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學歷愈低，工時愈長
學歷中四以下程度的僱員，每周工
時中位數達到51小時，相比之下，有
高中學歷的僱員，每周工時中位數則
是45.7小時，而達到專上教育程度的
僱員，每周工時中位數則是較少的
40.7小時。
2. 男性僱員工時比女性長
男性僱員的每周工時中位數為47.1

小時，較女性多出2.8小時，在各個
職業組別之中，以非技術工人的男女
工時差距最大，男性非技術工人的每

周工時中位數，比女性多6小時。
3. 中式餐飲、保安業工時最長
按職業分類，從事中式酒樓菜館和

保安業的員工工時最長，兩者每周工
時中位數均為60小時，緊隨其後的是
地產保養管理、茶餐廳，分別為56.1
小時及55.6小時，在地產保養管理
中，25.4%僱員每周工作超過72小
時。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統計

處，《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
(2014年版)》

資料B：香港全職上班族工時概況

香港除了貧富懸殊嚴重，僱員每周
工時冠絕全球，但以人均本地生產總
值(GDP)比對，並非多勞多得，德國
僱員工時比港人少約一半，但人均
GDP卻在香港之上。現時高新科技已

可代替人類不少工作，而未來發展也
是高科技產業主導，政府應推動朝向
這方面發展，從而令僱員工時減少、
收入增加。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C：有關工時與產業轉型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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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僱員每周的平均工作時數應為約40小時。但現
時本地全職僱員每周總工時平均數約為49小時；人均年度工作時間為2,296
小時，高於全球的1,915小時和亞洲的2,154小時。現時全球已有超過100個
國家和地區制定標準工時，有意見認為香港也應設立標準工時，但也有意見
認為此建議或許會帶來縮減工時或引發減薪問題，需要從長計議，以免香港
未能應付推行標準工時所帶來的後果。

總 結

今 日 香 港 + 全 球 化
在香港，少數族裔即少數非華裔人士，大多指來自南亞和東南亞等地的

人士。少數族裔是社會上其中一個弱勢社群，礙於種族及文化不同，往往

在教育、就業和社交等出現適應或融入困難。隨着香港回歸，這些少數族

裔大多放棄居英權，留港落地生根。他們身為香港社會的一分子，其生

活、就業情況等就更值得關注。

■林曦彤 特約資深通識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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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細閱以下資料：

2.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有關香港收容難民情況的報道

(a)根據資料A，描述香港少數族裔的生活情況。

(b)假設你是關注香港少數族裔的團體負責人，試向政府提
出3個可行的建議，以改善少數族裔難以融入香港社會的
問題。

想 一 想

現時，香港拒絕永久收容難民，若免
遣返聲請人獲聯合國確認為難民，會由
聯合國難民署安排移居至第三國家；而
聲請被拒者，則會被遣返原居地。
最近一次破例容許難民申請成為香港
的永久居民要追溯至上世紀80年代的越
南難民潮，港府為解決長期管理難民營
的問題，直至2000年決定向越南難民發

放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當時逾20萬
名滯港越南難民中，約1,400人融入本
地，其餘則被遣返或被安置到第三國
家。
曾困擾香港近25年的越南難民問題，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至今仍然欠
香港11.62億元，用於有關越南入境者方
面的暫支款項，可見香港納稅人多年來

為難民問題結賬。大家身為國際社會一
分子，應肩負人道責任，港府處理免遣
返聲請個案是由於公約適用於香港，香
港須根據公約履行當中條款，約訂了就
要遵守，這關乎誠信和合約精神。聯合
國為牽頭肩負人道責任的組織，更應該
堅守誠信，欠債必須還錢。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少數族裔類別 人數 佔少數族裔人口百分比
印尼裔 153,299 26.2%

菲律賓裔 184,081 31.5%

印度裔 36,462 6.2%

巴基斯坦裔 18,094 3.1%

尼泊爾裔 25,472 4.4%

日本裔 9,976 1.7%

泰國裔 10,215 1.7%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表一：香港少數族裔人數分佈 資料B：協助少數族裔就業的一些建議
1. 勞工處就業中心設立由少數族裔接聽的熱線，加快轉介；
2. 勞工處設立聯絡點，方便有意聘用少數族裔的僱主；
3. 增加用英文或少數族裔的語言列出就業資訊；
4. 加強宣傳專門協助少數族裔就業的非政府組織，例如：勵行
會、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改善就業配對；

5. 僱主和非政府組織合作，制定培訓計劃，協助雙方適應及發
展；

6. 公營機構帶頭聘用社區翻譯；
7. 資助評審學歷或專業資格；
8. 政府加強協助學習中文，以及資助考中文公開試費用。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來自印度的Surijit，來港35年，操得一口流利粵語；10年前與
丈夫離婚，帶着4個孩子，每天打兩份清潔工，其間趕回家煮飯
和做家務。Surijit回憶說：「最先是姑丈來港當保安員，父親也
跟着來港入行，再把妻女接來港；猶記得我才六七歲，讀了幾天
小學便放棄，因為不知老師說什麼，自己不會說中文，全校只有
我一個是印度人，同學笑我，把我當作是猴子般圍觀。」她於是
留在家裡，弟妹陸續出生，順理成章幫忙照顧。
Surijit的大女兒和小兒子都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就讀，雖不懂
寫中文，但英語會說會看。大女兒讀酒店管理，小兒子讀商科，
四個子女中只有一個兒子比較無心向學，如今在地盤打散工。
「香港很多好人，兒子到中三便讀不上，我求老師，她們又讓他
留在學校讀到中五。」她感恩，多過抱怨。
較Surijit小十年的妹妹在港出生，直認自己是香港人。Surijit

對其身份反而有點尷尬，說：「唉呀，我比較保守，弟妹都笑我
是古老石山。反正我們中秋也吃月餅，新年也有紅包，甚至聖誕
節也會慶祝。」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C：關於少數族裔人士的生活

資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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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STEM百科啟智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泰國裔 91.1%

印尼裔 85.6%

巴基斯坦裔 59.8%

尼泊爾裔 48.0%

印度裔 35.3%

菲律賓裔 24.8%

其它少數族裔# 51.8%

資料來源：小彬紀念基
金會，《香港少數族裔
概況1997-2014》。

#註：包括全港所有非華
裔人士，例如：白人、
黑人、拉丁美洲人等。

表二：能說粵語的5歲及以
上的香港少數族裔人士比例

巴基斯坦裔 12,750元

尼泊爾裔 12,600元

印度裔 22,000元

印尼裔 10,750元

菲律賓裔 12,240元

泰國裔 10,530元

全港人口 15,500元

資料來源：小彬紀念基
金會，《香港少數族裔
概況1997-2014》。

#註：數字為少數族裔工
作人口的每月主要職業
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
籍家庭傭工。

表三：香港少數族裔月收入
中位數#

資料C：香港有關對酷刑聲請者的看法
1. 區議員
香港政府並無設置統一收容難民的設
施，免遣返聲請者因而可自由進出社
區，衍生各種社區問題，包括治安和黑
工等問題。
2. 社運人士
入境處的免遣返聲請審批門檻相當
高，絕大部分申請人士都被拒絕，被拒
絕者卻因而慘被說成是「假難民」；同
時，有關審批程序極緩慢，難民被迫留
港達10年至20年苦等答案，其間法例
又禁止其工作。
3.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在未經審訊和定罪的情況下，一刀切

地把酷刑聲請人士拘禁於禁閉營內或有
違法治。希望政府能投放足夠資源，盡
快按法律與法庭案例的要求，完善整個
免遣返聲請的審核機制，有效率地處理
屬實的免遣返聲請個案，並將無效個案
的人士迅速遣返。
4.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免遣返聲請個案太多，而核實難民身

份是相當困難的。政府處理難民問題應
堵塞機制漏洞，避免有聲請人士存心拖
延審核換取留港時間，可考慮縮短聲請
的申請時限，減少難民滯留，同時嘗試
堵截源頭以減少新個案。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
表一：香港免遣返聲請尚待審核個案

年份 宗數
2017年 5,899

2016年 9,981

2015年 10,922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入境處

表二：尚待審核個案聲請人國籍

印度 1,291 印尼 625

巴基斯坦 1,242 越南 445

孟加拉 852 其他 1,444

總數 5,899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入境處

(a) 參考資料，評估免遣返聲請難民對
香港社會的影響。論證你的答案。

(b) 有人認為「香港應該設立禁閉營或
類似收容設施限制免遣返聲請人士
在香港的活動」，你是否同意這說
法？試加以解釋。

想 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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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細閱以下資料：
表一：各地每周工時變化情況

每周平均工時(小時)# 變化
城市 2015年 2012年 (小時)
香港 50.11 44.15 ↑5.96

杜拜 42.03 40.31 ↑1.73

台北 41.17 40.69 ↑0.48

開羅 40.04 44.83 ↓4.79

東京 39.52 38.69 ↑0.83

上海 39.44 37.83 ↑1.61

芝加哥 39.04 35.65 ↑3.39

北京 37.75 38.06 ↓0.31

首爾 37.19 44.38 ↓7.19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瑞銀《價格與收入》報告

#註：報告原以每年工時顯示，本表將之除以52星期計算。

資料A：

(a) 標準工時立法將對什麼行業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參考資料，解釋你
的答案。

(b) 在多大程度上認同「設立標準工時將有助產業轉型」這個說法？參考
資料，解釋你的答案。

想 一 想

支援少族支援少族
融港生活融港生活 ■■不少少數族裔已開始融入香港的文化不少少數族裔已開始融入香港的文化，，例如吃盆菜例如吃盆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仍有數千宗免遣返聲請個案尚待香港仍有數千宗免遣返聲請個案尚待
處理處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保安員的工時長達每周保安員的工時長達每周6060小時小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別 宗數 國別 宗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