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基層婦女就業支援政策會見立法會申訴部

新聞稿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基層婦女權益關注組往立法會申訴部會見立法會議員, 反映現時基層
婦女的工作情況及需要，同時要求政府關注婦女就業權利及保障，立法推行家庭友善政策、在
學校推行托管等，支援基層婦女就業及兼顧家庭發展。
1. 政策背景
1.1 國際人權維護婦女就業，就業助婦女脫貧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保障女性於就業方面的權益，指出「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工作
權利」，應「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以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的權利。」亦應
「鼓勵提供必要的輔助性社會服務，特別是通過促進建立和發展托兒設施系統，使父母得以兼顧家庭
義務和工作責任並參與公共事務」。
ILO 經濟學家艾克哈德·恩斯特（Ekkehard Ernst）指出凡是勞工市場女性參與率高的經濟，通常增速
下行的機率較低。女性就業程度較高，不僅有助於加強一個經濟體抵禦衝擊的能力，它本身也是一個
強有力的反貧困工具。可見，增加女性就業機會平等能成為滅貧的重要渠道。
1.2 香港女性因照顧家庭，就業率低於男性
按香港政府統計數字，工資收入方面，女性收入中位數都低於男性，2018 年的整體工資中位數是$18000， 女
性是$15700，男性是$20000。1新移民婦女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於 2016 年為 9,950 元，較男性的
11,880 元為低2。根據婦女事務委員會｢香港女性統計數字 2018」，婦女就業率 55.1%，較男性的68.3%為
低，女性不加入勞動市場的主要原因為料理家務，百分比為 35%，遠高於男性的 1.6%，以致
香港全職料理家務之女性達 629,700 人，男性則只有約 1.74 萬。不少婦女因照顧家庭，未能工作，陷
入貧窮中。2013 年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指出直至 2018 年，勞動人口將會開始下降，由 2012 年的 58.8%
減至 2041 年的 49.5%3。勞動力減少自然會造成人手短缺的問題，引致不少行業空缺，特別是一些低
技術而勞動力大的工作。所以政府開始從釋放婦女勞動力入手。
1.3 女性貧窮率高於男性
現時全港人口 7,391,700，3,999,200 為女性，3,392,500 為男性，根據扶貧委員會｢2018 年香港貧窮情況
報告」，貧窮人口為 140.6 萬，女性貧窮人口為 758 ,000，佔貧窮人口超過一半(53.9%)，女性貧窮率為
21.1%，較男性(648,000)的 19.7%為高。
婦女貧窮人口，特別困難的為單親及新來港人士。女性單親人口為 56545，較 1996 年的 30409 上升近
一倍。4而根據扶貧委員會的 2018 年貧窮報告，新移民貧窮率為 34.4%，估計來港不足七年的貧窮新
來港婦女約二萬多。根據香港 2016 年中期人口報告－主題性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整
體新來港人士的就業率由 2001 年的 44.2%提升至 2016 年的 54.2%，但只計新移民女性只有 46.9%，較
本港婦女(50%)略低，而新移民婦女要照顧年幼子女的情況較本地婦女普遍，新移民男士就業率則高達
73.2%，較本港男士(68.4%)為高。5根據扶貧委員會｢2017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因為她們大多
從事低技術工種，家中又有兒童需照顧，所以收入較本地人低，其中近四成是生活在貧窮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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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香港幼兒入託率低
婦女勞動參與率雖然比男性仍有一段距離，而資料顯示數字有上升趨勢，顯示對托兒資源的需求亦有
所增加。不過，根據香港保護兒童會研究顯示，香港幼兒之「等同全日服務入託率」(平均每星期使用正
規託兒服務 30 小時之比率)只得 13%，而 OECD 國家的平均入託率，則為 35.2%，香港的數字仍有一大
段距離，資源缺乏令女性難以投入職場。(香港保護兒童會，2016)
1.5 香港托兒服務不足
扶貧委員會的最新 2018 年貧窮報告更顯示貧窮兒童數字達 235,000，貧窮率達 23.43%，略高於 2017 年，
政策介入後有改善，降至 16.8%。換言之，若這二十多萬有兒童的低收入家庭住戶需要出外工作以增
加收入，會對托兒服務有一定需求，但現時 0-3 歲的各類幼兒中心名額只有 30673 個、9 歲以下的鄰
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954 個名額）6、6-12 歲的課後托管 5620 個，最多可提供不多於 4 萬個照顧名
額，供不應求，未能支援在職家庭需求，加上有的服務時間不合基層婦女工作，又不包接送服務，未
能協助很多婦女外出工作。
1.6 本港家庭友善政策不完善
但香港並沒有具系統的家庭友善政策，家庭假期或是彈性工作時間都是由企業自行安排，平等機會委
員會及婦女事務委員會 2006 年之研究顯示，只有 10.2%企業有制定正式的有關家庭友善僱用政策及措
施，迄今無最新資料。OECD(2001)報告指出國家若有政府提供良好的假期政策，企業亦會推行部份政
策，但若政府未有任何政策支援，則企業亦難以補充政策缺失，故此政府於政策上的推動尤其重要。
可惜香港的產假及侍產假均較為短，更沒有兒童照顧假。
為了進一步研究貧窮婦女的就業狀況、面對的困難及所需的支援，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 2018 年 12 月
至 2019 年 3 月進行「基層婦女就業支援政策與服務研究」，成功以問卷訪問了 207 名收入低於貧窮線
的婦女。
2. 研究結果撮要及分析
2.1 婦女不能外出工作，九成四因照顧子女
研究顯示受訪基層婦女不能工作的原因，主因是因要照顧子女(94.2%)，高於全港婦女(35%)，亦高於
2015 年的同樣研究(82.3%)，本港托兒服務發展嚴重不足，家庭主要靠聘請外傭照顧子女，基層婦女沒有
經濟能力聘請外傭，又找不到相就照顧子女時間的工作，所以不能工作，自己照顧子女。
2.2 基層婦女就業率低，四成婦女家庭收入低於貧窮線四成
研究顯示受訪基層婦女之前曾工作的有 72.7%，但現時的就業率只有 27.9%，而且當中只有 9.2%是全
職，較全港婦女(55.1%)、OECD(61.2%)，以至新移民婦女(54.7%)的就業率為低，因為不能工作，受訪
基層婦女的家庭收入遠低於貧窮線四成，可見婦女未能就業，令婦女及家庭陷入貧窮狀態。
2.3 婦女定型家務主力，兩性不平等，為兼顧家庭，近 8 成婦女工資低福利少也肯做
研究顯示婦女定型家務主力，82.4%無人可以分擔家務，每日要花幾小時，甚至 8 小時，照顧子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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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清潔、買菜煮飯等，近 8 成婦女表示找工作以能兼顧家庭為首要條件，工作地點可以近家居，薪酬
反而其次，為了照顧家庭，工資及福利較低的工作，婦女也肯做，31.7%表示工作無勞工保障， 2.4%
婦女工資低最低工資亦願意工作，反映兩性不平等，基層婦女處於弱勢，沒有選擇，婦女勞工受剝削， 政
府漠視基層婦女的選擇權。
2.4 婦女希望兼顧工作及照顧家庭，家庭友善政策首選彈性上班時間
研究反映照顧家庭的婦女以照顧家庭為首位，外出工作首要考慮亦是要同時可以照顧家庭，而家庭友
善政策，過半人首選是彈性輪更制，再其次是五天工作，再次之是托兒服務，可見有急需向僱主推行
家庭友善政策及作出立法。
2.5 托兒名額不足，質素亦令婦女擔心
現時托兒及資助減免費用的名額非常不足，但婦女對托兒的要求，亦不只是有人看管，三成多婦女表
示擔心服務質素，不放心把子女交給他人托管，所以托兒服務除了在量方面要大增，亦要增強工作人
員的培訓，而托管不單要看管，幼稚園開始便要包括功課活動及益智活動，不然托管回家，子女沒有
做功課，婦女認為不可行。
2.6 基層工作長工時無正常假期
66.3%婦女需要彈性上班時間，但僱主不肯安排，73%婦女認為現時最大支援不足是沒有平衡照顧與工
作的政策，而婦女找工作被拒，被拒原因 40.8%僱主嫌棄婦女不能假期工作，基層工時很多時要求假
期要工作，平日才放假，對照顧子女時間非常不配合，可見僱主如要有足夠勞動力，實在需要設計多
些上班時間彈性及配合照顧子女的工作時間。
2.7 58.9%婦女找工作被拒，家庭崗位歧視嚴重
58.9%婦女找工作被拒，被拒原因 25.4%僱主嫌棄年幼子女，婦女帶子女上班被炒，家庭崗位歧視嚴重。政
府在推廣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及執法方面均不力，而婦女對此亦認識不深。
2.8 三成多婦女勞工保障不足，婦女認知少
55.3%有工作的婦女都是做兼職或散工，但本港勞工法例很多時並不保兼職或散工，三成多婦女表示沒
有勞工保障，17.7%更表示不清楚，可見有需要修改勞工保障，以涵蓋散工及兼職人士及加強勞工保障社
區教育。
2.9 七成婦女指現時資助制度不完善，工作不等於有助改善生活質素
7 成受訪基層婦女表示政府的公屋、學生資助限額太低，覺得不能幫助應付日常開支。而事實，現時
物價交通費均貴，家庭外出工作支出更大，76.1%婦女更表示影響日常生活安排，例如少了時間與子女
相處，亦不能在特定時間買便宜的菜，結果收入多了，但支出也大了，而且不符合申請一些津貼。
政府對於非綜援貧窮家庭的資助制度不完善，例如:很多學生的資助，跟隨學生資助是全免而分配，家庭
一旦收入超越學生資助的資格，成了半免家庭，便其他資助也沒有或支出很大，例如: 完全沒有午膳
津貼或關愛基金申請或其他各種津貼或托兒津貼，而學生資助一是全免，一是半免，少了 3/4 免的層
級。結果高於貧窮線收入的家庭(70%中位數收入)扣除因成為半免家庭而要自付的子女學習支出/托管
費後，其收入也是低於貧窮線，結果雙職家庭白努力一場，婦女身兼家庭及工作兩職，未能有助家庭
改善生活質素。而在職津貼，又要符合工時及收入兩大條件，結果多工作那個月，符合工時，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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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少工作那月，工資超低，工時又不足，結果有些貧窮家庭一亳子津助也領不到。
而綜援的單親婦女，外出工作，最多只可以多$2400 收入，根本上班搭車及用膳都不太夠用，令婦女
難以借助工作以增加收入脫貧或給子女學習的機會，而有多名子女，更是杯水車薪，隨時得不償失，
忙於工作而忽略子女教導。
2.10 基層婦女網絡薄弱，缺乏社交支援
研究發現基層婦女的網絡薄弱，缺乏社交支援，13.1%婦女無人可以傾心事，三成婦女有突發事情，沒
有親友可給予幫助，四成婦女沒有人可以介紹工作，可見婦女網絡何斯薄弱，何等孤單無助，令她們
的行動靈活性也降低，極需支援。
2.11 近六成婦女沒有參加再培訓課程，再培訓忽視家庭主婦的需要
近六成婦女沒有參加再培訓課程，7 成原因是沒有人照顧子女，而再培訓課程大多要全日或有時假期
亦要上課，對於要照顧家庭的婦女而言，根本難以參加，現時再培訓課程以全日為主，半日的不多，
而且沒有津貼，令很多需要接送子女的婦女未能接受再培訓，只可以做最基層的工作，難以提升技能。
2.12 新移民婦女面對歧視，發展受阻
研究顯示新移民在找工作中遭遇歧視，5.6%受訪婦女找工作曾被拒，因為僱主歧視是新移民，可見社
會存在對新移民歧視，影響新移民的發展及改善經濟的機會及社交網絡。研究顯示三成婦女的學歷為
高中或大專，但這些學歷者大都來自內地，內地學歷不被社會認受，基層婦女所任職的都是基層工作， 所
以收入難以提升。
3. 建議
3.1 政府應全面制定家庭友善政策及立法推行，尤其是彈性工時、照顧家庭假期、
3.2 改革及大力增加多元及完善的託兒服務:
 按地區需要增加各類託兒服務的資助名額
 提供多元化托管加功課及活動三合一的支援服務方法，包括: 學校、住家及托兒中心
 將幼稚園半日制及全日制教育名額，提升至 3:7
 提升社區保姆津貼由 18-22 元/小時至最少至最低工資 37.5 元/小時
 在學校推行託管及功輔兼備的服務至下午 7 時，在考試和暑假期間提供託管服務
 設立受訓保姆註冊制度，推行兒童社區保姆照顧劵，支援婦女就業

3.3 支援基層婦女發展社區經濟項目，發揮所長，包括:手作、社區照顧服務等。
3.4 政府應推廣及加強家庭崗位歧視執法，以免婦女因照顧子女而失去就業機會。
3.5 政府應放寬各項資助的申請資格及加設資助層級，鼓勵就業及多勞多得: 例如: 學生資助應分全免，
3/4 免、半免、1/3、1/4 免，其他的資助亦應有類似層級。
3.6 政府應提高綜援工作豁免入息額，並因應子女數目而增加。

3.7 進一步改善「在職家庭津貼」，放寬工時要求等，修例風波 6 月-12 月的工時應豁免計算。推行負
稅率政策。
3.8 改善再培訓局服務，全日制課程(就業掛鈎)包含半天課堂，應為半天課堂提供津貼。
3.9 政府應立法保障新移民免受歧視，並設立投訴機關，以維護新移民平等發展機會。
3.10 勞工處應為散工及兼職勞工提供保障，增強推廣勞工權益。聯絡僱主設計合適家庭主婦的工作。
3.11 政府應為新移民提供一站式適應指南及課程，讓新移民加快融入社會及建立社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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