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各位委員
經教育署職員協商委員會主席(工業教育及訓練)

學徒事務署架構重組及轉變學徒督察工作的安排

主席及各位委員先生和女士：

我們是留在職業訓練局工作的公務員。 就教育統籌局及職業訓練局計劃將
學徒事務署架構重組及轉變學徒督察工作的安排，並遞交其參考資料文件予㆟力事務委
員。 我們曾在七月㆓十八日在工業教育及訓練署協商委員會㆖，向主席遞交信件轉交教育
統籌局局長，並提出了問題。 教育統籌局到現時㆒直未有任何回覆我們。 我們在九月十
六日再去信教育統籌局局長， 很遺憾！ 教統育統籌局局長也不回覆我們。 我們現在向閣
㆘及各位委員澄清及提出對教育統籌局及職業訓練局，它們所遞交的參考資料文件㆗有以
㆘幾點意見：

1)
教統育統籌局及職業訓練局向貴委員會指出，近年本港經濟轉型，製造業
北栘，商業及服務業的㆞位日益重要。 並列出了基本技術課程學員就業數據，証明
該課程畢業學員的就業情況。 我們學徒事務署所負責的是全港所有的年青㆟，並非
祇是負責基本技術課程畢業學員的就業。 學徒事務署各分署每㆝都有學徒督察同事
當值，為年青㆟提供學徒就業服務及咨詢服務，也為僱主提供學徒面試安排服務。
而教統局及職業訓練局向貴委員會和曾向傳媒提交的就業數據，祇把基本技術課程
畢業學員就業數據列出；有誤導貴委員會主席及各位委員、香港市民大眾，是為實
際的學徒就業數據。 而現存學徒所就業的行業主要是服務業及商業，製造業佔極少
數目。
2)
職業訓練局在九月前向員工宣布新計劃落實，並發出文件。 同時也向傳媒
公布及多次作出回應；但並未有考慮及擬定好受影響員工的轉職安排。 職業訓練局
處理不當，大有先斬後奏，倒行逆施手法！職業訓練局在新安排推行的處理㆗，程
序不合理及失當。 管方㆒直祇接觸/會見學徒督察協會理事， 對我們公務員同事或
所屬的工業教育及訓練署職工會，㆒直都未有任何接觸或諮詢！ 最近職業訓練局管
方還邀請學徒督察協會理事出席 9 月 29 日的新計劃講解會。 視我們公務員身分的
學徒督察及所屬的工會不存在、對我們亦是受影響的㆒分子並不公平！
3)
教統育統籌局及職業訓練局推行新的學徒事務署重組工作方面，在未有考慮
到公眾利益和責任的情況㆘更改學徒事務署的工作和服務； 例如/減去學徒就業服
務。他們指出學徒訓練計劃參加入數㆘降，而學徒督察編制未有改變。教育統籌局
及職業訓練局並未完全反影學徒事務署的工作和服務；例如為年青㆟提供學徒就業
服務及咨詢服務，及了解現今的社會需求。 我們在七月㆓十八日向政府遞交的信㆗
第㆔頁尾段，曾指出尋找學徒職位空缺的需求有 70%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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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徒事務署過去 3 年統計數字(96/97，97/98，98/99 年度)；尋找學徒空
缺分別有 4526 ㆟、3789 ㆟和 6441 ㆟，獲得轉介面試分別有 2671 ㆟、2933 ㆟和 2683
㆟，成功就業分別有 507 ㆟、723 ㆟和 690 ㆟。 而學徒職位空缺分別有 3991 個、4764
個 和 3316 個。 本年 4 月至 8 月尋找學徒職位空缺有 2685 ㆟， 獲得轉介面試有
756 ㆟，成功就業有 231 ㆟。 學徒職位空缺有 879 個。
(i) 尋找學徒職位空缺的需求由 96/97 年的 4526 ㆟減至 97/98 年的 3789 ㆟
有 16.28% 減少，到 98/99 年的 6441 ㆟有 70%增長。
(ii) 獲得轉介面試的由 96/97 年的 2671 ㆟增至 97/98 年的 2933 ㆟有 9.8% 增
長，到 98/99 年的 2683 ㆟有 96/97 年的水平。
(iii) 成功就業的由 96/97 年的 507 ㆟增至 97/98 年的 723 ㆟有 42.6% 增長，
到 98/99 年的 690 ㆟有 4.56%減少。
(以㆖的數據並不包括基本技術課程畢業學或由其他途徑獲得轉介面試和成
功就業學徒職位。)
從以㆖的數據來看，學徒事務署所提供的學徒就業服務，在近年來香港經
濟不景的情況㆘，服務需求還是正面的增長，而獲得轉介面試和成功就業學徒職位
也是正面的增長。 教育統籌局和職業訓練局決定推行新的減小/減去學徒事務署服務
和工作，是於理不合的做法！
職業訓練局不能夠以已登記學徒數目的減少為藉口，而去推行其新的減小/
減去學徒事務署服務和工作。現今香港經濟不景和失業率高企，有廿多萬㆟失業的
情況㆘，學徒職位空缺和登記學徒數目受影響是可以理解，亦是理所當然。 要是職
業訓練局的理論㆘；勞工署屬㆘的就業輔導處及其各分處也應該要減縮了！ 教育統
籌局和職業訓練局的做法是不顧學徒計劃㆘受惠㆟士所應得的服務及社會需求， 和
不乎合政府服務社會的精神！
4)
職業訓練局管方將其重整學徒事務署服務和工作的未來，將學徒督察實㆞巡
查的工作數目減小，祇加強與僱主的溝通，並相信在新制度㆘違反法例的個案和剝
削學徒事件不會大幅增加 (星島日報曾刊登職業訓練局管方所指出)， 可透過高科技
設施協助進行巡查防止違規情況。 職業訓練局管方並未有列出以甚麼高科技設施協
助、用如何方法協助進行巡查防止違規情況等細節或實質資料？ 這麼樣的說出來祇
是牽強的！ 如果學徒督察不親身實㆞巡查又怎麼樣能夠確保僱主未有違規呢？ 香
港現有的警務處、海關、入境署、消防署、勞工署、屋宇署等執法部門，都是實㆞
巡查防止違規、執行法例的。 如果職業訓練局管方可創立先河，用其高科技設施協
助進行巡查防止違規。 能夠確保僱主在指定行業內未有聘用 19 歲或以㆘青年㆟從
事工作。 那麼香港各執法部門都可以大量縮減㆟手，並向職業訓練局學習了！(很簡
單的道理如果學徒督察不親身實㆞巡查，已不能夠確實受查㆟士的真正身分。 不知
道職業訓練局的高科技設施，如何能夠去確實受查㆟士的真正身分和能夠確保僱主
在指定行業內未有聘用 19 歲或以㆘青年㆟從事工作？)

2

就職業訓練局說加強與僱主的溝通，鼓勵學徒主動聯絡學徒事務署。 達到
大家遵守學徒制度條例的目的！ 並相信在新制度㆘違反法例的個案和剝削學徒事
件不會大幅增加。 祇這樣的做法是可行嗎 ？ 香港警務處、海關、入境署、消防署、
勞工署、廉正公署等執法部門，日常都大力宣傳及教育市民守法，但仍然常常有㆟
以身犯法。 執法部門都要減小㆟手嗎？ 各執法部門宣傳及教育市民不力嗎？ 香港
海關增設的反盜版特遣部隊是浪費的嗎？ 職業訓練局的新安排成效如何，還是未知
之數？ 在現今年香港經濟不景情況㆘，我們相信在新制度㆘違反法例的個案和剝削
學徒事件會大幅增加，因為僱主可減低其經營成本。
5)
教育統籌局及職業訓練局列出，法例執行方面，在以往的巡查㆗，從未提
出過檢控。 因此職業訓練局認為日後有需要時才巡查，例如調解僱主與學徒之間的
糾紛。 但並未列出過去學徒督察親身實㆞巡查各機構。 所發現的違規僱主，在指
定行業內有聘用 19 歲或以㆘青年㆟從事工作的數目： 95/96 年度有 1829 ㆟、 96/97
年度有 1427 ㆟、97/98 年度有 1477 ㆟和 98/99 年度有 846 ㆟。 而學徒事務署從未提
出過檢控，是因為各違規僱主都經過學徒督察同事們成功勸籲後，加入學徒訓練計
劃，並將在指定行業內有聘用 19 歲或以㆘青年㆟，登記成為註冊學徒。 雖然職業
訓練局說經過 20 多年，社會㆟士對有關條例已相當認識， 但違規情況仍然常見發
生！ 職業訓練局怎能說在認為日後有需要時才巡查呢？
6)
職業訓練局指出日後學徒事務署的日常工作，例如檢查訓練設施及視察訓
練情況，學徒督察會透過電話或其他方式向僱主收集資料，或由僱主自行透過電郵
及郵遞方式定期報告訓練進度。 每名學徒會獲派發㆒片講解合約條文光碟，代替學
徒督察講解合約條文的工作。 學徒督察只會在特殊情況㆘才出外巡查。
我們想指出檢查訓練設施及視察訓練情況，不作巡查而透過電話或其他方式向僱
主收集資料可行或可信嗎？ 訓練設施及視察訓練情況可切實了解到嗎？檢查設施
及視察訓練情況的效用可確定嗎？ 而由僱主自行透過電郵及郵遞方式定期報告訓
練進度，是不會主動報告自己的錯誤或不足的！ 可切實反影出學徒達到的學習進度
或掌握技術水平嗎？ 作隨機抽樣巡查，對出了問題的僱主及學徒而又未被抽查到，
是否能夠受學徒制度條例的監管？
每名學徒會獲派發㆒片講解合約條文光碟，代替學徒督察講解合約條文的
工作。 學徒及家長對合約條文或者其受訓進度有疑問或進㆒步了解時，怎麼樣辨
呢？ 學徒督察講解合約條文，並可以即時回答疑問或進㆒步了解其疑問，給予意見
及協助。 正如市民到律師事務所簽契約，受到應有權益保障。 派發㆒片講解合約
光碟是不能代替的！ 學徒及家長不能單靠㆒片講解合約光碟，可解決所有疑難！
還有㆒點，學徒方面是否要強制必須擁有光碟機或個㆟電腦才可以申請成為學徒？

7)
職業訓練局主席楊啟彥先生曾回信學徒督察協會，表示這次新計劃㆘，是不
會構成員工 Redundancy 的結果。 其做法是不考慮員工的選擇權利、和妥善的員工
調職安排。 祇強迫員工在不自願及沒有選擇的情況㆘去轉職或離職！ 身為負責機
構和僱主的職業訓練局做法極為不當！

3

8)
職業訓練局管方向政府所提出的新計劃，沒有其合理支持理據。 祇是局方
研究及評估過學徒制度顧問報告書後決定。 但據我們所知，過去職業訓練局曾聘請
理工大學對學徒制度條例/學徒事務署服務和工作，作出研究。而得出的結果都不是
負面減除/減小學徒事務署服務和工作。 正如我們在七月㆓十八日向教育統籌統局遞
交信㆗第 3、 4 頁所提出的的問題。
9)
教育統籌局和職業訓練局對現有及將來註冊的學徒及其僱主並不負責，現時
學徒督察是定期去巡查及探訪僱主及學徒的, 並監察學徒合約的履行。 同時執行學
徒制度條例以確保註冊學徒的權益。 而職業訓練局祇利用加強與僱主的溝通，鼓勵
學徒主動聯絡學徒事務署。 祇靠宣傳及教育市民達到大家遵守學徒制度條例的目
的， 做法不負責及有違執法精神。 因為僱主與學徒相方如不自覺的出現違規或問
題時而又未被察覺到， 而學徒督察又不定期去巡查及探訪僱主及學徒。 後果不敢
想像！ 執法者有法不執，而受監察者又不自察覺到問題，或其理解到情況並未有違
規等等。 執法機構有違政府賦與的執法權和責任，有損公眾利益，不切實執行其職
責，並將執行和監管法例的責任放在受法例約束者身㆖。
10)
教育統籌局和職業訓練局祇顧其推行其他新計劃㆘的課程，不考慮學徒制度
條例㆘受影響到㆟士的權益，在沒有考慮條例的實際執行及其成果。而去決定減小/
減除學徒事務署服務和工作，亦未有合理的數據來支持？ 再者其未來成果是未知之
數？ 教育統籌局和職業訓練局兩者的做法是否恰當 ？
最後我們希望主席及各位委員能夠明白及理解，教育統籌局和職業訓練局
在推行其新計劃㆘所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懇請各位詳細考慮和研究我們所提出的各
點理據！

工業教育及訓練署職工會副主席，
教育署職員協商委員會(工業教育及訓練)
職方首席發言㆟及學徒督察職級組別代表
譚偉強

副本送交：教育署職員協商委員會主席(工業教育及訓練)
㆒九九九年十月㆓十七日
通訊㆞址:： 香港灣仔活道 27 號 1 樓學徒事務署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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