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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業是香港聘用最多從業員的行業之一，也是香港經濟的其中一個重要部

分。作為勞動力密集的行業，食肆的職位五花八門，其聘用條件及形式亦因應

運作而趨於多元化。

僱傭合約的條款如能以書面清晰制定，對僱傭雙方均有好處，不但保障雙方的

利益，亦可改善人力資源的管理。有見及此，飲食業三方小組特別製作了「飲

食業僱傭合約樣本」，供業內僱傭雙方使用。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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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業三方小組成員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商會/管理協會
>>  香港飲食業總商會 >>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
>>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  港九新界屋邨酒樓業商會
>>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  潮僑食品業商會
>>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工會
>>  中西飲食業職工會 >>  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
>>  飲食業職工總會 >>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
>>  香港洋務工會 >>  飲食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  酒店及飲食專業人員協會 >>  飲食業潮粵籍職工會
>>  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 >>  群生飲食技術人員協會
>>  港九茶居工業總會

僱主
>>  大家樂集團有限公司 >>  新光酒樓（集團）有限公司
>>  大快活集團有限公司 >>  新樂茶餐廳
>>  大排檔零售店有限公司 >>  囍慶藝廚酒家
>>  太興環球發展有限公司 >>  詠藜園
>>  駿昇飲食有限公司 >>  德興集團有限公司
>>  昇悅集團 >>  潮州城集團
>>  金象苑泰國菜館 >>  錦興食品集團
>>  美心食品有限公司 >>  聯邦酒樓集團有限公司
>>  敘福樓飲食集團 >>  深井裕記燒鵝飯店
>>  富臨飯店 (1977) 有限公司 >>  漢寶集團（龍蝦大王）有限公司
>>  好世界飲食 (集團)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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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業三方小組成員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根據《僱傭條例》的規定，「僱傭合約」可以書面或口頭方式訂立，無論那一

種方式，僱員的權益均受到《僱傭條例》的保障。

而訂立書面僱傭合約更可為勞資雙方帶來以下好處：
>>  提醒僱傭雙方合約上的責任

>>  協助員工清楚明白僱傭條件

>>  減少不必要的勞資糾紛

>>  保障雙方的權益

（甲）書面僱傭合約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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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應以合理和公平的原則訂立僱傭合約條款。公平及合理的合約條款，可增

加員工的歸屬感，並有助僱主吸引及挽留人才。

（一）簽署僱傭合約前
(1) 認識法例的規定

《僱傭條例》

《僱傭條例》是本港規管僱傭條款及條件的主要法例。僱主可以給予僱員較 

《僱傭條例》規定為佳的僱傭條件，但不能低於有關條例規定的最低標準。

如欲進一步了解《僱傭條例》的規定，請參閱由勞工處編印的《僱傭條例簡明

指南》。

《最低工資條例》

根據《最低工資條例》，僱員在任何工資期的工資，按他的總工作時數以平均

計算，不得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

如欲進一步了解《最低工資條例》的詳情，請參閱勞工處編印的《法定最低工

資：僱主及僱員參考指引》及《飲食業-法定最低工資：行業性參考指引》。

（乙）訂立僱傭合約時要注意的事項

任何僱傭合約的條款，如有終止或減少《僱傭條例》或《最低工資條例》

所賦予僱員的權利、利益或保障的含意，即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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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訂立僱傭合約時要注意的事項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從事飲食業及建造業的僱主須安排「臨時僱員」及一般僱員參加強積金計劃及

作出供款。「臨時僱員」是指從事上述行業，並由僱主按日僱用或僱用期少於

60天的有關僱員。「臨時僱員」即使只工作一天，有關僱主亦須安排他們參加

強積金計劃及作出供款。從事飲食業及建造業的僱主可以選擇安排僱員參加《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下特別為從事上述行業的僱主和僱員而設的「行業計

劃」或其他類別的強積金計劃，如集成信託計劃。

如欲進一步了解《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詳情，請參閱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管理局編印的《強積金法規知多D》及《強積金行業計劃》單張，或致電積金

局熱線2918 0102查詢。單張可於管理局網頁(www.mpfa.org.hk)下載。

(2) 說明僱傭條件

按《僱傭條例》第44條的規定，在僱員就職前，僱主必須向僱員詳細說明僱傭

條件，包括1：

>>   工資（包括工資率、超時工作工資率及任何津貼，包括小賬、酸菜錢、勤

工獎等，不論是按件、按工、按時、按日、按周，或以其他方式計算） 

>>  工資期

>>  終止合約所需的通知期

>>  年終酬金，部分年終酬金和酬金期（如適用）

除上述的規定外，書面合約亦應列出以下的僱傭條件，如：

>>  聘用公司/僱主名稱

>>  受僱人士（僱員）姓名及身份證號碼

>>  開始受僱日期

>>  受僱職位

1  如僱傭合約並非以書面形式訂立，而僱主在該僱傭關係開始前收到準僱員的書面要求，則僱主須將一份載有按《僱傭條例》第44條所規
定僱傭條件的通知書交給該準僱員。



7

>>  工作地點

>>  工作時間

>>  休息日安排

>>  工資支付方式及發放日期

>>  試用期（如適用）

>>  其他福利，例如法定假日、有薪年假、疾病津貼及產假薪酬等

>>  颱風或暴雨警告時的工作安排

此外，僱主安排僱員簽署書面僱傭合約前，必須向僱員清楚說明僱傭合約的內

容。僱員亦應主動了解僱傭合約的內容，如認為條款含糊或有不明白的地方，

應要求僱主澄清。

（二）簽署僱傭合約後
(1) 給予僱員書面合約副本

按《僱傭條例》第44條的規定，如僱傭合約為書面合約，僱主必須在合約簽署

後，或合約生效程序完成後，立即給予僱員一份合約副本。

(2) 僱傭條件的變更

按《僱傭條例》第45條的規定：

>>   凡僱傭條件有所變更，僱主必須以能令僱員明瞭的方法，告知僱員該項變

更。

>>   如更改僱傭條件是以書面形式列出，僱主須在有關修訂列出後或有關生效

程序完成後，立即向僱員提供書面修訂副本一份。

>>   如僱傭合約未經書面修訂，而僱主接獲僱員的書面要求，則僱主須將一份

載有變更條款的通知書交給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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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可因應業務實際需要，與僱員簽訂定期合約，並於合約期滿時終止僱傭關

係。

根據《僱傭條例》，如僱員的缺勤是因僱傭雙方的安排，或是因行業、業務或

經營的習慣而被視為仍繼續受僱主僱用，則該段缺勤期間，並不會被視作受僱

期中斷。

與僱員訂立定期合約時，

僱主應：

>>  按業務的實際需要而聘用定期合約員工。

>>   在需要聘用長工時，優先考慮從合約制員工名單內挑選合適人士填補空

缺。

僱主不應：

>>  刻意訂立少於24個月的短期合約。

>>   故意為約滿的僱員於相隔一段時間後才簽訂新約，意圖減少僱員在《僱傭

條例》下如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等的權益，以免影響員工士氣，甚或引起勞

資糾紛。

（丙）定期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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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樣本主要涵蓋僱員在《僱傭條例》下可享有的法定權益及保障，並加入了

飲食業特有或通常適用的條款。有關這些權益或保障的領取資格及其他詳情，

請參閱《僱傭條例》的原文或本處編印的《僱傭條例簡明指南》，或瀏覽以下

網頁：

電子版香港法例:   

http://www.elegislation.gov.hk

《僱傭條例簡明指南》: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ConciseGuide.htm

附件：「飲食業僱傭合約樣本」



「飲食業僱傭合約樣本」

本僱傭合約由 （以下簡稱「僱主」)與
*先生/女士 (以下簡稱「僱員」)於 年 月 日

日訂立，雙方同意遵守下列僱傭條款及條件：

1. 受僱日期∞ 由  年  月  日起生效，
 直至任何一方終止合約為止。
 定期合約，為期 *天/星期/月/年，至  年  月  日止。

2. 試用期∞  試用期 *天/星期/月。
 不設試用期。

3. 受僱部門 *營業部  ／樓面部  ／傳菜部  ／點心部  ／廚房部  ／燒味部  ／酒吧部  ／水吧部  ／ 
潔淨部  ／知客部  ／售點部  ／收銀部  ／雜務部  ／人事部  ／會計部  ／其他 

4. 受僱職位

5. 工作地點∞

 固定地點
  非固定，僱員可能調往香港境內其他分店工作。僱主在作出調動前須先作出 
合理安排。

6. 工作時間∞  固定，每星期  天，每天  小時， 
由*上/下午  時  分至*上/下午  時  分
及*上/下午  時  分至*上/下午  時  分

 須輪班，輪班時間，每天工作  小時，
由*上/下午  時  分至*上/下午  時  分
及*上/下午  時  分至*上/下午  時  分
*或詳細工作時間請參考更期表。

 須輪班，每 *星期/月 工作  天，總工作時數  小時
*或 詳細工作時間請參考更期表。

 其他 
(請詳細說明工作時間的安排及工作時數)

7. 落場時間∞  無
 有    固定，由*上/下午  時  分至*上/下午  時  分

，*有/無 薪，*屬於/不屬於 工作時數。
 非固定，每天 *分鐘/小時，*有/無 薪，*屬於/不屬於 工作時數。

∞請在適用的條款加上  號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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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用膳時間∞  固定，由*上/下午  時  分至*上/下午  時  分，
*有 / 無 薪，*屬於 / 不屬於 工作時數。

 非固定，每天 *分鐘 / 小時，*有 / 無 薪，*屬於 / 不屬於工作時數。

9. 工資
  9.1 工資率∞ 底薪每 *小時 /天 /星期 /月 $ 

另加 以下津貼： 
 小賬(包括加一及現金)，可得  份。
 其他(如酸菜錢) $  （請詳加說明支付條件、計算方法、支付日期等）

 勤工獎 $  （請詳加說明支付條件、計算方法等）

  9.2 超時工作  工資按每小時 $  計算

         工資∞  工資按 *正常工資 /   % 正常工資 計算

  9.3 支付日期  每月壹次，於每月  日支付，工資期由  日至 *當月/下月  日。

        及工資期∞  每月兩次，分別
(i) 於*當月/下月  日支付，工資期由  日至 *當月/下月  日；及
(ii)於*當月/下月  日支付，工資期由  日至*當月/下月  日。

 每*  天 /星期支付一次，工資期由  至  。

10. 休息日∞ 僱員每七天可享有不少於一天休息日(按《僱傭條例》規定)。僱員的休息日為：
 固定，逢星期  休息，*有 / 無 薪。
  非固定，僱員會於每個月開始之前獲口頭或書面通知該月的休息日安排，休息
日*有 / 無 薪。

 如僱主安排僱員於休息日工作，須於每次休息日工作前向僱員取得同意，方可安排
工作。僱員可獲：

 補假，在同一個月內或原定休息日後的30天內放取。
  補薪，每日金額為*正常工資  倍/  $  ，並於原定休息日所
屬糧期發放。

11. 假期∞ 僱員可享有：
 法定假日（按《僱傭條例》規定）。
 公眾假期。
 另加其他假期 (請說明) 

∞請在適用的條款加上  號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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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薪年假∞ 僱員可根據以下規定享有年假：
 《僱傭條例》（日數由7天至14天不等，視乎該僱員受僱年期而定）。
 公司規定，但不遜於《僱傭條例》的規定（請說明）： 

13. 產假薪酬∞ 僱員可根據以下規定享有產假及產假薪酬：
 《僱傭條例》。
 公司規定，但不遜於《僱傭條例》的規定（請說明）：

14. 疾病津貼∞  僱員可根據以下規定享有疾病津貼：
 《僱傭條例》。
  公司規定，但不遜於《僱傭條例》的規定：

     - 病假  天或以下，僱員*必須 / 不須 提交適當的醫生證明書；
     - 病假  天或以上，僱員須提交適當的醫生證明書

 其他 (請說明) 

15. 終止僱傭 通知期為 *天/星期/月或相等之代通知金（不可少於7天）。
合約∞   如有試用期，並於試用期內終止僱傭合約：

- 第壹個月內，無須預先給予通知或代通知金。
- 第壹個月以後，通知期為 *天/星期/月（不可少於7天）或相等之代通知金。

16. 年終酬金/  本公司不設年終酬金、花紅或炮金。
花紅/炮金∞  本公司設有年終酬金：

    -  僱員每服務滿一個酬金期，可領取  個月*底薪     / 正常工資 的年終酬
金。酬金期為壹*公 / 農曆 年或 指明期間，由  月  日

      至  月  日。
    - 支付日期為隨後的 *公/ 農 曆年前  天之內。

 其他 (請說明) 

(請列明有關款項是否由僱主酌情付給的，並詳加說明支付條件、計算方法等)

17. 強制性公 僱員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規定參與有關計劃。僱主及僱員依照
積金計劃∞ 有關條例的規定供款。

  僱主在強制性供款之上會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提供自願性供款，每月的供款 
*為  元 / 僱員月薪的  %。

  僱員在強制性供款之上會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提供自願性供款，每月的供款
    *為  元 / 僱員月薪的  %。

∞請在適用的條款加上  號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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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颱風及暴雨警告 當八號或以上風球懸掛/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
下的工作安排∞  僱員需要上班並可獲發 *當值津貼 $  ／交通津貼 $ 

或  %正常工資。

  僱員無需上班，工資不會被扣減。當八號或以上風球  ／黑色暴雨警告於
下班前不少於  小時前除下，僱員需要上班。

19. 其他
     19.1制服/工作證  工作時間內，僱員必須*穿著整齊制服  ／ 配帶工作證，如終止受僱，須將*

制服  ／工作證 交回所屬主管。

     19.2相關文件  （如適用）根據*公司手冊  ／  公布的其他規則和規
章、權利、利益或保障也成為本合約的一部分。

20. 規管法例  此僱傭合約須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管限並須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例
解釋。

僱主及僱員雙方均清楚明白上述各項內容，並同意簽字作實。
雙方均須保存一份合約文本作日後參考。

僱員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僱主或代表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適用的條款加上  號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User
打字機文字



查詢勞工法例
查詢熱線：2717 1771（此熱線由「1823」接聽）

勞工處網頁
http://www.labour.gov.hk

勞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地址
http://www.labour.gov.hk/tc/tele/lr1.htm

查詢招聘事宜
飲食業招聘中心
地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號稅務大樓地下
電話：2594 7800

查詢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電話：2918 0102
傳真：2259 8806
網址：www.mpfa.org.hk

常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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