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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資凍結通脹噬 老保安苦捱麵包
最低工資生效 11 載 一蟹不如一蟹 至今低過拎綜援

最低工資委員會正就自 2019 年起凍結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進行公眾諮詢，此舉將直接影響一
眾基層打工仔及其家人未來兩年的生計。香港《最低工資條例》生效 11 年以來，領取最低工資的

最低工資 VS 通脹變化

人數比例由最初佔全港人口 6.4%，大跌至 0.7%，最低工資受惠人口減少，是他們已「脫貧」？似
乎未必，因為期內貧窮人口反增 27.6%。正領取每小時 37.5 元最低工資的工廈保安員回顧過去



11 年，只有最低工資實施首幾年感受到生活獲明顯改善，後期卻發現人工加幅都被通脹蠶
食，生活漸見困難，「一半人工交完租和水電後所餘無幾，早餐麵包充飢。」他最怕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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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紅色炸彈」（喜帖），「幾百元『人情』好揦脷（昂貴）！」最諷刺的是，打工賺取
最低工資養家，隨時比領取綜援金還要低，試問勞力值何價？

壬寅年五月初一 初八芒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大致天晴 日間炎熱
氣溫28-32℃ 濕度70-90%

港字第 26358 今日出紙 3 疊 7 大張 港售 10 元

年 5 月 1 日，《最低工資條例》實施，為
保護香港勞工權益寫下歷史一頁。當年
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定為時薪 28元，隨後「至少每
兩年檢討一次」。條例實施首幾年均是每兩年都調升
一次，升幅介乎 6.2%至 8.7%，以追趕通脹升幅。惟
2019 年香港遭受黑暴摧殘後，經濟走下坡，法定最低
工資便由2019年起持續凍結，維持時薪37.5元。
最低工資委員會正就新一輪最低工資水平進行檢討
並諮詢公眾至本月底，但勞工界、學者及議員均指現
時的檢討機制存在不少弊病，促請作出調整，例如以
一條方程式計算以取代勞資漫長的磋商過程。

2011

不敢出席親友敘舊
71 歲的工廈保安員鍾哥入行逾 30 年，見證「最低
工資效應」由強變弱。他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憶述，1991 年入行時每月工作 26 天、每天工作 12
小時，月薪約 3,000 元，最低工資實施前月入也不足
5,000 元 、 時 薪 不 足 16 元 ， 條 例 生 效 後 即 獲 加 薪
75%。惟加薪黃金期一去不返，條例生效後他每
兩年獲加薪一次，每次加幅不足一
成。2019 年以來，他一直領
取 37.5 元時薪，

每日工作 10 小時，幸僱主體恤老僱員，放假仍然計
薪，月入才有11,350元。
鍾哥現居於青衣公屋，每日往元朗返工。之前他
在上水一個百多方呎的村屋單位獨居，每月租金約
4,000 元，連同水電費等每月最少開支約 5,000 元，已
佔去其月薪近半，故每周伙食、交通等日常開支嚴格
控制在 1,000 元以內，「生活確實過得很艱難，早餐
只能以麵包充飢，社交活動也盡量可免則免。」
他的生活相當單調，無娛樂、無社交，即使親友相
約飲茶敘舊他也不敢出席，就是怕「使凸咗」，最驚
收到「紅色炸彈」（請帖），「有人請飲總不能不出
席，幾百元『人情』好揦脷，但無得避。」他2016年
年滿 65 歲合資格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只得 19 萬
元，幫得多少？只有當入不敷支時用來應急。」

需留錢買防疫物資

上調，等於機制發揮不到作
用。」他直言，基層打工仔的
購買力及生活水平在過去幾年
一直倒退。
最低工資生效之初，不少人
寄望它是打工仔的「保護
網」，惟鍾哥認為公屋「保護
網」的作用更勝最低工資，去年
他終於成功獲配公屋，租金開支
由 住 村 屋 時 的 4,000 元 減 至 千 餘
元，額外多 3,000 元使費便鬆動多
了，加上已合資格享用「2 元乘車優
惠」，節省返工的車費開支，進一步
紓緩生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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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委員會每次檢討最低工資水平
時，勞資雙方意見總是南轅北轍，一方認
為工資水平太低令基層打工仔生活困苦，
另一方卻指上調工資會令不少企業難以支
撐；雙方往往拉鋸多時才能勉強達成共
識。不少意見認為，若引入類似港鐵票價
「可加可減」機制方程式，減省勞資雙方
的長時間磋商，所得結果亦更能客觀反映
經濟環境及基層勞工生活實況。
過去已有學者形容，最低工資委員會除主
席以外的12名委員當中，勞資雙方及政府代
表各佔3人，再加3名學者，就像打「泥漿
摔角」，以一堆滯後數據拗數，完全欠缺客
觀的檢討方程式，既浪費時間亦傷感情。工
聯會建議直接以時薪工資中位數的六成來釐
定每年最低工資水平，然後再每5年檢討一
次機制是否落後及有否需要調整等。

方程式應考慮基層消費模式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汶羽認同現時的檢討
機制費時失事，勞資雙方必定各執一詞。民
建聯建議透過一條方程式來自動調整最低工
資水平，「方程式的具體細節我們還在商討
中，整體而言希望可反映到基層勞工情況、
勞動市場的供需及通脹情況等，優點是客
觀、持平、自動及可預見。」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袁偉基認為，目前正是合適時機去討論透
過一條方程式計算最低工資，並指制定方
程式時應考慮基層的消費模式，「例如近
月食品價格升幅比整體通脹高很多，但這
卻是基層市民的必需品，而且現時的甲類
消費物價指數涵蓋範圍也太廣，包含了月
入 6,500 元至 27,999 元住戶的開支模式，
試問一個只領取最低工資的基層勞工，其
開支模式又怎會與月入逾 2 萬元的打工仔
一樣？這些都應列入考慮之列。」他認
為，最低工資水平應至少比綜援金高 10%
至20%，否則便變相鼓勵人領取綜援。
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所
長何濼生卻有不同意見。他認為，不應機
械化地透過一條公式自動調整最低工資水
平，「不能簡單話加幾多就幾多，例如今
年薪酬趨勢調查結果顯示高級公務員應加
薪逾 7%，你說市民是否覺得脫節？」他
認為勞資雙方磋商是有必要，「加薪是應
該，但同時要考慮商界壓力。」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
形容，如要改為以方程式調整法定最低工
資水平「需進行大手術，推倒現行的框
架，重新塑造社會共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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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取最低工資 佔所有僱
員百分比
僱員人數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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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最低工資的生活捉襟見肘，反觀若他申
領近 4,000 元的綜援標準金，縱然不及打工的收
入，但由於綜援戶獲租金津貼等其他福利，
生活壓力隨時比打工領取最低工資為輕。
鍾哥坦言曾萌生過申領綜援維生的念
頭，但最終仍想自食其力，「既然我
仍有能力工作，為何要政府養呢？」

綜援金額變化

香港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年份

貧窮人口
（萬）

貧窮率

年份

四人家庭平均每
月綜援金（元）

變動

2011年

180,600

6.4%

2011年

129.5

19.6%

2012年

11,242

——

2012年

90,100

3.1%

2012年

131.2

19.6%

2013年

11,817

↑5.1%

2013年

98,100

3.4%

2013年

133.6

19.9%

2014年

12,438

↑5.3%

2014年

50,300

1.7%

2014年

132.5

19.6%

2015年

13,401

↑7.7%

19.7%

↑4.0%

1.4%

134.5

13,943

41,900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135.3

19.9%

2017年

14,579

↑4.6%

2016年

22,900

0.8%

2017年

137.7

20.1%

2018年

15,182

↑4.1%

2017年

26,700

0.9%

2018年

140.7

20.4%

2019年

15,675

↑3.2%

2018年

17,300

0.6%

2019年

149.1

21.4%

2020年

16,422

↑4.8%

2019年

21,200

0.7%

2020年

165.3

23.6%

2021年

16,975

↑3.4%

註：以上為每年5月至6月的數字
資料來源：最低工資委員會歷年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註：以上為政府政策介入前的統計數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註：平均每月綜援金額為估算數字，是指
沒有其他入息的綜援個案可獲發放金額
資料來源：社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註：* 參考消費物價指數為今年
參考消費物價指數為今年4
4月
工資中位數為每年5
工資中位數為每年
5 月至
月至6
6 月統計數字
消費物價指數數字為四捨五入
最低工資每兩年一檢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最低工資委員會
最低工資委員會、
、政府統計處
製圖：
製圖
：香港文匯報

◆ 鍾哥無娛樂、無社交，生活
相當單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領取最低工資
的人數比例跌至
0.7%。圖為清潔
工、侍應等低薪
人士。 資料圖片

建議一

最低工資受惠人數



想領綜援 終靠自己

新冠疫情肆虐下，他雖然倖免於被裁員，但卻被騰
貴的物價逼得喘不過氣來，「疫情下，經濟唔好反而
物價係咁升，仲要預留一筆錢買防疫物資。」
物價有升無跌，工資卻一直被凍結，人工
變相被通脹蠶食。鍾哥表示：「最低工
資 2011 年推出時，一下子獲加薪數千
元，確實令生活大有改善，但之後時薪
水平增幅太慢，加上 2019 年並無

倡設可加可減機制
減省勞資冗長磋商



建議二

職津彌補不足
解基層燃眉急

特區政府現時設有「在職家庭津貼計劃」鼓勵基
層自力更生，紓緩跨代貧窮。申請住戶只要達到工
時要求，住戶的入息及資產亦符合有關限額便可
申領。在職家庭津貼網頁以不同情況講解職津
申請資格及所得金額，例如一個包括父母及兩
名15歲以下子女的四口家庭，如父親有一份全
職工作、母親為家庭主婦，父親每月工時 200
小時、住戶每月收入 18,000 元，同時資產不高
於限額，每月可獲共 4,200 元津貼（包括一份
全額高額津貼及兩份全額兒童津貼）。學者對
此持不同意見，有人認為這是彌補最低工資不
足的理想輔助工具，但亦有人形容此舉只會令責
任由商界轉移至政府及納稅人身上，並不健康。
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何濼生
指出，最低工資水平不斷調升會令商界有一定壓力，
認為現時在職家庭津貼已發揮工資補貼效果，「有時
若最低工資水平升得太高，反而影響自由市場運作，甚
至令商界因經營成本太高而削減職位，變相影響基層的就
業機會，得不償失。」他指若基層勞工薪金過低，可透過申
領在職家庭津貼來維持生計，同時可減輕商界壓力。
不過，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歐陽
達初則指出，在職家庭津貼只能為基層家庭解決燃眉之
急，不應與最低工資水平混為一談，「如果話有職津便可
一直凍結最低工資水平，變相是拿納稅人的錢去補貼低薪
員工的僱主，這對社會整體發展並不健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 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質疑一

受惠僱員跌至 0.7%
「保護網」
漸趨無力

最低工資成立的初心是為最底層打工仔提供
保護，根據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報告，最低工資生效
之初，全港約有 18 萬僱員受惠，領取當時每小時 28 元
的最低工資，佔全港僱員的 6.4%，惟受惠人數比例之後
不斷下降，2019 年只有 21,200 名僱員賺取 37.5 元最低工資，
僱員覆蓋率僅得 0.7%。分析指原因是最低工資低無可低，僱
主以略高於最低工資的薪酬才能成功請人，反映最低工資實施
11年以來，「保護網」作用不斷下降。
假若香港的貧窮率大幅度收縮，或可將最低工資覆蓋人數減
，終究是打工仔「脫貧」，但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2011
年特區政府政策介入前，全港有 129.5 萬人活於「貧窮
線」以下，貧窮率為 19.6%，隨後幾年貧窮情況不
斷惡化，2020 年貧窮人口及貧窮率更分別增至
165.2萬人及23.6%；即使計及恒常現金、非恒
常現金以及公屋等非現金福利，同時期貧窮
人口亦由 47.2 萬升至 55.3 萬，貧窮率由
7.1%升至 7.9%，最低工資助「脫貧」
之說似乎未能成立，反之是令人質
疑最低工資保障效果愈來愈低。
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
少
政策系助理教授歐陽達初指
出，正是因為最低工資增
幅滯後，對基層勞工提
供的保障並不足夠，
貧窮情況並無改善，
才會構成覆蓋層面
愈來愈少的情
況，明顯反映現
行機制未能達
到 保 障 收
入、紓減貧
窮的效果。
◆ 在街頭工作的清
工聯會勞
潔工。
潔工
。 資料圖片
工界立法

◆ 保安員在大廈清潔。

質疑二

資料圖片

會議員郭偉强直言，最低工資水平過低，僱主想請到人不得不
將薪酬調至略高於最低工資的水平，以致最低工資覆蓋人口不
斷減少，削弱最低工資保障打工仔生計的作用。最低工資低無
可低，甚至不如綜援金額。

「低資」
未反映勞工價值 如
「製造貧窮」
以一個四人家庭的綜援金為例，2011 年最低工資生效時為
11,242元，去年已升至16,975元，期內累積升幅約五成，但最
低工資由當年 28 元升至最新的 37.5 元，升幅近 34%。以一個
育有兩名小童的四人家庭為例，如果父母全職工作並領取最低
工資，兩人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8小時計算，家庭月入只
有15,600元，但政府數字顯示，去年一個四人家庭平均每月綜
援金已達16,975元，未計其他書簿津貼、租金津貼等已比打工
賺取最低工資還要高。郭偉强批評，過低的最低工資水平未有
合理地反映勞動價值，「係咪喺度製造貧窮？」
目前，最低工資水平只及整體就業人士的75.7元時薪中位數
的約五成，即領取最低工資的打工仔，要工作兩小時才等於其
他打工仔一小時的收入。郭偉强建議，將最低工資擬訂為整體
就業人口時薪中位數（即目前 75.7 元）的六成，約 45.4 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兩年一檢」滯後
低資加薪跑輸通脹

根據條例，最低工資委員會需「至少」每兩年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報告及建議。自 2011 年訂立最低工資以
來，委員會最終也是「無多無少」地每兩年檢討一次。「兩年一檢」
過去一直遭勞工界批評數據滯後，更令薪酬水平「跑輸通脹」。政府
統計處資料亦顯示，反映基層消費物價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由
2011 年最低工資實施時的 75.8 升至今年最新的 104.6，升幅為 38%，高
於同期最低工資的 33.9%升幅。學者建議，改為「每年一檢」更能貼近
市況，讓基層打工仔的生計適時獲得保障。
勞聯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指出，最低工資實際上調整的幅度根
本跟不上整體勞動市場，例如「名義工資指數」已由 2011 年 6 月的
173.4 升至去年 6 月的 248.9，增幅為 44%，同期「工資中位數」增幅亦
有46%，均明顯高於最低工資的 33.9%升幅，反映僅領取最低工資工人
的薪酬加幅遠遠追不上一般打工仔平均工資增幅。
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指出，檢討最低工資時採用的參考
數據本已滯後，還要兩年才檢討一次，更是大幅滯後，「就以目前為
例，2021 年最低工資水平維持不變，但同期出現通脹，等同要基層工
人減薪至少4年，如改為『一年一檢』至少可避免令滯後問題持續。」
不少學者亦認為「兩年一檢」太落後。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
系助理教授袁偉基認為，「兩年一檢」並不合理：「新冠疫情至少都
超過兩年了，不少基層市民已差不多無飯食，相信食品價格通脹的情
況將來會更嚴重，『一年一檢』會比較合理。」
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歐陽達初亦指出，對上
一次檢討時或因疫情而凍結最低工資水平，但兩年才檢討一次已經落
後，「如果以這兩年情況去看，工資水平是嚴重滯後於通脹，最基層
工人的實質工資出現跌幅。」

羅致光稱難
「一年一檢」
不過，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指，按現行機制，檢
討過程中所需要的研究、分析及諮詢等工作，只能在每兩年檢討一次
的框架下完成，「一年一檢」並不可行，否則便要大量壓縮研究、分
析及諮詢過程，現時並非討論日後是否「一年一檢」的最佳時候。袁
偉基對此反駁指，目前公務員薪酬也是每年一檢，相信最低工資水平
同樣可做到每年一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疫下企業崖邊站 商界盼續凍
「低資」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指
出，現屆政府已通過了許多勞工議題，
僱主亦要面臨取消強積金對沖，加上新
冠疫情已將許多企業推向懸崖邊，而本
港首季本地生產總值收縮、不少企業面
臨結業壓力，質疑目前並非適合時間討
論上調最低工資，並認為此舉會帶來漣

漪效應，上司亦會要求加薪。他說：
「如果最低工資加幅跑贏通脹，是否要
僱員減薪呢？這是不可能的事，希望可
盡量取得平衡。」
工業總會名譽會長郭振華亦指，第
五波疫情打擊下，「不少老闆要賣樓
做生意」，最近才逐步放寬社交距離

措施，相信難在短期內恢復元氣，望
僱員明白僱主的慘況。他說，本港經
濟仍然不明朗，未知會否有新一波疫
情，因此應繼續凍結最低工資水平，
讓僱主有喘息空間，否則企業可能要
結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