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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最低工資		是指僱主須付給僱員的薪酬下限，其水平以時薪、日薪或月薪

計算。經濟學上，法定最低工資即是法律規定的工資下限。

最低工資起源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新西蘭和澳洲，原意為遏止血汗勞工

問題，所以當時政策只涵蓋某些行業，或者只針對婦女和青年人。時至今日，

全球超過九成的國家已經推行最低工資（國際勞工組織，2006）。

儘管廣泛採納，最低工資一直飽受爭議，社會各界對其利弊意見不一。贊成

者相信它能防止工資過低，提升僱員生活水平，舒緩貧窮，改善收入不均，鼓舞

僱員士氣，並迫使企業更有效率。反對者則認為此政策會增加失業人數（尤其是

低技能工人），加重勞工成本，從而加劇貧窮和損害企業利益，代價反而更高。

經過多年激辯，法定最低工資於 2011 年 5 月 1 日正式生效，工資水平訂

於時薪 28 港元。工資水平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上調至 30 港元，在 2015

年 5 月 1 日，更提升至 32.5 港元。法定最低工資實施，立下了保障低薪工人

的一個里程碑。1

除了最低工資，還有其他保障勞工的法律正在推出。自 2012 年 4 月 1 日

起，全職公務員可享有五天侍產假。此外，香港政府正草擬新法案，賦予所有

香港父親三天侍產假。（立法會，2013）有鑒於香港人工時長，香港政府已於

2013 年 4 月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工時問題並諮詢公眾。2 由於最低工資

複雜而富爭議，這份報告將介紹並用經濟學分析這個重大政策。

1	 詳情請瀏覽勞工處網頁：http://www.labour.gov.hk/tc/news/mwo.htm		
2	 標準工時委員會將就應否制定法定標準工時制度或其他方案，向政府提供意見；委員會的網頁	
(http://www.swhc.org.hk)	對這複雜而具爭議的議題，提供了豐富的背景資料和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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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低工資之歷史及爭議

1.1.1.	美國

	 大蕭條時期，美國發生民眾騷亂，加上貧窮嚴重，於是促成了一系列劃時代

的勞工法例。美國於 1938 年通過公平勞工標準法案，首次把全國最低工資

定為時薪 0.25 美元，寫下其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里程碑。3 在此以前，一些

州分已為最低工資立法或通過無約束力的建議。首開先例的是麻省，其時為

1912 年。

	 現時美國國會每隔幾年，便會按通脹和生活開支的升幅調整聯邦最低工資。

最近一次更新在 2009 年，聯邦最低工資訂於時薪 7.25 美元，維持至今。各

州分可設定州內的最低工資，若與聯邦最低工資有異，則取其較高者。( 美

國勞工部，2014)

1.1.2.	中國

	 在中國，《最低工資規定》自 2004 年 3 月 1日起生效。最低工資由地區政

府負責設定，地區政府會為全職工人設定最低月薪，為兼職工人設定最低時

薪，至少每兩年檢討一次	。( 中國法院網 ,	2004)

	 全國各地的最低工資水平不一，有高有低。總括而言，沿海先進地區的工資

較高，發展較慢的中部和西部省分較低。最低月薪須至少達到平均月薪的

3	 除了最低工資，《公平勞工標準法》亦（i）禁止使用童工，（ii）設立超時工資標準，及（iii）引
入每週最多 44 小時工作制	( 美國勞工部工資及工時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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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截止 2013 年 7 月，上海的最低月薪為全國最高，達 1620 元人民幣

（折合 266 美元）；中部省分安徽則敬陪末席，只有 1010 元人民幣（折合

166 美元）。最低時薪方面，北京位居第一，金額達 15.2 元人民幣（折合

2.5 美元），最低月薪地區的金額則約為 10元人民幣（折合 1.64 美元）。4

1.1.3.	香港

	 事實上，香港早於 1932 年，已經設有與最低工資相關的法例，但歷任港督

從未運用過設立最低工資之權利。

	 近幾十年，最低工資立法在香港一直飽受爭議。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

後，有勞工組織和立法會議員於 1998 年向政府提議，訂立最低工資法，然

而徒勞無功。

	 到了 2006 年，香港特區政府為清潔工和保安員，推行工資保障運動，企業

自願參與，為期兩年；政府聲言會參照是次自願性質運動之成效，決定是否

實施最低工資法。由於僱主的參與強差人意，所以特區政府於 2009 年 2 月

設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研究及籌備最低工資的立法。

	 拖拉經年，立法會於 2010 年 7 月 15 日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法定

最低工資定為時薪 28 港元，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其後最低工資

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上調至時薪 30 港元，在 2015 年 5 月 1	日起上調至

時薪 32.5 港元。

4	 用 1 美元 =	6.09 元人民幣的匯率計算	(2013 年 11 月 1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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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者稱最低工資不僅可以幫助工人，並可惠及企業和整體社會。它一方面

保障工人免受剝削，工資過低，另一方面改善工人生活，鼓舞工作士氣，扶

助貧窮及鼓勵就業。今時今日經濟全球化，科技突飛猛進，工人面對的競爭

日益增多，勞工保障對他們而言，尤其重要。

	 勞工成本增加，也可能推動企業探索新辦法，提升生產效率。工人士氣提高，

社會日趨和諧，收入不均得以改善，社會整體因而受益。

	 批評者則認為最低工資會增加失業，尤其連累青年和傷殘人士等弱勢和低技

能的工人，加劇貧窮問題。消費者亦會面對物價上漲。企業則會因工資成本

上升，減少培訓支出，因而減慢積累人力資源。勞動市場彈性下降，將拖累

經濟自由和香港整體競爭力。

1.2. 對持份者之影響

最低工資是一項勞工保障政策，必然影響僱主和僱員雙方。不過它亦會影

響其他人士，例如勞動市場的一眾工人，各有不同技能，來自各行各業；又例

如勞工成本的增幅可能轉移至消費者，因此所有消費者都受影響。最低工資對

各持份者的影響不一，茲舉例如下：

 清潔工 Mary

	 Mary 任職清潔工，每日上午六時三十分開工，工作 11 小時。時薪為

25.6 元，月薪大約 6600 元。她須另接一份夜更清潔工作，幫補收入。若

最低工資定為時薪28元，她的薪酬會上升9%，達到月薪7300元。不過，

她卻擔心會被削減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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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公司

	 Peter 任職清潔服務公司經理。其僱員的時薪多半為 24 至 27 元。工資下

限一旦出現，公司的工資開支將會提高。因此他打算加價，把成本轉嫁

給消費者。

 小企業老闆

	 Nick 經營茶樓，他覺得工資下限一旦成事，新人難找工作，而他也難以

招聘有經驗的工人。因此，他打算為有經驗的工人，支付比最低工資高

20%的薪酬。

 小企業老闆 ( 續 )

	 Anna	經營咖啡館，現有 5名全職工人。她除了擔憂工資成本上漲外，也

憂慮長期服務金因而增加。法律規定，工作超過 5年的僱員，一旦退休

或不獲續約，均獲長期服務金，而長期服務金的數額取決於最終月薪及

服務年資。

 小業主

	 Lily 擔任業主立案法團的主席。她知道最低工資法實施後，清潔工和保安

員薪酬大增，物業管理公司將為此承擔更高管理成本。提高管理費似乎

無可避免。她現正探討各種可能，以科技取代部份工人。其他業主也歡

迎的方案包括：於停車場設置電子付款系統，以及加添幾部閉路電視。

 家庭主婦

	 Janet 是家庭主婦；丈夫是程式設計員，不受惠於最低工資；兒子在大學

讀書，經常在外用膳；母親則住在老人院。最低工資一旦實施，她預計餐

廳會漲餐價，老人院會加月費，所以連月來苦苦思索，如何減少家庭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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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長工人

	 Bob 年近花甲（60歲），現職保安員。為求保住飯碗，即使工作時薪短、

時間長，他也在所不辭。他現在時薪 17 元，約等於建議之最低工資（28

元）的 60%。他恐怕僱主會因為最低工資解僱他，而其他僱主也不聘請

他，變相逼他提早退休。

 家庭傭工

	 Antonio	現職司機，住在僱主的寓所，無須交租。妻子Olga 也是家務助

理，服務五人家庭。當Antonio 發現最低工資不保障留宿的家庭傭工，極

度憤怒，打算和Olga 一起參與工會組織的抗議行動。

 實習學員

	 Jenny	在本地大學主修商業，現職會計師樓實習學員，以滿足畢業要求。

Jenny 以為最低工資能助她加薪，卻無奈發現不適用於實習學員。

 殘障僱員

	 Johnny	患有視障，現職收銀員。他擔心新法例會增加僱主招聘殘障工人

的憂慮。勞工處職員向他保證，他有權選擇進行生產能力評估，從而決

定他應否收取按生產能力訂定的工資。此安排旨在保障殘障工人的工資

之餘，亦維護其就業機會。

 公眾

	 企業知道新法例會令許多人加薪，所以陸續加價。弱勢工人可能一工難

求，因而向政府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變相加重納稅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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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最低工資法激起陣陣漣漪，波及到各個持份者。表 1-1 列出了

工人、企業和社會三個主要持份者所關注的議題。

表格 1‑1 影響工人、企業和社會的關鍵議題

工人

就業效應 最低工資會否減少職位？

附加福利及培訓 最低工資會否削減附加福利？尤其是在職培訓的機會？

家庭收入分佈與扶貧 最低工資會否幫助低入息家庭，以及扶助貧窮人士？

工資分配 最低工資會否加劇收入不均？

企業

成本 最低工資會否增加生產成本？最低工資能否迫使公司更有
效率，減低成本？

招聘決定 最低工資會否導致工時縮短、工作量加重等問題？

社會

通脹 最低工資會否提高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對通脹有何影響？

長遠影響 最低工資會否打擊工人進修和學習新技能的意欲？

這份報告將主力探討就業效應，並會觸及其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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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資與勞動市場 5

人們普遍相信最低工資立法（及其後的工資上調）是「職位殺手」。利用

供應和需求（供求）分析，我們可輕易看到其對就業的負面影響。6

先看勞動市場：企業是買方，工人是賣方。企業聘請工人作為生產要素，

工人則出售勞工服務，換取工資收入。供應和需求共同決定勞工服務的均衡價

格（工資），但個別僱主和工人都是受價者，只能接受該工資水平。供求的任

何一方改變，都會影響均衡工資和就業數量。7

假設勞動市場是個完全競爭市場，有完全信息和流動性；勞工服務完全一

樣；公司只關注利益極大化；最低工資涵蓋所有工人；工人生產力不受工資影響。

我們將描述勞工的供求，找出市場均衡，分析工資下限的影響。

2.1. 勞工需求

	 企業如何決定對勞工的需求？

	 一間追求利益極大化的企業往往從邊際處盤算，即是它會比較聘請額外

工人的利益和成本，按結果決定是否聘用。生產和出售的數量增加，是

聘請額外工人的利益；而工資成本則是聘請額外工人的成本。換言之，

如果聘請額外工人的利益大於成本，公司就會錄用該工人。8

5	 這部分不是經濟課程的要求只作知識增共益之用。
6	 關於勞動市場更詳細的描述，可參閱Mankiw(2012)。	
7	 就業數量以僱員人數或工時時數計算。除非另有說明，一律採用後者。
8	 這是從邊際角度出發，思考經濟學問題。理性的人會衡量變數之額外單位的成本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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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你是僱主，市場工資為時薪 50 元，你會多請一名工人嗎？很明顯，這

要視乎該名工人在一小時內，能否生產價值 50元或以上的產量。

	 邊際勞工產量（MPL）是每一個額外工人所能增加的產量。以下以MPL 代

表。

方程式 2‑1 邊際勞工產量

 MPL = ∆Q / ∆L,  

 當 ∆Q = 產量改變

              ∆L = 勞工數目改變

	 要注意，在以上公式中，MPL的單位和產量的一樣，都是實質的商品或服務，

不過我們須要作一個簡單計算，轉換MPL 的單位為金額，以方便比較它和

工資。方法是將MPL乘以產品價格（P），得出邊際產量的市值（VMPL），

即

方程式 2‑2 邊際產量的市值

VMPL = P x M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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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式的 VMPL是邊際產量的市值，即是僱用一個額外工人所得的額外收入。

	 生產有一個常見特性，名為「邊際生產力遞減定律」。這定律說明邊際勞工

產量會隨勞工數目上升而下降。基於這個特性，VMPL 曲線會隨勞工數目增

加而向下斜。理性的僱主會以邊際產量的價值來衡量工資，故VMPL曲線等

同勞工需求曲線，如圖 2-1 所示。

圖表 2‑1 勞工需求曲線

	 根據「邊際生產力遞減定律」，勞工需求曲線是向下斜的。因此，當工資

上升，勞工需求量就會下降。用圖說明，便是沿勞工需求曲線向上移。

	 在一般需求曲線上，連繫價格與需求量的其他因素假設不變，勞工需求曲

線也不例外。因此，我們會假設產品價格及工人生產力等其他因素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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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需求曲線何時會移動 ?	由於勞工需求曲線等於 VMPL 曲線，所以改變

VMPL 的事物亦會改變勞工需求，令需求曲線移動。

由於

VMPL = P x MPL

	 如果增加MPL或產品價格（P），也會增加既定工資水平下的VMPL，從而

轉移勞工需求曲線。

	 P的改變一般來自產品市場供求的改變，而MPL的改變往往源自科技進步。9

2.2. 勞工供應

	 工人是市場的供應方，他們出售勞工服務，換取工資收入。那麼勞工供應是

如何決定的呢？

	 如果工人上班，他們就會獲得薪酬，但亦會少了休閒時間。經濟學上，

這當中涉及了工作與休閒的取捨。工人工時愈長，他們就要放棄愈多休

閒。基於這個取捨，休閒的機會成本即是工資。

	 那麼工人會怎樣應對工資上升呢？

	 工資上升，代表休閒的機會成本上升。理性的工人便會選擇多工作、少

休息。這意味著當工資增加，勞工供應量也會增加，因此圖 2所示的勞

工供應曲線呈現正斜率。10

9	 工人的邊際產量（MPL）也受其他因素影響。舉例說，如果企業更新工人使用的電腦，工人的生產力
會隨之上升，從而增加MPL和VMPL，使企業的勞工需求曲線向上移。

10 理論上，勞工供應曲線有可能在高工資水平拗曲，向左上升。為簡單起見，我們不理會這個可能，
即勞工供應曲線總是有正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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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2 勞工供應曲線

	 那麼勞工供應曲線何時會移動呢？

	 移動因素有二：其一，如果工人從境外進入一個經濟體（例如移民入境），

勞工供應就會上升，勞工供應曲線亦會因此向右移動；同理，若有工人

移民出境，勞工供應就會下降。

	 其二，如果工人對工作和休閒的取捨改變，勞工供應曲線也會因此移動。

比如，假設新生代工人愈來愈重視休閒，則處於各個工資水平的勞工供

應量都會減少，令勞工供應曲線向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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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市場均衡

	 假設勞動市場是完全競爭，企業和工人都是受價者。他們只能接受市場的工

資水平，按此決定供應和需求的數量。

	 勞工價格（工資）如同所有價格，取決於供應和需求。它會上下調整，

以平衡勞工的供應和需求。均衡狀態下，勞工需求量等於供應量。相反，

假如兩者不一，就會產生壓力，工資因而調整，令兩者再次相等。

圖表 2‑3 勞工市場的均衡

	 圖 2-3 描述一個完全競爭勞動市場的均衡狀態。均衡工資和就業數量分別以

W*	和	L* 標示。均衡狀態下 ,	工人會獲得其邊際產量的市值（VM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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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從勞工供求看最低工資法

描述過完全競爭的勞動市場之特性，最低工資的效應便顯而易見了。最低

工資是工資下限的一種。典型的工資下限訂於 ( 自由市場 ) 均衡水平之上。這

種安排稱為具約束力的工資下限。當企業須依法付出高過均衡工資的最低工

資，便會出現失業，如圖 2-4 所示。

2.4.1.	勞工需求—供應模型的基本分析

圖表 2‑4 具約束力的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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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 顯示最低工資對一個競爭性勞動市場的影響。政策未實施前，（自由

市場）均衡工資為W*, 均衡就業數量為 L*。

	 具約束力的最低工資WM 實施後，工資增加，勞工成本上升，各個市場參與

者會作出反應，改變需求量和供應量。需求方面，企業減少聘用工人；供應

方面，更多人願意工作。由於工資增加，工人覺得休閒變貴了，不如把休閒

變為工作，供應量於是增加。

	 上圖中，LD	和	LS 分別代表處於最低工資WM 水平的需求量和供應量。最低

工資WM 實施，出現勞工過剩 ,	即 LS – LD。這就是最低工資所引發的失業。

	 如果勞動市場並非完全競爭，失業情況會更惡劣。之前兩幅圖中，我們假設

工人相同，意指他們提供相同的勞工服務。事實上，工人皆不同，其生產力、

經驗、教育水平等特質，都是獨一無二的。11

	 最低工資導致勞工供應過剩，令企業招聘時更為挑剔。假如這樣，低生產力

的工人如缺乏經驗的青年人和殘疾人士，就更容易失業了。最低工資的立法

原意是幫助這些人，實施後卻令他們更難找工作，十分諷刺。怪不得有論者

稱最低工資是典型的「好心做壞事」。

11	簡單來說，我們可以將勞動市場分為兩部分：熟練工人及非熟練工人，再作供求分析。最低工資
不會影響前者，只會影響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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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對基本模型的批評

一直以來，標準的需求和供應分析（供求分析）有許多人讚賞，也有許多

人批評。

	 首先，典型的最低工資水平只略高於原本的工資水平，所以圖 2-4 可能涉及

誤導，與事實不符。為求說明，我們將圖 2-4 重畫。現在，圖 2-4 的原圖設

於圖 2-5 的左邊，重畫得出的新圖則放在右邊，以方便比較。新圖的最低工

資WM 離自由市場均衡更近，失業比圖 4少了一截。比較可見，左邊的原圖

可能畫得太誇張。事實上，各國提升最低工資，往往是為了抵消通脹，實際

工資的增幅其實有限（如果有增加的話）。（Reinhardt,	n.d.）

圖表 2‑5 最低工資與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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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供求分析假設勞工市場是完全競爭的，但這假設往往不符現實。例如

在勞動市場獲得信息一般要付出代價，工人找工作既花時間又費精力，工作

機會、工資水平和職位的具體要求等信息也未必一應俱全。同樣，企業也要

花時間尋覓合適的求職者，填補職位空缺。這些信息成本都會削弱勞工流動

性。

	 完全競爭的另一假設是沒有具支配力的市場參與者，買方和賣方都是受價

者。然而，勞動市場可能有買方壟斷，即買方的市場力量明顯比賣方的強。

若是如此，企業便能設定工資，不是受價者了。買方壟斷的起因包括僱主互

相串通，工人流動性不完全和上文提到的信息成本高昂等。在買方壟斷的勞

動市場中，具約束力的最低工資反而會增加就業。12

	 再者，即使勞動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最低工資也不可能適用於所有工人。一

些工人如自僱人士和農夫就不受最低工資保障。我們可把勞動市場一分為

二，分為適用範圍和非適用範圍。最低工資上升，只會令適用範圍出現失業。

剩餘工人會轉移到非適用範圍，在那裏增加就業和拉低工資。若一併考慮雙

範圍的勞動市場，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就不再明顯。13

上述對標準供求分析的批評有一個共同點：調高最低工資未必帶來失業。

相反就業可能不變，甚至增加。

12	Ehrenberg	and	Smith	(2006)	闡述買方壟斷的勞動市場的正式定義、特點和影響。
13	Ehrenberg	and	Smith	(2006) 提供了雙範圍勞動市場的簡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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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證研究結果

分析最低工資各種特性的實證研究有不少，其中以它會否增加失業的研究

為數最多。本節會檢討最低工資的所謂「就業效應」。

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大多數經濟學家都相信最低工資會產生負面

的就業效應，尤其影響青年人和低技術工人。其中，Brown 等人（1983）發現

每 10%最低工資升幅，就會減少 1%的青年就業。

在九十年代初期，兩個美國經濟學家David	Card	和	Alan	Krueger 發表了

最低工資效應的著名研究 (Card	and	Krueger,	1994)。他們發現美國新澤西州

調高了最低工資，當地快餐店的職位卻沒有因而減少。這研究的統計方法和有

別於主流的研究結果雖然備受批評，但研究卻廣受關注，不止學術圈，連政策

制定者和最低工資支持者也有所注意。14 以下，我們將簡述這個著名研究。

美國東北部的新澤西州於 1992 年調高最低工資，從時薪 4.25 美元升至

5.05 美元，東鄰的賓夕法尼亞州則不變，維持在 4.25 美元。人們預期新澤西

州的就業率會因而下降，但一項訪問快餐店僱員的調查卻顯示，最低工資上升，

增加了該地快餐店的職位 (Card	&	Krueger,	1994)。Card	和	Krueger	(1995) 根

據這調查及幾個在美國其他地區的調查，推論調高最低工資的負面就業效應即

使存在，也是微乎其微，在部份情況下，甚至會帶來更多職位。

14	調高最低工資反而令僱主請更多工人，這不奇怪嗎？在這個情況下，需求定律可能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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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個正面就業效應，人們提出許多理論，嘗試解釋。其中一個可能是，

僱主在最低工資調高後，削減培訓成本及附加福利等僱員開支。如果這些開支

的減幅足夠大，僱員的「總工資」（包括工資和其他僱員開支）會隨最低工資

上升而下降。由於「總工資」下降，僱主因而聘用更多工人。另一個可能是，

工人因為加薪，所以消費更多，帶動勞工需求上升。又有一個可能是，企業通

過增加商品價格，將額外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事實上，勞動市場面對最低工資

調高，除了減少職位外，還有許多對策。(Schmitt,	2013)。

Card	和	Krueger	(1994,	1995)	發表研究後，許多人質疑其結論，理據如下：

首先，Card	和	Krueger 只關注某個行業（快餐店），忽視了最低工資涵蓋的

大部份勞動人口。其次，在新澤西州的研究 (Card	&	Krueger,	1994) 中，電話

訪問所得的數據與其他研究員採用的實際糧單記錄不符。再者，電話訪問在最

低工資調高後不久進行，只能顯示僱主對該政策的短期反應。總括上述三點，

Card	和 Krueger	(1994) 關於新澤西州快餐店的研究，充其量只能反映最低工

資對某州分某行業的短期效應。

Neumark	和Wascher	(2008) 分析了 45個他們認為「最可靠」的最低工資

實證研究，得出以下結論：「支持最低工資會減少低薪工人就業這論點的證據

充足」(p.104)，只有少量異常點（如Card	和 Krueger 的著名研究 (1995)）。

最低工資的就業效應充滿爭議，我們可以從中學到甚麼呢？第一，如

Neumark	和 Wascher	(2008) 所指，大部份研究均發現最低工資會產生負面就

業效應。第二，專注低技術工人的研究顯示，最低工資會明顯減少該組別的就

業，證據充足。從這個角度看，最低工資是弊大於利的。第三，若要用現實世

界的數據，來驗證和測試經濟理論，數據質量和研究方法都是關鍵，任何一項

出現絲毫失誤，都足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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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宏觀經濟角度：失業率與勞動力參與

除了聚焦某一行業如快餐店外，我們還可以用宏觀經濟的角度評估最低工

資的就業效應。在香港，統計處每月發佈勞工數據 15。以下，我們會先介紹

一些勞工數據的概念，再探討最低工資法與整體失業率及勞動人口參與率的關

係。

	 何謂失業率和勞動人口參與率？

	 我們可以把勞動年齡人口 16 分為三個類別：

	 (a)	就職人士	

	 (b)	失業人士	

	 (c)	非勞動人口 17

	 勞動人口定義為就業人士和失業人士之和。失業率是失業人士佔勞動人口的

百分比。勞動人口參與率則是勞動人口佔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以符號表達：

15	最新勞工數據可瀏覽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o30_tc.jsp
16	為簡單起見，我們稱之為「成人」。在香港，他們指的是 15歲以上的人。	
17	欲知上述三個類別的特徵，可參閱任何一本基礎經濟學的教科書，或瀏覽香港政府統計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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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 4‑1 勞動人口，失業率及勞動人口參與率

 勞動人口 =               ,

 失業率 =                  ,

 勞動人口參與率 =    

	 香港的就業人士超過三百萬，每日所作的就業決定（如聘請和辭職）多不勝

數，所以勞動市場非常活躍。圖 4-1 顯示勞動市場的各個界別及四種界別之

間的主要流動。

(b)
(a)+(b)

(a)+(b),
(a)+(b)+(c)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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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1 勞動市場各界別及其主要流動

	 四種主要流動包括：

1.	非勞動人口決定進入勞動人口；	

2.	勞動人口決定退出勞動人口（如退休或專注家務）；

3.	就業人士失去工作（辭職或遭解僱）；

4.	失業人士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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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我們可以環繞勞動人口，將四種流動歸納成兩類。其一，（1）和（2）

是進出勞動人口的流動。其二，（3）和（4）則是勞動人口內的流動。

	 圖 4-1 和上述各種流動，有助於解釋最低工資的效應。例如，悲觀者聲言最

低工資減少職位，指的是流動（3）增加，失業率上升（假設其他因素不變）。

支持者聲稱工資上升會吸引優秀工人重投職場，指的則是流動（1）增加，

勞動人口參與率上升。

	 圖4-2顯示2010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失業率。如果最低工資令流動（3）

顯著增加，失業率則會上升。

圖表 4‑2 香港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 18 及就業不足率

18 資料來源：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00_tc.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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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顯示失業率的波動幅度不大。最低工資於 2011 年實施，其後的失業

率保持於相對低的水平。最低工資於 2013 年調高後，失業率同樣保持在相

對低的水平。

	 我們可否因此推論最低工資不會減少職位呢？最低工資委員會 (2012) 和雷

鼎鳴	(2012)	均指出該時期經濟蓬勃發展，勞工需求增加會抵消最低工資帶

來的負面就業效應。此外，對於新政策而言，可用的數據十分有限。目前仍

未有足夠數據證明最低工資對香港帶來什麼影響。所以正如雷鼎鳴 (2012)	

所言，「我們期待更多的經濟數據，以作出更全面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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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最低工資

早於 1932 年，香港已經設有與最低工資相關的法例，但歷任港督從未運

用過設立最低工資之權利。19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有勞工組織和立法

會議員於 1998 年向政府提議，訂立最低工資法，不過徒勞無功。自此以後，

最低工資成為一個熱門議題。

到了 2006 年，香港特區政府為清潔工和保安員，推行工資保障運動，企

業自願參與，為期兩年；政府聲言會參照是次自願性質運動之成效，決定是否

實施最低工資法。由於僱主的參與強差人意，特區政府於是在 2009 年 2 月設

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研究及籌備最低工資的立法。

拖拉經年，立法會於 2010 年 7月 15 日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法定

最低工資定為時薪 28 港元，	2011 年 5 月 1日起正式生效。其後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最低工資上調至時薪 30 港元，及後在 2015 年 5 月 1 日上調至時薪

32.5 元。

最低工資適用於所用僱員，包括全職和兼職。殘疾僱員同樣受到保障。為

求在提供工資保障和維護其就業機會兩方面取得平衡，他們有權選擇進行生產

能力評估，從而收取按生產能力訂定的工資。20

然而最低工資法豁免幾類人士，例如免費留宿的家庭傭工及獲豁免學生僱

用期的實習學員。21

19	唯一例外是外籍家庭傭工，他們享有法定最低工資。如僱主向外傭支付低於最低工資，一經定罪，
可判處罰款及監禁。

20	啓動評估的權利完全屬於殘疾僱員，而不屬於僱主。
21	請看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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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香港低薪工人之特點   

低薪工人有哪些社會經濟特徵？讓我們先介紹幾個定義，以方便討論。

	 低薪僱員為屬於工資整體分佈中最低十分位數的僱員；	

	 低薪行業為行業內僱員總數比例較高的行業。

	 根據以上定義，法定最低工資實施不久，即 2011 年 5 月至 6月間，低薪僱

員的時薪低於 29.3 元。據統計，同期的低薪僱員有 279,400 人，佔勞動人

口的 7.5%。64.6%的低薪僱員賺取首個法定最低工資 ( 時薪 28 元 )。

	 低薪僱員有何特徵？

	 他們大多是女性，教育程度較低，較年輕（15-24 歲）或中老年人 (45 歲

或以上 )。22 按職業劃分，90.1%的低薪僱員為非技術工人和服務工作及

銷售人員。

	 哪些行業僱用較多低薪僱員呢？

	 最低工資委員會識別出四個低薪行業，包括零售業；飲食業；物業管理、

保安及清潔服務；以及其他低薪行業。上述低薪行業共有 29.8% 的僱員

屬於低薪僱員。（見表 5-1）

22	準確而言，	61.4%	低薪僱員為女性，72.2%為低教育程度（中三或以下）。年齡方面，10.8%低
薪僱員為 15 至 24 歲，61.9%	為 45 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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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1 香港的低薪行業

低薪行業 僱用多少低薪僱員

零售業 17.4%

飲食業 24.3%

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 52.3%

其他低薪行業 23.7%

所有低薪行業 29.8%

	 值得注意的是，四個低薪行業中的部份細分行業內，低薪僱員尤其多，譬如

保安服務（64.3%）、清潔服務（63.4%）、地產保養管理服務（45.5%）、

快餐店（43.5%）及安老院舍（36.4%）。

	 低薪行業另有一個明顯特點：低薪僱員只佔全港僱員的 27.7%，但 82.8%

低薪僱員卻集中在低薪行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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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就業效應之正反意見

香港的學者和意見領袖對最低工資的就業效應意見紛紜，以下是較具代表

性的意見：

	 雷鼎鳴

	 據估計最低工資法會導致 50,000 至 100,000 個職位流失。

	 練乙錚，王于漸

	 最新研究已經推翻了最低工資與就業有正關聯的結果。

	 王于漸

	 （就業增加）是因為香港低技術勞工的需求上升。

	 林行止

	 我十分懷疑最低工資會帶來更多失業。就算如此，負面影響相對於立法

帶來的好處也是相對輕微的。

	 黃洪及葉盛泉	(2012)

	 訪問結果顯示最低工資對新來港女士和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

者有正面就業效應，但對殘疾人士的就業效果卻是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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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其他問題之正反意見

	 練乙錚 ,	王于漸

	 最低工資法將無可避免有利於大企業，卻不利於中小企。

	 王于漸

	 根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只有少數最低工資工人來自低薪家庭，可見政

策無助扶貧。

	 黃洪及葉盛泉	(2012)

	 （當最低工資法實施）低薪工人和其他弱勢工人的工作滿意度及生活質

素普遍有所提升。

	 林行止

	 在報界工作多年，我深刻看到資本家貪婪無厭的一面，所以適度的最低

工資是保障非技術勞工的次佳方法。

	 最低工資水平可以按指數調整。	

	 趙耀華

	 如果最低工資法的目標擴大至「加強弱勢群體的力量」，或者其他不能

量化的因素，落實最低工資法會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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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洪

	 最低工資法配以其他社會福利政策，才可發揮最大正面效應。

	 練乙錚，王于漸

	 除了最低工資，還有其他更好的保障勞工政策，例如負所得稅。同時，

經討論的最低工資水平依然太低，不足以達到扶助底薪家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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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負所得稅代替最低工資？

在負所得稅的制度下，若某人的工資低於某個水平，他或她不用交稅之餘，

還可獲得政府發放的補助金。

負所得稅其實確保了每個公民可以獲得基本收入。Milton	Friedman	(1962)

首先提出這個概念，用來解決低薪問題。

理論上，負所得稅不止涵蓋低薪工人，也包括沒有任何收入的公民。不過

負所得稅絕少在現實世界推行，即使推行，範圍也有限。美國和英國都有簡單

版的負所得稅政策，以稅收減免或津貼的方式，幫助低薪工人。23

	 負所得稅有何好處？

	 有異於最低工資，負所得稅不會干預低薪工人的市場，因此不會如工作

下限般引發失業。

	 負所得稅不止是一個稅制，而且可以實現社會目標，成為確保全民最低

收入的單一系統。有了負所得稅，政府可以撤回其他福利及輔助計劃，

從中節省行政費。

	 它亦能促進社會和諧和避免經濟波動。消費者因為享有最低收入，所以

即便處於經濟衰退，也不至於擔驚受怕。

23 香港政府打算於 2015 年實施低薪在職家庭津貼。（2014 施政報告 ,	p49）這津貼以家庭為單位，
向受助人提供基本收入，範圍僅限於低薪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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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所得稅有何缺點？

	 如同其他以收入為基礎的稅制，負所得稅系統須要申報及審查，以防濫

用。這意味著巨額的行政費及防止詐騙開支。除此以外，負所得稅減低

工人的工作意欲，對政府財政帶來長遠負擔。

	 負所得稅的支持者往往質疑最低工資的成效。負所得稅被譽為扶貧的更

好辦法(黃洪2011,	2012)，幫助工人的有效方法(劉展灝，引自香港商報，

2011) 及不用扭曲市場的政策 ( 黃洪 2011,	2012;	練乙錚 )。此外，最低

工資不足以幫助工人 ( 李卓人 ;	黃洪 )。不過，負所得稅亦有其弊，它要

大幅改變整個稅制，而且沒有足夠外國例子供參考。( 趙耀華 ,	2010)

有鑒於大部份國家現行的稅制複雜，若要實施負所得稅，必須修改整個稅

法、福利系統以及背後理念。這是政治上不可行的。



33

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

7.	 政策評估

法定最低工資至少每兩年修訂一次。2013 年 5 月 1 日的首次修訂已經生

效，工資水平從時薪 28 元調高至時薪 30 元及後至時薪 32.5 元。最低工資可

能每兩年調高一次，這會產生怎樣的就業效應呢？

利用供求框架，我們假設工資上升會令市場工資高於自由市場均衡工資。

經濟學上，這叫具約束力的工資下限（見圖 2-4）。這會否帶來更多失業呢？

結果取決於經濟情況。經濟情況有兩種，分別是經濟擴張和經濟衰退。

情景 1：經濟擴張

	 這對低技術工人的需求和供應有何影響？經濟景氣時，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強

勁，企業因此僱用更多工人，增加勞工需求。勞工供應則相對不變。24

	 具約束力的工資下限會增加失業，但蓬勃經濟增加勞工需求，會抵消最低工

資調高所帶來的負面就業效應。兩者相互抵銷後，就業變化微乎其微，並不

明顯，這可能解釋為甚麼 2013 年最低工資調高而沒有增加失業。

24 有人會辯說：工人在經濟擴張時，覺得可以輕易找到工作，所以更加重視休閒。這樣，勞工供應
會減少，但減幅不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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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2：經濟衰退

	 如同情景 1，具約束力的工資下限會增加失業，不過這次經濟不是擴張，而

是衰退。

	 經濟衰退中，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減弱，令勞工需求減少，因而「放大」了最

低工資調高的負面就業效應。兩者相互疊加後，依然得出負面就業效應，不

過失業就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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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討論問題

問題 1

近年香港的藥物需求穩步上升，相信跟 2003 年 7月 28 日實施的個人遊計

劃有關。

i.	 假設藥物的價格上升，行內銷售人員的需求和供應會受影響嗎？

ii.	 這對均衡工資和勞工數量有何影響？

問題 2

圖 8-1 顯示香港於 2009 年 5月至 7月三月間勞動市場的情況。25

i.	 指出（a）、（b）和（c）分別所指的組別。

ii.	 計算失業率。

iii.	計算勞動人口參與率。

25 數據來源於政府統計處發佈的新聞稿（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09），未經季節調整，只屬臨
時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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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1 香港勞動市場的情況（2009 年 5 至 7 月）

問題 3

金融海嘯於 2008 年 9 月爆發，大大打擊美國經濟。當地失業率急

升，並於一年後到達頂峰。請到美國勞工統計局	(http://www.bls.gov/bls/

unemployment.htm) 的網頁查看美國的每月失業率。

i.	 找出美國在 2008 年 1月至 12 月的失業率。期間失業率升了多少？

ii.	 自金融海嘯於 2008 年 9 月爆發，美國失業率最高達到多少？它和一年前相

差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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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

勞工處匯集了一系列關於香港法定最低工資的常見問題，載（http://www.

labour.gov.hk/tc/faq/smw_converage.htm）。瀏覽這網頁，並回答以下問題。

i.	 法定最低工資是否只適用於月薪工人？	

ii.	 法定最低工資是否適用於實習學員？

iii.	法定最低工資是否適用於殘疾人士？若是，法定最低工資會否損害他們的就

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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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答案

問題 1

i.	 如果商品價格上升，勞工需求會向右移。當零售商發現額外工人帶來的額外

收入增加，便會增加銷售人員的需求。

ii.	 因為勞工需求向右移，所以均衡工資和勞工數量均會上升。

問題 2

i.	 組別（a）代表不足15歲的年青人；組別（b）則代表為勞動人口。組別（c）

則較複雜，包括（a）及非勞動人口。

ii.	 失業率	=	213,800	/	3,719,000	=	5.7%	

iii.	計算勞動人口參與率，須知道非勞動人口的數目，但題目未提供此數據，所

以答案無從稽考。

問題 3

i.	 下圖顯示美國在 2008 年 1 月至 12 月的失業率。期間失業率上升 2.3 個百

分點。

年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2008 5.0 4.9 5.1 5.0 5.4 5.6 5.8 6.1 6.1 6.5 6.8 7.3

ii.	 美國失業率在金融海嘯後，最高達到 10%，當時為 2009 年 10 月。一年前

失業率為 6.5%，一年間升了 3.5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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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

i.	 法定最低工資適用於所有僱員，不論他們是月薪、週薪、日薪、時薪、件薪、

長工、臨時工、全職、兼職或其他僱員。只有幾個例外，例如實習學員及留

宿家庭傭工。	

ii.	 法定最低工資不適用於實習學員。	

iii.	法定最低工資同樣適用於殘疾僱員，一如適用於健全僱員，他們同樣有權收

取不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薪酬。	

為了在殘疾人士的工資保障和就業機會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最低工資條

例》為殘疾僱員提供特別安排，讓因殘疾以致生產能力可能受損的殘疾僱員，

有權選擇進行生產能力評估，從而釐定他們應獲得不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薪

酬，抑或收取按生產能力釐定的工資。啓動評估的權利完全屬於殘疾僱員，而

不屬於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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