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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报道指出，新冠状肺炎疫情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的外籍家庭佣工（外佣）造成不

少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于休假日避免外出；严重超时工作；有限或欠缺渠

道以获得安全资讯、口罩、洗手液及卫生用品；及被提早终止聘用。而且，碍于旅游限制，

愈来愈多外佣滞留于香港。由于外佣在工作上需要和雇主居住，当他们被终止聘用或强

制自行隔离检疫，就等于失去居所。劳资审裁处及其他政府服务于疫症期间暂停，令到一

些过往被剥削甚至贩卖、而选择留在香港进行民事及/或刑事救济的外佣，被困于被动和

无力的状态。雇主及职业介绍所有责任回应外佣面对的这些困境，及确保当局推出的防

疫抗疫系统及计划，有包括外佣及顾及他们的特别处境。本报告虽然在疫症爆发前进行，

但在提升雇主的意识上有重大作用。雇主有独特的责任确保外佣在任何时期都得到公平

和具道德的聘用，包括在疫症期间。

新冠状肺炎疫情下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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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是关于什么？

本研究列发表一个于2019年11月期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进行的网上调查结果。它采用量性方

法，评估香港雇主在雇用外佣时对具道德招聘及体面劳动原则的理解水平及态度；包括一些见解，及

雇主和职业介绍所可采取的措施，以防止外佣受到剥削 – 即使这些剥削并非刻意造成。这是香港首个

同类型研究，调查结果证明有需要进一步加强雇主的敏感度，认识外佣在招聘及受雇的各阶段所处于

的脆弱性及可能受到的剥削。

为何要进行这项研究？

现存有关外佣雇主，尤其是香港雇主的知识及态度方面的研究，仍十分缺乏。本研究针对这个情况，希

望能识别香港雇主对于外佣的具道德招聘和体面劳动原则的了解程度和现存态度。本研究亦提供新

的见解及建议，希望能支援相关机构、领事馆、民间组织和其他持份者在这方面的持续工作，以提高雇

主的意识，于外佣的移徙过程的每一个阶段提供保障及对此增加了解。本研究亦能为相关政府部门提

供政策建议和实际参考，从而更有效改善外佣权益，促进香港与外佣原籍国的政府（例如：国家咨询会

议及与政府进行圆桌讨论）、领事馆及职业介绍所等进行建设性对话和互动。

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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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如何进行？

我们委托一间位于香港的研究机构，透过电邮在其现存网络中进行随机抽样，以收集原始数据。由网

络发出的问卷共有300,000份，共收回1,075份，当中只有308份有效，都是来自香港并正雇用外佣的

雇主，符合研究最初订立的目标对象条件。

研究发现什么？

在308份有效问卷当中，186份（60%）来自女性，122份（40%）来自男性。年龄方面，一半的受访者介乎

26至40岁。研究亦显示大部分雇主透过职业介绍所雇用外佣。超过一半受访者是首次雇用外佣。

尽职调查

研究发现，雇主对于是否进行尽职调查的可能性不一。48%雇主声称在挑选职业介绍所时有进行尽职

调查，46%表示没有，6%表示不清楚。即是说，近乎一半的受访者声称他们有进行尽职调查，另一半则

没有。但数据未能显示这些雇主如何进行尽职调查或怎样理解何谓尽职调查。

口耳相传

雇主非常依赖「口耳相传」来挑选职业介绍所。81%受访者是因为朋友及/或亲戚的推荐而选择其使用

的职业介绍所。在余下的受访者中，5%是由于该职业介绍所获香港当局认可，4%是基于社交平台上

的广告，4%是由于其他原因，例如朋友及同事的推荐、声誉，及该职业介绍所就近其住所（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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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介费用的理解

雇主对于自己及外佣所支付的中介费包括哪些项目并不很确定；对于中介费用的认识方面的回应，亦

十分参差。在受访的雇主中，41%表示不清楚所支付的中介费用包括哪些项目。结果亦显示，超过一半

雇主不清楚职业介绍所于香港可以合法收取多少中介费用1。

研究结论

1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新的《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职业介绍所可以收取外佣首月工资的0至10%作中介费用。

研究结果有助我们了解雇主在具道德招聘及体面劳动原则的认识及态度方面有何不足，及因此带来

的启示。这有助我们识别出具体措施，改善雇主的角色，防止人口贩卖及其他相关形式的剥削，更有效

保护在香港的外佣。让雇主了解劳工移徙过程中的招聘及雇用阶段，是十分重要。这是因为雇主身处

一个独特位置，可以影响劳工在这两个阶段的经验及遭遇。我们需要多与雇主沟通和协作，让他们更

意识到自己在整个招聘过程，以及在保障准雇员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雇主在外佣离开原籍国前已

有责任保障他们，而非到他们抵达香港才开始。

不清楚如何求助

大部分受访者表示，若跟外佣发生了雇用相关的问题，不知道向哪里求助（51%）。37%不清楚向哪里

求助，只有12%知道向哪里求助。于这批少数的雇主当中，他们会向职业介绍所及劳工处求助。两位受

访者表示会从Facebook上寻找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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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应该做什么以加强保障外佣？

1 进行尽职调查

3 善用现有资源

在挑选职业介绍所时，确保它们没有对外佣超收中介费。在香港，职业介绍所最多

只能收取外佣首月工资的10%作中介费。进行尽职调查，亦能确保职业介绍所尊

重外佣的行动自由。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的《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职业介

绍所若没有书面同意，不能扣起外佣的护照及其他身份证明文件。透过进行尽职调

查，雇主能大大减低选中不道德职业介绍所的风险。这尤其适用于第一次聘请外佣

的雇主。不道德的职业介绍所有可能作出有害及不良的招聘行为，例如超收中介费

及没收外佣的个人证件。

CODE

OF

PRACTICE

2 从相关网页查阅雇用指引

民间团体、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等的网页能提供资讯，提醒人们在聘请外佣

前须考虑什么，包括招聘及雇用的相关成本、在挑选职业介绍所时怎样进行尽职调

查、所须的文件等。

民间团体、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都有制作不同材料，为外佣的雇主提供实际

指引，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从外国聘用家庭佣工指南》、香港特别行政

区劳工处《雇用外籍家庭佣工实用指南—外籍家庭佣工及其雇主须知》及Enrich的

《保障你及你的外佣免陷财务困难的十个贴示》单张（只有英文版）。

https://www.eaa.labour.gov.hk/_res/pdf/CoP_Chi.pdf
https://www.immd.gov.hk/hks/forms/forms/id-c-969.html
http://雇用外籍家庭佣工实用指南—外籍家庭佣工及其雇主须知
https://enrichhk.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9/%28ENG%29%2010%20Tips%20to%20Protect%20Your%20Helper%20and%20Yourself_0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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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加知识提升讲座

6 与外佣定期及清楚沟通

雇主可以参加由民间团体、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等举办的讲座，了解自己在

整个劳工移徏过程包括招聘和雇用阶段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亦能知道更多外佣

在每个移徏阶段所处于的弱势。雇主的意识提升，最终会促进双方的了解及沟通，

改善雇佣关系，减低外佣流失率及增加外佣的满意度及生产力。

5 为外佣提供合适及有合理私隐的住宿地方

住宿方面，应该尊重外佣的尊严及人权。如果外佣需要和雇主家庭中的儿童或同性

长者共用一个睡房，雇主应该预早通知他们，这能让外佣有所准备，不致于在抵达

雇主家中第一日感到不知所措。如果雇主和外佣沟通清楚，劳资纠纷可以避免，同

时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

这有助避免冲突。每个月进行一次或两次定期会议，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如果外佣

的中文或英文不流利，雇主应该慢慢讲及讲清楚。如有需要，可以用翻译应用程式。

有效的沟通能提升外佣的生产力，促进愉快的家庭生活。

7 为外佣提供足够休息

外佣每星期应该有连续24小时的休息，并有法定假期。外佣有权每七日就享有一日

全日24小时的休假日。当他们在休假日回到家中，雇主不能要求他们工作，因为即使

他们已回家，那一日仍然是他们的休假日。充分休息对外佣的身心健康及生产力，至

关重要。

z
z



职业介绍所应该做什么？

1 提高意识

说明中介费具体包括哪些项目，列出招聘相关的各成本细项。 $$

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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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高准雇主的敏感度

雇主应要了解招聘方面的流程，尤其是中介费包括哪些项目；告知雇主

职业介绍所可以合法向准外佣收取多少中介费（外佣首月工资的10%)。

$
10%

4 有效运作的申诉机制

雇主及外佣都应该能使用这机制。当服务协议及/或标准雇佣合约被违反

时，雇主及外佣能够透过机制，及早处理问题。

3 保持透明

与雇主签订服务协议 - 列出服务委任的细节、费用的支付、转换外佣事

宜及保证、转换外佣/转约的条件、退款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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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量性研究

这次研究让我们见到，要找到外佣雇主参与调查，甚具挑战性。我们总共发出300,000份网络调查的邀请，

但只收回308份有效回覆。有见如此低的回覆率，未来的量性研究可考虑采取其他的收集数据方法。另一

个有可能增加回覆率的方法，是透过提供金钱补偿或其他报酬以鼓励准受访者。除此之外，可考虑访问职

业介绍所而非外佣雇主，以了解雇主如何与职业介绍所沟通、雇主问哪类型的问题、对于招聘手法他们有

什么是已经知道及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协助等。

质性研究 

由于本次研究是采用网上调查而非深入访谈的方式，我们对于雇主的想法只能作概括的假设。例如，如果

想了解雇主对于进行尽职调查的想法及意愿，可能需要做后续访谈。本次网上调查探讨了雇主有没有进行

尽职调查，但没有探讨背后原因。而且，问卷没有定义何谓「尽职调查」。研究员未能得悉受访者声称曾进行

的「尽职调查」究竟是指什么行动。因此，未来的研究可集中于雇主对进行尽职调查的想法及意愿，以及他

们在本次网上调查中给予的答案的背后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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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局预测，这数字将在2047年前上升至六十万。这是由于愈来愈多

双收入的香港家庭，在照顾儿童及长者上需要协助。外佣对香港的劳动力构成重要一部

分6，并对本地经济的整体运作作出贡献，让家长能投入劳动市场。

1.1 研究背景

全球每13位赚取工资的女性当中，就有一位是家庭佣工。2全世界有6700万家庭佣工，当

中有1100万为移民工。3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为全球其中一个外佣人口密度最高的地

方4。201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有380,274名女性外佣， 206,281来自菲律宾， 165,620 来

自印尼， 2,357 来自泰国，6,016 来自其他国家。5

2 ILO. （2013）. Domestic Workers Across the World： Global and Regional Statistics and the Extent of Legal Protection. ILO。. (只有英文版）
3 ILO. （2016）. Social Protection for Domestic Workers： Key Policy Trends and Statistics. ILO。. (只有英文版）
4 Justice Centre。(2016)。 Coming Clean： 香港特别行政区外籍家庭佣工遭受强迫劳动及以强迫劳动为目的的人口 贩运的普遍程度
5 2019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的最新公开数字。
6 Siu， P. （2017）. Hong Kong Will Need 600，000 Domestic Helpers in Next 30 Years Amid Demand for Elderly Care， Labour Chief Says. 南华早
报。 （只有英文版）

图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外佣：原籍国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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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香港外佣的就业权益，标准雇佣合约订明了法定规例，而合约则受到《雇佣

条例》（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例第57章）规管。这条例于1968年订立，是规管香港雇佣

环境及条款的主要法例。7《雇佣条例》为雇员提供一系列全面的就业保障及福利，包

括：工资保障、休假日、有薪假日、有薪年假、疾病津贴、生育保障、侍产假、遣散费、

长期服务金、雇佣保障、终止雇佣合约、保障雇员不会因参与职工会活动而遭歧视。8

上述条例自订立以来，香港政府曾多次作出改善，例如：每年检视及增加工资及食物

津贴；为外佣订立最低工资9；专为家庭佣工而设的热线；新的雇佣守则；把家庭佣工纳

入劳工法例保障；如有证据外佣受到职业介绍所或雇主苛待，可更改签证或换雇主；

7 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处（2017)。 劳工法例：主要劳工法例一览– 雇佣条例（ 1）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例第57章）香港特别行政区
8 同上。
9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定期检视外佣的最低工资。

图二： 香港的外佣人数增长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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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身体及/或性虐待受害者的保障及援助。最新的发展，是政府发表一份完全针对

家庭佣工的《打击贩运人口及加强保障外籍家庭佣工行动计划》(2018年3月) 1 0 。

虽 然 香 港 政 府 透 过 标 准 雇 佣 合 约 及《 雇 佣 条 例 》下 的 最 低 工 资 法 例 去 加 强 了

对 外 佣 的 保 障 ，外 佣 仍 然 面 对 很 大 的 受 剥 削 的 风 险 ，甚 至 受 强 制 劳 动 。外 佣

的 工 作 性 质 意 味 他 们 经 常 被 隔 离 于 支 援 网 络 ，经 常 在 私 人 住 户 内 工 作 ，不

清 楚 雇 用 条 件 及 法 例 给 予 的 劳 工 保 障 。外 佣 工 作 的 不 正 规 性 亦 令 到 他 们 处

于 弱 势 位 置 。此 外 ，由 于 外 佣 不 是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永 久 性 居 民 ，权 利 及 福 利

都 受 到 限 制，因 而 更 加 处 于 弱 势，特 别 容 易 受 到 雇 主 的 威 吓 、虐 待 及 剥 削 。1 1

外佣处于弱势的位罝，容易遭受人口贩卖及其他相关形式的剥削，并经常面对各

种不道德招聘及不良雇用行为，包括被私营招聘公司在雇用条款方面欺骗、被超

收 中 介 费 及 相 关 费 用、签 署 借 贷 协 议 而 导 致 工 资 扣 减 及 操 控、个 人 证 件 被 没 收、

雇用期间的行动自由受限制、在招聘过程及/或在香港受雇期间遭受恐吓及处罚。

除了合订明的法例及其他香港政府提供的措施外，雇主在保障外佣的就业权益及

福利上扮演重要角色，这适用于外佣的整个移徙过程，包括招聘和雇用阶段。当雇

主开始招聘外佣，就有责任保护他们，尤其要挑选一间具道德的职业介绍所12，确保

它不会作出伤害性或不合理的招聘行为，例如超收中介费、没收个人证件等。因此，

雇主怎样能在招聘阶段、即外佣抵达香港前就开始保护他们，这一方面值得探讨。

10 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政府（2018)。 打击贩运人口及加强保障外籍家庭佣工行动计划
11 Runyan， A.S. and Peterson， V.S. （2014） Global Gender Issues in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9.（只有英文版）
12 劳工移徙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 招聘及发展。, 2) 受雇，及3。) 回归/继续移徙。 在招聘及调配阶段，工人在原籍国联络招聘公司，寻求去外地工作的机
会。 他们会进行面试、签署雇佣合约、工人移徙至工作的地区。 在受雇阶段，工人抵达目的。地国家后要先进行身体检查，才能入住工作的居所及开始工
作。 在回归/继续移徙阶段，当雇佣合约到期，招聘公司会安排移民工离开进行新工作或返回原籍国。

1. 引言

https://www.sb.gov.hk/chi/special/pdfs/Action%20Plan%20to%20Tackle%20TIP%20and%20to%20Protection%20FDH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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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研究目的

雇主可以在保障外佣福祉方面发挥关键角色，推动正面改变。有鉴于此，本研究旨在评估

雇主对于具道德招聘及体面劳动原则的现存理解水平及态度；并将焦点放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香港）外佣的招聘及雇用方面。本研究亦希望识别出，对外佣的具道德招聘方面的

认识有何不足，从而作出建议，改善将来联系雇主方面的策略。最后，IOM及其伙伴会利

用研究结果，与政府、领事馆及职业介绍所等进行建设性对话，㝷求推出相应的劳工及雇

主支援机制。

1.3 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来自第一手及第二手资源来源。第一手资料包括与308名外佣雇主进行的量性

调查，受访者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受访时正雇用外佣。第二手资料则包括文献、文

章及统计资料。13

1.3.1 研究发展及过程

IOM香港特别行政区办事处设计了一份量性问卷（请见附件III： 调查问卷），包含了34条

开放式及封闭式问题，范围涵盖雇主的背景资料、对职业介绍所的认识及评价、对外佣的

态度、及对具道德招聘及体面劳动原则的整体了解及态度。问卷亦采用李克特氏量表（5

点），让受访者就其经验作出评分（很不满意 – 十分满意）及指出他们对有关句子的同意

或不同意的程度。在发出问卷之前，IOM香港特别行政区办事处先让一小群雇主填写问

卷初稿，作为测试，然后根据收回的意见作出修订，再委托一间名为网上问卷有限公司 

的香港市场研究机构用作收集原始数据。

13  注： 问卷没有问及受访者的国籍（参见附件三：调查问卷）。

1. 引言

http://www.informati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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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样本大小及抽样方法

研究机构从其现存网络中，透过电邮进行随机抽样，先发出超过50,000份邀请14，对象为

18至65岁的男性及女性。回覆者中，有雇用外佣的比例较预期中低，因此研究机构需要

扩大宣传，透过不同的社交平台收集结果，最后共发出300,000份邀请，并于2019年11月

2至28日期间收到1,075份回覆，当中只有308位受访者正雇用外佣，符合目标对象群组，

其问卷被视作有效。

1.3.3 道德考量

受访者的资料获严格保密，并以完全匿名及自愿的性质参与调查。透过互联网进行问卷

调查，符合成本效益、快捷、接触范围广阔并具弹性，受访者可于空闲时间，采用自己选择

的器材及以自己的速度填写问卷。

1.3.4 研究限制 

这研究存在一些限制。相比质性的数据收集方法，量性方法尤其是网上调查，未能让研究

员与受访者亲身接触或澄清问题，有可能在原始数据中造成混淆或偏差。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有受访者称自己是直接雇用外佣，却同时回答了一些专为透过职业介绍所雇用外

佣的雇主而设的问题。由于这些原始数据存在偏差，这些问卷被视作无效。

14  发出的问卷为中英双语（参见附件三：调查问卷）。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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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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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雇主的背景资料及特征

这研究总共收取308份有效问卷，186(60%) 名受访者为女性，122(40%)名为男性（参见

图三：受访者的背景资料：性别）。年龄方面，10%受访者介乎18至25岁，一半受访者介乎

26至40岁，27%介乎41至55岁，11%介乎56至65岁，2%为65岁或以上（参见图四：受访

者的背景资料：年龄）。虽然数据按性别划分，但见不到男女性在回答问题方面有差别，此

种差别却存在于不同年龄组群之间。受访雇主没有按国籍、教育水平、收入或其他住户特

征被划分，但若以语言划分回应率，大部分受访雇主—72% -- 选择用英语回答问卷，28%

则选择中文版本。必须强调，即使雇主选择英文版本，他们仍能够以中文阐述部分回答，

这情况在回答「其他」选项时发生。虽然大部分雇主选择用英语回答问卷，我们并不能因

此假设他们的国籍；雇主选择某语言版本，可能是出于他们的语文水平。因此，我们不能

假设大部分雇主为外地人；中国籍15香港居民亦有可能选择用英文回答问卷16。有见及

此，以语言划分的回应率并不影响结果分析。

15 受访者必须为外佣的现任雇主，才符合目标对象组群，并且问卷内每一条问题都必须完成，问卷才会被视为有效。 若部分问题没有完成，该问卷则被
视为无效。
16 在第三章中，所有百分比都被进制至整数。

图三：受访者背景资料：性别 图四： 受访者背景资料：年龄

2. 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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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受访者称外佣为他们工作了一年，8%受访者称现时的外佣为他们工作了八个

月，6%表示已雇用了现时的外佣两年，28%表示已雇用了现时外佣多于两年。平均来

说，308名受访雇主雇用了现时的外佣约六个月，而受雇时期由一个月至大约13年。

雇主的整体雇用经验方面，56%受访者是第一次当雇主，44%则在之前也雇用过外佣（

参见图五：外佣雇主的雇用经验）。在第一次雇用外佣的受访雇主中，大部分介乎26至40

岁，透过职业介绍所雇用现时的外佣，并与职业介绍所签订服务协议 – 外佣雇主及职业

介绍所之间的协议。

当被问及雇用外佣的主要原因时，39%的受访者表示是为了照顾儿童兼处理家务；24%

的受访者表示，照顾儿童是最主要原因，11%表示是因为照顾长者兼处理家务，10%表

示为了处理家务，8%表示为了照顾长者；7%受访者综合了以上原因，为了照顾儿童、照

顾长者兼处理家务 （参见图六：雇用外佣的主要原因）。结果显示，雇主通常是为了两个

而非单一原因而雇用外佣；很多17香港雇主是为了照顾儿童兼处理家务的原因而雇用外

佣。

17  一位受访者没有回答此问题，亦没有列明其他雇用外佣的原因。

图五 ：外佣雇主的雇用经验

2. 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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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调查结果

2.2.1 雇主倾向使用职业介绍所

在308名受访者中，271名（88%）透过职业介绍所雇用外佣，只有37名（12%）直接雇用外

佣（参见图七：雇用外佣的途径）。在透过职业介绍所雇用外佣的雇主当中，94%表示该职

业介绍所在《雇佣条例》下持有有效牌照，6%表示不清楚该职业介绍所是否在法例下持

有有效牌照。

图六： 雇用外佣的主要原因 

图七：雇用外佣的途径

2. 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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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倚赖「口耳相传」以挑选职业介绍所

大部分受访者是因为朋友及/或亲戚的推荐而选择他们正使用的职业介绍所（81%）。而

所有18至25岁的受访者都是基于朋友及/或亲戚的推荐而选择他们正使用的职业介绍

所，这可以是由于他们对招聘过程缺乏认识，尤其如果他们第一次雇用外佣。在余下的受

访者中，5%是因为该职业介绍所获政府认证而选择它；4%是由于社交平台上的广告而

选择现在使用的18职业介绍所；4%是由于其他原因，例如声誉或职业介绍所就近自己住

所（便利）（参见图八：挑选职业介绍所的主要因素）。

雇主进行尽职调查的机率低

根据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19，尽职调查指个人进行的一个持续过程，旨在识

别、预防、减缓及处理个人行为对人权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为此问责。这过程应包括评估

对人权造成的实际及潜在影响、整合分析结果并据此采取措施、追踪进展及效果、及阐述

这些影响是如何解决。20

由IOM设计的「国际招聘诚信系统标准」（IRIS），旨在为招聘者及雇主提供一个实际工具

及指引，协助他们将具道德招聘原则融入与招聘相关的管理系统、程序、行为守则及可持

续社会计划。虽然「IRIS标准」没有专为外佣雇主而设的外佣招聘指引，外佣雇主在进行

尽职调查时应该考虑以下原则，包括移动及出入自由；雇用条款的透明度；保密及私隐保

障；及获得救济或援助的渠道等。雇主应该确保职业介绍所尊重这些原则。

18 持商业牌照登记兼获相关领事馆认证的职业介绍所 
19 联合国（2011) 。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联合国
20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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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挑选职业介绍所的主要因素

2. 调查结果

https://iris.iom.int/iris-standard


挑选职业介绍所前，雇主应该就有关的职业介绍所、其评分及声誉进行调查。例如，雇主

可查阅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的「职业介绍所专题网站」，该处列出全香港所有持牌职业

介绍所及曾被定罪的职业介绍所的资料。此外，雇主应该清楚职业介绍所惯用的招聘手

法及保持警觉 – 例如中介费用及其他向外佣收取的费用、雇佣合约的条款、外佣有没有

获得付费收条 – 若职业介绍所提出低收费、外佣在转工之间往返澳门而非原籍国、特快

处理签证等，雇主应质疑及查究该公司的正当性及专业性。雇主挑选21职业介绍所时，应

确保对方将整个招聘过程都如实告知。雇主可以问清楚与招聘相关的成本及其细项、申

诉机制是否存在及适当、外佣离境前于原籍国有没有接受培训、职业介绍所有没有扣起

外佣的护照等。

不足一半（48%）的受访雇主称在挑选职业介绍所时有进行尽职调查；46%没有进行；另

外6%受访者不清楚自己有没有进行尽职调查（参见图九：挑选职业介绍所前进行尽职调

查）。结果显示，雇主在进行尽职调查方面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差不多一半受访者称他们

有进行尽职调查而另外一半则称没有。值得注意的是，问卷没有列明尽职调查的定义，受

访者是按照自己对该词汇的理解作出回应。这里引申一个问题，为什么受访者们在是否

对职业介绍所进行尽职调查方面有如此的落差？这可能是由于大部分受访者根据朋友及

亲戚的推荐而挑选职业介绍所，认为不需要额外进行尽职调查。调查结果反映，有很大的

需要去教导及告知准雇主进行尽职调查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进行。这样，雇主亦会发现自

己能够积极参与招聘及雇用过程。雇主在挑选职业介绍所前进行尽职调查，能大大减低

选中不道德职业介绍所的机会，这些不道德的职业介绍所可能采取不良的招聘手法，例

如超收中介费用及没收个人证件。

21 此举违反入境法例，外佣及雇主都可被拘捕。 法例规定，外佣在合约与合约之间必须返回其原籍国而非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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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佣雇主对中介费的认识不足

雇主们对于所支付的中介费用包括哪些项目，认识十分参差。41%受访雇主不清楚所支

付的中介费用具体包括哪些项目。这些雇主主要是介乎26至40岁，从未雇用过外佣，称

他们雇用外佣的主要原因是照顾儿童兼处理家务。36%受访者称他们知道中介费用具体

包括哪些项目，并指出费用包括签证、证件及文件（处理）、外佣离开原籍国前为其提供培

训、机票、医疗检查及经纪费用。另外，23%受访者称他们不知道中介费用具体包括哪些

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受访者大部分是41至55岁，从未雇用过外佣，雇用外佣的主要

原因是照顾儿童兼处理家务。

结果反映，大部分雇主不知道招聘外佣的相关成本及细项，及/或职业介绍所从未告诉他

们。这可能是由于雇主无条件地信任职业介绍所，对于需要支付的中介费金额不会作出

质疑。职业介绍所被视为主要的资讯来源，因此亦被认为可靠及可信。雇主们对于中介费

用的了解如此参差，另一个原因是职业介绍所没有列明费用具体包括哪些项目。职业介

绍所通常只会报出一个雇主需要支付的总费用，却不会列明细项。雇主亦可能不会视这

些细节为重要或必须。他们可能简单地视这些费用为「惯例」而全盘接受。况且，大部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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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挑选职业介绍所前进行尽职调查

2. 调查结果



访雇主相信朋友及亲戚的推荐，知道亲友们都付出同样费用，因而更会视这些费用为惯

例。其实，雇主若对中介费用的涵盖项目有多一些了解，会对他们自己有利。一旦及当外

佣被超收费用，雇主会更容易知悉，对潜藏的成本收费亦会更清楚。

职业介绍所与雇主签订服务协议乃常态

「标准服务协议」指由外佣雇主及职业介绍所之间所签订的协议。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

处规定所有雇主，不论其国籍，都需要和职业介绍所签订服务协议。签署双方就服务的

委任；费用支付；转换外佣及相关保证；转换外佣/转约的条件；退款政策等达成共识及协

议。协议列明，签署双方均需保留一份签署版本。

78%受访雇主表示，有跟职业介绍所签订服务协议，13%指他们不清楚是否有跟职业介

绍所签订服务协议，9%指没有签订。结果显示，签订服务协议乃职业介绍所的惯常做法，

这突显职业介绍所中有一定程度的良好作业。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23位雇主（9%）没有与职业介绍所签订服务协议。在这23位雇主

中，8位为女性，15位为男性。8位女雇主都是26至40岁；而男雇主中，8位是26至40岁，其

余7位是18至25岁。结果反映，没有签订服务协议的雇主属于年轻组群，意味较年长及有

经验的雇主，当职业介绍所没有提供服务协议时，较大可能提出要求。在较年长及较有经

验的雇主当中，雇用外佣的时期为4至20个月。大部分雇主都未曾雇用过外佣。在曾经雇

用过外佣的雇主中，雇用时期为7至18个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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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结果反映，没有与职业介绍所签订服务协议的雇主倾向年轻，而且是新雇主。由于他们

没有当雇主的经验，与职业介绍所的接触可能有限。相比曾雇用外佣达几年的雇主，这些

新雇主可能不太清楚招聘的惯用手法。缺乏经验可能令这些雇主没有要求一份服务协

议。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雇主相信朋友和亲戚的推荐而不觉得服务协议是必须。因此，即使

职业介绍所没有提供服务协议，他们也不会质疑。

对职业介绍所的评价为「正常」

为了量度雇主对职业介绍所的整体服务的评价，问卷要求受访者以李克特氏量表（5点）

回答问题。回答选项包括：很不满意；不满；正常；满意及十分满意。「很不满意」及「不满」

代表负面评价，「满意」及「十分满意」代表正面评价。「正常」代表雇主的评价不算正面亦

不算负面。调查结果指出，绝大部分雇主给职业介绍所的评价为正常或满意。4%为「很不

满意」，3%为「十分满意」，只有1%为「不满」(参见图十：对职业介绍所的整体评价)。

27

图十： 对职业介绍所的整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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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时大部分雇主对职业介绍所的评价为「正常」，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观点。若职业介

绍所让顾客知道他们注重具道德的作业方法，有助顾客「感觉良好」或对他们的服务作出

正面回应。当职业介绍所的服务获得更正面评价，忠诚顾客倚赖「口耳相传」的可能性亦

会增加。

总括来说，在雇主与职业介绍所的关系方面，大部分受访者知道其使用的职业介绍所是

否在《雇佣条例》下持有有效牌照，并有签订服务协议。不过，论到中介费用，尤其是费用

具体包括哪些项目，受访者的知识有所不足；原因可能包括职业介绍所缺乏透明度及/或

雇主没有进行尽职调查。

如之前所说，现存有标准服务协议让雇主及职业介绍所去签订。不过，雇主被收取的服务

费及安置费金额不受规管，可由22/23职业介绍所决定。这解释了为何费用大幅浮动。一份

标准的服务协议必须列出总体收费，但不一定要列明费用涵盖的细项。同样情况亦适用

于安置费。即是说，即使雇主与职业介绍所签订服务协议，他们仍然不会知道中介费用具

体包括哪些项目，要他们主动询问。如果雇主没有这样做，对中介费用的认知自然出现参

差。为了增加中介费用的透明度及避免超收，标准服务协议应该要列明各项标准费用；可

支付的最高金额；以及服务费和安置费之下的所有具体成本细项。所有职业介绍所应该

要在这方面受到法例规管。

尽管如此，雇主对中介费用的认识不一定会增加。尤其当双方没有签订服务协议时，雇主

需要十分警惕及进行尽职调查。与职业介绍所达成协议之前，雇主应该使自己了解清楚

中介费用及包括哪些项目。除了听取朋友及亲戚的推荐外，雇主可以到劳工处的职业介

绍所专题网站，查阅相关职业介绍所是否持牌。

22 服务费。 
23 安置费指雇主需要向。职业介绍所。支付的费用，作为成功及合法地雇用合资格人士到海外工作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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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雇主对外佣的态度

问卷第三部分集中探讨雇主对外佣的态度。问卷列出多个句子，受访者须指出香港雇主

对这些句子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参见图十一至十四）。结果显示，香港雇主对具道德招

聘、体面劳动原则及外佣的态度，整体上为正面。大部分雇主同意必须以合法、公平及透

明的方式招聘外佣，尊重其尊严及人权。这反映雇主整体来说支持具道德的招聘。

外佣应否拥有和其他永久性香港居民同等的劳工权利，雇主们在这方面的态度十分参

差，我们未能识别出一个清晰的主要答案。其中一个解释是，外佣只被视为暂时的移民。

和其他劳工不一样，外佣不被视为香港居民，因此不能获取居留权或享有退休福利及保

障。外佣不能享有法定最低工资24，而这个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外佣的「规定最低工资25」。

这些限制令外佣不能拥有和其他永久居民同等的劳工权利。即使外佣在法例上不被视为

永久居民，不论其入境，身份雇主仍应该提供正面及安全的工作环境，保障外佣的人权及

劳工权益 。

24 港币6,300元（约813美元）。
25 港币4,520元（约58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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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句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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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句子二

超过一半受访者同意外佣应该享有足够的休息，包括每七天一次连续24小时的休假及

法定假期。29%雇主不同意此项休息要求或对此表示中立。即是说，近乎三分之一雇主对

休假日的要求既不同意亦不反对。不少香港雇主漠视及/或错误解释有关休假日的法律

条款：外佣即使在休假日，外出前或一回到家中就被雇主要求工作。今次调查结果证实了

这一情况。根据《雇佣条例》，「休息日的定义是连续不少过 24 小时 」。即是说，外佣不应

在离开雇主居所之前及/或一回到雇主居所就被要求工作；外佣有权享有连续24小时的

休息。雇主应该理解，整全的休假日对外佣的精神及身体健康有多么重要。这不单会提升

外佣的生产力，亦会建立一个更和谐及健康的工作及居住环境。26 

图十三：句子三

30

26 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处（2017)。劳工法例：主要劳工法例一览。 – 雇佣条例（ 1）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例第5。7章）。香港特别行政区。特
别行政区政府劳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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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受访者对「雇主不需要为外佣提供合适及有合理私隐的住宿地方」表示中立。根据此

结果，超过三分之一雇主对外佣的住宿要求既不同意亦不反对。雇主不清楚何为「合适及

有合理私隐的住宿地方」的具体意思，因此可能假设自己提供的住宿安排已经足够。

这可以追溯到合约中的条款；第五段（b）没有清楚定义「合适及有合理私隐的住宿地方」

，因此可被任意演绎。很多雇主没有为外佣提供足够的私隐空间。例如，很多外佣需要和

雇主家庭中的儿童或长者共用一个睡房，有时甚至是异性，或要睡在客厅、走廊、厨房、洗

手间或贮物房的临时睡床上。在香港，外佣被规定在雇主的住所内工作及居住。这项「强

制留宿要求」令外佣的居住环境进一步恶化，尤其香港作为全球其中一个最贵的房地产

市场，住屋单位通常很细小。27

图十四：句子四

2.2.3 雇主对具道德招聘及体面劳动原则的认识及理解

被问到有关具道德招聘及体面劳动原则的问题时，超过一半受访雇主表示不清楚职业介

绍所在香港法例下可以向外佣收取多少费用。在受访雇主当中，23%说职业介绍所不能

够收取任何佣金，22%认为职业介绍所能够合法收取外佣首月工资的0至10%，4%回答

指职业介绍所可以向外佣收取的费用并没有上限（参见图十五：职业介绍所可合法收取

的费用）。

31

27 Justice Centre。(2016)。 Coming Clean： 香港特别行政区。外籍家庭佣工遭受强迫劳动及以强迫劳动为目的的人口。 贩运的普遍程度。Justice 
Centre。

2. 调查结果



为理解为何有超过一半雇主不清楚职业介绍所可以合法向外佣收取多少中介费用，我们

值得看看香港现行规管职业介绍所的法例。《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CoP）28第3.5.1段指

出，「除订明佣金外，职业介绍所不得直接或间接向 求职者收取任何形式的酬劳，或与开

支或其他方面有关的任何付款或利益(例如影印费及签证手续费)」。《雇佣条例》下的《职

业介绍所规例》规管了29职业介绍所就其服务可合法收取的费用金额上限，并于《职业介

绍所实务守则》再次列明。中介费用需订为：30

 

现时外佣的最低规定工资为港币4,520元 (约 583美元)，因此，职业介绍所最多只能收取

港币452元。《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更列明，这费用「只可在求职者获发第一个月 工资后

收取」，即是说，职业介绍所不能预先向外佣收取中介费。32職业介绍所若违法，最高可被

罚款港币350,000元及监禁三年。33劳工处推出「职业介绍所专题网站」（EAA）并负责职业

介绍所的发牌、检查、调查投诉及确保职业介绍所遵守香港法例，却没有有效地执法，让

大部分职业介绍所违法地运作却没有受到惩罚。虽然劳工处已增加对34职业介绍所的年

度检查，被控告或起诉的职业介绍所数目却没有显著增加。35

「不得多于求职者获职业介绍所安排就业后 第一个月工资的百分之十」31

28 劳工处于2。007。年1月推出新的《职业介绍所服务守则》（CoP。），列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职业介绍所必须遵守的现行法例，亦列出职业介绍所必须
达到的各项最低标准。
29 香港特别行政区。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2018)。 推动变革的中介？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雇佣中心依循《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之评估。香港特别行政
区。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
33 同上。
34 同上。
3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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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清楚列明收取中介费方面的法例，很多职业介绍所继续收取

超额及非法的费用。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2017)的研究揭示，56%的受访者在扺达

香港后被非法收取费用，30%在获得首月工资之前就被收取费用。这反映一个问题：为何

外佣的雇主不知道这些情况？雇主可能不关心36职业介绍所可以向外佣收取多少费用，

或没有时间去了解清楚；对他们来说，自己支付的中介费用更为重要。雇主亦可能根本不

知道外佣要支付中介费；他们可能以为外佣不需要支付中介费，因为雇主已经支付以聘

请外佣。雇主可浏览劳工处的网站或直接查阅《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以获取中介费用

方面的资料，简单方便；比起询问职业介绍所或外佣， 更为可靠。

图十五：职业介绍所收取的费用

不清楚外佣在原籍國有否支付中介费

72%雇主表示不清楚其外佣在来港前有没有在原籍国支付中介费用，18%回答有，10%

回答没有（参见图十六：职业介绍所在原籍国收取的费用）。在回答「有」的受访者中，部分

不知道外佣在原籍国支付了多少费用，其余就估计费用为港币3,000元至10,000元。在同

一批受访者中，90%不知道外佣向谁支付了中介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只有一位18至

25岁的受访者知道外佣向谁支付了中介费。余下10%受访者，则指外佣是支付给招聘机

构，用作介绍费及医疗检查。

36 香港特别行政区。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2018)。 推动变革的中介？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雇佣中心依循《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之评估。香港特别行政
区。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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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一个问题：为何大部分雇主不清楚外佣在来港前于原籍国有没有支付中介费？

很多在原籍国的职业介绍所，于外佣离开前向他们收取超额及非法的中介费。这令到外

佣处于极度弱势，因为他们需要借贷以支付费用。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2016)的研

究指出相当数目的菲律宾外佣支付两笔中介费用；第一笔支付给菲律宾的招聘机构而第

二笔支付给香港的职业介绍所37。47%受访者需要在菲律宾及香港两边都支付中介费。38

虽然有规例去改善外佣的处境并由菲律宾海外就业行政部（POEA）执行，菲律宾外佣继

续支付非法的中介费。39费用通常会在外佣出发前被招聘机构整笔全收。40如果外佣未能

支付全部费用，余额就会在外佣抵港并一开始就业时从工资中扣除。41

负债令外佣进一步处于弱势，较容易受到不道德雇主及/或职业介绍所的苛待及剥削，因

为他们害怕若提出反抗，就会失去工作及不能够偿还债务。结果外佣可能不敢告知雇主

他们的财政困难。这就能解释到，为何大部分雇主不清楚42其外佣在原籍国是否支付了

中介费。即使法例上雇主需要支付外佣迁移的相关费用（如：中介费、签证、行政费等），外

佣最终都要承担部分费用。因此雇主必须定期与外佣沟通43，以找出外佣可能正在面对

的财政问题。如果雇主表示关心、主动问候及提出支援，外佣较大可能打开心扉及坦白告

知。雇主通常对招聘过程不太了解，不知道外佣来港前在原籍国面对的遭遇及收费，及因

此导致的后果。因此，雇主主动关心就显得尤其重要。

37 香港特别行政区。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2016)。 左右为难，进退两难：菲律宾。移民家务工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与菲律宾被收取非法中介费之情况。香
港特别行政区。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38 同上。
39 同上。
40 同上。
41 同上。
42 香港特别行政区。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2018)。 推动变革的中介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雇佣中心依循《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之评估。香港特别行政区。
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43 香港特别行政区。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2016)。 左右为难，进退两难：菲律宾移民家务工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与菲律宾被收取非法中介费之情况。香港
特别行政区。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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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 职业介绍所于外佣原籍国收取的费用

35

雇主对外佣的个人证件及财物方面的认识很参差

开始前，我们必须指出，以下问题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的指引，以测试雇主的看

法或知识。超过一半受访者确实知道，职业介绍所在取得外佣的个人证件及财物副本后

应该立即或尽快归还。16%雇主认为职业介绍所应该于三个月内归还个人证件，43%雇

主指应该在取得副本后立即归还，21%认为必须在一个月内归还；20%回应指不清楚（参

见图十七：职业介绍所归还个人证件及财物方面的做法）。结果显示雇主们对外佣的个人

证件及财物方面的认识参差。究竟何为最佳做法？何为法律上容许？要回答这些问题，我

们必须考虑到职业介绍所没收求职者个人证件及财物的后果。

图十七： 职业介绍所归还个人证件及财物方面的做法

2. 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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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外佣的个人证件，如护照、雇佣合约或香港特别行政区身份证，是操控该外佣的有效

机制。没有这些证件，外佣不能够合法地转换工作及证明自己有权于44香港居住及工作；

亦令外佣更难向相关机构寻求协助。而且，没有这些个人证件，会令外佣处于被拘留及

被驱逐的风险中。45个人证件不在身的外佣，较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转换工作或反抗剥

削。46

如果职业介绍所扣起外佣的个人证件及财物，则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例第210 章《盗

窃罪条例 》，即犯了盗窃罪，最高刑罚是监禁10年。《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第3.11.1段清

楚列明，法例禁止47职业介绍所这样做：

《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第4.13.1段确认，职业介绍所在安排就职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外

佣的个人身份证明文件，如护照。不过，当办好就业或工作签证后，这些文件必须立即归

还予劳工，不得延误。因此，49职业介绍所受法例规管，在取得副本后必须立即把个人证

件及财物归还予外佣。要确保外佣随时拥有个人证件及财物的正本，雇主扮演着重要角

色；若外佣的个人证件及财物被没收，雇主可以支持他们去取回，当然雇主都要保证自己

从不扣起外佣的个人证件。

「在未经求职者明确同意下，职业介绍所不得取去或扣押求职者

的任何个人财物，包括(但不限于)其护照、个人身分证明文件、雇

佣合约、银行信用卡或提款卡、学校证书，或劳 工处或其他有关机

构(例如总领事馆)向求职者派发的其他资料」48

44 香港特别行政区。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2018)。 推动变革的中介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雇佣中心依循《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之评估。香港特别行政区。
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45 同上。
46 同上。
47 香港特别行政区。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2018)。 推动变革的中介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雇佣中心依循《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之评估。香港特别行政区。
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48 香港特别行政区。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2018)。 推动变革的中介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雇佣中心依循《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之评估。香港特别行政区。
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   
4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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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很清楚合约对他们订明的责任

调查结果显示，雇主知道香港有一份获当局承认及适用于外佣的标准雇佣合约（SEC）。

他们亦很清楚自己于合约下所需负的责任，例如提供医疗保险及每七天一次休假日（参

见图十八至二十）。以下图表列出受访者对有关合约的问题的回答。除了提供医疗保险及

休假日，SEC内的条款还包括：提供合适及有合理私隐的住宿地方；免费膳食；工资及膳

食津贴（如果没有提供膳食）的收条；免费由原籍国来港及当合约完结或过期时，免费返

回原籍国等。虽然受访者只是被问及对医疗保险及每周休假日等部分条款的问题，而没

有就其他SEC内的条款作答，但他们对这些主要条款的熟悉，意味他们对劳工于就业期

间的权益有不错的理解。

图十八：对标准雇佣合约的认识 

图十九：对医疗保险的认识

2. 调查结果



38

图二十：对休假日的认识

工资高低不一

工资方面，不同雇主每月向外佣发放的金额相差甚远 – 由最低港币3,500元到最高港币

20,000元（参见附件一：外佣的每月工资）。值得注意的是，18至25岁雇主向外佣发放的

工资为港币4,320元至港币4,800元。即是说，这些雇主发放的工资没有比最低规定工资

高出或减低很多。这次网上调查的参加者平均向外佣每月发放港币5,017元，比香港现行

为外佣而设的最低工资（港币4,360元）稍为高。必须强调，工资并不包括奖金，雇主可决

定是否向外佣发放。50

这次调查进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规定雇主向外佣发放的最低规定工资为每月港

币4,630元。部分雇主指他们发放的金额比这个水平稍为低，可能是因为他们仍在按照这

次加薪之前所签订的合约去发放工资。即是说，他们会继续按照最初的协定去发放工资，

直至合约完结。SEC涵盖两年，而且在合约期内不能改变条款，因此很难追得上政府每年

公布的加薪。

这进一步证实了Justice Centre 的研究结果(2016)，71.8%受访者报称他们赚取少过当

时的最低工资（调查进行时为港币4,410元）。如果51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在合约开始

之后公布新的最低工资，雇主就没有法律责任于合约期间按照政府的年度加薪去增加外

佣的工资。只有6.1%雇主发放比法定金额较高的工资，反映雇主发放最低工资52乃常态

及标准做法。53

50 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每年增加外佣的最低工资。 2019年9月27日，劳工处宣布最低工资由港币 4,520元增加至港币4,630元。 
51 Justice Centre。(2016)。 Coming Clean： 香港特别行政区外籍家庭佣工遭受强迫劳动及以强迫劳动为目的的人口。 贩运的普遍程度。Justice 
Centre。
52 同上。
5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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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不清楚如何求助

虽然受访者知道与外佣签订标准雇佣合约，亦知道自己在合约下的相关责任，但大部分

受访者表示，如果跟外佣发生了就业相关的问题，不知道向哪里求助（51%）。另外有37%

受访者不清楚可以向哪里求助，而只有12% 受访者知道。在声称知道向哪里求助的受访

者当中，大部分（18人）表示会向职业介绍所求助，少数受访者（5人）会向菲律宾领事馆

求助。更少数的受访者（4人）会向职业介绍所兼劳工处求助，或只向劳工处求助（4人）。

两位受访者表示会从Facebook上寻求协助，另外有一位受访者表示会自己解决问题，不

会咨询以上提及的任何渠道。54

54 注： 这两位受访者没有表明他们会向Facebook上的专页抑或在朋友之间寻求协助，他们只说会透过Facebook求助。

图二十一：对求助渠道的认识

总括而言，受访者知道归还外佣个人证件及财物方面的规定，亦知道标准雇佣合约、雇主

在合约下的相关责任，例如提供医疗保险、工资及休假日。虽然雇主对劳工移徙过程中的

「雇用」阶段有一定知识，却对「招聘」阶段缺乏认知。雇主应该要对「招聘」及「雇用」两个

阶段都有所了解，因为在招聘过程中发生的事可以直接影响劳工的整体福祉。即使很多

雇主相信他们的责任只限于雇用阶段，他们实在应该对整个过程—由招聘到雇用—都有

所理解，并知道他们对两个阶段都可以有所影响。雇主只需要在挑选职业介绍所前进行

尽职调查，对将会选用的职业介绍所有所认识及知道其招聘手法，就可以减低选中不道

2. 调查结果



德职业介绍所的机会。很多雇主相信，若他们尊重劳工权益，在雇用阶段不苛待或剥削外

佣，他们就在保障弱势外佣方面尽了责任。因此，进行尽职调查尤其重要。不过，苛待及剥

削通常在外佣的原籍国开始，及通常由不道德的职业介绍所施加。若雇主留意55招聘手

法及更理解这个过程如何影响外佣，可能可以更好地对他们选用的职业介绍所进行尽职

调查及监察；若雇员受到招聘相关的苛待，他们亦可协助达成补救。

55 请参见 https://crest.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crest_source_document.pdf 以获取更多信息。 （只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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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而言，本研究评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雇主在雇用外佣时对具道德招聘及体面劳动原

则的理解水平及态度。研究结果有助我们了解雇主在这方面有何不足，及因此带来的启

示，有助我们识别出具体措施，改善雇主的角色，防止人口贩卖及其他相关的剥削，更有

效保护在香港的外佣。本报告希望可以提供一些见解，以订出具体措施去帮助雇主 – 雇

主有份造成对外佣的剥削，即使他们是不自觉地或并非刻意地 – 让他们在挑选职业介绍

所时更加警觉，避免选中一些会剥削外佣或占其便宜的不道德职业介绍所。

由整体结果可见，雇主们对于职业介绍所的招聘手法及中介费用，认识程度参差。这是本

研究揭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超过一半受访者不清楚职业介绍所可以合法向外佣收取

多少中介费—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他们亦不清楚外佣来

港前于原籍国有没有支付中介费。

外佣由招聘过程开始就处于弱势，容易受到剥削，这方面已有不少资料及记录。雇主了解

劳工的招聘及雇用阶段，是十分重要，因为雇主身处一个独特位置，能影响劳工在这两个

阶段的经验及遭遇。我们应该多与雇主协作联系，并应集中推广雇主在整体招聘阶段及

保障准外佣方面的重要角色。雇主的责任在外佣离开原籍国前已开始，而非外佣抵达香

港之后。雇主的责任亦不止于支付中介费用及每月发放工资；雇主有责任对选用的职业

介绍所进行尽职调查及监察，以确保其雇员的权益在招聘及雇用过程中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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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对外佣雇主的建议

以下建议是来自此次调查结果，对象乃香港雇主。但这些结果与在其他国家进行过的类

似研究有关联性，因此其他地方的雇主亦可以考虑以下建议。

1. 进行尽职调查： 在挑选职业介绍所时，确保它们没有对外佣超收中介费。职业介绍所

最多只能收取外佣首月工资的10%作中介费。进行尽职调查，亦能确保职业介绍所尊重

外佣的行动自由。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的《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 ，职业介绍所若

没有书面同意，不能扣起外佣的护照及其他身份证明文件。透过进行尽职调查，雇主能大

大减低选中不道德职业介绍所的风险。这对第一次聘请外佣的雇主来说，尤其重要。不道

德的职业介绍所有可能作出有害及不良的招聘行为，例如超收中介费及没收外佣的个人

证件。

2. 从相关网页查阅雇用指引： 民间团体、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等的网页能提供资

讯，提醒人们在聘请外佣前须考虑什么，例如招聘及雇用的相关成本、在挑选职业介绍所

时怎样进行尽职调查、所须的文件等。

3. 善用现有资源： 民间团体、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都有制作不同材料，为外佣的

雇主提供实际指引，例如： 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从外国聘用家庭佣工指南》、香

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雇用外籍家庭佣工实用指南—外籍家庭佣工及其雇主须知》及 

Enrich 的《保障你及你的外佣免陷财务困难的十个贴示》单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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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加知识提升讲座： 雇主可以参加由民间团体、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等举办的

讲座。雇主亦能透过这些讲座，了解自己在整个劳工移徏过程，包括招聘和雇用阶段中，

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亦能知道更多外佣在每个阶段所处于的弱势，同时促进双方的了解

及沟通，改善劳资关系，减低外佣流失率及增加外佣的满意度及生产力。

5. 为外佣提供合适及有合理私隐的住宿： 住宿方面，应该尊重外佣的尊严及人权。如果

外佣需要和雇主家庭中的儿童或同性长者共用一个睡房，雇主应该预早通知他们，这能

让外佣有所准备，不致于在抵达雇主家中第一日感到不知所措。如果雇主和外佣沟通清

楚，劳资纠纷可以避免，同时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

6. 与外佣定期及清楚沟通： 这有助避免冲突。每个月进行一次或两次定期会议，任何问

题都可以讨论。如果外佣的中文或英文不流利，雇主应该慢慢讲及讲清楚。如有需要，可

以用翻译应用程式。有效的沟通能提升外佣的生产力，促进愉快的家庭生活。

7. 为外佣提供足够休息： 外佣每星期应该有连续24小时的休息，并有法定假期。外佣有

权每七日就享有一日全日24小时的休假。当他们在休假日回到家中，雇主不能要求他们

工作。即使他们已回家，那一日仍然是他们的休假日。充分休息对外佣的身心健康及生产

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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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职业介绍所的建议

1. 提高意识： 说明中介费具体包括哪些项目，列出牵涉招聘的各成本细项。

2. 提高准雇主的敏感度： 雇主应该了解招聘方面的惯常手法，尤其是中介费及包括哪些

项目；告知雇主职业介绍所可以合法向外佣收取多少中介费（外佣首月工资的10%)。

3. 保持透明： 与雇主签订服务协议 -- 列出服务委任的细节、费用的支付、转换外佣事宜

及保证、转换外佣/转约的条件、退款机制等。

4. 有效运作的申诉机制： 雇主及外佣都应该能使用这机制。当服务协议及/或标准雇佣

合约（SEC）被违反时，雇主及外佣能够透过机制，及早处理问题。

3.3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3.3.1 需要将受访雇主分类

本次研究并没有考虑到雇主的国籍、教育程度、收入及其他住户特征。大部分雇主选择用

英文而非中文去填写问卷。若要了解这些特征有没有影响到雇主的回答，及影响的程度，

就有需要将雇主分类。在未来的研究中，问卷应该要有一个特定部分是关于住户特征。这

样有助研究员识别出非华语雇主与本地华语雇主之间的潜在文化差异及/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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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对未来量性研究的建议

本次研究让我们了解到要找到外佣雇主参与调查，甚具挑战性。我们总共发出300,000

份网上调查的邀请，但只收回308份有效回覆。有见如此低的回覆率，未来的量性研究可

考虑采取其他的收集数据方法。除了透过电邮及社交平台去发放网上问卷，亦可以向大

量人士发出纸本问卷。另一个有可能增加回覆率的方法，是透过提供金钱补偿或其他报

酬以鼓励准受访者。除此之外，可考虑访问职业介绍所而非外佣雇主，以了解雇主如何与

职业介绍所沟通、雇主问哪类型的问题、 他们对于招聘手法知道及不知道什么、他们需

要什么协助等。

3.3.3 需要质性研究 

由于本次研究是采用网上调查而非深入访谈的方式，我们对于雇主的想法只能作概括的

假设。例如，如果想了解雇主对于进行尽职调查的想法及意愿，可能需要进行后续访谈。

本本次网上调查只探讨了雇主有没有进行尽职调查，但没有探讨背后原因。而且，问卷没

有定义何谓「尽职调查」。研究员未能得悉受访者进行的「尽职调查」究竟是指什么行动。

因此，未来的研究可集中于雇主的想法及其答案背后的理据，另一个例子，是雇主们对于

中介费用的认知不一，尤其是费用具体包括哪些项目。这是否因为有些人只关心他们需

支付的总金额而非具体的成本细项？是否因为雇主无条件地相信职业介绍所而不会对所

支付的金额提出质疑？或是否因为职业介绍所没有列明费用具体包括哪些项目？若要回

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进行后续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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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 外佣每月工资

受访者数目 外佣每月工资 （港币）
49 4,410
45 4,520
36 5,000
22 4,500
20 4,600
17 4,800
14 4,630
14 3,500
11 4,320
10 4,530
10 4,300
9 9,000
8 4,000
7 6,000
7 4,900
7 4,510
6 4,480
3 10,000
3 5,530
3 4,350
2 20,000
1 8,000
1 7,800
1 6,800
1 5,600
1 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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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词汇及述语的定义

体面劳动原则

根据ILO的「体面劳动议程」(2019)，「体面劳动总结了人们在工作生活中的期许，包括工

作机会，而这些工作应该具生产力及提供公平收入、就业保障、家庭的社会保护、更好的

个人发展和社会融合、表达关注的自由、组织和参与可能影响其生活的决定的自由、男女

获平等机会和待遇。」56

尽职调查

根据联合国(2011)《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为了

识别、预防、减缓及处理其行为对人权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为此问责，企业应该进行人权

尽职调查。这过程应包括评估对人权造成的实际及潜在影响、整合分析结果并据此采取

措施、追踪进展及效果、及阐述这些影响是如何解决。人权尽职调查：57(a)应该涵盖企业

因其自身行为或因其业务关系而直接连系的运作、产品或服务而造成或有份造成的负面

人权影响。虽然这个定义集中于企业，它亦能连系到个人，因此适用于这份报告的背景内

容。58

56 ILO。 (2019) Decent Work。ILO。 2020年1月2日读取。 （只有英文版） 
57 联合国（2011) 。《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联合国。
58 同上。

48



48 49

具道德招聘 

「具道德招聘指以合法、公平及透明的方式招聘工人，尊重其尊严及人权。IRIS标准解释

了具道德招聘在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并用以说明具道德招聘的必要原则，就是：尊重法

律、基本原则及工作权益；尊重道德及专业操守；不得向求职者收取或由其承担招聘费

用；尊重移动自由；尊重就业条款的透明度；尊重保密性及私隐保障；尊重获得救济措施

的权利。」59

移民家庭佣工（外佣）

外佣亦可称为外籍家居照顾员、外籍家庭佣工、外籍家庭协助员、跨国家庭佣工、外籍家

庭员工、海外家庭佣工及家庭移民佣工。根据国际移民组嬂，任何「移民到其他国家或地

区以获得更好的物质或社会环境及改善个人或家庭的前途  」就是移民工人。60国际劳工

组织第189号公约将家庭佣工定义为「于住户内或为住户」工作而处于雇佣关系的人。61

家庭工作可涵盖「广阔范围的工作及服务，不同国家之间有所不同，亦可能视乎工人的年

龄、性别、种族背景和移民身份而有所不同」。62

59 IOM. （2019） . Factsheet 1： Overview of IRIS. IOM. 2020年1月2日读取。 （只有英文版） 
60 IOM （2019）. Key Migration Terms： Migrant Worker. IOM。2020年1月2日读取。 （只有英文版） 
61 ILO （2019）. What is Domestic Work？ ILO。2020年1月2日读取。 （只有英文版）
62 ILO （2019）. What is Domestic Work？ ILO。2020年1月2日读取。 （只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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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费用/中介费

「招聘费用或相关成本的意思是，在招聘过程中为确保工人就业或安置而产生的任何费

用或成本，不论其形式、征收或缴纳的时间或地点。这包括医疗及保险费；技巧及资历测

试成本；交通及住宿成本；及任何行政成本或与安排就业有关的间接费用。招聘费用的支

付方式包括现金或财产、工资或福利扣减、回扣或贿赂，及免费劳工等实物支付。IRIS对

招聘费及成本方面的立场与ILO对其的定义相符」。63

标准服务协议(MDWS) 

「标准服务协议」指由外佣雇主及职业介绍所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协议列明，签署双方均

需保留一份签署版本。签署双方就服务的委任；费用支付；转换外佣及相关保证；转换外

佣/转约的条件；退款政策等达成共识及协议。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的职业介绍所专题

网站有详列更多资讯。

63 ILO （2019）. What is Domestic Work？ ILO。2020年1月2日读取。 （只有英文版）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8/S8_Standard-Service-Agreement-2006.pdf
https://www.eaa.labour.gov.hk/tc/home.html
https://www.eaa.labour.gov.hk/tc/home.html


附件三：调查问卷

Understanding and Attitudes of Hong Kong Employers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Towards Ethical Recruitment and Decent Work Principles

了解香港特别行政区雇主对外籍家庭佣工有关具道德招聘及体面劳动的认识和态度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in this survey. Your feedback is appreciated.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what you know. This survey takes no more than 10 minutes to complete.
感谢您参加本次调查。请根据您所知道的回答问题。这项调查大概需要约10分钟完成。

Purpose of the Survey: 调查目的

The purpose of this survey is to assess current levels of understanding and attitudes of employers to ethical 
recruitment and decent work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hiring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MDWs) in Hong Kong 
SAR, China (from this point on referred to as Hong Kong). 

While survey submissions will remain anonymous, aggregate survey responses will be used to inform the publication 
of a report of the findings. This report will then be used to inform broader support mechanisms such as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with governments, consulates and employment agencies, in both Hong Kong and worker-
sending countries, abou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tection of MDWs.

这项调查的目的是评估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雇主在雇用外籍家庭佣工（外佣）时对具道德招聘和体面劳动
原则的理解水平和态度。

调查提交的资料和数据将会匿名，汇总后的数据将发布于报告内容。报告僧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建议
和参考，从而更有效改善外佣权益，促进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派遣国的政府，领事馆和就业机构等进行建设
性对话和互动。

Confidentiality: 保密性

Confidentiality of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is survey will be strictly maintained.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is research is 
completely voluntary.

If there is anything about the study or your participation that is unclear or that you do not understan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wish to report a research-related problem, you may contact Julia Guse at jguse@iom.int.

您是次参与本调查是完成获得严格保密。您参与这项研究是完全自愿的。

如果对本研究或您的参与有任何尚不清楚，或者有任何疑问或希望了解报告与研究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
jguse@iom.int与Julia Guse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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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Questions 
A. 一般问题
Please check the appropriate box or, where relevant, specify your answer.
请选择:

1. Are you a current employer of MDWs in Hong Kong?
1. 你现在有雇用外籍家庭佣工(外佣)吗?
□ Yes 有
□ No  沒有

2. Gender 
2. 你的性別是?
□ Male 男
□ Female 女
□ Other 其他

3. Age 
3. 你的年龄是?
□ 18-25 
□ 26-40 
□ 41-55 
□ 56-65 
□ 65 + 

4. How long has your current MDW worked for you?
4. 你现在雇用的外佣已在你家工作了多长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Have you employed other MDWs before? 
5. 你之前有没有雇用过其他外佣?
□ Yes 有
□ No  沒有

 If yes, how many? 
 如有, 多少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What is your primary reason for hiring MDW(s)?
6. 请问你雇用外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可多选)
□ Childcare 照顾小孩
□ Elderly care 照顾长者
□ Household chores 整理家居
□ All of the above 以上全部
□ Other, please specify: 其他，请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2 53

B. Questions Regarding Employment Agencies
B. 关于雇佣服务/职业介绍所的问题

Please check the appropriate box or, where relevant, specify your answer.
请选择:

1. Did you hire your current MDW directly or through an agency?
1. 请问你是直接招聘外佣还是透过职业介绍所(职业介绍所)?
□ Directly 直接
□ Agency 经职业介绍所

2. If you hired your MDW through an agency, is the agency registered with a license under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2. 如果你是通过职业介绍所招聘外佣的话，该公司是否在法例下持有有效牌照?
□ Yes 有
□ No 沒有
□ Not sure 不清楚

3. How did you choose the agency? 
3. 你是怎样挑选职业介绍所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Did you do due diligence when choosing the agency? 
4. 请问你在挑选中介服务时有没有做相关的尽职调查 (due diligence)? 
□ Yes 有
□ No 沒有
□ Not sure 不清楚

5. Do you know what the recruitment fees that you paid cover?
5. 你知道你支付的中介费用具体包括了哪些项目?
□ Yes 有
□ No 沒有
□ Not sure 不清楚

 If yes, please provide examples: 
 如知道，请举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Did you receive a service agreement from the agency?
6. 你跟职业介绍所有签订服务协议吗?
□ Yes 有
□ No 沒有
□ Not sure 不清楚

7. How would you rate your overall experiences with the agency?  
7. 你会怎样评价职业介绍所提供的整体服务?

Very Dissatisfied
很不满

Dissatisfied
不满

Neutral
正常

Satisfied
满意

Very Satisfied
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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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Questions Regarding Attitudes of Hong Kong Employers of MDWs
C.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雇主对外佣的态度

In your opinion or from your experience, to what extent do Hong Kong employers of MDWs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根据你的经验和看法，在什么程度下香港特别行政区雇主同意下列句子?

1. MDWs should be hired lawfully, in a fair and transparent manner that respects their dignity and human rights. 
1. 必须以合法、公平和透明的方式招聘外佣，尊重其人权和尊严

Strongly Disagree
十分不同意

Disagree
不同意

Neutral
一般

Agree
同意

Strongly Agree
十分同意

2. MDWs who have come to work in Hong Kong should be given the same labour rights as permanent residents. 
2. 外佣应该拥有和其他永久性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同等的劳工权利

Strongly Disagree
十分不同意

Disagree
不同意

Neutral
一般

Agree
同意

Strongly Agree
十分同意

3. MDWs usually com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even if they are exploited in Hong Kong, at least they have 
a much higher paid job than at home.
3. 外佣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即使他们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遭到剥削，至少他们也比在家乡能赚取更多金钱

Strongly Disagree
十分不同意

Disagree
不同意

Neutral
一般

Agree
同意

Strongly Agree
十分同意

4. Domestic work is low-skilled work which is not valuable.
4. 家务劳动是低技术和低价值的工作

Strongly Disagree
十分不同意

Disagree
不同意

Neutral
一般

Agree
同意

Strongly Agree
十分同意

5. MDWs should receive sufficient rest, including 24 consecutive hours of rest per week and statutory holidays. 
5. 外佣应该享有足够的休息，包括每周一次连续24小时的休假及12天法定假期 

Strongly Disagree
十分不同意

Disagree
不同意

Neutral
一般

Agree
同意

Strongly Agree
十分同意

6. Employers are not required to provide MDWs with suitable and furnished accommodation.
6. 雇主不需要为外佣提供合适及有合理私隐的住宿地方

Strongly Disagree
十分不同意

Disagree
不同意

Neutral
一般

Agree
同意

Strongly Agree
十分同意

7. MDWs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free medical treatment during their employment. 
7. 雇主须为外佣于受雇期间提供免费医疗

Strongly Disagree
十分不同意

Disagree
不同意

Neutral
一般

Agree
同意

Strongly Agree
十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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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Questions Regarding Ethical Recruitment and Decent Work Principles
D. 关于体面劳动原则
Where relevant, you may choose more than one answer.

1. How much fees can an Employment Agency (EA) charge a MDW?
1. 职业介绍所可以合法收取多少的中介费用?
□ No limit 沒有限制
□ Cannot charge any commission 不能收取任何費用
□ 0-10% of the first month wage received by MDWs 外佣0-10%的首月工资
□ 10-15% of the first month wage received by MDWs 外佣10-15%的首月工资
□ Not sure 不清楚

2. Has your MDW paid recruitment fees in her home country before coming to Hong Kong?
2. 请问你知道你的外佣在来港前有没有支付任何中介费用?
□ Yes 有
□ No 沒有
□ Not sure 不清楚

 If yes, please provide an amount: 
 如有, 你知道金额是多少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If your MDW has paid recruitment fees, do you know to whom? 
3. 如外佣有支付了中介费用, 你知道他们支付给谁?
□ Yes 有
□ No 沒有

 If yes, please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如知道，可否提供更多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When should EAs return personal documents and personal property (e.g. passport, bank credit or debit cards 
etc.) directly to MDWs?
4. 职业介绍所应该于什么时候发还外佣的个人证件?
□ Within 1 month 一个月內
□ Within 3 months 三个月內
□ Immediately after obtaining copies 用后须马上归还
□ Not sure 不清楚

5. Is there any Standard Employment Contract for MDWs in Hong Kong that is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5. 请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现时有没有特区政府标准雇佣合约?
□ Yes 有
□ No 沒有
□ Not sure 不清楚

6. Is an employer required to provide a MDW with medical insurance?
6. 雇主是否需要为外佣提供医疗保险？
□ Yes 有
□ No 沒有
□ Not sure 不清楚

7. How much salary do you pay your MDW every month? 
7. 你每月发放外佣多少工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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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ow many rest day(s) do you give your MDW every week?
8. 你每周容许外佣休假多少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If you have problems with your MDW, do you know where to seek help?
9. 如果你跟你的外佣发生了问题，你知道可以从哪里找到协助?
□ Yes 有
□ No 沒有
□ Not sure 不清楚

 If yes, please provide examples: 
 如知道，请举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Concluding Questions
E. 总结问题

In your opinion or from your experience, to what extent do Hong Kong employers of MDWs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根据你的经验和看法，在什么程度下香港特别行政区雇主同意或不同意下列句子?

1. MDWs contribute to the local economy and stability.
1. 外佣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了经济贡献和维持社会稳定

Strongly Disagree
十分不同意

Disagree
不同意

Neutral
一般

Agree
同意

Strongly Agree
十分同意

2. It is not important to use official channels (e.g. Employment Agencies) to hire MDWs
2. 透过官方渠道招聘外佣并不重要

Strongly Disagree
十分不同意

Disagree
不同意

Neutral
一般

Agree
同意

Strongly Agree
十分同意

3.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provides adequate protection for MDWs.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外佣提供了足够的权益保障

Strongly Disagree
十分不同意

Disagree
不同意

Neutral
一般

Agree
同意

Strongly Agree
十分同意

4. Hong Kong law against discrimination of race, sex, disability and family status in the workplace is good.
4. 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职场的反歧视条例(包括 种族、性别、残疾、家庭岗位)有效

Strongly Disagree
十分不同意

Disagree
不同意

Neutral
一般

Agree
同意

Strongly Agree
十分同意

5. An EA should be responsible to protect MDWs from exploitation in workplace. 
5. 职业介绍所有保障外佣防止遭受剥削的责任 

Strongly Disagree
十分不同意

Disagree
不同意

Neutral
一般

Agree
同意

Strongly Agree
十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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