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七十年代香港女工生活面面觀（答案）

副題： 1) 失學記 ： 從教育方面反映重男輕女的觀念

2) 借證工作 ： 從就業方面反映重男輕女的觀念

3) 同工不同酬 ： 從薪酬方面反映重男輕女的觀念

4) 長期飯票 ： 從婚姻方面反映重男輕女的觀念

對象：中三級香港史

形式：工作紙（四份）

1) 一頁

2) 兩頁

3) 兩頁

4) 一頁

需時： 1) 15分鐘

2) 20分鐘

3) 15分鐘

4) 15分鐘



七十年代香港女工生活面面觀之失學記
【資料一】

1961及1971年6至14歲青少年輟學情況

1961年 1971年

6-14歲輟學人數（男性）及其佔該年齡人口比率 37,013 (11.0%)30,800 (6.4%)

6-14歲輟學人數（女性）及其佔該年齡人口比率 53,318 (17.0%)46,992 (10.2%)

資料來源：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Hong Kong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1971: Main report

【資料二】

「Betty的故事也一樣：『我小學畢業就沒有繼續讀書。升中試我有被派位，但因為我

爸爸早過身，靠媽媽養數姊弟，當時升不到中學都早有預算。姊姊們四年級便工作賺

錢，自己便想，最多小學畢業，便會走相同的路，所以沒有太大的怨恨。弟弟順理成

章地升學，最初讀書時他和我同班至小學畢業，他可以升學至大學畢業。』」

「Terry 很清楚地道出，她小學畢業就要放棄學業，原因是家人重男輕女。『女性讀書

的機會很少，以我自己為例，我都派到位，我相信如果我是男仔呢，屋企就會供我讀

中學。我排行最小，第六，所以沒有人相信（我不能升中學）。就是因為重男輕女，

如果我是男仔就有機會讀，家裡不是供不起… … 對上的哥哥考不到，家裡也供他讀私

校，他還要留級呢。』」

節錄自《晚晚6點半— — 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

1. 根據資料一，說明兩性在輟學的情況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有何差異。

女性綴學的人數比例較男性高。

2. 根據資料二，你認為她們二人是否喜歡上學？又她們在輟學後的心情如何？

喜歡，兩人均希望繼續升學。

Betty沒有太大的怨恨，Terry則非常憤慨，但二人最終均無奈地接受這現實。

3. 根據資料二，分析女性輟學的原因。

因經濟問題和重男輕女的觀念。



七十年代香港女工生活面面觀之借證工作
【資料一】

1976年14至 18歲男女入職情況

男 女

年齡 工作人數 佔該年齡人口比率 工作人數 佔該年齡人口比率

14 5,070 9% 8,990 17%

15 10,620 19% 14,790 28%

16 15,060 29% 18,760 36%

17 22,780 41% 23,430 46%

18 29,580 55% 28,350 55%

總數 83,110 31% 94,320 36%

資料來源：Hong Kong by-census 1976: Basic tables

【資料二】

「一直以來，14歲以下的兒童，均不得受僱在工廠工作。」

「根據工廠暨工業經營條例及其附屬規例的規定，女工及 14至 17歲的青年工人，每

日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每周不得超過6 日。」

資料來源：香港1980（香港年報）

【資料三】

「在七十年代的香港，並沒有推行九年免費教育，一般小學畢業而考不上升中試的人，

多會到工廠裡工作，尤以女性居多。當時法例規定，凡年齡未滿十四歲者，僱主是不

可以聘用的。那時才十三歲的我，唯有借用別人的兒童身份證到工廠去；但僱主聲明

如有勞工處人員來搜查，必須要躲藏起來，俗稱『走鬼』。」

「我小學已經讀嘉諾撒（日校），其實我是派到中學的，派寶血（女子中學）… … 誰

知老豆說：『又是女校？』意思說女校讀了也沒有用。後來我媽說，阿哥又讀書（其

實他派不到位）, 讀私校，要用很多錢，阿媽就問我，你還讀嗎？那時我真的很笨，說

不讀就算啦… … 小學讀完六年級就做工廠，做暑期工，本想著是暑期工，後來就變了

長工，又是借身份證，其實當時好慘，做了好幾年都用別人的名（姓），不太開心。」

一名十六歲的女工說：「由於當時我己選擇讀夜校（半工讀的方式），而工廠劃分了

早班和中班的工作時間，我不作其他考慮，便選取了早班（早上七時半至下午四時半）。

除了可按時收工上學外，有時我會加班至六時才回校，總之我不會放過任何賺錢的機

會。」

節錄自《晚晚6點半— — 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



1. 根據資料一，比較男女工作人口的差異。

除18歲外，女性的工作人口比例均較男性高，尤以14歲為甚。

2. 根據資料三，分析導致兩性工作人口產生差異的原因。

重男輕女的觀念，令女性失去讀書的機會，且當時仍未推行九年免費強迫教育。

3. 根據資料三，舉出童工借身份證找工作的優點及缺點。

優點：可到工廠工作。

缺點：如有勞工處人員來搜查，必須「走鬼」；需要用別人的名（姓）。

4. 試比較資料二和三的內容，列舉兩項矛盾的地方。

1) 法例規定，14歲以下的兒童不得受僱在工廠工作，但許多不足歲數的女工均

可到工廠找到工作。

2) 法例規定，女工及14至17歲的青年工人，每日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但仍有16歲

的女工可每日工作9.5小時。

5. 為何 14歲的女工特別多？試分析其原因。

因許多不足14歲的女工以借身份證的方法找工，故此14歲的女工人數特別多。



七十年代香港女工生活面面觀之同工不同酬
【資料一】

資料來源：Hong Kong by-census, 1976: Main report

【資料二】

「好像住在愛秩序村『山頂』的 Grace，她有五個哥哥，還有姐姐，家裡開土多，還有

貨車、米舖等，經濟看來很充裕。不過，據她說，她們鶴佬人的傳統最重男輕女，錢

都掌握在哥哥手中，用來作生意上的週轉，不會讓她媽媽調配，所以家用很拮据。她

七歲開始已經要在士多幫手，每天早上在山下等雪糕車，一接到雪糕雪條就要擔負上

山，因為生怕會溶掉，還要飛奔上石級。沒有人關心她的學業和前途，成績自然十分

差，升中試也派不到學位。正在這時候，她那位慈幼中學畢業的哥哥考到台灣大學，

她就順理成章地入工廠。「那時十一歲，借身份證。我沒有覺得可惜，也沒有不高興… …

我自己也有重男輕女的思想，我是女兒，嫁出就算了，等阿哥光宗耀祖。家裡有人讀

大學，真是很了不得。那我說，你去讀啦，我自己就出去賺錢。」

節錄自《晚晚6點半— — 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

【資料三】

「計算工資，通常以時間為基數，分按時、按日或按月幾種；或以工作量為基數，按

件計薪，鼓勵工人增產，通常每10日或15日發薪一次。製造業中，日薪制頗為普遍，

但半技工和普通工人多按年計薪。月薪工人通常受僱於需要熟練技能的行業或擔任技

術員及管理級人員的工作。按件計算時，男女工資相同，但若按時計算，則通常女工

工資較低。」

資料來源：香港1980（香港年報）

1976年男女每月入息中位數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1920-2930-3940-4950-5960或以上

年齡組別

每
月
收
入
(
港
幣
)

男

女



1. 根據資料一及三，男女在薪酬上有何分別。

按件計算時，男女工資相同，但若按時計算，則通常女工工資較低。但整體而言，男

性薪酬較女性高。

2. 根據資料二，分析男性薪酬較高的原因。

在重男輕女的觀念影響下，男性升學的機會較高，學歷較好，所以能找到較佳的工作。

薪酬亦因此比女性高。

3. 你是否贊同在按時和按件的計算方法上，兩性有不同的待遇？為什麼？

學生可自由作答。



七十年代香港女工生活面面觀之長期飯票
【資料一】

15至34歲男女已婚人口比率

1961年 1966年 1971年 1976年

年齡組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5-19 1.3%6.4%0.6%4.7%0.4%2.9%0.6%3.9%

20-24 13.6%51.0% 7.5%42.7%7.9%32.3%10.6%31.5%

25-29 43.3%83.4%41.1%85.3%36.3%79.5%42.6%74.0%

30-34 72.1%91.4%73.5%92.4%65.0% 93.4%70.6%92.2%

資料來源： The census and you 1966

Hong Kong by-census, 1976: Main report

【資料二】

「一般工廠女工都抱著早婚的心態，以為嫁了人便不用工作，對於尋找『長期飯票』

非常緊張，一旦看中目標，甚至會作主動追求。記得某一個暑假來了一個長得非常英

俊的暑期工，有他的出現，女工們便把他圍著，或拖拖拉拉，真給她們煩個不停。而

有些女工會靜觀其變，探聽廠內是否有合適的對象，通常她們會向維修電子收音機的

工人（俗稱『修理』）打主意。『修理』的職位和工資在廠內相當高，吸引女工也是

理所當然。有一天我問她們為什麼這樣年輕便想結婚，大家祇有十八、十九歲，難道

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嗎！她們的答案竟然是一樣：結婚、生子、服侍丈夫就是人生最

大的目標。唉！她們真有中國女性優良傳統美德。」

節錄自《晚晚6點半— — 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

1. 根據資料一，說明男女在結婚年齡上有何差異。

女性較男性早婚

2. 根據資料二，描述當時女性結交異性的表現。

一類靜觀其變，主動打聽，尋覓理想對象；另一類則主動作出追求，可說是非常開放。

3. 根據資料二，剖析當時女性對婚姻的看法。

視婚姻為長期飯票；她們又深受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以此作為人生最大目標。



主題：七十年代的香港工業及教育發展
對象：中三級香港史

形式：工作紙（是非題）

需時：五分鐘

請圈出正確的答案：

1. 70年代的香港以輕工業為主。

2. 從事製造業的工人稱為白領。

3. 1989年是最後一次舉行升中淘汰試。

4. 70年代，塑膠業為本港僱用最多勞工的工業。

5. 70年代的製造業，以件工計算時，男女工資不相同。

6. 法律對男工的工作時數並無限制。

7. 1980年前，14歲以下的兒童不得受聘從事任何工作。

8. 1970年，香港修訂僱傭條例，規定僱主不得在女僱員產期內革

除她的職務。

9. 70年代的香港工會，在政治立場上大部分都能保持中立和獨立。

10. 1978年，香港實施免費小學教育。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答案：

1. 是

2. 否（藍領）

3. 否（1977年）

4. 否（製衣及紡織業）

5. 否（相同。時薪則不相同，女性較低）

6. 是

7. 否（只不能從事工業、礦場、石工場、隧道等工作）

8. 是

9. 否（大部分為左右兩派控制）

10. 是



主題：香港勞工法例的演變— — 50年代末至 80年代初
對象：中三級香港史

形式：工作紙（時間線）

需時：五分鐘

C   F   E   B   D   A

├──────────────────┼───────┼───┼─────────┼───────────┤

1959 1962 1967 19691971 1974-751976 1978 1980

└──────┼───────────┼─────────────────┼─────────┼─────┘

實施 暴動 經濟衰退 實施九年

升中試 免費教育

請在空格內填上適當的答案（A至 F）：

A 最低受僱年齡由 14歲提高至 15歲，並禁止青年工人逾時工作。

B 規定婦女及青年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8小時。

C 首次實施限制女工工作時間。

D 工廠暨工業機構管理條例下的規例規定，婦女及青年的逾時工作時數每年不能超過 200小時。

E 規定婦女及青年不得在地底工作。

F 工廠暨工業機構管理條例分階段於四年內實施。第一階段規定婦女及青年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9.5小時，每週不得超過57小時。

註：粉紅色的字詞為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