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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於《最低
工資條例》( 第 608 章 ) 指定的下列學生僱員：

實習學員 ; 及

正處於獲豁免學生僱用期的工作經驗學員。

注意 :

● 除非另有指明，《最低工資條例》適用於每名僱員、其

僱主及該僱員據以受聘的僱傭合約。然而，若有關機構或

公司與學員 /學生沒有僱傭關係，則《最低工資條例》並不

適用於他們。

● 工作經驗學員如沒有與僱主協議將某段期間視為獲豁

免學生僱用期，法定最低工資的豁免安排便不適用。

本小冊子以淺白的文字，說明《最低工資條例》有關指定

的實習學員及正處於獲豁免學生僱用期的工作經驗學員的

豁免詳情。對《最低工資條例》的詮釋，應以法例原文為

依歸。《最低工資條例》的原文已上載於律政司的「電子

版香港法例」（www.elegislation.gov.hk）。

就法定最低工資的詳細介紹，請參閱勞工處印備的《法定最低

工資：僱主及僱員參考指引》。

法定最低工資 





例子 1
工作經驗學員只可以在同一公曆年 3 開始一段獲豁免學生僱用

期。

假設 : 工作經驗學員由 7月 1日起受僱，並與僱主協議獲豁免學

生僱用期至同年 8月 24 日（即連續 55 天）。

1 

2 

3 

截至 2023 年 1 月的資料，這些認可專上學院包括明愛專上學院（前稱「明愛徐
誠斌學院」）、明德學院、香港珠海學院、香港伍倫貢學院、宏恩基督教學院、
港專學院、香港能仁專上學院、香港樹仁大學、香港恒生大學、東華學院及耀中
幼教學院。

就個別機構是否屬於根據《教育條例》註冊或臨時註冊的學校，可透過教育局網
頁（www.edb.gov.hk）內的學校資料搜尋工具獲得有關資料。為符合法定最低工
資的豁免條件，如課程是由根據《教育條例》註冊或臨時註冊的學校所提供，
該課程須屬專上教育程度。有關經本地評審全日制專上課程的資料，可瀏覽教育
局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www.ipass.gov.hk）。

公曆年是由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演藝學院、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嶺南大學、根據《專上學院條例》（第 320 章）
註冊的認可專上學院 1、根據《職業訓練局條例》（第 1130 章）

設立的機構及根據《教育條例》（第 279 章）註冊或臨時註冊

的學校 2。

工作經驗學員知多啲

《最低工資條例》附表1指明的本地教育機構包括 : 

則：即使該工作經驗學員在一份僱傭合約獲豁免學生僱用期未

足 59 天，餘下的日數亦不可以帶到另一份僱傭合約以獲得豁

免。因此，在這例子中的工作經驗學員不可在該公曆年內再開

始另一段獲豁免學生僱用期，不論是否受僱於同一僱主。此外，

為期不多於連續 59 天的獲豁免學生僱用期是以公曆日數計算，

而並非以工作日數計算。

例子２

若工作經驗學員的受僱期多於連續 59天，則僱主須要在 59天
的連續期間以外的受僱期，向該名工作經驗學員支付不少於最

低工資的工資。

假設 : 工作經驗學員由 8月 1 日至同年 11 月 30 日受僱；及獲

豁免學生僱用期為 8月 1日至 9月 28 日 ( 即 59 天 )。

則：該工作經驗學員由 9月 29 日至 11 月 30 日僱傭期間的任

何工資期內，須獲支付不少於最低工資的工資。

豁免學生僱用期的法定聲明

在僱傭合約開始前，工作經驗學員須就獲豁免學生僱用

期作出法定聲明（樣本載於本小冊子第 15 頁），並向僱

主提供該法定聲明或其副本，以符合法定最低工資的有

關豁免條件。學員可透過現有途徑辦理宣誓。任何人士

作出虛假法定聲明屬刑事罪行，可被檢控。



  根據《僱傭條例》（第 57 章）須備存以下有關

這些學生僱員的紀錄：

實習學員

● 教育機構發出的文件或其副本，以顯示有關工作期是在

與該教育機構正向該實習學員提供的課程（該課程屬

《最低工資條例》第 2條中「實習學員」的定義所涵

蓋的類別）有關連的情況下，由該教育機構安排或認可

的。

工作經驗學員

● 教育機構發出的文件或其副本，以顯示該工作經驗學員
於有關獲豁免學生僱用期開始時，正修讀該教育機構

提供的課程（該課程屬《最低工資條例》第 2條中「工

作經驗學員」的定義所涵蓋的類別）；及

● 工作經驗學員提供的法定聲明或其副本，以核實該工作
經驗學員不曾於同一公曆年內開始另一段獲豁免學生

僱用期。

根據《僱傭條例》，上述紀錄須存放在僱主的營業地點或學生

僱員的受僱地點，僱主並須在學生僱員離職後 6個月內繼續保

存這些紀錄。有關《僱傭條例》下工資及僱傭紀錄的規定，可

參閱勞工處印備的《僱傭條例簡明指南》。

《僱傭條例》及《最低工資條例》均沒有規定上述由教育機構

發出的文件的格式，教育機構可因應個別情況及實際需要而發

出所需的文件。勞工處編製了由教育機構發出的「實習學員」

身份確認書及「工作經驗學員」學生身份確認書的樣本（載於

本小冊子第 7-14 頁），供教育機構參考。

僱主和學生僱員應該妥善保存工資及上述紀錄，以保障雙方的

權益及減少不必要的糾紛。

僱主
由教育機構發出的「實習學員」身份確認書樣本

須知事項

1 「實習學員」身份確認書（下稱「確認書」）適用於屬《最
低工資條例》（第608章）所指的實習學員。「實習學員」
指下列類別的學生：

(a) 在一段期間內，進行在與某教育機構正向該學生提供
的任何經評審課程 1 有關連的情況下，由該機構安排
或認可的工作；或

(b) 居於香港，並在一段期間內，進行在與某機構正向該
學生提供的任何非本地教育課程 2有關連的情況下，由
該機構安排或認可的工作，

而該工作就頒授該課程所達致的學術資格而言，屬頒授要
求中的必修或選修部分。

2 法定最低工資不適用於實習學員，僱主根據《僱傭條
例》（第 57 章）須備存教育機構發出的文件或其副本，以
顯示有關工作期是在與該教育機構正向該實習學員提供的
課程（該課程屬《最低工資條例》第 2條中「實習學員」
的定義所涵蓋的類別）有關連的情況下，由該教育機構安
排或認可。本確認書樣本供教育機構參考，以確認實習學
員的身份及所安排或認可的工作的資料。

1   見確認書附註 1。
2   見確認書附註 2。

教育機構發出的身份確認書 /
工作經驗學員作出的法定聲明樣本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的執法人員會前往不同的工作
地點視察，以確保僱主遵行由勞工處負責執行的法例。如
有需要，僱用實習學員的僱主須根據《僱傭條例》的要求，
出示僱員的資料及紀錄，包括確認書（如適用），以供查
閱。若僱主提供給實習學員的工作涉嫌違反相關法例的要
求，確認書所載的資料會被勞工處用作執法之用，勞工處
亦可能將有關資料轉交其他政府部門及機關，作進一步調
查。有關政府部門及機關或會就確認書內的實習學員資料，
向相關教育機構查詢。 

* 請刪去不適用者。
1 根據《最低工資條例》，「經評審課程」指符合以下說明的全日制課程：
(a) 由附表 1指明的教育機構提供；
(b) 屬《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第 592章）附表 3第 1、2或 3條描述的類

別的進修計劃；及
(c) （如該全日制課程由根據《教育條例》（第 279 章）註冊或臨時註冊的學校

提供）屬該條例所指的專上教育程度。
2 根據《最低工資條例》，「非本地教育課程」指達致頒授屬學位或更高程度的非
本地學術資格的全日制教育課程。

《最低工資條例》（第608章）「實習學員」身份確認書

茲確認本教育機構安排或認可以下學生於指定的一段期間內，在與本
教育機構向該名學生提供《最低工資條例》所指的課程類別有關連的
情況下，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僱用該名實習學員的機構或公司名稱）進行工作，而該工作就頒授
該課程所達致的學術資格而言，屬頒授要求中的必修或選修部分。

實習學員的個人資料、正修讀的課程名稱和類別以及獲安排或認可的工作

姓名（正楷）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正修讀的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類別：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
口（本地課程）全日制經評審課程 1  
口（非本地教育課程） 全日制學位
    或更高程度的教育課程 2

實習職位名稱 

進行工作的期間

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教育機構名稱）       

發出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機構印章﹕ _______________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以下人士聯絡：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機構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資料使用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有關
保障個人資料原則的規定。

SMW-1 (8/2017) 

註：本確認書可於勞工處網頁（www.labour.gov.hk）下載。

由教育機構發出的「工作經驗學員」
學生身份確認書樣本

《最低工資條例》（第 608 章）「工作經驗學員」 
學生身份確認書

須知事項

1 「工作經驗學員」學生身份確認書（下稱「確認書」）適
用於以工作經驗學員身份與其僱主在僱傭合約期內，協議
一段為期最長連續 59 天獲豁免學生僱用期的學生。根據
《最低工資條例》（第 608 章），「工作經驗學員」是指：

(a) 修讀經評審課程 1 的學生；或

(b) 居於香港，並修讀非本地教育課程 2的學生，

而該學生正根據某僱傭合約受聘，且在該合約開始時，仍
未滿 26 歲。

2 法定最低工資不適用於正處於獲豁免學生僱用期的工
作經驗學員，僱主根據《僱傭條例》（第 57 章）須備
存教育機構發出的文件或其副本，以顯示該工作經驗
學員於有關獲豁免學生僱用期開始時，正修讀該教育
機構提供的課程（該課程屬《最低工資條例》第 2 條
中「工作經驗學員」的定義所涵蓋的類別）。本確認
書樣本供教育機構參考，以確認學生僱員正修讀該教
育機構提供，並屬《最低工資條例》中「工作經驗學員」
的定義所涵蓋的課程類別。如僱主對學生僱員是否正
修讀有關課程有任何疑問，應向有關的教育機構查詢，
以免違反豁免安排的規定。同時，學生僱員如在獲豁
免學生僱用期內修畢或終止修讀有關課程，亦應盡快
通知僱主。

1   見確認書附註 1。
2   見確認書附註 2。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的執法人員會前往不同的工作
地點視察，以確保僱主遵行由勞工處負責執行的法例。如
有需要，僱用工作經驗學員的僱主須根據《僱傭條例》的
要求，出示僱員的資料及紀錄，包括確認書（如適用），
以供查閱。若有關的獲豁免學生僱用涉嫌違反相關法例的
要求，確認書所載的資料會被勞工處用作執法之用，勞工
處亦可能將有關資料轉交其他政府部門及機關，作進一步
調查。有關政府部門及機關或會就確認書內的工作經驗學
員資料，向相關教育機構查詢。 

* 請刪去不適用者。
1 根據《最低工資條例》，「經評審課程」指符合以下說明的全日制課程：
(a) 由附表 1指明的教育機構提供；
(b) 屬《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第 592章）附表 3第 1、2或 3條描述的類

別的進修計劃；及
(c) （如該全日制課程由根據《教育條例》（第 279 章）註冊或臨時註冊的學校

提供）屬該條例所指的專上教育程度。
2 根據《最低工資條例》，「非本地教育課程」指達致頒授屬學位或更高程度的非
本地學術資格的全日制教育課程。

《最低工資條例》（第608章）「工作經驗學員」 

學生身份確認書

茲確認以下學生在 ＿＿＿＿＿＿＿＿＿ 學年（由 ＿＿＿ 年 ＿＿ 月

至 ＿＿＿ 年 ＿＿ 月）正修讀本教育機構提供，並屬《最低工資條例》

所指的課程類別。

工作經驗學員的個人資料以及正修讀的課程名稱和類別

姓名（正楷）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正修讀的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類別：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
口（本地課程）全日制經評審課程 1  
口（非本地教育課程）全日制學位
    或更高程度的教育課程 2

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教育機構名稱）       

發出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機構印章﹕ _______________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以下人士聯絡：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機構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資料使用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有關
保障個人資料原則的規定。

SMW-2 (8/2017) 

註：本確認書可於勞工處網頁（www.labour.gov.hk）下載。

註：本法定聲明內容樣本可於勞工處網頁（www.labour.gov.hk）下載。

本人明白「工作經驗學員」及「獲豁免學生僱用」分別在香港法例第

608 章《最低工資條例》第 2條和第 3條的定義。

本人以工作經驗學員身份與僱主[ 僱主名稱，例子：ABC 貿易有限

公司 ] 訂立僱傭合約，僱傭合約由[ 年份及日期，例子：2019 年 6

月 1日 ] 開始生效。

本人[ 工作經驗學員姓名，例子：陳大文 ] 現居於[ 地址，例子：九

龍 xx 大廈 xx 室 ]，謹以至誠鄭重聲明：

本人不曾訂立任何於 [ 例子：2019 年（須與上述僱傭合約期

開始日為同一公曆年）] 開始的僱傭合約，而該合約期內的任何期

間被視為獲豁免學生僱用期；及

本人在作出本法定聲明當日至上述僱傭合約開始日為止（包括首

尾兩日）的期間內，將不會訂立任何其他於[例子：2019 年（須

與上述僱傭合約期開始日為同一公曆年）] 開始的僱傭合約，而

該合約期內的任何期間被視為獲豁免學生僱用期。

備註 註

● 工作經驗學員可透過現有途徑辦理宣誓。《宣誓及聲明條例》

（第 11 章）就法定聲明作出規定，根據該條例第 12 條，太平

紳士、公證人、監誓員或其他獲法律授權監誓的人，均可監理和

接受任何人士（包括工作經驗學員）按該條例第 14 條訂定的方

式在其面前作出的聲明。《宣誓及聲明條例》的原文已上載於律

政司的「電子版香港法例」（www.elegislation.gov.hk）。

● 工作經驗學員如沒有與僱主協議將某段期間視為獲豁免學生僱用

期，法定最低工資的豁免安排便不適用，而該工作經驗學員亦無

需作出上述的法定聲明。

注意：資料使用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有關保障個人
資料原則的規定。

工作經驗學員就獲豁免學生僱用期
作出的法定聲明內容樣本



24 小時查詢熱線：2717 1771（由「1823」接聽）

親臨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

香港太古城太古灣道 14 號 香港薄扶林道 2號 A
12 樓 西區裁判署 3字樓

九龍協調道 3號
工業貿易大樓地下高層

九龍旺角聯運街 30 號
旺角政府合署 2字樓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303 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 10 字樓          
1009 室

九龍觀塘觀塘道388號                   
創紀之城一期一座8樓801-806室

新界荃灣西樓角路 38 號 新界葵涌興芳路 166-174 號
荃灣政府合署 5字樓 葵興政府合署 6字樓

新界屯門海榮路 22 號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號
屯門中央廣場 22 字樓 沙田政府合署 3字樓
東翼 2號室 304-313 室

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