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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零一九年大事紀要

1.1    勞工市場在二零一九年年內承受的壓力增加，尤其是在下半年經濟情況急劇
惡化時壓力更大。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二零一九年第二季2.8%的低水
平上升至第四季的3.3%。就業不足率在首三季處於1.0%的低水平後，在第
四季微升至1.2%。二零一九年全年合計失業率為2.9%，較二零一八年上升
0.1個百分點，而就業不足率則為1.1%，與上一年相同。我們會繼續密切監
察勞工市場的情況，並全面加強就業服務，致力搜羅市場上合適的空缺，協
助求職人士。

就業服務
就業及招聘服務

1.2    為協助求職人士投入勞工市場及迅速回應僱主的招聘需要，勞工處在全港不
同地區舉辦就業推廣活動。年內，我們舉辦了18場大型招聘會及960場地區
性招聘會。

1.3    勞工處採取積極措施，協助市民就業，例如當有大機構倒閉或裁員等事件發
生時，我們會設立查詢熱線，並在就業中心設立特別櫃台，為受影響員工提
供特別就業服務。年內，我們為僱主提供的免費招聘服務錄得的私營機構和
政府部門空缺，達1 291 502個，而成功就業個案有111 568宗。

勞工處舉辦的大型招聘會深受求職人士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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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青年視野

1.4    勞工處繼續擴展「工作假期計劃」網絡。在二零一九年七月，香港與意大利成
立新的「工作假期計劃」 （生效日期待定）。

勞資關係
促進和諧的勞資關係

1.5    勞工處繼續積極及務實地協助勞資雙方透過溝通及互諒互讓化解分歧，促進
和諧的勞資關係。在二零一九年，我們共處理76宗勞資糾紛及13 755宗申
索聲請，超過七成經調停的個案獲得解決。年內，調停會議的平均輪候時間
為2.4個星期。

嚴厲執法打擊欠薪

1.6    在二零一九年，勞工處繼續全面打擊欠薪罪行，包括違反法定最低工資的行
為。為此，勞工督察對有違例傾向的行業進行了特別巡查行動。我們除了主
動巡查以查察守法情況外，亦透過廣泛宣傳投訴熱線（2815 2200）及與工會
建立的預警機制，收集各行各業僱主拖欠工資的情報。部門迅速調查涉嫌違
例欠薪的個案，務求盡早提出檢控。

1.7    我們繼續加強檢控蓄意拖欠薪金的僱主及公司負責人員，並透過教育和宣傳
工作，提醒僱主履行依時支付工資的法定責任，鼓勵僱員盡早提出申索及擔
任控方證人。

促進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及和諧的勞資關係

1.8    勞工處舉辦多元化的宣傳活動，包括展覽、研討會及講座，促進公眾對勞工
法例的認識及推廣以僱員為本及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在二零一九年，我們為
人力資源經理及企業行政人員舉辦了一系列的專題研討會，其中包括推廣職
場有效溝通。我們亦於十一月推出《好僱主約章》2020，以加強鼓勵更多不
同行業的僱主採納良好人事管理，包括實施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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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權益及福利
法定最低工資

1.9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調升至每小時37.5元。年內，勞工
處進行了全港性的宣傳活動，推廣法定最低工資的修訂水平及《最低工資條
例》。我們亦主動視察各工作場所及對低收入行業採取針對性執法行動，以
保障僱員享有法定最低工資的權益。整體來說，法定最低工資運作暢順，低
收入僱員的薪酬持續得到改善。

1.10  最低工資委員會是根據《最低工資條例》設立的獨立法定組織，其主要職能是
每兩年至少一次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建議報
告。委員會由主席及 12 位分別來自勞工界、商界、學術界和政府的成員組
成。本屆委員會的任期由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起生效，為期兩年。

保障政府服務承辦商的僱員的權益

1.11  為加強保障政府服務承辦商僱用的非技術員工，政府自二零一九年四月起實
施新改善措施，例如增加評審標書的評分制度下的技術比重（包括分配於工
資水平的分數），以及要求承辦商為其員工提供合約酬金。勞工處繼續加強
巡查工作地點，查察政府服務承辦商遵守法例規定及相關的改善措施。

巡迴展覽促進公眾對勞工法例的認識及推廣
以僱員為本及良好人事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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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1.12  在僱主無力償債的情況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特惠款項可為合資格的僱員
提供援助。勞工處繼續從源頭打擊逃避支付工資責任的僱主，以防止欠薪事
件轉化為向基金申請特惠款項的個案。

嚴厲打擊僱用非法勞工

1.13  勞工處聯同警方和入境事務處進行聯合行動，打擊非法僱傭活動。年內，聯
合行動次數達81次。

工時政策

1.14  在二零一九年，勞工處繼續透過轄下11個行業性三方小組（包括九個現有及
兩個特別為討論清潔服務業和安老院舍業的工時安排而成立的三方小組），
為這些行業制定工時指引，以提供建議的行業性工時安排、超時工作補償安
排及良好的工時管理措施，供僱主及其僱員參考及採用。

 

工作安全與健康
大型工務工程項目

1.15  因應大型工務工程（包括大型基建工程）項目相繼展開，勞工處成立了專責小
組監察有關工地的安全表現。我們會繼續透過加強巡查執法及宣傳教育，提
升地盤安全，當中包括針對涉及危險工序或安全表現欠佳的大型工務工程地
盤進行全面和更深入的突擊巡查，以監察持責者的安全工作系統及安全管理
制度。我們亦已加強參與大型工務工程地盤安全管理委員會會議，藉此更有
效及適時地掌握有關工程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簡稱「職安健」）狀況及風險，從
而制訂更針對性的巡查策略。在會議期間，我們會就風險相對較高的工序給
予意見，並敦促相關承建商及其他持責者對這些工序盡早做好風險評估、制
訂安全施工方案及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我們亦與發展局、工務工程部門及
其他工務工程項目委託人加強聯繫，以提升大型工務工程項目工地安全的措
施，促使有關承建商更有效控制風險。我們亦聯同海事處進行針對海上建造
工程工作安全的執法行動，以遏止違反工作安全規定的情況。

 

裝修、維修、改建及加建工程（簡稱「裝修及維修工程」）

1.16  由於香港樓宇持續老化以及政府推行強制驗樓及驗窗計劃，我們預計裝修及
維修工程的數量將會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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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鑑於近年不時發生涉及裝修及維修工程的嚴重意外，為提高樓宇裝修及維修
工程的職業安全情況，勞工處繼續加強巡查及執法力度，以防止承建商採用
不安全的施工方法。我們亦特別針對高處工作、吊棚工程、吊運作業、電力
工作等高風險作業，進行全港性特別執法行動。在特別行動中，我們發出了
646份暫時停工通知書或敦促改善通知書，並對344項違例事項作出檢控。

 

1.18  在教育及宣傳方面，我們推行了一系列針對裝修及維修工程及其相關的高處
工作和電力工作的大型推廣及宣傳活動，以提高業界的安全意識，當中包括
聯同職業安全健康局（簡稱「職安局」）繼續推行於二零一八年展開的兩年宣傳
計劃，以多元化的活動，將工作安全的重要性，更有效地傳達給裝修及維修
業的承建商與工人。我們亦與民政事務總署及物業管理界建立伙伴關係，從
地區層面推行工作安全的宣傳推廣活動。

 

1.19  在二零一九年，勞工處與職安局舉辦一系列以裝修及維修工程和高處工作為
主題的安全研討會，讓業界人士共同探討進一步提升建造業職業安全水平的
方法。

 

1.20  為鼓勵裝修及維修業的承建商使用合適工作台進行離地工作，勞工處聯同職
安局及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積極深化於二零一八年一月推出的「物業管理
公司 — 推廣輕便工作台」合作先導計劃，鼓勵於相關屋苑或住宅大廈內進行
裝修及維修工程的承建商及工人使用合適的梯台及功夫櫈（輕便工作台）。

 

安全獎勵計劃

1.21  勞工處為飲食業和建造業舉辦了兩個「安全獎勵計劃」，以培養業界安全文
化，提高僱主、僱員及其家屬的工作安全意識。計劃設有多項活動，包括安
全表現比賽、巡迴展覽、安全問答遊戲及頒獎典禮暨同樂日、探訪工地及製
作電台節目，以及在電視、電台和公共交通工具播放宣傳短片及政府宣傳信
息。

 

鼓勵及促進職安健投訴渠道

1.22  為了更便利僱員及其他公眾人士向勞工處就職安健不當作業作出投訴，勞工
處在二零一九年三月推出了全新網上職安健投訴平台，投訴人可以透過流動
電子裝置，例如智能電話、平板電腦及手提電腦，以網上電子表格就不安全
的工序和工作環境作出舉報。我們在收到有關投訴後，會因應投訴的性質及
內容，盡快進行調查及跟進，以防止意外發生。我們亦製作了新一輯電視宣
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配合相關的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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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此外，為了向不同種族工人宣傳現時的投訴渠道，勞工處於二零一九年全新
製作及廣為派發一張包括中、英及六種不同種族語言（印尼語、印度語、尼
泊爾語、他加祿語、泰語及烏爾都語）的職安健宣傳海報，及印有投訴渠道
的隨身咭套，以方便不同種族工人作出投訴。

 

「職安警示」動畫短片

1.24  勞工處於二零一九年繼續以生動的動畫短片形式製作「職安警示」，讓業界能
夠更容易理解意外發生的經過及需採取的安全措施以避免意外重演。勞工處
於二零一九年完成製作八輯動畫短片，並上載至勞工處網頁及透過不同渠道
發放。

 

持續優化強制性安全訓練課程

1.25  勞工處繼續優化不同強制性安全訓練課程的內容。為了加強學員對密閉空間
作業常見風險的認識，勞工處於二零一九年推出了「密閉空間作業安全訓練」
修訂課程。我們亦繼續透過不同視察模式，以加強對課程營辦機構的監管。

 

減低站立工作的相關健康風險

1.26  因應零售業、飲食業、保安業及其他服務行業不少僱員需要經常站立工作，
勞工處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為業內人士發出了新指引，提供減低站立工作的
相關健康風險的實務預防措施，以及有關服務櫃台設計的建議。勞工處於二
零一九年廣泛地宣傳該指引，並加強執法工作。

 

工傷僱員復康先導計劃

1.27  行政長官於《二零一九年施政報告》公布，勞工處會推出一個為期三年及以建
造業工傷僱員為對象的工傷僱員復康先導計劃（簡稱「先導計劃」），並會委託
職安局負責這個計劃。勞工處於二零一九年就先導計劃的構思及建議運作模
式咨詢相關持份者，並進行相關籌備工作，目標是在二零二二年推出先導計
劃。

 

加強本地和國際合作
勞動節酒會

1.28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舉行勞動節酒會，表揚勞工界的貢獻。酒會由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主禮，
出席嘉賓包括職工會、僱主聯會和其他機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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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勞工事務行政機關的聯繫

1.29  在二零一九年，勞工處透過訪問及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與其他勞工事務行
政機關保持密切的聯繫和交流。

 

1.30  六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率領一個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組成
的代表團，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的身分，出席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
第108屆國際勞工大會。二零一九年是國際勞工組織成立一百周年，是次大
會亦稱為「百年大會」。

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主禮勞動節酒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右七）及三方代表團成員
出席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 108 屆國際勞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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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勞工處處長陳嘉信在十月率領代表團，按「互訪計劃」到北京訪問國務院人力
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並拜會游鈞副部長。代表團亦與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應急管理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企業聯合會及國際勞工組織北京局的高
層代表會面，就勞工事務及職業安全課題進行交流。

勞工處處長陳嘉信（中）率領代表團按「互訪計劃」到北京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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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勞工處

2.1    勞工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內，執行和統籌勞工行政管理工作的負責機
關。有 關 勞 工 處 架 構 及 服 務 的 詳 細 資 料，請 瀏 覽 我 們 的 網 站：                   
w ww.labour.gov.hk 。

抱負、使命和宗旨

2.2    我們的抱負

我們期望成為鄰近地區內具領導地位的勞工事務部門。我們的目標是逐步提
高勞動人口的利益，並促進職業安全與健康，以配合本地社會和經濟的發
展。

2.3    我們的使命

•  改善人力資源的運用        ─  我們提供一系列的就業服務，以配合勞動               
                                                     市場的各種轉變和需要；

•  促進職業安全與健康        ─  我們透過執法、教育和推廣的工作，確保
                                                     在職人士的安全與健康得到保障；

•  促進和諧的勞資關係        ─  我們推廣良好的僱傭措施和協助解決勞資
                                                     糾紛；及

•  改善和保障僱員的權益   ─  我們以持平的態度改善和保障僱員的權益。

2.4    我們的宗旨

我們相信：

• 發揮專長

• 主動進取

• 優質服務

• 伙伴關係

• 積極參與

http://www.labou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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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綱領

2.5    勞工處的工作有四方面，即勞資關係、工作安全與健康、就業服務，以及僱
員權益與福利。這些工作的目標詳列如下：

勞資關係

• 促進和維繫政府以外機構的勞資和諧。

工作安全與健康

• 透過巡查與執法、教育與培訓，以及宣傳與推廣協助僱主和僱員確保在工
作場所對職業安全及健康的危害能妥善控制及盡量減少。

就業服務

• 提供免費的就業輔助及輔導服務，以協助求職人士尋找合適的工作和幫助
僱主填補職位空缺。

僱員權益與福利

• 改善和保障僱員的權益與福利。

2.6    這些綱領下的工作及主要活動詳情載於隨後的章節。

中央支援服務

2.7    部門行政科的主要工作，是負責財務、人事及一般資源方面的管理工作。

2.8    新聞及公共關係科負責勞工處的整體宣傳及公關策略，透過傳媒向市民作廣
泛宣傳和解釋勞工處的政策和工作，並統籌刊物的編製工作。

2.9    國際聯繫科的工作包括監察與香港實施國際勞工公約有關的事務，協調勞工
處參與國際勞工組織舉辦的活動，以及聯繫內地和其他地方的勞工事務行政
機關。該科亦擔當勞工顧問委員會（簡稱「勞顧會」）的秘書處，提供相關的行
政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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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檢控科和法律事務科透過對涉嫌違例者進行檢控，協助有關人員執行法例。
檢控工作的主要統計數字載於圖二． 一。

2.11  員工培訓及發展科負責勞工事務行政部人員的培訓及發展，並統籌培訓活
動。

2.12  註冊及職員培訓科為職業安全及健康部的人員舉辦及統籌培訓活動。

2.13  資訊科技管理科為資訊科技服務的發展及管理提供支援。

2.14  勞工處的組織架構圖載於圖二． 二。

以客為尊的服務

2.15  我們就多項服務訂定服務標準及目標，並成立市民聯絡小組，以收集他們對
各項服務承諾的意見。有關本處服務承諾的最新資料，請參考以下網頁：
www.labour.gov.hk/chs/perform/pledge.htm。

顧問委員會

2.16  勞工處透過不同的顧問委員會就勞工事務進行咨詢，其中最重要的是勞顧
會。勞顧會是一個高層次及具代表性的三方咨詢組織，就有關勞工的事宜
（包括法例及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和建議書）提供意見。勞顧會由勞工處處長
出任主席，委員包括僱員及僱主代表，其職權範圍、成員組織及二零一九至
二零二零年度的成員名單載列於圖二． 三。

http://www.labour.gov.hk/chs/perform/pled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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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勞工顧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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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勞資關係

勞資關係綱領

w ww.labour.gov.hk/chs/labour/content.htm

3.1    在香港，僱主與僱員的關係主要是由不同勞工法例下的條文及勞資雙方議定
的僱傭條款及條件所規範。僱主和僱員可自由組織職工會及參加職工會活
動。勞資關係綱領的宗旨，是維繫並促進政府以外機構的勞資和諧。我們透
過以下方式達致這個目標：

• 就有關僱傭條件、相關的勞工法例規定、良好人事管理措施等事宜提供意
見；

• 提供自願性質的調停服務，協助僱主和僱員解決申索聲請和勞資糾紛；

• 提高公眾對勞工法例的認識，並鼓勵僱主採取良好人事管理措施；

• 透過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迅速仲裁小額僱傭申索；及

• 為職工會及其規則進行登記，並透過舉辦課程和探訪職工會，促進健全及
負責任的職工會管理。

3.2    勞工處在這綱領下執行的主要法例包括《僱傭條例》、《最低工資條例》、《勞
資關係條例》、《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條例》及《職工會條例》。

 

3.3    《僱傭條例》訂定了政府以外機構在僱傭條件方面，必須達到的標準。《最低
工資條例》確立了法定最低工資制度。《勞資關係條例》訂定了解決政府以外
機構的勞資糾紛的程序，而《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條例》則設立了一個名為小
額薪酬索償仲裁處的機制，仲裁未能以調停方式解決的小額僱傭申索。在規
管職工會方面，《職工會條例》為職工會的登記及管理提供了法定架構。

二零一九年的工作概況和成績
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3.4    本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載於圖三 ． 一。

http://www.labour.gov.hk/chs/labour/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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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僱傭福利

3.5    《2018 年僱傭（修訂）（第3號）條例》由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起實施，將法
定侍產假由三天增加至五天。

 

3.6    年內，政府完成了草擬《2019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的工作，旨在將法定
產假由現時十個星期延長至14個星期。該條例草案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提
交立法會，其後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九日獲得立法會通過。

 

3.7    就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制度下僱主的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
金的「對沖」安排，勞工處在年內聯同相關決策局及部門全力進行籌備工作，
包括訂定配套措施的執行細節，以及開展草擬賦權法例工作，以期制訂賦權
法例草案以提交立法會。

調停及咨詢服務

3.8    勞工處的調停及咨詢服務有助維持香港和諧的勞資關係。在二零一九年，我
們共進行65 343次咨詢面談，並處理13 755宗申索聲請及76宗勞資糾紛。
超過七成經調停的個案獲得解決。（圖三． 二至圖三． 七）

加強三方合作

3.9    為推廣行業層面的三方對話及合作以促進勞資和諧，勞工處成立了九個由僱
主、僱員及政府代表組成的行業性三方小組，涵蓋飲食、水泥及混凝土、建
造、酒店及旅遊、物流、印刷、物業管理、零售和戲院行業，藉以提供有效
的平台，讓成員討論業內共同關注的事宜。年內，三方小組討論的議題，包
括良好人事管理、業內勞資關係及就業概況，以及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
安排等與僱傭相關的事項。



15 PB

推廣良好的勞資關係

3.10  為了加深大眾對《僱傭條例》的認識及推廣良好人事管理文化，勞工處為僱
主、僱員、人力資源管理專業人員和市民大眾舉辦多項推廣活動及出版不同
主題的免費刊物，並透過勞工處的網頁及傳播媒介發放有關資訊。年內，我
們於全港不同地區舉行了六次巡迴展覽，並透過商會及工會的龐大網絡，廣
泛地向僱主及僱員傳遞有關良好人事管理及法定僱傭權益與保障的信息。此
外，我們亦推出《好僱主約章》2020，推動以僱員為本及與時並進的良好人
事管理措施，並以「『友』 『家』 好僱主」為主題，重點鼓勵僱主設身處地考慮
僱員需擔任的家庭崗位，訂立合適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勞工處成立的行業性三方小組讓成員討論業內共同關注的事宜

加深大眾對《僱傭條例》的認識及推廣良好人事管理文化的免費刊物



16 PB

3.11  我們定期為18個不同行業的人力資源經理會會員舉辦經驗分享會及簡介會和
編製會訊。我們亦於報章刊登特稿及漫畫信息，以及在公共交通網絡及主要
商會和職工會聯會的期刊刊登廣告，以推廣良好人事管理文化，鼓勵僱主共
同締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年內，為配合政府就應對超強颱風工作的檢
討，我們已修訂供僱主及僱員參考的《颱風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則》，並作廣
泛宣傳，鼓勵僱主及僱員盡早制定惡劣天氣下的工作安排，以保障僱員安全
及機構運作順暢，並維持良好的勞資關係。

《好僱主約章》2020 起動禮推動以僱員為本及與時並進的良好
人事管理措施

為不同行業的人力資源經理會會員定期舉辦經驗分享會及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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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僱傭申索的仲裁

3.12  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為市民提供快捷、不拘形式及費用較低的仲裁服務。仲
裁處獲授權裁決申索人數目不超過十名、每人申索的款額不超過8,000元的
僱傭申索。

3.13  在二零一九年，在仲裁處登記的申索有 561宗，申索款額共 2,492,920元；
年內共審結570宗申索，裁定的款額共1,380,184元。

職工會的管理

3.14  職工會登記局負責執行《職工會條例》及《職工會登記規例》，主要工作包括
為職工會及其規則登記、查閱職工會的周年帳表及其他根據法例須向職工會
登記局遞交的報表、為職工會舉辦有關職工會法例和基礎帳目管理的課程，
以及探訪職工會，以促使職工會依據法例及其組織規則管理會務。

3.15  在二零一九年，職工會登記局登記了25個新職工會。整體而言，根據《職工
會條例》登記的職工會有 928 個（包括 866 個僱員工會、12 個僱主工會、39
個僱員僱主混合工會及 11 個職工會聯會）。主要的職工會統計數字載於網
頁：www.labour.gov.hk/chs/labour/content3.htm。

3.16  為推廣健全及負責任的職工會管理，職工會登記局在二零一九年查閱了629
份職工會周年帳表，並探訪不同的職工會共360次。此外，職工會登記局舉
辦了四個有關職工會簿記及職工會管理及法例的課程，以協助職工會理事掌
握有關職工會法例及管理的知識。 

http://www.labour.gov.hk/chs/labour/content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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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作安全與健康

工作安全與健康綱領
w ww.labour.gov.hk/chs/osh/content.htm

4.1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負責促進和規管工作安全與健康。我們透過巡查與執法、
教育與培訓，以及宣傳與推廣的三管齊下策略，達到有關工作安全與健康綱
領的目標，確保能妥善控制和盡量減低各項危害在職人士安全及健康的因
素。具體來說，我們透過以下方式達致這個目標：

• 訂立保障工作安全及健康的法律架構；

• 透過視察工作場所，執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工廠及工業經營條
例》、《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及其附屬規例，以確保各項有關規定得以遵
從；

• 調查在工作場所發生的意外及危害職業健康的問題，並向僱主和僱員就如
何減少存在於工作場所的危險提供意見；

• 向工作場所擁有人，就工作場所的設計和布置以及推行安全計劃事宜提供
意見；

• 向僱主、僱員及公眾人士提供有關資訊及意見，以促進他們對職業安全及
健康（簡稱「職安健」）的認識；及

• 舉辦推廣活動和訓練課程，提高工作人士的安全意識。

4.2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一般適用於各行各業，以保障僱員的工作安全及健
康。該條例是一條賦權法例，賦予勞工處處長訂立規例的權力，就一般的工
作環境及特定的工作安全與健康事宜訂明標準。

4.3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是規管工業經營（包括工廠、建築地盤、貨物和貨櫃
處理作業及食肆）的工作安全及健康的主要法例。

4.4    《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旨在對鍋爐、壓力容器等器具的標準及操作加以規
管。鍋爐及壓力容器包括蒸汽鍋爐、蒸汽容器及空氣容器等。

http://www.labour.gov.hk/chs/osh/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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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的工作概況和成績
職業安全情況

4.5    在僱主、僱員、承建商、安全從業員，以及政府和公營機構各方面通力合作
下，香港的職安情況持續得到改善。

4.6    在二零一九年，包括所有工作地點的職業傷亡個案數字為32 872宗，較二零
一零年的41 907宗下降21.6%；而每千名僱員計的傷亡率亦下降至10.8，較
二零一零年的15.5下跌30.2%。所有行業的工業意外數字為9 254宗，較二
零一零年的14 015宗，減少34.0%。而所有行業每千名工人計的意外率亦由
24.9下降至14.8，減幅為40.8%。

4.7    二零一九年的建造業工業意外數字為 2 947宗，較二零一零年的2 884宗增
加2.2%；但每千名工人計的意外率則由52.1下降至29.0，減幅為44.4%。

職業病

4.8    在二零一九年，經證實的職業病個案有442宗，最常見的職業病是職業性失
聰、硅肺病及手部或前臂腱鞘炎。

4.9    有關職安健的詳細統計數字，請參閱以下網頁：   
www.labour.gov.hk/chs/osh/content10.htm。

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4.10  本綱領下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載於圖四 ． 一。

巡查與執法

4.11  為了確保在職人士的工作安全及健康，我們巡查工作場地、監察健康危害、
調查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登記和檢驗鍋爐及壓力器具，並就如何控制工作危
害及防止意外提供意見。

4.12  我們進行宣傳探訪，向僱主提供有關防止意外的意見及鼓勵他們採取積極的
自我規管方式在工作場所進行風險管理，並到不同的工作場所進行執法巡
查，以確保負責人遵從安全法例訂明的相關要求。我們以風險為本的原則，
不時調節巡查執法的力度，以有效打擊違規的行為。

http://www.labour.gov.hk/chs/osh/content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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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在二零一九年，我們繼續將安全表現欠佳的工作地點列為受嚴密監察的目
標。如有違規的情況，我們會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要求負責人迅速作出糾
正；或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要求有關人士立即移除對工人生命的即時危
害。年內，我們亦針對特定的工作危害或安全風險相對較高的工作場所進行
了14次特別執法行動，包括新工程；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程（簡稱「裝
修及維修工程」）；電力工作；竹棚架；海上建築工程；廢物管理工作；飲食
業；物流、貨物及貨櫃處理行業；以及防火及使用化學品安全。在這14次特
別執法行動中，我們共視察了17 701處工作場所，向負責人發出了1 559份
敦促改善通知書及212份暫時停工通知書，並就1 041項違例事項作出檢控。
此外，我們對涉及危險工序或安全表現欠佳的工地進行了41次更深入的突擊
巡查行動，期間共發出了924份暫時停工通知書╱敦促改善通知書，並提出
414項檢控。為加強工務工程地盤安全，勞工處派員出席了526次工務工程
地盤安全管理委員會會議，並對工作安全，尤其是涉及風險相對較高的工
序，向承建商及相關持責者給予意見。

4.14  就工作地點的不安全情況或不安全操作的投訴，我們會進行調查。在二零
一九年，我們共處理了251宗由工人舉報的投訴，並就這些個案的調查結果
提出13項檢控。透過與不同的策略伙伴設立的不安全樓宇裝修及維修工程通
報機制，勞工處共接獲6 853宗投訴╱轉介的個案，在跟進巡查後，共發出
350份暫時停工通知書╱敦促改善通知書，並對81項違例事項作出檢控。

4.15  勞工處於二零一九年三月推出了全新網上職安健投訴平台，方便僱員使用流
動電子裝置，例如智能電話、平板電腦或手提電腦，舉報不安全的工作環
境，以便勞工處能迅速跟進。勞工處亦製作了新一輯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宣
傳聲帶，並透過不同的渠道，例如強制性安全訓練機構的課堂培訓、工人註
冊服務中心等，廣泛地推廣該平台。截至二零一九年年底，勞工處共接獲
1 913宗來自該平台的職安健投訴個案，當中已就調查所發現的違反職安健
法例的情況，共發出了38張「暫時停工通知書」及172張「敦促改善通知書」，
以及已╱將會提出 150 項檢控。此外，為了向僱員加強宣傳現時的投訴渠
道，以進一步改善工作環境的不安全情況，勞工處全新製作一張包括中、英
及六種其他語言（印尼語、印度語、尼泊爾語、他加祿語、泰語及烏爾都語）
的職安健宣傳海報，及印有投訴渠道的隨身咭套。勞工處亦已透過不同渠道
分發海報讓有關人士張貼及派發咭套。

4.16  勞工處在二零一九年繼續針對中暑風險較高的戶外工作地點進行執法及宣
傳。這些地點包括建築地盤、戶外清潔工作場所、園藝工作場所及貨櫃場
等。在四月至九月的特別執法行動中，我們合共進行了29 514次突擊巡查及
發出了26封警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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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針對站立工作的健康風險，勞工處於二零一九年就不同行業的工作地點進行
巡查，有關行業包括飲食業、零售業、物業管理業及酒店業。年內，勞工處
進行了281次突擊巡查及發出了18封警告信。

4.18  作為鍋爐及壓力容器監督，勞工處處長負責認可合資格的檢驗機構，以及准
許這些機構評核和檢驗新壓力器具的製造。勞工處亦舉辦考試，監察為訓練
合資格人員而設的課程，並頒發合格證書予合資格考生，使他們成為監察使
用各類鍋爐及蒸汽容器的合格人員。在二零一九年，我們處理了546份合格
證書的申請，共簽發╱加簽了 543 份證書。此外，我們亦向消防處提供意
見，以便該處進行有關壓力容器及壓縮氣體貯存裝置的審核和初步視察工
作。

4.19  截至二零一九年年底，本處記錄了223 766個工作場所，其中包括27 980個
建築地盤。年內，我們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及其附屬規例進行了166 036次視察，共發出33 633次警告及4 528份暫時
停工通知書或敦促改善通知書。另外，我們根據《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進行
了4 680次檢驗，並發出2 998次警告及9份停止使用和操作鍋爐及壓力容器
的禁令。此外，我們亦就工作意外及懷疑職業病╱職業健康問題個案分別作
出20 243次及2 625次調查。我們亦就工作地點的健康危害進行了6 024次
職業環境衞生研究。

教育與培訓

4.20  我們為僱主、僱員及相關人士提供與培訓有關的服務，以協助在職人士建立
職安健文化。這些服務可分為以下三類：舉辦培訓課程、認可強制性安全訓
練課程，以及為安全主任和安全審核員註冊。

4.21  在二零一九年，我們舉辦了 557 個有關安全及健康法例的訓練課程，共有
4 248名僱員參加。我們也舉辦了234個特別為個別行業或機構而設的講座，
共有10 819人參加。此外，我們認可了七個有關建造工程的強制性基本安全
訓練課程（俗稱「平安卡」課程）、三個起重機操作員安全訓練課程、三個密閉
空間作業安全訓練課程和四個負荷物移動機械操作員安全訓練課程。我們亦
繼續推行強制性安全訓練課程的改善措施。我們於二零一九年推出了「密閉
空間作業安全訓練」修訂課程，以加強工人對密閉空間作業常見風險的認識
及消除這些風險的能力。我們設有機制監管這些認可訓練課程，透過不同視
察模式（包括突擊視察及派員以學員身分參加課程的秘密視察）進行監察，以
確保課程營辦機構按照課程內容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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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在二零一九年，我們為201名人士註冊為安全主任及52名人士註冊為安全審
核員。截至年底，共有3 904名安全主任持有有效的註冊，而安全審核員登
記冊上則有1 381人。此外，在二零一九年，共有838宗有關安全主任的註
冊續期或重新確認的申請獲得批准。

4.23  職業健康教育提升僱主及僱員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和職業病方面的認知。在
二零一九年，我們合共舉辦了1 194個不同主題的職業健康講座，參加者超
過38 100人。除舉辦公開講座外，我們亦在個別機構的工作地點舉辦外展健
康講座。這些講座涵蓋不同的行業，包括40多個講題，例如「辦公室僱員的
職業健康」、「體力處理操作及預防背部勞損」、「清潔工人的職業健康」、「預
防下肢勞損」及「飲食業僱員的職業健康」。

4.24  勞工處已在網頁分別上載「職安警示」及「系統性的職安警示」，以提高僱
主、承建商和工人的安全意識及提醒註冊安全主任及註冊安全審核員在執行
其法定職責時，為僱主╱委託人提供意見及所需協助。「職安警示」簡介近期
發生的致命或嚴重工作意外，並重點介紹一般的安全預防措施；而「系統性
的職安警示」則就系統性安全問題提供預防意外措施。在二零一九年，我們
繼續以動畫短片形式製作「職安警示」，讓業界能夠更容易理解意外發生的經
過和須採取的安全措施以避免類似的意外重演。八輯涉及不同主題例如高處
工作安全和電力工作安全的「職安警示」動畫短片已上載至勞工處網頁，並透
過不同的途徑廣泛傳播。

宣傳與推廣

4.25  為提高僱主和僱員的安全意識，以及培養正面的工作安全文化，我們在二零
一九年舉辦了多項推廣活動，並與職業安全健康局（簡稱「職安局」）、商會、
工會和其他政府部門合辦部分活動。

4.26  「飲食業安全獎勵計劃」及「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一向深受業界歡迎。在二
零一九年，我們再次舉辦這兩項獎勵計劃。

「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 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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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近年，裝修及維修工程的意外令人關注，而這類工程的數量亦持續上升。勞
工處於二零一九年繼續聯同職安局推行於二零一八年展開的兩年宣傳計劃，
提醒承建商及工人在進行裝修及維修工程及其相關的電力工作及高處工作時
必須加倍留意工作安全，並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及九月舉辦兩場分別以懸空式
竹棚架工作安全及電力工作安全為主題的研討會。其他主要宣傳活動包括在
電視、電台及流動媒體播放宣傳短片及政府宣傳信息；舉辦巡迴展覽；在報
章及勞工處網頁刊載專題文章；印製小冊子；以及透過不同渠道發放安全信
息予承建商、僱主和僱員。

4.28  我們亦與相關機構（包括職安局、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職業性失
聰補償管理局、僱主組織、工會和社區組織）合作，透過多種活動如嘉年華
會、職業健康大獎頒獎會、健康講座和推廣探訪等，推廣職業健康。此外，
我們亦推廣預防與工作有關的疾病，例如常見於服務業僱員、文職人員和從
事體力勞動的工人的肌骨骼疾病。我們與衞生署及職安局於去年一同合辦
「好心情@健康工作間」計劃，在工作間推廣僱主和僱員的身心健康。

4.29  勞工處亦透過多種措施加強推廣如何預防工作時中暑，例如舉辦公開及外展
健康講座、派發刊物和宣傳海報、透過流動宣傳媒體放映教育短片及宣傳廣
告，以及發布新聞公報等。年內，我們與職安局開展了一項大型預防中暑推
廣活動，透過派發防護裝備、播放全新製作宣傳短片及進行廣泛宣傳，提醒
僱主及僱員預防工作時中暑，活動的對象主要包括建造業工人、戶外清潔工
人、園藝工人、保安員、於貨櫃碼頭及停機坪工作之從業員。

「飲食業安全獎勵計劃」— 飲食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研討會暨簡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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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為進一步減低站立工作的相關健康風險，勞工處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推出了
一份新指引。該指引強調僱主必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為從事活動受限
制的站立工作（例如：零售商店或快餐店的收銀工作）的僱員，在工作位置提
供合適的工作座椅或供稍事休息的座椅，以及對服務櫃台的設計作出建議。
勞工處於二零一九年透過播放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在報章刊登專
題文章、舉辦健康講座和派發小冊子，廣泛地宣傳該指引。此外，勞工處亦
加強推廣探訪和巡查執法工作，以協助僱主遵守指引的要求。

4.31  二零一九年，勞工處推出了12本全新或新修訂的職安健刊物，以推廣工作安
全和健康。另外，我們亦推出了 15 本以六種不同種族語言（印尼語、印度
語、尼泊爾語、他加祿語、泰語及烏爾都語）的職安健刊物，包括《水上╱岸
邊建築工程安全指引》、《電力工作意外致命個案一》、《高處工作意外致命個
案集》、《戴安全帽須繫緊帽帶 高處工作要用工作台 I》及《戴安全帽須繫緊帽
帶 高處工作要用工作台 II》海報等，以提升不同種族工人的安全意識。

透過政府電視宣傳短片提高僱主及僱員對減低與站立工作相關的健康
風險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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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在二零一九年，職業安全及健康部處理了13 987個查詢，就各項職安健問題
提供意見。此外，職業安全健康中心為僱主及僱員提供資訊及咨詢服務。

為不同種族工人印製的職安健刊物

最新的職安健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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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勞工處亦和物業管理業界合作，並已成立專責小組，加強向物業管理業界宣
傳裝修及維修工作安全，並透過與管業公司的合作，加強向包括承建商及工
人的持責者推廣高處工作的安全措施，包括必須使用合適工作台而非梯具進
行離地工作，及必須配戴設有帽帶的安全帽。我們聯同職安局積極深化在二
零一八年一月推出的「物業管理公司 — 推廣輕便工作台」合作先導計劃，鼓
勵於相關屋苑或住宅大廈內進行裝修及維修工程的承建商及工人使用合適的
梯台及功夫櫈（輕便工作台）。此外，我們繼續聯同職安局推出「中小型企業
安全帽連Y型帽帶資助計劃」，目的是向合資格的建造業中小企提供資助購買
符合安全標準的安全帽連Y型帽帶，減低人體墮下時頭部的受傷程度。該資
助計劃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結束，期間共接獲821宗申請。截至二零一九年
年底，760宗申請已獲批准，受惠工人超過11 700人。

4.34  使用直梯或人字梯進行離地工作存在不少風險，過往亦有不少涉及從這些梯
具墮下的致命意外。為加強僱主及工人的離地工作安全意識，勞工處聯同職
安局繼續推行「中小企改良版輕便工作台資助計劃」，資助中小企購買改良版
的梯台及功夫櫈進行離地工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底，該計劃共接獲
493宗申請，當中449宗申請已獲批准，受惠工人超過7 600人。

4.35  勞工處聯同職安局，透過民政事務總署的社區平台，向業主立案法團、業主
及住戶等推廣裝修及維修工程的安全，特別是高處工作的安全措施，藉此提
升他們對裝修及維修工程的安全意識。

4.36  為提升業界對鍋爐及壓力容器操作的安全意識，我們於年內派發了約1 900
份有關登記及安全使用鍋爐及壓力容器的刊物和小冊子。

職業健康診症服務

4.37  勞工處在觀塘及粉嶺設立職業健康診所，為患有與工作有關的疾病和職業病
的工人，提供診症、醫療及職業健康教育和輔導服務。有需要時，我們會到
病人的工作場所視察，以找出及評估工作環境中的職業健康危害。

4.38  在二零一九年，我們提供了10 718次診症服務。此外，我們為病人成立了病
人互助小組，透過健康講座、經驗分享和組員間的互相扶持，協助他們達到
更理想的康復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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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就業服務

就業服務綱領
w ww.labour.gov.hk/chs/service/content.htm

5.1    就業服務綱領的宗旨，是提供一系列全面及免費的就業輔助和招聘服務，幫
助求職人士找尋合適的工作，並協助僱主填補職位空缺。我們透過以下方式
達致這個目標：

• 為求職人士和僱主提供方便的就業及招聘服務；

• 為失業的弱勢社群提供專項的就業輔助和個人化的服務；

• 協助青年人提高就業能力，並向他們提供擇業意見；

• 規管本地的職業介紹所；

• 保障受港外僱主聘用而前往其他地方就業的本地僱員的權益；及

• 處理按「補充勞工計劃」提出的申請，並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以填補該計
劃的職位空缺。

5.2    勞工處在這綱領下執行的主要法例是《僱傭條例》第XII部及附屬的《職業介紹
所規例》，以及《往香港以外地方就業合約條例》。

5.3    《僱傭條例》第XII部及附屬的《職業介紹所規例》透過發牌、巡查、調查和檢
控，規管本港職業介紹所的運作。

5.4    《往香港以外地方就業合約條例》透過核簽有關人士的僱傭合約，保障受港外
僱主聘用而前往其他地方就業的本地體力勞動工人，以及月薪不超過20,000
元的非體力勞動僱員的權益。

http://www.labour.gov.hk/chs/service/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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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的工作概況和成績
香港的就業情況

5.5    勞工市場在二零一九年年內承受的壓力增加，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第二
季2.8%的低水平上升至第四季的3.3%。就業不足率在首三季處於1.0%的
低水平後，在第四季微升至1.2%。有關勞動人口、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的
最新統計數字，請參看以下網頁： 

 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00_tc.jsp?tableID=006&ID=0&productTy
pe=8。

 

5.6    在二零一九年，私營機構僱主向勞工處的免費招聘服務提供的空缺有
1 288 926個。年內，勞工處錄得111 568宗成功就業個案。（圖五．一及圖
五．二） 

更多服務選擇
就業中心提供的服務

5.7    求職人士可於勞工處轄下的13所就業中心瀏覽職位空缺，然後由中心職員安
排轉介服務，或直接向僱主提出申請。求職人士亦可與就業主任會面，就業
主任會因應求職人士的個別需要和意願，提供求職意見，並協助他們配對及
尋找合適的工作。各中心均設有多種設備如電子顯示屏、觸幕式空缺搜尋終
端機、傳真機、免費電話、連接互聯網的電腦，以及就業資訊角，供求職人
士使用。

行業性招聘中心

5.8    勞工處的三所行業性招聘中心 — 飲食業招聘中心、零售業招聘中心及建造
業招聘中心，為有關行業的僱主及求職人士提供免費及一站式的即場招聘服
務，促進招聘及求職的效率。

電話就業服務

5.9    在勞工處登記求職的人士，可以致電電話就業服務中心（2969 0888），使用
就業轉介服務。該中心的職員可透過電話會議，安排求職人士與僱主直接對
話。

https://www.censtatd.gov.hk/gb/?param=b5uniS&url=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00_tc.jsp%3ftableID=006&ID=0&productTyp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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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就業服務

5.10  勞工處的「互動就業服務」網站（www.jobs.gov.hk）提供24小時的網上就業
服務及全面的就業資訊。該網站是最受歡迎的政府部門網站之一。在二零
一九年，該網站錄得的瀏覽數字約為 1.63 億頁次。該網站設有多個專題網
頁，為特定的服務對象提供專門的就業資訊。求職人士亦可使用「互動就業
服務」流動應用程式，隨時隨地從勞工處的職位空缺資料庫搜尋合適的職位
空缺。在二零一九年，該流動應用程式錄得約1.35億的點擊次數。

5.11  「高等學歷就業資訊網上平台」（www.hee.gov.hk）為持有高等學歷的求職人
士提供就業支援，讓他們了解香港就業市場的情況，及協助他們搜尋和申請
合適的職位空缺。在二零一九年，該網上平台錄得的瀏覽數字約為197萬頁
次。

集中處理職位空缺

5.12  僱主如欲招聘員工，可透過傳真（2566 3331）或互聯網 （www.jobs.gov.hk）
將職位空缺資料送交職位空缺處理中心，而有關職位空缺資料會在審核後經
勞工處轄下的13所就業中心、三所飲食業、零售業及建造業招聘中心、「互
動就業服務」網站和流動應用程式，以及設置於全港多個地點的空缺搜尋終
端機發放。

特別招聘和推廣活動

5.13  勞工處舉辦多種活動推廣就業服務，呼籲僱主提供職位空缺，亦籌辦招聘
會，讓求職人士和僱主直接會面和商談。我們在二零一九年舉辦各種類別的
大型招聘會，以切合來自不同界別求職人士和僱主的各種需要，包括於粉嶺
舉辦招聘會，協助居於偏遠地區的求職人士就業，以及專題招聘會分別協助
少數族裔及年長求職人士尋找合適工作。此外，為了提高招聘效率及促進求
職人士原區就業，就業中心舉辦地區性招聘會，協助僱主招聘區內居民，並
讓求職人士無需長途跋涉參加面試。年內，勞工處舉辦了18場大型招聘會，
吸引了超過25 000名求職人士到場，亦舉辦了960場地區性招聘會，為求職
人士安排了超過32 000次即場面試。

https://www.jobs.gov.hk/
https://www.hee.gov.hk/
https://www.job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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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需要協助的人士提供深入服務
中高齡求職人士

5.14  勞工處為年長人士提供專項就業服務及推動僱主聘用他們，例如在就業中心
設立特別櫃台，為年長求職人士提供優先登記及就業轉介服務，並舉辦僱主
經驗分享會，以及專為年長人士而設的就業講座和招聘會。

5.15  我們推行「中高齡就業計劃」，協助40歲或以上的失業人士就業。僱主按該
計劃聘用每名60歲或以上失業或已離開職場的求職人士，並提供在職培訓，
可獲發放每月最高達4,000元的在職培訓津貼，為期六至12個月；而聘用每
名40歲至59歲失業求職人士的最高在職培訓津貼金額，則為每月3,000元，
為期三至六個月。計劃涵蓋全職及兼職職位。在二零一九年，該計劃共錄得
3 061宗符合參加計劃規定的就業個案。

新來港及少數族裔求職人士

5.16  勞工處透過就業中心，為新來港及少數族裔求職人士提供全面的就業服務，
包括就業咨詢服務、工作轉介和切合他們需要的就業講座及資訊。我們鼓勵
有就業困難的求職人士參加各項就業計劃，以提升就業能力。我們又積極向
他們宣傳本處的招聘活動，以便他們可盡早找到工作。

中高齡就業新里程招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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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自二零一四年九月起，勞工處推行「少數族裔就業服務大使計劃」，聘用「展
翅青見計劃」下能以少數族裔語言溝通的學員，在就業中心、行業性招聘中
心及招聘會擔任就業服務大使。此外，自二零一七年五月起，我們以試點形
式在兩所指定的就業中心，聘用兩名通曉少數族裔語言的就業助理，以加強
對少數族裔求職人士（尤其是南亞裔人士）的就業支援。我們亦舉辦多場大型
及地區共融招聘會，以提高少數族裔人士的就業機會。

工作試驗計劃

5.18  推出「工作試驗計劃」的目的，是提升在就業方面有困難的求職人士的就業競
爭力。這項計劃並無年齡限制，在為期一個月的工作試驗期內，參加者會擔
任參與機構所提供的工作，期間雙方並無僱傭關係。計劃由二零一九年五月
一日起提高試工津貼額及擴展至涵蓋兼職工作。每位參加者在完成一個月的
全職工作試驗後，最高可獲8,300元津貼，而兼職工作試驗的津貼額則以每
小時49元計算，其中500元由參與機構支付。在二零一九年，共有227名求
職人士獲安排參加工作試驗。

受大規模裁員行動影響的工人

5.19  當有大規模的公司倒閉或裁員事件發生時，勞工處會設立查詢熱線，並在就
業中心設立特別櫃台，為受影響員工提供特別就業服務。我們會向僱主搜羅
合適的職位空缺，協助受影響員工尋找工作。此外，本處的「互動就業服務」
網站特設了一個專題網頁，羅列有意聘請近期因結業或裁員而失去工作的求
職人士的僱主所提供的職位空缺，以方便受影響員工更有效地找尋合適的工
作。年內，我們共為約300名受影響的員工提供該特別就業服務。

殘疾求職人士

5.20  勞工處展能就業科為尋求公開就業的殘疾求職人士，提供適切的就業服務。
就業顧問為他們提供個人化就業服務，包括就業輔導、工作選配及轉介，以
及受僱後的跟進服務。年內，該科為2 766名殘疾求職人士登記，並錄得共
2 213宗就業個案。（圖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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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展才能計劃

5.21  「就業展才能計劃」透過向僱主提供津貼，鼓勵他們聘用殘疾人士並提供培訓
及支援，從而協助殘疾人士公開就業。僱主在計劃下聘用殘疾人士的首三個
月工作適應期可獲發的津貼達每月7,000元，其後六個月的每月津貼上限則
為5,000元。合資格的僱主每聘用一名有就業困難的殘疾人士，可獲發放的
最高津貼額共51,000元，而最長津貼期為九個月。在二零一九年，透過該計
劃就業的個案共有942宗。

自助求職綜合服務

5.22  「自助求職綜合服務」的目的在於改善殘疾求職人士的求職技巧，鼓勵他們以
更積極的態度找尋工作，提高他們的就業機會。在二零一九年，共有343名
殘疾求職人士參加這項計劃。

互動展能就業服務網站

5.23  「互動展能就業服務」網站（www.jobs.gov.hk/isps）為殘疾求職人士和僱主提
供就業和招聘服務。殘疾求職人士可透過網站登記、瀏覽職位空缺及進行初
步的就業選配；僱主則可透過網站遞交職位空缺、物色合適殘疾求職人士填
補空缺，以及要求展能就業科轉介殘疾求職人士參加遴選面試。該網站方便
僱主了解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並讓殘疾人士能簡易地使用各項網上就業服
務及其他配套措施。

推廣活動

5.24  年內，展能就業科推行了一系列的宣傳活動，例如舉辦展覽、製作刊物及廣
告、播放宣傳短片，以及透過報章、僱主團體的刊物、電台及電視台、公共
交通網絡、大廈外牆巨型橫額及流動應用程式等推廣宣傳信息，以加深市民
對殘疾人士工作能力的認識，並推廣該科的服務和「就業展才能計劃」。勞工
處亦為僱主及人力資源從業員舉辦大型研討會，並探訪各行各業的僱主及發
出宣傳刊物，為殘疾人士搜羅更多職位空缺。

https://www2.jobs.gov.hk/isps/webform/default.aspx?RunMode=Chinese&s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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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青年人提供的服務
展翅青見計劃

5.25  勞工處推行的「展翅青見計劃」，以「一條龍」的模式為15至24歲、學歷在副
學位或以下的離校青年人提供適切及全面的培訓及就業支援，從而提升他們
的就業能力。

5.26  「展翅青見計劃」全年接受申請，並為學員提供一系列協調及適切的培訓及就
業支援服務。有關服務包括：職前培訓課程、為期一個月的工作實習訓練、
為期六至12個月的在職培訓、每名學員獲發還上限達4,000元的職外培訓課
程和考試費用，以及由註冊社工提供的個案管理服務。僱主聘用每名學員並
為他們提供在職培訓，可獲發放每月高達 4,000 元的培訓津貼，為期六至
12個月。

5.27  在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計劃年度（即二零一八年九月至二零一九年八月），接
受職前培訓的青年人有1 929名，而獲僱主聘用擔任在職培訓職位的學員有
2 004名。

5.28  「展翅青見計劃」一直與培訓機構及個別僱主或特定行業的僱主合作，推出特
別就業項目，為青年人提供度身訂造的職前訓練及在職培訓。在二零一八至
二零一九計劃年度，勞工處合共開辦了 61 個特別就業項目，涉及航空、醫
護、物流、個人及商業服務和物業管理等行業的僱主。

推廣展能就業科服務的刊物及宣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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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勞工處在八月與香港電台第二台合辦「展翅青見超新星2019」頒獎禮暨音樂
會「展翅青見夢飛行Keep Movin’（起動 • 無間）」，以表揚學員於參加計劃後
取得顯著進步，並嘉許培訓機構及僱主的悉心指導。學員的成功經驗是他們
同輩的最佳鼓勵，亦見證了學員、培訓機構、僱主及政府在培育青年人方面
所取得的成就。年內，我們亦推出新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以吸引
青年人參加計劃。

針對就業特別困難的青年人的項目

5.30  為加強支援在就業方面有需要的青年人，「展翅青見計劃」於二零一九年繼續
推行「就業 • 起動」計劃，透過非政府機構為有特別就業困難的青年人安排為
期12個月的在職培訓，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就業 • 起動」亦透過發放「就
業獎勵金」，鼓勵非政府機構協助學員公開就業。

青年就業支援

5.31  勞工處開設了兩所名為「青年就業起點」的青年就業資源中心。該兩所中心為
15至29歲的青年人提供個人化的擇業及自僱支援服務，服務範圍包括職業
潛能評估、擇業指導、專業輔導、增值培訓、自僱支援及提供最新的就業市
場資訊等，讓青年人認清自己的就業方向、提升青年人的就業能力及支援青
年人進行自僱業務。在二零一九年，兩所中心為青年人提供共 70 305 次服
務。

工作假期計劃

5.32  自二零零一年起，香港先後與新西蘭、澳洲、愛爾蘭、德國、日本、加拿
大、韓國、法國、英國、奧地利、匈牙利、瑞典、荷蘭和意大利（生效日期
待定）共14個經濟體系訂立雙邊「工作假期計劃」安排。計劃旨在給予年齡介
乎18至30歲的本港青年人一個擴闊視野的機會，讓他們藉着在海外旅遊期
間生活和短暫工作，體驗外地文化風俗。同時，伙伴經濟體系的青年人亦可
透過計劃增加對香港的認識。

5.33  除英國的「工作假期計劃」可讓香港青年人在當地逗留最多24個月外，其余
13個伙伴經濟體系會向成功申請的青年發出工作假期計劃簽證，讓他們在當
地逗留最多12個月，旅遊期間可從事短期工作以補助旅費及╱或修讀短期課
程（愛爾蘭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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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工作假期計劃」甚受青年歡迎。直至二零一九年年底，已有約96 000名香
港青年人參與計劃。勞工處會繼續加強推廣此計劃，並與更多經濟體系商議
設立新「工作假期計劃」或擴展現有雙邊安排，提供更多選擇和機會給本港青
年人參與計劃。

對職業介紹所及往香港以外地區就業的規管
5.35  勞工處透過發牌、巡查、調查投訴和檢控，對本港的職業介紹所作出規管。

在二零一九年，我們發出3 266個職業介紹所牌照，撤銷或拒絕發出╱續發
13 個牌照。截至二零一九年年底，全港共有 3 240 間持牌職業介紹所。年
內，勞工處人員視察職業介紹所共2 043次。

5.36  我們已發出《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簡稱「實務守則」）供業界依循，
以 促 進 業 界 的 專 業 水 平 及 服 務 質 素。同 時，職 業 介 紹 所 專 題 網 站
（www.eaa.labour.gov.hk）為職業介紹所經營者及職員、求職人士、僱主及
其他公眾人士提供有關規管職業介紹所的最新資訊。該網站亦發布職業介紹
所因濫收佣金及無牌經營而被定罪、被撤銷或拒絕續發牌照，以及因違反實
務守則而被書面警告的紀錄，以協助公眾在使用職業介紹所服務時作出知情
的決定，並促進業界採取良好的營運手法。

5.37  勞工處亦透過核簽所有涉及體力勞動工人及月薪不超過20,000元的非體力勞
動僱員在港簽訂的僱傭合約，保障受僱於港外僱主而前往其他地區就業的本
地僱員的權益。

規管輸入勞工
補充勞工計劃

5.38  勞工處負責執行「補充勞工計劃」。這計劃的推行原則，是在確保本地工人優
先就業的同時，容許有確實招聘困難的僱主輸入屬技術員級別或以下的勞工。

5.39  我們為本地求職人士提供全面的就業選配和轉介服務，務求他們能優先就
業，並廣泛發布按計劃登記的空缺資料。本地工人在合適的情況下，可參加
度身訂造的再培訓課程，作出充分準備，增加自己獲聘的機會。如僱主的申
請設有限制性而不合理的入職要求，或無誠意聘用本地工人，他們的申請會
被拒絕。

http://www.eaa.labou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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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截至二零一九年年底，根據「補充勞工計劃」在香港工作的輸入勞工共有
5 637名。

外籍家庭傭工政策

5.41  政府自一九七零年代起准許輸入外籍家庭傭工（簡稱「外傭」）在香港工作。外
傭除與香港所有僱員一樣，享有同樣的法定權利及福利，亦受到政府訂定的
標準僱傭合約的保障。根據標準僱傭合約，僱主必須提供予外傭有合理私隱
的免費住宿、免費膳食（或膳食津貼）、外傭來往原居地的旅費，以及免費醫
療等。外傭亦透過政府訂定的「規定最低工資」，享有薪酬保障。僱主向外傭
支付的薪金，須不少於在合約訂立時的「規定最低工資」的水平。政府非常重
視保障外傭的法定及合約列明的權益。勞工處全力調查涉嫌違反外傭法定權
益的個案，並在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提出檢控。

5.42  為加強對外傭的保障，及提高他們對自身權益的認知，勞工處繼續舉行多項
宣傳和教育活動，並緊密聯繫外傭來源地的政府及駐港總領事館、為外傭提
供服務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外傭僱主組織，以討論有關加強對外傭保障的事
宜。在僱主方面，我們製作通訊以介紹勞工處的服務及支援渠道。我們亦為
新來港外傭和首次聘用外傭的僱主舉辦簡介會，加深他們對各自的權益和責
任的認識。

5.43  截至二零一九年年底，共有399 320名外傭在港工作，當中有55.0%來自菲
律賓，來自印尼的則佔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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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僱員權益及福利

僱員權益及福利綱領
w ww.labour.gov.hk/chs/erb/content.htm

6.1    僱員權益及福利綱領的宗旨，是以持平的態度改善和保障僱員的權益及福
利。我們的目標是逐步提高僱傭標準，以配合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步伐和
顧及勞資雙方的利益。我們透過以下方式達致這個目標：

• 訂定和修訂僱傭標準，並就此征詢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

• 透過視察工作場所、調查涉嫌違反法定條款的個案和檢控違法僱主，確保
僱主遵守有關的法定及合約僱傭條件；

• 處理僱員的工傷補償聲請；

• 處理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簡稱「破欠基金」）的特惠款項申請；

• 與各個為保障僱員權益而設立的法定機構保持緊密合作；及

• 為僱員和僱主提供以客為本的資訊，確保他們認識本身的權利和責任。

6.2   勞工處在這綱領下執行的主要法例包括《僱員補償條例》、《肺塵埃沉着病及
間皮瘤（補償）條例》、《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僱員補償援助條例》、
《僱傭條例》及附屬的《僱用兒童規例》和《僱用青年（工業）規例》、《最低工資
條例》、《破產欠薪保障條例》，以及《入境條例》第 IVB部的條文。

6.3    《僱員補償條例》設立了一個不論過失及無須供款的僱員補償制度，令個別僱
主須負責就因工傷亡的個案支付補償。該條例規定所有僱主必須持有有效的
保險單，以便他們能負起在法律（包括普通法）之下所應承擔的責任。

6.4    《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規定發放補償予患上肺塵埃沉着病及╱
或間皮瘤的人士及因該等疾病死亡人士的家庭成員。補償款項來自肺塵埃沉
着病補償基金，而該基金由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管理。

6.5    《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規定為因受僱從事指定高噪音工作而罹患噪音所致
失聰的人士提供補償。補償款項來自職業性失聰補償基金，而該基金由職業
性失聰補償管理局管理。

http://www.labour.gov.hk/chs/erb/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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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僱員補償援助條例》設立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為因工傷亡而未能從僱主及其
承保人取得應得補償的僱員及其家庭成員提供援助，而該基金由僱員補償援
助基金管理局管理。

6.7    《僱傭條例》是規管僱傭條件的主要法例，其附屬的《僱用兒童規例》禁止僱主
僱用15歲以下的兒童在工業機構內工作，並對非工業機構僱用年滿13歲但
未足15歲的兒童作出規管；而《僱用青年（工業）規例》則規定受僱於工業機
構的青年的工作時間安排，以及禁止青年受僱於危險行業。

6.8    《最低工資條例》建立法定最低工資制度，設定工資下限，以防止工資過低，
並同時確保不會嚴重損害本港勞工市場的靈活性、經濟發展和競爭力，以及
不會對弱勢工人的就業機會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僱主欠付法定最低工資，
等同欠薪，屬於違反《僱傭條例》的工資規定。

6.9    《破產欠薪保障條例》設立破欠基金，以特惠款項的形式向受僱主無力償債影
響的僱員提供適時援助。

6.10  勞工處亦負責執行《入境條例》第 IVB部的條文，以遏止僱用非法勞工，從而
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

 

二零一九年的工作概況和成績
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6.11  勞工處在二零一九年進行了多項工作，加強保障僱員的權益和福利。這綱領
下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載於圖六．一。

改善僱傭福利

6.12  在二零一九年，我們修訂了《僱員補償條例》、《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
償）條例》及《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提高共18項有關工傷意外或訂明職
業病的補償金額及擴大《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下的醫療裝置
範圍，經調整的補償金額及擴大的醫療裝置範圍由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起生效。

6.13  《最低工資條例》所規定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每小時 34.5 元調升 8.7% 至
37.5元，由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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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打擊違例欠薪

6.14  在二零一九年，勞工處繼續採取積極進取的策略，從源頭解決欠薪問題，包
括積極宣傳和推廣，加強執法和檢控，以及利用與工會建立的預警機制，收
集有關情報。我們亦主動監察較易受影響的行業及機構，以防止及盡早發現
欠薪、短付工資等情況，並及早介入以處理有關問題。

6.15  我們繼續加強執法及檢控違例欠薪的僱主和公司負責人員。我們到全港各區
的工作場所進行突擊巡查，以查察是否有僱主違例欠薪。勞工督察在進行巡
查時會主動與僱員面談，當發現涉嫌違例個案，便迅速作出調查。如有足夠
證據，我們會提出檢控。

6.16  年內，就勞工處發出及已定罪的傳票中，屬於欠薪罪行的傳票有836張，而
拖欠勞資審裁處（簡稱「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簡稱「仲裁處」）裁
斷款項的傳票則有 186 張。五名公司董事因觸犯這些罪行而被判處監禁刑
罰，另有兩名公司董事及一名僱主被判社會服務令。上述裁決對僱主及公司
負責人員發出了強烈的信息，令他們明白拖欠工資及審裁處或仲裁處裁斷款
項的嚴重性。

嚴厲執法以保障僱員權益

6.17  勞工處繼續嚴厲執法，確保勞工法例下僱員的法定權益得到充分保障。

6.18  在二零一九年，勞工督察對不同行業的機構進行了152 927次巡查以執行勞
工法例（圖六．二），當中包括59 383次巡查是查察僱主有否遵從《最低工資
條例》的規定。

6.19  我們透過巡查及對特定行業的機構進行視察行動，執行《僱員補償條例》有關
強制購買僱員補償保險的規定。年內，我們進行了116 618次巡查以執行有
關規定。

6.20  我們繼續與有外判服務的政府部門保持緊密合作，監察僱用非技術工人的承
辦商，以保障僱員的權益。年內，我們共進行823次有關工作地點的巡查，
與2 445名工人進行面談，以查核承辦商有否遵守勞工法例。

6.21  為確保僱主遵守「補充勞工計劃」的規定，我們調查了49宗有關輸入勞工的
投訴和涉嫌違規個案，調查事項包括工資及工作時間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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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僱員補償個案及改善僱員的工傷保障

6.22  根據現時不論過失的僱員補償制度，如僱員因工傷亡，該受傷僱員或身故僱
員的家庭成員可獲補償。涉及死亡個案的索償由法院裁決，或根據在二零零
零年八月推行的改良機制，由勞工處處長裁定。

6.23  在二零一九年，勞工處共接獲48 421宗僱員補償個案，當中包括14 641宗
涉及不超過三天病假的輕傷個案。截至年底，在33 780宗涉及死亡或病假超
過三天的受傷個案中，我們已完成處理20 089宗，所涉及的補償金額約2.82
億元。余下的個案則尚待僱員的病假結束、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評估或法院
的裁決。（圖六．三及圖六．四）

6.24  勞工處加強「個案支援服務」，透過專責跟進、及早介入、主動聯絡及安排會
面，協助僱傭雙方盡早解決工傷爭議個案。

6.25  由勞工處統籌的「改善高風險行業僱員工傷保障專責小組」繼續推行改善措
施，包括加強宣傳推廣僱主購買足額勞保，優化處理僱員補償個案流程及縮
短安排僱員判傷所需的時間等。該專責小組會繼續研究及推行其他改善措
施。

簡報會及宣傳活動

6.26  在二零一九年，勞工處為政府部門舉辦三次簡報會，並為輸入勞工舉辦64次
簡介會，向有關人士講解他們的權利和責任。

6.27  我們透過流動應用程式、商業大廈電梯大堂的顯示屏、公共交通網絡、港鐵
車站及列車內的廣告等途徑，廣泛宣傳勞工處的投訴熱線（2815 2200），鼓
勵市民舉報涉嫌違反僱傭權益的個案。

6.28  年內，我們舉辦各類型的宣傳活動，推廣法定最低工資的修訂水平及《最低
工資條例》。這些活動包括透過不同媒體播放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
帶、派發及張貼宣傳單張和海報、舉辦講座和巡迴展覽，以及在報章、流動
應用程式、網上平台及公共交通工具刊登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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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法定最低工資修訂水平的行人天橋柱身廣告

《最低工資條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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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我們繼續宣傳僱主須依法呈報工傷及投購僱員補償保險的法定責任。推廣工
作包括播放宣傳影片及聲帶、在公共交通工具刊登廣告、透過多種途徑派發
單張和張貼海報、在職工會和商會的刊物宣傳信息、在勞工處網頁作宣傳，
以及在《僱員補償條例》研討會重點講解法例的規定及違法後果。年內，我們
舉行和參與了九場有關《僱員補償條例》的研討會╱講座。

宣傳海報推廣僱主須依法投購僱員補償保險的法定責任

《僱員補償條例》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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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定機構合作

6.30  我們與多個法定機構保持緊密合作。這些法定機構按法規成立，以推行各項
保障僱員權益的計劃。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簡稱「破欠基金委員會」）

6.31  破欠基金委員會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設立，負責管理破欠基金。僱員如
因僱主無力償債而被拖欠工資、代通知金、遣散費、未放年假薪酬及未放法
定假日薪酬，可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向破欠基金申請特惠款項。基金的
資金主要是來自商業登記證的征費。

6.32  勞工處為破欠基金委員會提供行政支援、查核破欠基金接獲的申請及從破欠
基金撥付特惠款項。在二零一九年，我們共接獲3 171宗及處理2 865宗僱
員因公司結業被拖欠薪金及其他法定權益，而須向破欠基金提出支付特惠款
項的申請，並發放8,310萬元特惠款項。按經濟行業劃分接獲的申請數目載
列於圖六．五。

6.33  破欠基金為因公司倒閉而受影響的僱員提供安全網，在維持良好勞資關係和
社會穩定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勞工處與破欠基金委員會極重視防止破欠基
金被濫用。為此，我們訂有嚴格的審查機制處理所有申請，並設有一個跨部
門專責小組，成員包括勞工處、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破產管理署及法律
援助署的代表，就懷疑欺詐個案聯手採取打擊行動。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6.34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是根據《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
成立，為肺塵埃沉着病及╱或間皮瘤患者及因該等疾病死亡人士的家庭成員
提供補償金。該委員會的經費來自向建造業及石礦業收取的征款。根據《肺
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勞工處負責評定申請人是否符合獲得補
償的資格。在二零一九年年底，共有1 432名合資格人士按月獲基金委員會
發放補償金。年內，基金委員會發出的補償款項共2.1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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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6.35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是根據《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成立，為因受僱從
事指定高噪音工作而罹患噪音所致失聰的人士提供補償，以及資助他們購
買、裝配、維修或保養聽力輔助器具。管理局的另一重要工作是推行教育及
宣傳活動以防止職業性失聰，及為職業性失聰患者提供復康服務。在二零
一九年，管理局共批准362宗補償申請，發放補償款項達 3,390萬元，以及
批准841宗有關支付聽力輔助器具開支的申請和支付561萬元。管理局亦為
因受僱從事指定高噪音工作而聽力受損的人士安排共745項復康活動。

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

6.36  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是根據《僱員補償援助條例》成立，負責管理僱員補
償援助基金。因工受傷的僱員及因工死亡僱員的合資格家庭成員，如已用盡
一切法律及財政上可行的途徑仍無法從僱主及其承保人取得其因工傷亡應得
的補償，該基金可為他們提供援助金。在二零一九年，管理局共批准43宗申
請，涉及款項4,88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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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國際勞工事務

國際勞工標準的實施

7.1    國際勞工組織所制定的國際勞工公約為其成員國訂立勞工標準。雖然香港不
是一個國家，也不是國際勞工組織的成員，但截至二零一九年年底，經修改
或無需修改而適用於香港的國際勞工公約共有31項（圖七．一）。其他國際條
約，包括《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也有觸及勞工標準，然而其涵蓋範圍遠較國際勞工公約為少。

7.2    香港備有完整的法例及行政措施，以落實國際公認的勞工標準。通過不斷改
善勞工法例及行政措施，香港實施的勞工標準，與在經濟發展、社會及文化
背景相近的鄰近地方相若。

參與國際勞工組織活動

7.3    香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的身分，參與國際勞工組織的活動，或以
「中國香港」名義自行參與不限於國家才可參加的活動。

7.4    在二零一九年，勞工處繼續積極參與國際勞工組織舉辦的活動，以了解國際
勞工事務的最新發展。年內，香港代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的身
分，出席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108屆國際勞工大會。二零一九年是國際勞
工組織成立一百周年，是次大會亦稱為「百年大會」。

與其他勞工事務行政機關的聯繫

7.5    年內，勞工處接待了來自其他地方的勞工事務行政機關代表團，亦派員到其
他地方出席與勞工事務有關的活動，與其他勞工事務行政人員就不同的勞工
議題交換意見和分享經驗。（圖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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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統計數字與圖表
圖二 ‧ 一      二零一九年經定罪的傳票個案及罰款總額

圖二 ‧ 二      勞工處組織架構 (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圖二 ‧ 三      勞工顧問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成員組織及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
                   年度成員名單

圖三 ‧ 一      二零一九年勞資關係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圖三 ‧ 二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的勞資糾紛數目

圖三 ‧三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的申索聲請數目

圖三 ‧ 四      二零一九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按成因劃分的勞資糾紛數目

圖三 ‧ 五      二零一九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按成因劃分的申索聲請數目

圖三 ‧ 六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罷工數目及參與罷工的僱員人數

圖三 •七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每千名受薪僱員因罷工所損失的工作
                  日 數

圖四 ‧ 一      二零一九年工作安全與健康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圖五 ‧ 一      二零一九年就業服務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圖五 ‧二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向健全求職人士提供就業服務的工作表
                    現指標

圖五 ‧三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向殘疾求職人士提供就業服務的工作表
                    現指標

圖六 ‧ 一      二零一九年僱員權益及福利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圖六 ‧ 二      二零一九年按主要經濟行業劃分的巡查次數

圖六 ‧三      二零一九年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並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個 
                    案數目

圖六 ‧ 四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的個案數目

圖六 ‧ 五      二零一九年按經濟行業劃分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接獲的申請數目

圖七 ‧一      在香港適用的三十一項國際勞工公約一覽表

圖七 ‧二      二零一九年參與國際勞工組織的主要活動及與其他勞工事務行政
                    機關的主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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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一
二零一九年經定罪的傳票個案及罰款總額

條例 經定罪的傳票數目 罰款($)

《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

                                                                 小計 6 17,200

《僱員補償條例》

                                                                 小計 1,110 2,718,200

《僱傭條例》及附屬規例
法定福利個案

青年及兒童個案1

職業介紹所個案2

                                               小計

1,307

-

37

1,344

5,988,450

-

282,000

6,270,450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附屬規例
工廠個案

建築地盤個案

                                               小計

  443  

1,745

2,188

 3,853,450 

15,243,600
                                 

19,097,050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附屬規例

                                                                 小計 185 2,219,450

《入境條例》

                                                                 小計 10 16,200

總計 4,843 30,338,550

註 : 1. 涉及《僱用青年（工業）規例》及《僱用兒童規例》的個案
      2. 涉及職業介紹所違反《僱傭條例》及《職業介紹所規例》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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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二
勞工處組織架構（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陳嘉信先生，J.P.

勞工處處長

李寶儀女士，J.P.

   勞工處副處長
  （勞工事務行政）

梁永恩先生，J.P.

   勞工處副處長
  （職業安全及健康）

梁樂文先生

李志聰先生，J.P.

  勞工處助理處長
 （勞資關係）

  勞工處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張凱珊女士

  勞工處助理處長
 （政策支援）

温治平先生

  總職業安全主任
 （系統及支援）

胡偉雄先生，J.P.

  勞工處助理處長
 （職業安全）

許柏坤先生，J.P.

  勞工處助理處長
  （就業事務）

何錦標先生，J.P.

  勞工處助理處長
  （發展）

何孟儀醫生，J.P.

  職業健康顧問醫生
 （二）

温遠光醫生

  職業健康顧問醫生
 （一）

意外分析及資訊科

發展科

聯繫及聯絡科

職業安全及健康訓練中心

註冊及職員培訓科

安全推廣科

技術支援組

勞資關係科

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

勞資協商促進科

工時政策科

僱員補償科

僱傭申索調查科

勞工視察科

檢控科

薪酬保障科

新聞及公共關係科

員工培訓及發展科

部門行政科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總部）

對沖政策科

政策支援科

職業介紹所事務科

鍋爐及壓力容器科

法律事務科

法例檢討小組

行動科（總部）

行動科（港島及離島）

行動科（九龍）

行動科（新界東及觀塘）

行動科（新界西）

行動科（綜合服務）

行動科（大型工程項目）

就業資訊及推廣科

就業科

資訊科技管理科

展能就業科

青年就業科

國際聯繫科

職工會登記局

法定最低工資科

補充勞工科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組

職業環境衛生科（發展）

職業醫學科（健康推廣）

職業醫學科（特別職務）

綜合服務（職業健康服務）

職業醫學科（診所服務）

職業環境衛生科（香港/九龍）

職業環境衛生科（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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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三
勞工顧問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成員組織及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成員名單

職權範圍 

勞工顧問委員會就有關勞工的事宜，包括法例及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和建議書，向勞工處處長提供意
見。如委員會認為有需要時，可成立轄屬委員會，並加入非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的人士出任該等委員
會的委員。

成員組織 

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成員組織如下：
主席                   勞工處處長（當然主席）
委員                   五名由已登記僱員工會選出的僱員委員 
              五名由主要僱主商會提名的僱主委員 
              一名以個人身分獲委任的僱員委員及一名以個人身分獲委任的僱主委員
秘書                   由一名高級勞工事務主任擔任

成員名單 

主席             
陳嘉信先生，JP                                      勞工處處長

委員
僱員代表
周小松先生
陳耀光先生
鄧家彪先生，JP                                      由已登記的僱員工會選出
李國強先生
梁籌庭先生 
佘慧敏女士                                              以個人身分獲委任

僱主代表　
何世柱先生，大紫荊勳賢，GBS, JP       代表香港中華總商會
麥建華博士，BBS, JP                             代表香港僱主聯合會
施榮懷先生，BBS, JP                             代表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于健安先生，JP                                       代表香港總商會
郭振華先生，SBS, MH, JP                      代表香港工業總會
張成雄先生，BBS                                   以個人身分獲委任 

秘書
陳麗香女士                                              高級勞工事務主任



50 PB

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數目

I. 調停及咨詢服務

處理的勞資糾紛及申索聲請數目

進行咨詢面談的次數

經調停而獲解決的勞資糾紛及申索聲請的百分率

13 831

65 343

75.9%

II. 小額僱傭申索的仲裁

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仲裁的申索數目 570

III. 職工會管理

登記新職工會及職工會更改名稱/ 規則

探訪職工會次數

查閱職工會帳表數目

為職工會舉辦訓練課程的數目

96

360

629

4

圖三‧一
二零一九年勞資關係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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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二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的勞資糾紛數目

年份 個案數目

2015 53

2016 55

2017 57

2018 90

2019 76

個案數目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50 100 150

76

53

55

57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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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三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的申索聲請數目

個案數目

年份 個案數目

2015 14 388

2016 14 672

2017 14 666

2018 13 691

2019 13 755

10 000 20 000 30 000

13 755

13 691

14 666

14 388

14 672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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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四
二零一九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按成因劃分的勞資糾紛數目

* 括號內之數字為相關的個案數目

個案總數 : 76

成因 個案數目  百分比

涉及總承判商與次承判商的糾紛 27 35.5%

結業 / 破產 24 31.6%

工資糾紛 18 23.7%

解僱 1 1.3%

其他 6 7.9%

個案總數                                               76

涉及總承判商與
次承判商的糾紛
35.5% (27)

結業 / 破產
31.6% (24)

其他
7.9% (6)

工資糾紛
23.7% (18)

解僱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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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五
二零一九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按成因劃分的申索聲請數目

* 括號內之數字為相關的個案數目

個案總數 : 13 755

成因 個案數目 百分比

終止合約 6 447 46.9%

工資糾紛 4 346 31.6%

假日薪酬 / 年假薪酬/ 休息日工資 /
疾病津貼糾紛 1 320 9.6%

結業 / 破產 130 0.9%

裁員/ 停工 126 0.9%

更改僱傭合約條款 93 0.7%

其他 1 293 9.4%

個案總數                                                13 755

終止合約
46.9% (6 447)

工資糾紛
31.6% (4 346)

假日薪酬 / 年假薪酬 / 
休息日工資 / 

疾病津貼糾紛
9.6% (1 320)

結業 / 破產
0.9% (130)

裁員 / 停工
0.9% (126)

更改僱傭合約條款
0.7% (93)

其他
9.4% (1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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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一宗在 2017 年年終發生並在 2018 年年初完結的罷工個案

圖三‧六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罷工數目及參與罷工的僱員人數

參與罷工的僱員人數

年份 罷工數目 參與罷工的僱員人數

2015 2 106

2016 3 153

2017 3 148

2018  5^  168^

2019 0 0

100 200 300 4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00

148

106

153

168

2

3

3

5

0 1 32 4 5

罷工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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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七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每千名受薪僱員*因罷工所損失的工作日數

* 受薪僱員包括僱員及曾受僱的失業人士

年份 損失的工作日數

2015 0.03

2016 0.05

2017 0.05

2018 0.06

2019 0.00

損失的工作日數

0.05 0.10 0.15

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0.05

0.03

0.05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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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數目

I. 視察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進行
視察的次數

166 036

根據《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進行檢驗的次數 4 680

II. 調查

對工作場所發生的意外進行調查的次數 20 243

對懷疑職業病/ 職業健康問題個案進行調查的次數 2 625

III. 宣傳及教育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到工
作場所進行推廣性質的探訪次數

6 633

舉辦講座、講課和研討會數目 2 046

IV. 登記壓力器具

登記壓力器具數目 2 022

為簽發或批署合格證書而舉行的考試及批准豁免的次數 543

V. 診症服務

診症次數 10 718

圖四‧一
二零一九年工作安全與健康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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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數目

I. 健全求職人士

登記人數 43 742

就業個案 111 568

II. 殘疾求職人士

登記人數 2 766

就業個案 2 213

III. 規管職業介紹所

簽發牌照數目 3 266

巡查次數 2 043

IV. 處理「補充勞工計劃」申請的數目 1 153

圖五‧一
二零一九年就業服務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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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二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向健全求職人士提供就業服務的工作表現指標

年份 求職登記 職位空缺 就業個案

2015 67 221 1 345 272 148 347

2016 63 814 1 350 993 149 794

2017 49 233 1 422 380 154 222

2018 38 567 1 471 251 136 079

2019 43 742 1 291 502 111 568

個案數目

200 000 400 000 600 000 800 000 1 000 000 1 200 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 400 000

43 742

111 568

49 233

154 222

67 221

1 345 272

148 347

63 814

1 350 993

149 794

38 567

136 079

1 291 502

1 471 251

1 422 380

求職登記

職位空缺

就業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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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三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向殘疾求職人士提供就業服務的工作表現指標

年份 求職登記 職位空缺 就業個案

2015 2 720 10 450 2 401

2016 2 790 10 658 2 250

2017 2 833 10 785 2 203

2018 2 766 9 680 2 219

2019 2 766 10 566 2 213

個案數目

2 500 5 000 7 500 10  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 766

2 213

2 833

2 203

2 720

2 401

10 450

2 790

2 250

2 766

2 219

10 566

10 785

10 658

9 680

求職登記

職位空缺

就業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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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數目

I. 在工作場所進行的巡查次數 152 927

II. 接獲僱員補償聲請的數目 48 421

III. 為受傷僱員辦理銷假的會面次數 41 159

IV. 評估受傷僱員的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程度

普通評估 18 543

特別評估 0

覆檢評估 4 451

V. 處理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發放特惠款項的申請數目 2 865

VI. 調查「補充勞工計劃」下輸入勞工的個案數目 49

VII. 與違例欠薪有關的定罪傳票數目 836

圖六‧一
二零一九年僱員權益及福利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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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二
二零一九年按主要經濟行業劃分的巡查次數

* 括號內之數字為相關的巡查數目

批發、零售、進出口
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50.0% (76 492)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5.7% (8 684)

社區、社會及
個人服務業

13.3% (20 362)

金融、保險、地產及
商用服務業

18.6% (28 426)

建造業
4.2% (6 482)

製造業
5.1% (7 780)

其他行業
3.1% (4 701)

巡查總數 : 152 927

經濟行業 巡查次數 百分比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
及酒店業 76 492 50.0%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28 426 18.6%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20 362 13.3%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8 684 5.7%

製造業 7 780 5.1%

建造業 6 482 4.2%

其他行業 4 701 3.1%

巡查總數                                             152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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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三
二零一九年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並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個案數目*

年齡組別 男性 女性

<18 53 24

18-39 6 375 4 115

40-55 6 501 6 832

>55 5 345 4 535

個案數目

* 個案數字不包括 14 641 宗涉及不超過三天病假的個案

年齡組別

<18

18-39

40-55

>55

2 500 5 000 7 500 10  000

53

24

6 375

4 115

6 501

6 832

5 345

4 535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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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四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的個案數目

年份 輕傷個案* 受傷個案 所有受傷個案 死亡個案

2015 14 994 36 732 51 726 191

2016 15 134 36 230 51 364 190

2017 14 645 36 247 50 892 216

2018 14 789 36 589 51 378 199

2019 14 641 33 557 48 198 223

* 輕傷個案是指涉及不超過三天病假的受傷個案

個案數目

20 000 40 000 60 000

14 641

33 557

48 198

223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4 645

36 247

50 892

216

14 994

36 732

51 726

 191

15 134

36 230

51 364

190

14 789

36 589

51 378

199

受傷個案

輕傷個案 *

所有受傷個案

死亡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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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五
二零一九年按經濟行業劃分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接獲的申請數目

* 括號內之數字為相關的申請數目

批發、零售、進出口
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42.8% (1 356)

製造業
2.9% (92)

建造業
36.4% (1 154)

社區、社會及
個人服務業
4.7% (150)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6.8% (216)

金融、保險、地產及
商用服務業
5.6% (178)

其他
0.8% (25)

總申請數目 : 3 171   

經濟行業 申請數目 百分比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1 356 42.8%

建造業 1 154 36.4%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216 6.8%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178 5.6%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50 4.7%

製造業 92 2.9%

其他 25 0.8%

總申請數目                                                         3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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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編號 名稱

2. 一九一九年《失業公約》

3. 一九一九年《分娩保護公約》

11. 一九二一年《結社權利（農業）公約》

12. 一九二一年《工人賠償（農業）公約》

14. 一九二一年《每周休息（工業）公約》

17. 一九二五年《工作賠償（意外）公約》

19. 一九二五年《待遇平等（意外賠償）公約》

29. 一九三零年《強迫勞動公約》

32. 一九三二年《防止意外（碼頭工人）公約（修訂本）》

42. 一九三四年《工人賠償（職業病）公約（修訂本）》

81. 一九四七年《勞工督察公約》

87. 一九四八年《結社自由與保護組織權利公約》

90. 一九四八年《青年夜間工作（工業）公約（修訂本）》

97. 一九四九年《移居就業公約（修訂本）》

98. 一九四九年《組織權利及集體談判權利公約》

101. 一九五二年《有薪假期（農業）公約》

105. 一九五七年《廢除強迫勞動公約》

108. 一九五八年《海員身份證件公約》

115. 一九六零年《輻射防護公約》

122. 一九六四年《就業政策公約》

124. 一九六五年《青年體格檢查（井下作業）公約》

138. 一九七三年《最低年齡公約》

141. 一九七五年《農業工人組織公約》

142. 一九七五年《人力資源開發公約》

144. 一九七六年《三方協商（國際勞工標準）公約》

148. 一九七七年《工作環境（空氣污染、噪音和震動）公約》

150. 一九七八年《勞動行政管理公約》

151. 一九七八年《（公務員）勞動關係公約》

160. 一九八五年《勞工統計公約》

182. 一九九九年《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約》 

MLC 二零零六年《海事勞工公約》

圖七‧一
在香港適用的三十一項國際勞工公約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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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活動

六月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率領一個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組成的代表團，以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的身分，出席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108屆
國際勞工大會。2019年是國際勞工組織成立一百周年，是次大會亦稱為
「百年大會」。

十月 勞工處處長率領代表團，按「互訪計劃」到北京訪問國務院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部，並拜會游鈞副部長。代表團亦與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應
急管理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企業聯合會及國際勞工組織北京局的
高層代表會面，就勞工事務及職業安全課題進行交流。

圖七‧二
二零一九年參與國際勞工組織的主要活動及與其他勞工事務行政機關的主要聯繫



本年報所載資料經多方核證，力求準確無誤。如因使用有關資料而引致任何損失、
或因依據有關資料而得出任何意見，勞工處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除作非牟利教育用途外，未經勞工處處長同意，不得翻印或轉載本年報任何內容。
如翻印或轉載本年報任何內容，必須註明本年報之全名及版權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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