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资关系条例 

指南 
 



前言 

 

 本指南简介香港法例第55章《劳资关系条例》就劳资关系的改善，

以及劳资纠纷得以达成和解作出的主要规定。对有关法例的诠释，应以《劳

资关系条例》原文为依归。 

 

 有关条例的查询，请与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办事处联络，地址详

列于以下网页：http://www.labour.gov.hk/chs/tele/lr1.htm 。 

 

 

简介 

 

 《劳资关系条例》的目的在于订立一套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以

减低劳资纠纷可能引起的社会磨擦或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2.  当一宗劳资纠纷发生时，最初可交由劳工处劳资关系科进行普通

调停。如果普通调停未能达致和解，劳工处处长可任命一名特派调停员负

责进行调停。 

 

3.  无论有没有普通调停或特别调停的安排，处长可委任一名调解员

或委出一个调解委员会调解该劳资纠纷。尽管调停必须出于自愿，但处长

可在无须征得当事人同意下将纠纷转介作调解。 

 

4.  如果普通调停或特别调停未能令劳资纠纷达成和解，行政长官会

同行政会议可以有以下三个选择 － 

(甲) 在各方当事人同意下将该纠纷转介仲裁； 

(乙) 将该纠纷交由调查委员会处理；或 

(丙) 按照该纠纷情况的需要而采取其它行动。 

 

5.  一宗劳资纠纷可能引致货物供应或服务中断，以致严重损害香港

的经济或严重危及巿民大众的生活。为保障社会人士，条例规定在有需要

的情况下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颁布施行冷静期。这条文须由行政长官

会同行政会议在宪报公布后才生效。 

 

6.  本条例并不影响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和劳资审裁处的运作。它们

将继续处理有关违反雇佣合约或根据《雇佣条例》、《最低工资条例》及

《往香港以外地区就业合约条例》而提出的申索。 

 

http://www.labour.gov.hk/chs/tele/lr1.htm


7.  本条例适用于私人机构的雇主与雇员，但却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雇员。政府雇员是受其服务规例及程序所管辖。 

 

 

调停 

普通调停 

 

8.  根据条例规定，劳工处处长可对劳资纠纷进行调查及授权劳资关

系科的调停员进行调停，以促使该纠纷达成和解。参与各类调停的决定是

出于自愿的，条例并无硬性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出席调停会议。 

 

特别调停 

 

9.  如果纠纷经普通调停后仍未达成和解，调停员应立即向处长呈报。

处长在接获报告后，可任命一位特派调停员开始或进行特别调停。 

 

10.  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处长可无须授权进行普通调停而将纠纷直接

交付特别调停。 

 

和解备忘录 

 

11.  凡劳资纠纷经调停或特别调停而达成和解，各方当事人或其代表

须就和解条款拟订协议书，在签署作实后送交处长。各方当事人应遵守协

议内容。 

 

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呈交报告 

 

12.  如果一宗纠纷经普通调停或特别调停后仍未能达成和解，调停员

或特派调停员应立即向处长呈报。当继续调停也不会取得任何成效而需要

采取其它方法解决纠纷时，处长可将一份有关该劳资纠纷的报告书连同其

建议呈交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审阅。 

 

 

 



转介仲裁或转介调查委员会处理 

 

13.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于考虑处长所呈交的报告书后，可以 － 

(甲) 在各方当事人同意下，将该劳资纠纷转介仲裁； 

(乙) 将该劳资纠纷转介调查委员会处理；或 

(丙) 按照该劳资纠纷情况所需而采取其它行动。 

 

享有特权的通讯 

 

14. 调停员于进行调停时所得到的任何资料，除非获得提供该等资料的人

士同意，否则不得在仲裁聆讯或调查委员会聆讯中被接纳为证据。 

 

 

调解 

 

调解员或调解委员会的委任或委出 

 

15.  凡发生劳资纠纷时，不论有没有进行调停或特别调停，处长可委

任一名调解员或委出一个由两名或多于两名的人士组成的调解委员会调

解该劳资纠纷。 

 

调解员的权力 

 

16.  调解员可调查劳资纠纷的因由及情况，并可 － 

(甲)  探访劳资纠纷各方或其它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受雇或经营业务的

处所； 

(乙)  与劳资纠纷各方或其它有利害关系的各方进行面谈； 

(丙)  给予他认为有助于调解纠纷的见解或作出他认为有助于调解纠

纷的其它事情；及 

(丁)  向各方作出有助劳资纠纷达成和解的建议，并可将建议公开。 

 

 

 

 



调解员的保障 

 

17.  调解员无须因他以调解员身分真诚作出的任何行为或事情，而在

任何诉讼或其它法律程序中被起诉。 

 

享有特权的通讯 

 

18.  调解员因执行职能而得到的资料，除非获得提供该等资料的人同

意，否则不得在任何仲裁庭或调查委员会进行的法律程序中被接纳为证

据。 

 

 

仲裁 

仲裁庭的委任 

 

19.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将纠纷转介仲裁时，须委任一个由一位单

独仲裁人或三位仲裁人组成的仲裁庭。仲裁人是由一份名单中委出，名单

上的人士都是适宜作仲裁人的。仲裁庭须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所指定

的期限内完成仲裁工作。 

 

20.  仲裁应以非公开形式进行。仲裁庭可在顾及各方当事人及证人是

否方便的情况下，在其认为适当的地点进行聆讯。仲裁可以中文或英文进

行。 

 

出庭发言权 

 

21.  下列人士在仲裁庭进行仲裁时有权出庭发言 － 

(甲)  任何一方当事人； 

(乙)  已登记职工会或雇主协会的职员，如该职工会或协会是其中一方

当事人，或该职工会或协会的会员是纠纷的当事人； 

(丙)  如各方同意，代表其中一方的大律师或律师；及 

(丁)  代表其中一方的任何其它人士。 

 



22.   上述(乙)项或(丁)项所提及的人士，须获得其代表的一方当事人

以书面授权，才可代表该方出席聆讯。 

 

证据 

 

23.  仲裁庭具有与高等法院的原讼法庭命令相等的权力，要求任何人

士 － 

(甲) 提供有关个案的资料； 

(乙) 出席聆讯及作供；及 

(丙) 出示指定的文件。 

 

24.  仲裁庭可接纳其认为有关的任何证据，而不论那些证据是否为法

院所接纳。 

 

裁决 

 

25.  仲裁庭所作的裁决须呈交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审阅，并由后者

尽快公布该裁决。如果仲裁庭由三位仲裁人组成，可由其中任何两位仲裁

人作出裁决。 

 

26.  仲裁庭的裁决并无法律约束力，但由于各方当事人都自愿参与仲

裁聆讯，以求达致和解，所以他们应接纳有关裁决。 

 

《仲裁条例》及《调解条例》不适用 

 

27.  香港法例第609章《仲裁条例》，并不适用于根据《劳资关系条例》

而进行的任何仲裁或仲裁庭的任何裁决。香港法例第620章《调解条例》，

并不适用于根据《劳资关系条例》而进行的任何调停、特别调停或调解。 

 

 

 

 

 

 

 



调查委员会 

委任调查委员会 

 

28.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将劳资纠纷转介调查委员会处理时，须委

任一个由一人或多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调查纠纷的起因及情况。行政长

官会同行政会议须规定调查委员会呈交报告的期限。 

 

29.  调查委员会可以公开或非公开形式而在其认为方便各当事人及证

人的地点及时间进行聆讯。调查委员会可以中文或英文进行聆讯。 

 

证据 

 

30. 调查委员会具有与高等法院的原讼法庭命令相等的权力，要求任何人

士 － 

(甲) 提出有关个案的资料； 

(乙) 出席聆讯及作供；及 

(丙) 出示指定的文件。 

 

31.  调查委员会可接纳其认为有关的任何证据，而不论那些证据是否

为法院所接纳。 

 

32.  向调查委员会提供的证据都享有绝对特权。提供证据的人士，无

须因该等证据而在任何诉讼或其它民事法律程序中被起诉。 

 

出庭发言权 

 

33.  下列人士在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有权出庭发言 － 

(甲)  任何一方当事人； 

(乙)  已登记职工会或雇主协会的职员，如该职工会或协会是其中一方

当事人，或该职工会或协会的会员是纠纷的当事人；及 

(丙)  代表其中一方的任何人，包括大律师或律师。 

 

34.  除大律师或律师外，上述(乙)项及(丙)项所提及的人士须获得其

代表一方当事人以书面授权，才可代表该方出席聆讯。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35.  调查委员会必须在指定的期限内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呈交报

告及建议。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须尽快公布该报告。 

 

36.  调查委员会可先呈交其认为适当的临时报告。 

 

就调查委员会的法律程序作出发表及评论 

 

37.  任何人士可就调查委员会所获得的任何证据发表公允准确的报告

或摘要，但不得 － 

(甲)  发表或披露在非公开法律程序进行时接受的证据； 

(乙)  发表或披露在公开法律程序进行时被调查委员会禁止发表或披

露的证据； 

(丙)  在调查委员会公布报告书前，就调查委员会的法律程序或证据发

表任何评论。 

 

任何人违反上述规定，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五千元及监禁

六个月。 

 

38.  以上规定不应视作为限制纠纷当事人之间互通讯息。在调查委员

会报告书公布前，是不适宜对法律程序或证据加以评论的，因为这种做法

有可能歪曲纠纷的真相。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公布后，任何人士都可自

由评论。 

 

藐视罪 

 

39.  任何人士在调查委员会聆讯时作出侮辱的行为，或使用侮辱或威

胁的言词，或故意中断法律程序的进行，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

判罚款二千元及入狱三个月。 

 

 



冷静期 

简介 

 

40.  条例的这部分有待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宪报上公布实施日期

才可执行。 

 

颁布冷静期命令的先决条件 

 

4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只可于下列极其特殊的情况下颁布冷静期

命令 － 

(甲)  一项策划或深化劳资纠纷的工业行动已经展开，或相当可能展

开，而该工业行动包括罢工
1，或未达罢工程度的非正式工业    

行动
2，或闭厂3； 

(乙)  该宗劳资纠纷所引起的情况可能导致货物供应或服务中断，以致 

 严重损害香港的经济 

 严重影响很多人的生计 

 扰乱公共秩序 

 严重危害香港的内部保安 

 危害很多人的生命 

 令很多人面临患病或人身伤害的严重危险 

(丙)   中止或延迟工业行动有助于藉谈判、调停、仲裁或委任调查委员

会就该劳资纠纷达成和解。 

 

 

                                                 
1  「罷工」指 – 

(甲) 一群受僱用的人經共同協定而停止工作；或 
(乙)  任何數目的受僱用的人因發生勞資糾紛而一致拒絕、或經達成共識而拒絕繼續為某

僱主工作， 
作為迫使 – 
(一)  他們的僱主、或另一人或一群人的僱主；或 
(二)  任何受僱的人或一群受僱的人， 

接受或不接受僱傭條款或條件或對他們的僱傭有所影響的條款或條件的方法。 

2  「未達罷工程度的非正式工業行動」指任何籌劃或深化勞資糾紛的一致行為(罷工除外)，而 － 
(甲) 該等行為是由一群僱員持續進行的，旨在阻止、減少或在其他方面干擾貨品生產或服

務的提供；及 
(乙) 就其中部分或全部僱員而言，是違背他們的僱傭合約或違背他們的服務條款及條件。 

3  「閉廠」指因發生勞資糾紛而關閉僱傭場所，或暫時停工，或僱主拒絕繼續僱用原受僱於他的

任何數目的人，目的在迫使該等人，或協助另一僱主迫使受僱於他的人，接受僱傭條款或條件

或接受對他們的僱傭有所影響的條款或條件。 



禁止在冷静期内采取工业行动或歧视有关人等 

 

42.  无论《职工会条例》有何规定，任何人士在冷静期内，于指明的

雇佣范围内，如有下列行为，即属犯藐视罪 － 

(甲)  发起、组织、促成或资助罢工，或威胁会这样做； 

(乙)  组织、促成或资助未达罢工程度的任何非正式工业行动，或威胁

会这样做； 

(丙)  实行、持续进行、授权进行、组织或资助闭厂，或威胁会这样做；

或 

(丁)  因雇员参加或不参加或拒绝参与该劳资纠纷而予以处罚或歧视。 

 

43.  就藐视罪提出的法律程序须由律政司司长申请，提交高等法院的

原讼法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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