his family’s needs.

聯署呼籲：外傭不當奴—— 香港人善待外傭宣言

2009年 7月 19日

我們是一群香港居民及外傭僱主，希望在此清楚表達我們對香港家庭傭工的尊重，特別是那些
對我們的社會與經濟發展必不可少、貢獻良多的外籍家庭傭工。

我們尊重家庭傭工的工作。無論是女性還是男性的家庭傭工，都同樣為維持眾多香港家庭

的日常生活運作而提供最基本的服務：包括煮飯燒菜、家居清潔及照顧老幼。

我們享有的基本勞工權益，家庭傭工應當同樣全面享有，並且應當得到同樣的保護，不會

因為身為女性及傭工而受到剝削。

因此，我們重申，所有聘用家庭傭工的僱主，都應當切實履行香港法例中有關家庭傭工最

基本的法律義務，我等身為僱用家庭傭工的市民亦必履行該些義務，當中包括：

薪金：支付最低月薪；

休息日：每星期給予傭工最少一整天的休息日，即24小時。至於哪一段時間為休息日，建議由

僱主與傭工在簽定合約時商定。僱主若要求傭工於休息日工作，必須事先得到傭工同意並於隨

後30日內補放休息日，或經傭工同意以支付休息日工作的薪金代替；

法定假期：任何勞工都應享有法定假期，除非在原定假日之前或之後60天內，安排另定假

日給傭工。外地傭工懷孕期間若與法定假期重疊，應當享有產假外相應的額外補假，這也應當

適用於其間無法享有受薪假期的懷孕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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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人難免會生病，因此勞工應獲許放取病假以便康復；

終止僱傭合約及遣散費：若要解僱傭工，僱主必須提出合理理由、盡早給予書面通知及合

理補償。僱主不可以恐嚇及強迫的方式迫使傭工簽署虛假的辭職信，藉以逃避支付長期服務

金；

醫療保險：僱主應當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為傭工投購適當的醫療保險。

在法律條文及立法精神上勞工法例須予以履行。

勞工在現有香港法律下可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但由於政策上的疏忽、執法上的苟且，以及對

外隔絕的工作環境而不被公眾所知的諸多剝削，都讓家庭傭工容易受到各種各樣的無理對待及

壓迫，其中包括工作時間過長、飢餓、言語及肉體上被虐待、工資不足、性騷擾及性侵犯，以

及其他違反人權及勞工權利的做法。這些剝削大都沒有得到適當的懲處，某些行為更非違法，

因而種種對家庭傭工的剝削便不斷重覆出現，甚至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家庭傭工在香港生活的

一部分。這種情況必須終止，對於一切致力於排除此種制度上及個人上的剝削的努力，我們都

全力支持。

我們嚴厲指責下列違反人權及違法的行為，並致力防止此等行為發生：

1. 剝奪傭工有足夠食物充飢及充足時間進食的權利；

2. 剝奪傭工晚上至少有八小時睡眠的權利；

3. 不提供鑰匙，剝奪傭工自由進出其住處的權利。或以其他方法不淮傭工自由活動；

4. 在未得傭工同意下扣押其護照，以及搜查或沒收其私人物品；

5. 在未得傭工同意下強迫其為合約指定以外的人士提供服務；

6. 不准傭工與他人交往，例如限制其使用電話或與其他人見面；

7. 在言語、身體及心理上虐待傭工。

我們認識到香港法律在防止外籍家庭傭工免受無理對待及剝削上仍有不足之處，而且相較

其他香港本地勞工，現有法例亦未有給予外籍傭工平等對待。

除了需要更多公平對待外籍傭工的香港法例外，我們也在此重申我們所相信及支持的下列

數點：

8. 外籍家庭傭工也是對香港社會與經濟貢獻良多的香港勞工，她／他們應當同樣享有本地　勞

工的權利與保障。若然由於職業、性別及國籍而排除外籍家庭傭工可以享有本地勞工的權

利與保障，便是公然的歧視，必須堅決反對；

9. 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在內的所有勞工，都應當有明確規定的每天工作及休息時間，如此她／他

才可避免淪為不停工作的奴隸；

10. 若僱主不提供膳食，則應當訂立一個更合理的法定最底膳食津貼水平；

11.  外籍家庭傭工應當有到別處住宿的自由。回復可同住及可自住的選擇，對僱主及傭工都有

好處；

12.  外籍家庭傭工的出入境簽證在政策上應當與其他在港外籍勞工一視同仁。而傭工亦應當可

以更自由地轉換工作及僱主；

13. 必須對教唆僱主違反法例及剝削外籍傭工的本港職業介紹所給予具阻嚇性的懲罰。任何導

致外籍傭工工作不穩定的政策，例如那些鼓勵僱主在固定時間內試用多位傭工，而僱主卻

不需付出任何額外代價的服務套裝，都必須廢除；

14.  香港政府必須主動執行本港僱傭中心只可收取傭工首月薪金10%介紹費的政策。由於海外

傭工來港工作前同樣需要向當地介紹所支付費用，香港政府應當同時要求菲律賓與印尼兩

國政府禁止當地介紹所收取過高的介紹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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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此呼籲所有對外籍傭工負責任及表示肯定的香港僱主聯署本文件，共同顯示出香港

社會人性及前進的一面，並且是一個建基在普世人權而非剝削之上的亞洲「國際都會」。香港不

應有奴隸及非自願的奴役。

發起團體：家．傭同行、香港基督徒學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嚴重打壓異見人士，促請立即釋放劉曉波

2010年 1月 8日

基督徒致中國政府公開信

強烈抗議以言入罪，

嚴重打壓異見人士，促請立即釋放劉曉波

我們是一群長期關注中國及香港民主發展、人權狀況及言論自由的基督徒，本著保障人權及維

護人性尊嚴的立場，我們對於中國政府以言入罪，用政治審判方式對付北京作家劉曉波、揭露

川震真相的環保人士譚作人等異見人士表達強烈抗議。人是按著上主的形像所創造，享有人性

尊嚴及良知，言論及思想自由是天賦的基本人權，我們確信言論及資訊自由是維持社會進步必

要的元素。

中國以大國崛起來形容過去三十年的發展，經濟的發展無疑令中國社會更開放，但中國政

府卻與文明背道而馳，不斷拘捕及審判異見人士，打壓民主、人權及言論自由。去年聖誕節，

更對劉曉波以言入罪，重判入獄十一年，此舉嚴重打擊了民主、法治及社會的和諧。

《零八憲章》所列舉的理念及價值，如人權、平等、自由、民主等，是每個人應享有的基本

權利，亦是文明社會早已承認及努力實踐的價值。而在中國政府的打壓下，這一年來仍有超過

一萬人無懼威嚇，聯署《零八憲章》，可見這份憲章反映了不少民心的所向，盼望這些普世價值

能在中國大陸生根發展。我們促請中國政府回應人民的呼聲。

近期，在劉曉波一案開審期間，各地公安又不停地騷擾《零八憲章》的聯署人，甚至對他們

進行傳訊、警告和軟禁，以圖阻止他們對劉曉波一案作出聲援。在劉曉波被拘禁的這一年內，

政府當局曾對他進行近七個月的「監視居住」，非法把他拘禁在北京近郊，並作出了不少違反中

國法律的行為，包括；僅在兩天內就完成了審查起訴，且在過程中沒有徵詢律師的意見；最不

人道的是，劉曉波妻子劉霞在一審開庭時，被公安阻止離開寓所，連丈夫受審也不能旁聽。過

去數月，劉霞多次要求探望劉曉波，亦受到刁難阻止。這些行為嚴重侵犯了人權，違反法治。

在2009年4月，中國政府曾發佈《國家人權行動計劃》，表明改善人權的決心。我們呼籲中

國政府遵守國家的法律及所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並兌現在改善人權上所作出的承諾與政策，

立即：

1.  釋放劉曉波及所有無理被捕的維權人士；

2.  停止騷擾、迫害異見人士及其家人；

3.  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及中國《憲法》所賦予的公民基本權利，並恪守法治精神，落實依法治國。

發起團體： 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　　香港基督徒學會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社會公義與民生關注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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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反貧富懸殊」五一大遊行 勞動節宣言

2010年 5月 1日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全世界工人都會在今天發出工人階級的怒吼，控訴這資源分配極不公平、

貧富極為懸殊的世界。我們香港工人更是忍無可忍了！

今天亦是國際家務工日，讓我們一起肯定家務工應享有尊嚴工作的權利，對社會同樣有其

重要的貢獻。

今天的香港已成為貧富懸殊之都，這是「香港之恥」、「特區政府之恥」。作為有良知的香港

市民，對於因貧窮而接連發生的社會悲劇，我們還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嗎？ 

金融海嘯已過，但基層困苦的生活並未過去。無數家庭及他們的下一代依然在貧窮之中掙

扎求存。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經濟發展的成果被貪婪的大財團吸乾吸盡，

未有為整體社會帶來福祉。

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已達先進發達國家水平，但社會福利及勞工保障卻是遠遠落後。香港

正在立法最低工資，但竟有商界功能組別議員建議時薪20元至25元的可恥水平，完全漠視工人

養家的需要。難道香港的工人就要慘些嗎﹖難道香港的基層就不值得享有尊嚴生活嗎？我們對

此絕對不能接受！

今天的社會不公義，完全是由特權階級與不民主的政府合謀造成。企業財團利用特首及功

能組別選舉享有的特權，一再拖延、打壓有利勞工的法例改革；旨在提升勞工議價能力的集體

談判權法例，更被特權階級視為「洪水猛獸」而遭到粗暴廢除。 

民主不是賜予的，勞工權利亦不是賜予的，需要我們憑雙手去全力打拼。藉著五一勞動

節，讓我們向統治階層發出怒吼：我們已經受夠了！沒有公平分配，就沒有真正和諧！我們必

定以更大決心、更團結的行動來維護自身的生活和尊嚴！

我們作出以下呼籲： 

一．最低工資首個水平訂於時薪不少於33元，以保障基層養家的生活需要；

二．立法保障集體談判權，勞資共享經濟成果，合理加薪；

三．訂立低收入生活補貼，確保基層人士可過尊嚴生活；

四．立法規管每天標準工時8小時，以及加班補水1.5倍；

五．改善零散工、合約工待遇，增加非正規勞工的職業保障，包括廢除僱傭條例中有關

「四一八」的不合理限制；

六．反對政府外判公共服務，保障社會民生及勞工待遇；

七．支持「國際勞工組織」（ILO）訂立公約保障家務工，取消對家務工的一切歧視及正視家務勞

動價值。 

發起團體： 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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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鳴謝

特別鳴謝

《誰是你的鄰人》南亞勞工家庭關懷計劃

及

流動勞工牧民中心

榮譽贊助人

鄭承峰先生、王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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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以下善長及機構捐助或贊助本委員會之工作：

陳志明副主教 Ms Magdalena Cheung 贖世主堂教友 

阮美賢女士 Mr Hui I Yeung 聖歐爾發堂關社組

刑鎮中先生 Mr Ashok Bansal 東區區議會

余偉華先生 Mr Ron Issen   北區區議會

方少強先生 Ms Tseng Chiu Wing 聖方濟各堂

吳梅英女士 Ms Cheng Seung Wing 聖方濟各堂聖雲先會

葉肖萍女士 Ms. Arisina Ma Chung Yee  聖安德肋堂聖雲先會

楊燕華女士 Ms. Una Lam 天主教教友總會「福傳經費資助計劃」

曾俊青先生 聖方濟堂教友 公民教育委員會

趙玉燕女士 聖老楞座堂教友

畢寶珠女士 美孚彌撒中心教友

感謝以下人士、政府部門、機構及堂區支持本委員會之工作：

陳婉嫻女士 張超雄先生 鄧燕娥女士 胡美蓮女士 鍾秀玲女士 丘黃美娟女士

何麗嫦女士 唐思偉先生 李錫麟先生 屠凌珠女士 梁翠嬋女士 張寶麗女士　

何惠英女士 杜麗仙女士 曾欽炳先生 黃日釗先生 陳少英女士 吳藹霖先生　

賀修艷女士 龔建成先生 李偉雄先生 郭婉兒女士 唐少顏女士 區國祥先生　

區國源先生 梁少英女士 梁玉英女士 梁淑燕女士 陳少玲女士 陳笑玲女士　

陳栻強先生 楊建邦先生 羅偉樂先生 梁凱寧女士 廖燕葵女士 劉麗娥女士　

歐  祺女士 鄧仲輝先生 黎美雁女士 謝婉儀女士 羅燕梅女士 羅麗萍女士　

譚乃中先生 龍志成先生 羅麗卿女士 鍾炳勝先生 何蘭英女士 吳錦泉先生　

李秀儀女士 袁會平女士 陳鳳蘭女士 陳煦生先生 郭恩慈女士 陳浩倫先生　

鄭德烈先生 李玉薇女士 張經緯先生 蔡文傑先生 林瑞琪博士 謝有雄先生　

何佑平先生 岑錦珊女士 何炳光先生 方蝶影女士 余狄峰先生 陳贊美女士

郭海威先生 李福乃先生 陳國柱先生 葉麗卿女士 李大成先生 李金水先生

謝麗瑩女士 甄潔貞女士 梁麗英女士 刑鎮中先生 張月英女士

聖方濟各堂南亞中文班全體義工　

Ms Omi Yu  Ms Fanny Lee  Eman Villanueva  Ms. Rainbow Mo　 
Mr. Joaquim Xavier D’Silva

李劍明講師  黃洪博士  Dr. James Joseph Keezhangatte

李卓人議員 梁耀忠議員 黃成智議員 鄭家富議員 黃潤達議員 施德來議員

黃志勇議員 藍偉良議員 莫宜端女士

蒲錦昌牧師 陳日君樞機 林銘副主教 陳滿鴻神父 林永基神父 譚建平神父　

鄭生來神父 蔡惠民神父 譚　坤神父 布尊和神父 戴民禧神父 林啓和神父　

顧厚德神父 華天祿神父 盧伯榮神父 甘浩望神父 宋啓文神父 莫慧宜修女　

陳梅芳修女 何桂萍修女 宋雲龍執事 周豫康執事 聖神修院全體修生　

地政總署  勞工處  北區政務處  警務處  房屋署及各區屋邨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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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mic Education Centre　　Madrassa-tul-hira　　Idara Minhaj-ul-Quran　　Bethune House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Union　　hidden women art craft studio　　Kubrick　

九龍清真寺暨伊斯蘭中心　　新蒲崗工友小組聯席　　新界福傳大使　　

中大女工合作社　　綠慧公社　　SPECTACLES　　香港教育劇場　　CNEX香港基金會　　

有機會　　天水圍社區協作平台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　　關注綜援檢討聯盟　　

綠長青環保協進會　　社區發展陣線　　肺積塵互助會　　深水埗社區組織協會　

亞洲移民協調聯盟代表　　亞洲外勞協調會　　聖母小學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嘉諾撒聖心商學書院　　聖羅撒書院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基督教勵行會油尖旺南亞裔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融樂會　　

基督教服務處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香港哮喘會　　新甦豪新生命協會　　

基督教職業訓練中心豐盛髮廊　　陳慶社區中心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心理衛生會訓練及就業服務中心（新界）　　工業傷亡權益會　　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水圍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粉嶺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　　明愛樂晴軒　　

明愛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明愛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明愛美容專業中心　　

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　　明愛賽馬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　　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　　

聖文德堂　　聖安德肋堂　　聖雲先小堂　　聖愛德華堂　　粉嶺聖若瑟堂　　九龍灣聖若瑟堂

聖方濟各堂　　聖母玫瑰堂　　聖老楞佐堂　　基督勞工堂　　紅磡聖母堂　　聖猶達堂　　

聖保祿堂　　聖博德堂　　聖多默宗徒堂　　聖十字架堂　　玫瑰堂　　贖世主堂　　聖家堂　

善導之母堂　　聖方濟堂　　聖歐爾發堂　　聖本篤堂　　聖母無玷之心堂　　基督之母堂　　

聖心堂　　聖瑪竇宗徒堂　　聖伯多祿聖保祿堂　　聖葉理諾堂　　聖母聖衣堂　　葛達二聖堂

東九龍總鐸區　　聖母聖衣堂關社組　　海星堂關注社會事務委員會　　聖安德肋堂關社組　　

聖母無玷之心堂關社組　　聖方濟堂關社組　　聖歐爾發堂關社組　　聖多默宗徒堂關社組　　

聖博德堂關社組　　聖文德堂關社組　　聖依納爵堂關社組　　聖方濟各堂聖母軍　　聖方濟各

堂愛德組　　聖神修院　菲籍人士牧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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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委員、顧問、核數師、組員及職員

第十屆（二〇○九至二○一○年度）委員

主席 梁兆新先生

副主席 鄺士衡先生

司庫 何永謙先生

委員 鄺國全先生 柯慶珍女士 趙舜文先生 李建元先生 梁志遠先生

 文麗逑女士 莫泰基先生 尹兆堅先生 黃家怡女士 黃紹佳先生

 盧伯榮神父 鄧斌執事  

顧問

教會顧問 宋雲龍執事

法律顧問 劉嘉華律師　冼明熹大律師

核數師

黃永漢會計師

組員

培育組

柯慶珍女士（召集人）　　宋雲龍執事　　鄧斌執事　　李建元先生　　文麗逑女士　

趙舜文先生

政策研究組

鄺國全先生（召集人）　　盧伯榮神父　　鄺士衡先生　　何永謙先生　　梁志遠先生　

莫泰基先生　　尹兆堅先生　　黃紹佳先生　　黃家怡女士　

譚惠鵬先生

天主教家庭工資關注組 

陳懷卓先生　　鄺國全先生　　羅偉聰先生　　李建元先生　　李明佑先生　　吳月梅女士　

譚湛宏先生　　譚惠鵬先生　　鍾寶強先生　　 陳妙儀女士　　鍾李衍琉女士　Mr Derek Lau

天主教爭取家庭工資聯盟

公教職工青年會　　玫瑰堂關社組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教區禮儀委員會　

紅磡聖母堂關社組　　露德聖母堂關社組　　聖伯多祿聖保祿堂關社組　　聖歐爾發堂關社組　

觀塘職工培訓計劃

五一證道小組

黃　榮先生（主席）　　梁明光先生（副主席）　　朱炳權先生（秘書）　　杜桂霞女士（聯絡）

陳金娣女士　　張靜儀女士　　方祝三女士　　馮松麗女士　　何志雄先生　　廖柯慶珍女士

馬玉碧女士　　譚雅達先生　　譚一鳴先生　　廖志文先生　　阮鳳仙女士　　蕭桂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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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

秘書處

總幹事 麥尤美韶女士（自2009年6月1日）

培育幹事 畢雁萍女士

政策研究幹事 羅佩珊女士

文員 伍素梅女士

兼職傭人 馮惠娥女士（至2010年4月23日）

 譚少蘭女士（自2010年6月28日）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港島）

中心主任 譚惠鵬先生（至2009年9月30日）

 麥尤美韶女士 (兼任 )（自2009年10月1日至2010年8月30日）

 徐頌文先生（自2010年9月1日）

程序幹事 曾麗珊女士

助理程序幹事 江貴生先生

 李世昌先生（由2010年6月9日至2010年8月31日）

兼職傭人 梁翠嬋女士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九龍）

中心主任 李靜敏女士

程序幹事 何天樂先生

助理程序幹事 冼志文先生

 (半職 )  Ms. Abbas Sairah（南亞裔勞工服務）

秘書 曾玉清女士

兼職傭人 朱佩瓊女士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新界）

中心主任 徐頌文先生（至2010年8月31日）

 麥尤美韶女士 (兼任 )（自2010年9月1日）

程序幹事 余少甫先生

助理程序幹事 陳人鑑先生

 李世昌先生（自2010年9月1日）

兼職傭人 池月嫦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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