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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部分]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香港特別行政區就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通過的審議結論 

第 30 段所載述的建議而提交的回應報告 

二零一零年七月 

引言 

    聯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委員會）在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交的第十至

第十三次報告（其中包括香港特別行政區所提交的報告，下稱為香港特區報告）

後，於二零零九年八月二十五日通過了委員會的審議結論。審議結論的第 40 段要求

締約國“在本結論通過一年之內提供資料，說明如何就上文第 12、15、19 和 30 段所

載的建議採取後續行動的情況。” 

2.  審議結論第 30 段所載的建議與香港特別行政區（香港特區）有關，有關的建議

為 – “ 1委員會建議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外籍家庭傭工不受歧視。呼籲廢除‘雙周制’ 和

留宿要求，並呼籲締約國在有關外籍家庭傭工的工作條件和工作要求方面，包括在

就業規則以及帶有歧視性目的或結果的做法方面，採取更為靈活的方法。委員會還

提請注意其《第三十號一般建議》。” 

3.  按委員會的要求，本報告闡釋香港特區就上述建議的跟進工作和回應。 

概述 

4.  香港特區政府十分重視保障外籍家庭傭工(外傭)的權益。正如香港特區報告第 78

段指出，香港特區的勞工法例，包括最主要的兩條法例，即《僱傭條例》(香港法例

第 57 章)及《僱員補償條例》(第 282 章)，同樣適用於本地工人及外傭。若遇上勞資

糾紛，外傭與本地工人同樣可免費使用勞工處的查詢及調解服務，並在司法制度下

獲同樣對待。此外，反歧視法例(包括《性別歧視條例》及《種族歧視條例》)亦適用

於外傭，保障他們不會因種族及性別等原因而遭受歧視。外傭亦可申請政府的法律

援助計劃，申請的資格準則與本地居民相同。 

5.  除了與本地工人享有同樣的法定權益外，香港特區政府亦為外傭制訂“標準僱傭

合約”，一直為他們提供額外保障 (例如僱主必須提供有合理私穩的免費住宿、免費

膳食(或膳食津貼以作替代)、免費醫療、往來香港及原居地的旅費等)，免他們遭受

剝削。本地工人一般都不會享有這些額外權益。 

  
1   即在香港特區報告及下文所指的“兩星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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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傭所享有相同的法定權益和“標準僱傭合約”的額外保障，引證了我們並無歧視

外傭，並且重視他們為勞動力中不可或缺的一員。 

7.  以下的段落詳細地闡述了外傭的工作情況及條件。 

工作情況及條件 

假期及工作時數 

8.  香港特區政府明白持續長時間工作，對員工的健康及社交生活可能帶來不良影

響。因此，《僱傭條例》對僱員的休息日、法定假日及有薪年假的安排有基本規定

(詳情列於附件)。這些規定同樣地適用於本地工人及外傭。 

9.  除了在《僱傭條例》下的休息日、法定假日及有薪年假外，為外傭訂立的“標準

僱傭合約＂亦有額外條文，為外傭提供返回原居地休假的安排。根據“標準僱傭合

約＂第 13 條，若僱主與外傭同意續約，傭工可於新合約生效前，返回原居地放取不

少於七天的休假，旅費由僱主支付。 

10.  現時，香港並無為所有僱員訂立強制性的標準／最高工時。事實上，一直以

來，僱主、僱員及社會各界對這個課題的意見紛紜。由於有關議題會對香港的社會

經濟帶來深遠的影響，香港特區政府必須審慎處理。在現階段，香港特區政府無意

訂立強制性的標準／最高工時。因此，並不存在歧視外傭的情況。 

11.  雖然如此，政府亦一直不遺餘力地推廣所有工人應有適當休息時間的重要性，

並為此出版了《休息時段指引》，鼓勵僱主和僱員開誠溝通，以訂定合適的休息時

段安排。 

12.  所有僱主和僱員都可以透過自由協商訂定僱用條款(包括工作時數及超時工作的

薪酬，以及假期的安排等)，惟該等條款不能低於《僱傭條例》的規定，而以外傭而

言，亦同時不能低於“標準僱傭合約”的要求。 

留宿規定 

13.  “留宿規定”是香港輸入外傭政策的基石。一如世界上很多其他司法管轄區，香

港特區政府的一貫政策是讓本地勞工優先就業，只有在確定某特定行業的本地勞工

供應短缺，才容許輸入外勞。根據這原則，香港自 1970 年代初開始輸入外傭，以應

付本地留宿家庭傭工不足的情況。而為了應付這個情況，在現行制度下輸入外傭的

要求遠較輸入其他低技術勞工的要求為低。以輸入技術員級別或以下勞工的“補充勞

工計劃”為例，為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每宗申請必須在本港進行為期四星期的公

開招聘，特區政府才會作考慮及審批。事實上，有勞工界人士要求，若取消“留宿規

定”，輸入外傭便須按照 “補充勞工計劃”的嚴格要求，加以限制。 

14.  留宿規定列於“標準僱傭合約＂內。僱主及外傭在外傭來港前已簽署該合約，故

外傭來港工作前已知悉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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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星期規定 

15.  我們已於香港特區報告第 142 段中解釋了我們就“兩星期規定”的立場。輸入勞

工及外傭受僱來港為指定僱主在特定時期內工作，按照一般政策，假如其僱傭合約

被提前終止，有關外勞或外傭可獲准在餘下的核准逗留期間，或由合約終止日期起

計的兩星期內（兩者中以期間較短者為準）留在香港特區。訂定“兩星期規定”是讓

外勞或外傭有足夠時間作出離港的準備，同時維持有效的入境管制，以避免有關人

士在合約終止後逾期居留或從事未經許可的僱傭工作。我們認為，為達致合理目

的，有關規則依然是必需的。 

16.  我們留意到有意見關注僱主和中介人公司可能藉此剝削外傭。我們須強調，有

關政策是為確保有效的入境管制，並沒有阻止外勞或外傭在返回原居地後再次來港

工作。他／她們來回香港的旅費，全數由僱主承擔。再者，如有特殊情況的個案

（例如僱主出現財政困難、僱主的家庭移民或有證據顯示該傭工曾被虐待等），香

港特區政府可作彈性處理，並考慮酌情容許遭提前終止合約的外傭轉換僱主，而無

須返回原居地。如外傭須留港處理勞資糾紛，他／她可申請延期逗留。香港特區政

府會彈性處理其申請，讓其以訪客身分獲得延長逗留期限，以便等候案件終結或裁

決。 

17.  儘管上文所述的情況，香港特區政府在監察“兩星期規定”和“留宿”規定的實行

時，會考慮《第三十號一般建議》。 

嚴格執行勞工權益 

18.  同時，勞工處亦會繼續根據勞工法例嚴格執法，以保障所有勞工(包括外來工人

例如外傭)的權益。該處嚴厲對待僱主短付工資及沒有讓僱員放取休息日及其他假期

的情況，以及不懈地打擊不依正當方法經營(例如濫收佣金)的本地職業介紹所。該處

不會容忍違法行為，並會嚴厲打擊干犯這些罪行的人士，一旦收到外傭親身或透過

外傭團體和非政府機構的投訴，會即時展開調查；若有足夠證據，便會提出檢控。

在 2009 年及 2010 年(截至 5 月底)，勞工處成功檢控外傭僱主欠薪罪行的傳票有 175

張，其中有兩名僱主被判監禁，另有兩名則被判社會服務令。同期，勞工處對提供

外傭招聘服務的職業介紹所進行了 1 316 次巡查，撤銷了兩間濫收佣金的職業介紹所

的牌照，及有一間職業介紹所因無牌經營而被定罪。 

19.  我們會繼續與外傭組織及非政府機構在各方面保持密切聯絡，以保障外傭的權

益。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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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僱傭條例》下休息日、法定假日及有薪年假的安排 

    《僱傭條例》列明適用於所有僱員(包括外傭)的休息日、法定假日及有薪年假的

基本規定，如下 ─ 

(A) 休息日 

享有資格 

    2凡按連續性合約受僱 的僱員(包括根據兩年連續性合約來港受僱的外傭)，每七

天可享有不少於一天(即連續不少於 24 小時)的休息日。 

若要求僱員在休息日工作的替代安排 

    除非有任何緊急事故，僱主不得強迫僱員在休息日工作。如僱主要求僱員在休

息日工作，必須在原定休息日後的 30 天之內給予僱員另定休息日。 

違例與罰則 

    僱主如無合理辯解而不給予僱員休息日，或強迫僱員在休息日工作，可被檢

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港幣五萬元。 

(B) 法定假日 

享有資格 

    所有僱員(包括外傭)，不論服務年資的長短，均可享有《僱傭條例》下列明的

12 3天法定假日 。 

若要求僱員在法定假日工作的替代安排 

    如果僱主要求僱員在法定假日工作，須於該法定假日前後 60 天內給予僱員另定

假日。如僱主及僱員雙方同意，僱主亦可在該法定假日或另定假日前後 30 天內給予

僱員代替假日。 

    僱主不能以款項代替發放法定假日。換言之，僱主不能進行所謂的「買假」。 

違例與罰則 

    僱主如無合理辯解而不給予僱員法定假日、另定假日或代替假日，可被檢控，

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港幣五萬元。 

  

 2  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是指僱員受僱於同一僱主四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工作 18 小時或以上。 

3   該 12 天法定假日為：(1) 1 月 1 日；(2) 農曆年初一；(3) 農曆年初二；(4) 農曆年初三；(5) 
清明節；(6) 勞動節（5 月 1 日）；(7) 端午節；(8) 香港特別行政區成立紀念日（7 月 1 
日）；(9) 中秋節翌日；(10) 重陽節；(11) 國慶日（10 月 1 日）；以及(12) 冬節或聖誕節

（由僱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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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薪年假 

享有資格 

    僱員按連續性合約受僱滿 12 個月，便可享有有薪年假。有薪年假日數按僱員受
4僱年資由七天遞增至十四天 。 

違例與罰則 

    僱主如無合理辯解而不讓僱員放年假，或不支付年假薪酬給僱員，可被檢控，

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港幣五萬元。 

 

  
4 服務年期 可享有的有薪年假日數 

1 7
2 7
3 8
4 9
5 10
6 11
7 12
8 13

9或以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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