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融招聘會 培訓助就業
教育方面：

．教育局鼓勵非華語兒童入讀本地幼稚園，
讓他們盡早接觸和學習中文，順利銜接主
流小學。由2014至2015學年開始，教育局
在小學和中學實施「學習架構」。「學習
架構」旨在幫助非華語學生解決學習
「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時面對的困難，
以期協助他們銜接主流中文課堂，學好
中文。
．教育局加強有關教師專業發展，包
括委託大學開辦專業發展課程，有系
統地加強教師培訓，提升教師教授非
華語兒童中文的專業水平。語文基
金會繼續委託非政府機構為非華語
兒童舉辦地區為本的活動，讓他們
能透過輕鬆的方式接觸中文，提
升學習中文的興趣，有關活動由
2012至2013學年開始至2016至
2017學年，有約2,500名非華
語學生參加由四個非政府機構
提供的各項計劃。

就業方面：

．勞工處一直積極為少數族裔
求職人士提供就業支援服務。
職業培訓方面，僱員再培訓
局、職業訓練局和建造業議會
提供職業訓練及教育的各項課
程及設施予合資格人士，有助
提升少數族裔的就業能力及協
助他們融入社會。
．勞工處持續向僱主推廣少數
族裔人士的工作能力，提醒他
們須按職位的真正需要訂定其
語言能力要求；為僱主舉辦經
驗分享會，邀請服務少數族裔
人士的非政府機構參與，協助
僱主認識少數族裔文化及掌握
與他們溝通的技巧；也積極搜
羅適合少數族裔求職人士的職
位空缺，並舉行大型及地區性
共融招聘會，以提高他們的就
業機會。

社會福利方面：

．由社會福利署或非政府機構營辦的65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兩間綜合服務中
心為有需要的家庭（包括少數族裔家
庭），提供一系列預防、支援和補救性的
家庭服務。這些中心會不時按地區少數族裔
的需要舉辦各類型的小組及活動，例如社交
及康樂活動、社區教育活動、支援小組、義
工服務等。這些中心亦會透過家庭支援計劃，
安排家庭支援大使主動接觸需要援助的少數族
裔家庭，並鼓勵他們接受服務。
．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營辦及由民政事務總署資
助的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融匯）提供英
語及7種少數族裔語言（包括印尼語、印度語、尼
泊爾語、旁遮普語、他加祿語、泰語和烏爾都語）
的傳譯及翻譯服務，為福利服務單位提供電話傳譯或
即場傳譯服務，以協助有語言溝通困難的少數族裔人
士使用所需的社會福利服務。
社會福利署已為轄下 10個服務單位安裝視頻攝像設
施，以便服務使用者、福利服務單位員工及中心的傳譯
員在需要時可進行三方視像會議。

經濟方面：

．《2016年香港少數族
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
（《報告》）顯示，2016
年，全港有22,400個少數
族裔貧窮住戶和 49,400 名
貧 窮 人 士 ， 貧 窮 率 為
19.4%；而恒常現金政策介
入後，其貧窮率為 17.6%。
從《報告》可見，不同族群
的貧窮情況有很大差異。
在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巴基
斯坦人的貧窮率達48.6%，其次
為印尼人（33.2%）及泰國人
（22.4%）；相比之下，日韓人
士的貧窮率只有6.8%，白人的貧
窮率為7.0%。

做保安都要識中文
教育方面：

．民建聯早前訪問了近350名本地少數族裔
學生，接近全部人都同意學習中文對自己
前程十分重要；同時，有逾六成人表示學
習中文十分困難。調查結果亦發現，只有
少於四成人表示學校有提供課堂額外支
援。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尼泊爾中學生古
比亞，曾在一所主要錄取非華語學生
的小學讀書。古比亞自言，由於小學
會根據自行設計教材自設中文教
材，以前以為自己的中文程度不
錯，直至升中後才發現學習中文有
很大困難。他又指，現時就讀的
中學包括自己在內，只有兩名非
華語學生，學校沒有提供額外支
援，要靠自己學好中文。

就業方面：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副教授梁旭明和天主教勞
工牧民中心早前聯手進行調查，透過問卷訪問
了超過170名本地少數族裔人士。調查結果發
現，持高中學歷的少數族裔青年失業率高達
61.1%，而持初中及小學學歷的青年失業率分
別為18.75%及16.67%。
結果又顯示，逾六成受訪少數族裔青年沒有使
用過勞工處的就業服務，另有57%受訪者認為
勞工處未能協助他們，反映勞工處未能切合少
數族裔青年的求職需要。
．負責調查機構分析指，少數族裔就業困難加
劇。隨着香港回歸，大部分基層行業如保安、
速遞、侍應等，除了要求應徵者懂廣東話，也
要求能操基本普通話。
另外，一些行業的專業考牌制度，亦設中文入
職要求，對少數族裔就業構成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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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少數族裔問題日益受到

香港各界的關注。究竟少數族裔

面對什麼問題？我們可怎樣幫助

他們解決問題，並融入香港這個

大家庭？下文將會深入探討。

小彬紀念基金會和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
教授紀佩雅聯合進行關於少數族裔的研究
調查，訪問了253名年齡介乎16歲至24
歲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結果顯示，約三
分之二（64%）的受訪者在香港出生，其
餘的出生地有巴基斯坦（11%）、尼泊爾
（9% ） 、 菲 律 賓 （6% ） 及 印 度
（3%），大部分人來自低收入家庭。

生活雖愉快 近半想離開
在受訪的少數族裔青年中，84％的人表
示對香港的生活感到愉快，但同時有達
43％的人相信自己將在10年內不會在香
港生活。對於「少數族裔」這個稱謂，只
有7%的受訪青年表示喜歡，不喜歡的有
18%，72%的人表示「可以接受」；他們
更喜歡被稱為「香港人」。
紀佩雅說，雖然大部分少數族裔青年在
香港生活開心，但有43％的人想在10年
內離開香港，主要是因為語言障礙、就業
困難、遭受歧視等種種問題。紀佩雅強
調，如果情況沒有改善，預期這批人才將
會流失。

印尼人：153,299人
菲律賓人：184,081人
白人：58,209人

印度人：36,462人
巴基斯坦人：18,094人
尼泊爾人：25,472人

日本人：9,976人
泰國人：10,215人
其他亞洲人：19,589人

其他：68,986人

．少數族裔（Ethnic Minorities）
是指在一個地區生活，總人口比
例佔少數，風俗習慣、宗教信仰、
語言等與主流社會不同的族群。少
數族裔人士可能是來自外地的移
民，但即使是土生土長的一代，仍
可能因語言文化等差異，在生活、
學習和就業上遇到困難，甚至遭受
歧視。
．身份認同（Ethnic Identity）
是個人受某一群體的觀念、文化

所影響，並對該群體的文化、語
言、歷史等各方面擁有情感和歸屬
感的自我標籤。身份認同一般基於
群體共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習俗而

形成，跟法律上的國籍身份相關，
但由於是個人對自身的主觀認知，
而且可能因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而
改變，兩者又不一定相同。
．種族歧視（Racial Discrimina-
tion）
是指一個人或族群，以膚色、國
籍或人種區分其他種族，並採取蔑
視及排斥等態度，甚至認為某些種
族更優越。聯合國於1965年公佈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
約》，規定締約國不分種族、性
別、語言或宗教，保障與尊重全體
人類的基本人權與自由，維持國際
間與社會內的公平與和諧。

1. 香港少數族裔主要面對教育、就
業和經濟這三方面的問題：
教育方面，約六成受訪少數族裔學
生表示學習中文十分困難；不過，只有
少於四成人表示學校有提供課堂額外支
援。這令少數族裔的中文水平難以提
升，無法融入本地社會。
就業方面，持高中學歷的少數族裔
青年的失業率高達61.1%，而持初中及
小學學歷的青年的失業率分別為
18.75%及16.67%。現時，大部分基層
行業如保安、速遞、侍應等，除了要求
應徵者懂廣東話，也要求能操基本普通
話，一些行業的專業考牌制度亦設中文
入職要求，對少數族裔就業構成嚴重障
礙。
經濟方面，2016年，全港有22,400

個少數族裔貧窮住戶和49,400名少數
族裔貧窮人士，貧窮率為19.4%；而恒
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其貧窮率為
17.6%，反映該族群的貧窮問題嚴重。
（言之成理即可）

2. 香港少數族裔政策的成效有限。
教育方面，雖然政府當局一直鼓勵非華
語兒童入讀本地學校，並由2014至
2015 學年開始，在小學和中學實施
「學習架構」，幫助非華語學生解決學
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時面對的困
難；但有尼泊爾中學生坦言，學習中文
相當吃力，因為就讀的中學沒有為少數
族裔學生提供額外支援，要靠自己學好
中文。這反映政府當局的措施未能上行
下達，切實執行。（言之成理即可）

香港少數族裔有多少？ 香港有約92%的人口都是華裔人士。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本地
約有584,383人報稱為非華裔人士，佔總人口的8%。

香港少數族裔種族分佈（2016年）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種族歧視條例》有何用？
《種族歧視條例》於2008年7月制定，並於2009年7月全面生效。《種

族歧視條例》規定，基於種族的歧視、騷擾及中傷均屬違法行為，以確保
不同種族的人在香港皆享有平等待遇。而種族是指某人的種族、膚色、世
系、民族或人種。

1. 根據上文，指出及解釋香港少數族裔面對的主要問題。

2. 根據上文，評估香港少數族裔政策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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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少數族裔青年在香港出生長大不少少數族裔青年在香港出生長大，，喜歡被稱為香港人喜歡被稱為香港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有多個不同少數族裔種族香港有多個不同少數族裔種族，，風俗習慣等與主流社會不同風俗習慣等與主流社會不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六成少數族裔學生表示學習中文十分困六成少數族裔學生表示學習中文十分困
難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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