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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臨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最低工資條例草案》委員會諸位賢達：
全球各地不斷發展，您我生活在這個時空，無不要面對挑戰和困難，尤其是香港
面對非一般的時間。正當大家「有心」為香港每個個體和家庭提供支援時，切莫
急於求成，立錯法，處錯方，病癒無期，病情更嚴重。即使十年又十年的時間轉
眼飛逝，但此一時不同彼一時，今天要如何理順職場上的薪酬回報結構，勞資雙
方互惠互利，各取所需，生活和家庭平衡，催生健康家庭，進而提昇整體社會公
民質素，實在需要審時度世，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準確把脈和準確
落墨。
今年，五一勞動節以及過去幾個月，労資雙方辯論更為白熱化，爭持香港首度最
低工資的「時薪」起步，無論有沒有立法，整個薪酬系統也要面對一個最基本的
問題，資源從何來呢？大家浪費了精力去爭持於對勞資雙方面生存問題的亳無幫
助的焦點，彷彿您死我活。有縱橫全球發展舞台多年經驗的各位委員，煮豆燃豆
萁，相煎何太急。為了紓解民困，(註：僱主也是公民的一分子)，政府和各界協商，
針對根源，加以理順，互惠互利，達成全贏局面；而對肯在港投資納稅、為港創
造就業、管理卓越而給予合理薪酬的僱主應加以扶持 ，增加良心僱主的信心， 給
予他們成長空間，給予鼓勵。
此外，翻看《最低工資條例草案》，本條例的適用範圍為(1) 除本條另有規定外，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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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貴會所提出
的方案、討論焦點 (包括：時薪、工時、傷健人士和最低工資條例委員會模式)和
《最 低 工 資 條 例 草 案 》建 議 的 研 究 次 序 及 範 圍(立法會

CB(2)2614/08-09(01)號文件)1都算粗疏，以致執法起來，對勞方也產生很多打
擊。例如：就業市場上，僱主較喜歡年輕力壯、青春 Young Look，年紀大些就被
淘汰，
《最低工資條例草案》根本沒有對勞方產生任何幫助，亦沒有處理；對傷健
人士和智障人士考慮未夠周全，也必須正視，以免打擊自強不息的公民。
《最低工
資條例草案》只定有所謂下限，並沒有研究「資歷價值」問題，對剝削「管」不
到位。而這個「最 低 工 資」，可變成「合法工資」。立了法，人喜歡點用都得。
最要命的是，如勞資雙方的困境無人正視，兩敗俱傷，香港只會變成一潭死水， 因
此，懇請各委員賢達，正視「立法」是否最佳的方法，立法應做哪方面，有沒有
配套措施支持僱主和業界(包括：勞資雙方各自的組織等)，並合力儆惡懲奸。
無辜 萬眾託之付為冀盼！順祝君安！
亞洲民生關注 n Friends - (正視最低資資草案弊端關注組〉啟
二零一零年五月三日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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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bc/bc61/papers/bc611013cb2-2614-1-c.pdf

附件一

附錄二
截止2010年4月止，單人每月基本開支舉例：

註: 除租金和晚餐，都以單人計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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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若每小時薪金不高於港幣33的話，每月薪水為 8184 (33 x 8 x 31), 扣除強積金5%, 實收7774.8
元。而以香港生活指數，如此的收入不足以應付日常開支，並供養父母，一個三至四人家
庭，夫婦兩人都有必要外出工作。經濟問題一直以來，就是香港家庭的壓力，也是促進「家
庭友善」發展最大阻力。並試問有多少人是可每月只付二千元租金的呢？整體亞洲薪酬不
上調反向下調整，相信香港土地和住房政策要面對相對調整的壓力更大，後果很難令人心
安。

附錄三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
 Whereas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have in the Charter reaffirmed their faith
in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the 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human person and in the
equal rights of men and women and have determined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better standards of life in larger freedom,
Article 1.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
Article 4.
No one shall be held in slavery or servitude; slavery and the slave trade shall be
prohibited in all their forms.
Article 6.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recognition everywhere as a person before the law
Article 23.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work, to free choice of employment, to just and favourable
conditions of work and to protection against unemployment.
(2) Everyone, without any discrimination, has the right to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3) Everyone who works has the right to just and favourable remuneration ensuring for
himself and his family an existence worthy of human dignity, and supplemented, if
necessary, by other means of social protection.
(4)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orm and to join trade un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
interests.
Article 25.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standard of living adequate for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himself and of his family, including food, clothing, housing and medical care and
necessary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right to security in the event of unemployment,
sickness, disability, widowhood, old age or other lack of livelihood in circumstances
beyond his control.
(2) Motherhood and childhood are entitled to special care and assistance. All children,
whether born in or out of wedlock, shall enjoy the same social protection.

附錄四
在議會，請考慮質詢：
除了再三注資銀行，2009 年，港府已批出的貸款額超過 680 億元俾銀行協助「中
小企業」，聲稱超過 1 萬 6 000 間企業受惠，間接幫助穩住 28 萬多名僱員的職位。
大家覺得問題出了在哪裏呢？
發展和協助無資本才晉和「中小企」，有沒有比靠商業運作的銀行更好的方法，
或港府與銀行界有其他合作條件呢？金融界也要有良心!
優化稅制
等。
 監管賑災基金可為內地青海省地震災民帶來支援，令服務供應者及產品供應商
無法趁機斂財，謀取暴利，令災民所得支援大減。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fc/fc/agenda/fc20100423.htm
附錄四
:

雖然立法會已 表決 2010-2011 財政預算案，出席的議員以 35 票贊成、16 票反對，
通過議案，沒有人投棄權票。
由各部門提供資料，政府的合適部門統籌(例如：庫務)，每月在政府網頁提供一份
綜合該月宣佈的開支項目和所涉金額，供市民和社會各團體瀏覽，另發一份綜合
報表供立法局議員研究並提出動議，負起監察之責。
但我們市民當然希望港府各部門和獲得資源的群體善用資源，批核嚴謹有道 ，公
正監察，若任何群體能豁達地將既得的資源與其他群體再分享，香港不會只有一
部分人面上才能掛上笑容了。
http://www.cs.com.cn/xwzx/06/201002/t20100224_2348235.htm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今天公佈新一年度的預算草案,經常開支預算為 2296 億港元,
其中教育、社會福利、衛生和保安方面開支占經常政府開支總額的 68.3%。
新財年中,香港特區教育經常開支為 522 億元,占政府開支的 22.7%;社會福利開支為
397 億元,占政府開支的 17.3%;衛生開支為 369 億元,占政府開支的 16.1%;保安開支為
280 億元,占開支的 12.2%。

每年通過預算案，以後還會逐個項目和所涉金額 (breakdown)“彈＂出來。例如：
 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包括興建一條主隧道、一條分支隧道、六個入水口、一個
靜水池、一個出水口、附屬設施及園景綠化工程。整項工程預算開支約港幣十
七億元，擬於二零零八年第四季動工，至二零一二年年底前建成。






整個郵輪碼頭佔地約七點六公頃，預計造價將達七十二億港元。
01 年港府決定動工改善青山公路，當中包括撥款 8890 萬元，在青山公路沿線興建 11 條天橋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2/1/1/1496206/1.html
http://www.fehd.gov.hk/tc_chi/publications/annualrpt/2008/5.html
顧問費佔工程開支逾 20%屬於偏高
因此，必須有統整過的資料，履行對市民的知情權負責任，方便議員工作，確
保有效人力資源運用，並提出及時的答問與監察。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