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  2002002002001111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May 200116

(xi) 擴大職業安全的法定保障範圍，由早期只限於工廠及工業經營及

其中的僱員，擴展至涵蓋所有僱員及工作地點，包括辦公室、商

業場所、學校、醫院等；及

(xii) 推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為僱員和自僱人士提供退休保障。

正如附表所列，自 1970 年起，我們不斷改善僱員權益和保障，共制定

了 31 條與保障僱員權益有關的新法例或條例，以及對這些法例共進行了 32

次的主要修訂。

政府在 1997 年年初曾評估就 5 條勞工法例下 11 項僱傭權益和有關保障

對僱主的影響。有關法例包括《僱傭條例》、《僱員補償條例》、《僱員補

償保險徵款條例》、《破產欠薪保障條例》及《肺塵埃沉 病（補償）條例》。

研究範圍包括有薪年假、法定假期、休息日、疾病津貼、分娩假期、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破產欠薪保障、肺塵埃沉 病補償金、僱員補償及相關保險徵

款，共 11 項權益。結果顯示，為符合這些法例在 1996 年年底的規定，僱主

須承擔的額外累積開支，約相當於當年僱員工資總額的 7%，或當年香港本地

生產總值的 2%。

剛才我已扼要地概述香港僱員權益在過去數十年的改進，但要把香港僱

員所享有的僱傭權益和福利項目直接與鄰近國家比較會有困難，因為各地區

的文化背景、社會政治環境不同，經濟結構、生產模式和人均收入各異；不

同地區在提供各項僱傭權益和保障時，所採用的制度亦有差異。但是，可以

肯定的是，香港僱員的一般性待遇，比起東南亞其他國家或地區，毫不遜色。

主席，一直以來，香港政府均注視及參考國際勞工組織以及其他地方 (尤

其與香港發展情況相若的地區 )的勞工標準來制定我們的勞工條例；我們一

方面要確保勞工權益與時並進，以符合國際間的大趨勢，另一方面，亦要確

保整體的僱傭條件在全球一體化的環境下，仍能保持香港的競爭力。

附表

1970 年至 2001 年勞工法例的主要修訂

1970-71 年度至 1975-76 立法年度

─ 1970 年，制定生育保障的條文，規定懷孕僱員可享有 10 個星期的產假。

─ 1972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電解鉻工序）規例》下，提供對電解鉻

工序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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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 年，在《建築地盤（安全）規例》下，提供對建築地盤特別的安全，

福利及健康措施。

─ 1973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下，提供

對使用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的安全措施。

─ 1974 年，在《僱傭條例》下，制定遣散費及保障職工會不受歧視的條文。

─ 1974 年，將《勞工賠償條例》（即現時《僱員補償條例》）下規定支付

的永久完全喪失工作能力及死亡補償的最高金額增加三分之一。

─ 1975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砂輪）規例》下，在工人使用砂輪時提

供安全措施。

─ 1975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在壓縮空氣中工作）規例》下，對在隧

道、沉箱及壓力室的壓縮空氣中工作的工人提供安全措施。

─ 1976 年，在《僱傭條例》下，將法定假日的日數由 6 天增加至 10 天。

─ 1976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易燃液體的噴塗）規例》下，提供對易

燃液體噴塗的控制。

─ 1976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 (載貨升降機 )規例》下，提供對載貨升降

機使用的控制。

─ 1976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乾電池）規例》下，保護在進行乾電池

製造工作的工人的健康。

─ 1976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 (機械的防護及操作 )規例》下，提供對危

險機械及其部分的防護。

1976-77 年度至 1980-81 立法年度

─ 1977 年，在《僱傭條例》下，將可累積有薪病假的日數由 24 天增加至

36 天，以及提高疾病津貼額至日薪的三分之二。此外，亦制定有薪年假

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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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槍彈推動打釘工具）規例》下，規管槍

彈推動打釘工具的使用安全，包括操作員的訓練及其證書。

─ 1977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保護眼睛）規例》下，防止工人在工作

中眼睛受傷。

─ 1980 年，將《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範圍擴展至所有非體力勞動的僱員，

條例因此保障所有體力勞動及非體力勞動僱員。

─ 1980 年，制定《肺塵埃沉 病（補償）條例》，成立肺塵埃沉 病補

償計劃，為在 1981 年或以後被診斷患上肺塵埃沉 病的患者提供補償。

─ 1981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規例》下，提

供在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安全。

1981-82 年度至 1985-86 立法年度

─ 1981 年，在《僱傭條例》下，規定懷孕僱員可享有相等於正常工資三分

之二的產假薪酬。

─ 1982 年，《僱員補償條例》下制定條文，規定所有僱主須為其僱員投購

僱員補償保險。

─ 1982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電力）規例》下，確保工人在進行與電

力有關的工作時的安全。

─ 1983 年，在《僱傭條例》下，將法定假日的日數增加至 11 天，以及將

可累積有薪病假的日數增加至 120 天。

─ 1983 年，增加《僱員補償條例》下可獲補償的職業病，由以往的 21 種

增加至 34 種。

─ 1984 年，在《僱傭條例》下，將遣散費的款額由服務每滿 1 年可以享有

二分之一個月工資提高至服務每滿 1 年可以享有三分之二個月工資。

─ 1985 年，在《僱傭條例》下，制定長期服務金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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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年，制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規定設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根

據這條例，僱員如遭無力償債的僱主拖欠工資、代通知金及遣散費，可

向該基金申請特惠款項。

─ 1986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石棉）特別規例》下，控制石棉的使用。

1986-87 年度至 1990-91 立法年度

─ 1986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主任及安全督導員）規例》下，指

定在建築地盤僱用安全主任及安全督導員。

─ 1986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可致癌物質）規例》下，要求控制及標

籤特定的可致癌物質。

─ 1988 年，在《僱傭條例》下，將合資格領取長期服務金的僱員，擴展至

包括在職期間死亡或因年老或健康欠佳而辭職的人士。

─ 1988 年，將《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範圍擴闊至包括受僱於香港僱主而

在香港以外地區因工受傷的僱員。

 

─ 1988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危險物質）規例》下，要求控制及標籤

危險物質。

─ 1990 年，取消《僱傭條例》適用於從事非體力勞動工作的僱員的工資上

限，以及將有薪年假的日數增加至 7 至 14 天。

─ 1990 年，修訂《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以包括飲食業經營。

─ 1991 年，制定《僱員補償援助條例》藉以設立僱員補償援助基金，向由

於僱主沒有投購保險或承保人無力償債而無法取得補償的僱員提供援

助。

1991-92 年度至 1995-96 立法年度

─ 1992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工作噪音）規例》下，保護工人的聽覺。

─ 1992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貨物搬運及貨櫃處理作業）規例》下，

提供對貨物搬運及貨櫃處理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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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年，將《僱員補償條例》下規定支付的永久完全喪失工作能力及死

亡補償的最高金額增加一點三倍。在同年，增加 8 種可獲補償的職業病。

─ 1993 年，修訂《肺塵埃沉 病（補償）條例》，將一筆過的補償，改為

每月向肺塵埃沉 病患者支付根據其喪失工作能力釐定的補償金，直至

患者去世。同時，並設立新的補償項目，包括疼痛、痛苦與喪失生活樂

趣補償，醫療費，照料及護理費用等。

─ 1994 年，在《建築地盤（安全）規例》下，禁止僱用 18 歲以下人士在

建築地盤工作。

─ 1994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吊船）規例》下，規管吊船的安全使用。

─ 1995 年，在《僱傭條例》下，取消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 12 個月工資

的付款上限，以及提高產假薪酬額至相等於正常工資五分之四。

─ 1995 年，將《僱員補償條例》下訂明可獲補償的工傷病假日數，由最長

兩年增加至 3 年。

─ 1995 年，制定《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向因受僱於指定高噪音工

作而罹患噪音所致失聰的僱員提供補償。

─ 1995 年，制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為

僱員及自僱人士提供退休保障。

 

1996-97 年度至 2000-01 立法年度

─ 1996 年，在《僱傭條例》下，提高疾病津貼額至日薪的五分之四。

─ 1996 年，將《僱員補償條例》規定在工傷病假期間，由僱主向受傷僱員

支付相當於其正常工資三分之二的按期付款，提高至五分之四，並取消

受傷僱員須獲取 3 天以上病假才能領取按期付款及醫療費用的規定。

─ 1997 年，在《僱傭條例》下，放寬領取部分年終酬金的資格，以及改善

生育保障的條文，包括取消領取產假所需的服務年資、放寬領取產假薪

酬的資格及加強對懷孕僱員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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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在《僱傭條例》下，制定僱傭保障的條文，規定僱員如被不合

理解僱、不合理更改其僱傭合約條款或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可向其僱

主提出補償申索。

─ 1997 年，取代《工廠及工業經營（石棉）特別規例》，在《工廠及工業

經營 (石棉 )規例》下，加 控制石棉的使用。

─ 1997 年，制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以確保在非工業界中僱員的安

全及健康。

─ 1997 年，在《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下，確保在工作場地的僱員及從事

體力處理操作的僱員的安全及健康。

  

─ 1997 及 1998 年，修訂《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藉以改善職業性

失聰補償計劃。改善項目包括將可獲補償的最低失聰程度由 50 分貝降

至 40 分貝、增加 8 種可獲補償的高噪音工作，以及將“極高噪音”工

作的服務年資規定由 10 年降至 5 年。

─ 1998 年，取代舊有《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在新的《工

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下，加強提供對密閉空間的工作安全

措施。

─ 1998 年，在《建築地盤（安全）規例》下，使在建築地盤工作的安全標

準提高。

─ 1999 年，在《僱傭條例》下，增訂勞動節為法定假日。

─ 1999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例》下，在指明工業經營，

包括建築地盤及貨櫃處理業，要求實施安全管理。

─ 1999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下，引進建築工人及貨櫃處理作業

工人的強制性安全訓練。

─ 2000 年，在《僱傭條例》下，修訂條例以澄清僱主無權因僱員參加罷工

而在無須給予通知或代通知金的情況下終止僱員的僱傭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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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改善《僱員補償條例》下死亡補償的申索機制，規定僱主須將

死亡補償全數支付給死亡僱員的家庭成員而非其受養人。此外，修訂條

例亦增設由勞工處處長裁定沒有爭議個案的渠道，以達致將死亡個案的

處理時間縮短達 9 至 15 個月。僱主須支付的殯斂費亦由 16,000 元提高

至 35,000 元。

─ 2000 年，在《工廠及工業經營（負荷物移動機械）規例》下，規管負荷

物移動機械的使用安全包括操作員的訓練及其證書。

─ 2001 年，在《僱傭條例》下，修訂條例以澄清，除非僱主具有充分理由

根據該條例的第 9 條的規定作出即時解僱，僱主不得解僱懷孕或正在放

取有薪病假的僱員。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對於主體答覆內多頁附表中所載 30 年來增加的勞工法

例，僱主絕對支持，尤其是當中很多都與加重僱主的成本無關。我想跟進主

體答覆的第三、四及五段，局長似乎不能把我們現時的勞工福利與鄰近國家

作比較。我認為可以作比較的，是主體答覆第四段提到在 31 條法例中，其

中 5 條法例下的 11 項主要項目；為符合有關規定，當年（ 1996 年與現在的

情況當然不是相差很遠）僱主須承擔的額外開支約佔僱員工資總額的 7%。請

問香港與鄰近國家比較，這 7%的工資是否合理呢？局長可否進一步確認其他

二十多條法例的規定，實際上也不會增加僱主的支出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該 5 條法例下的 11 項僱傭權益，在過去 30 年

來都不斷改善，而我提到的 31 條新法例和 32 項修訂，基本上也包括這類僱

傭權益，當中一些是有關職業安全的修訂。在 1997 年，政府主要是評估僱

傭權益對僱主的影響，而在職業安全方面，則沒有作出任何評估；我們不知

道究竟鄰近國家有否進行同樣的評估，亦不能掌握有關數據。但是，我再三

強調，每個國家和地方都有其本身的文化和經濟背景，因此很難直接作出比

較。總體而言，我們在考慮勞工權益時，會跟隨國際趨勢，以及參考其他地

區的做法。我可以說，香港勞工的基本權益和待遇，一般來說，並不較其他

地區為差。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剛才提出，為符合有關

規定，僱主須承擔的額外開支約佔僱員工資總額的 7%，如與東南亞其他地方

比較，這數字是否合理呢？這是一項簡單和容易作出的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