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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17年 5月至 6 月整體僱員的每月工資分布 

 
        

百分位數 
 

 
每月工資 

（港元） 
 

                

第 10 個 
 

 9,500   (+5.0%)  

第 25 個 
 

 12,100   (+4.1%)  

第 50 個（中位數） 
 

 16,800   (+4.1%)  

第 75 個 
 

 26,300   (+3.9%)  

第 90 個 
 

 42,400   (+3.8%)  

                
註釋： 每月工資數字以最近的百位港元顯示。括號內的數字指與 2016 年 5 月至 6 月比較的按年變動率，有關變動

以未經進位的每月工資數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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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17年 5月至 6 月按性別、年齡組別、教育程度、職業組別及行業主類劃分的僱員每月

工資中位數 

 
        

 
  每月工資中位數 

（港元） 

 

                

按性別 
  

 
    

男性   19,100   (+3.9%)  

女性   14,700   (+4.4%)  

        

按年齡組別 
 

      

15 – 24   12,400   (+4.6%)  

25 – 34   17,600   (+4.6%)  

35 – 44   19,700   (+3.7%)  

45 – 54   17,200   (+3.6%)  

≥ 55   14,000   (+4.7%)  

        

按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11,500   (+4.5%)  

中一至中三   13,300   (+4.2%)  

中四至中七   16,000   (+3.9%)  

專上教育   26,400   (+3.1%)  

        

按職業組別 
 

      

非技術工人   11,700   (+4.9%)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12,900   (+4.3%)  

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20,000   (+5.1%)  

文書支援人員   14,000   (+3.7%)  

經理、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26,8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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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17年 5月至 6 月按性別、年齡組別、教育程度、職業組別及行業主類劃分的僱員每月

工資中位數（續） 

 
        

 
  每月工資中位數 

（港元） 

 

        
        

按行業主類        

製造(1)   16,100   (+3.6%)  

電力及燃氣供應；污水處理、廢棄物管理及污染防治活動   26,500   (+2.7%)  

建造   22,100   (+4.4%)  

進出口貿易   17,500   (+2.3%)  

批發   14,300   (+3.6%)  

零售   13,000   (+4.8%)  

陸路運輸   18,200   (+4.2%)  

其他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2)   17,500   (+4.1%)  

飲食   12,400   (+5.7%)  

住宿(3)及其他膳食服務活動   14,900   (+3.5%)  

資訊及通訊   21,600   (+4.2%)  

金融及保險   26,900   (+3.3%)  

地產活動(4)   21,500   (+3.7%)  

物業管理、保安及清潔服務   11,700   (+4.7%)  

專業、科學及技術活動   22,100   (+2.8%)  

行政及支援服務活動   16,200   (+2.5%)  

旅行代理、代訂服務及相關活動   14,100   (+2.1%)  

教育及公共行政（不包括政府）   27,500   (+2.7%)  

人類保健活動；以及美容及美體護理   18,200   (+4.0%)  

雜項活動(5)   12,000   (+4.4%)  

以上沒有分類的其他活動   15,000   (+3.4%)  
                
註釋： 每月工資數字以最近的百位港元顯示。括號內的數字指與 2016 年 5 月至 6 月比較的按年變動率，有關變動

以未經進位的每月工資數字計算。 

(1) 不包括食品處理及生產。 

(2) 不包括本地速遞服務。 

(3) 住宿服務包括酒店、賓館、旅舍及其他提供短期住宿服務的機構單位。 

(4) 不包括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5) 包括 (i) 安老院舍；(ii) 洗滌及乾洗服務；(iii) 理髮及其他個人服務；(iv) 本地速遞服務； 

及(v) 食品處理及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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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2017年 5月至 6 月整體僱員的每小時工資分布 

 
        

百分位數  
 

每小時工資 

（港元） 
 

                

第 5個   37.3   (+4.9%)  

第 10 個   40.0   (+4.9%)  

第 25 個   48.1   (+4.2%)  

第 50 個（中位數）   68.0   (+4.0%)  

第 75 個   107.5   (+3.5%)  

第 90 個   178.6   (+3.4%)  

                
註釋： 每小時工資數字以小數點後一個位的港元顯示。括號內的數字指與 2016 年 5 月至 6 月比較的按年變動率，

有關變動以未經進位的每小時工資數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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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2017年 5月至 6 月按選定每小時工資水平劃分的僱員人數分布 

 
   

每小時工資  僱員人數 

      

$34.5  26 700 

少於$35  36 700 

少於$35.5  56 000 

少於$36  78 300 

少於$36.5  101 900 

少於$37  124 800 

少於$37.5  156 800 

少於$38  180 200 

少於$38.5  206 000 

少於$39  244 100 

少於$39.5  271 700 

少於$40  290 600 

少於$40.5  333 700 

少於$41  363 100 

少於$41.5  386 700 

少於$42  418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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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2017年 5月至 6 月按性別、年齡組別、教育程度、職業組別及行業主類劃分的僱員每小

時工資中位數 

 
        

 
  每小時工資中位數 

（港元） 

 

                

按性別 
       

男性   75.9   (+3.3%)  

女性   60.5   (+3.5%)  

        

按年齡組別 
 

      

15 – 24   49.5   (+5.0%)  

25 – 34   71.0   (+4.9%)  

35 – 44   78.0   (+3.4%)  

45 – 54   69.5   (+3.8%)  

≥ 55   58.1   (+4.2%)  

        

按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46.0   (+4.3%)  

中一至中三   50.8   (+3.7%)  

中四至中七   63.3   (+3.6%)  

專上教育   107.5   (+2.9%)  

        

按職業組別 
 

      

非技術工人   44.6   (+4.9%)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48.9   (+4.3%)  

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81.3   (+4.5%)  

文書支援人員   57.6   (+3.7%)  

經理、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108.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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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2017年 5月至 6 月按性別、年齡組別、教育程度、職業組別及行業主類劃分的僱員每小

時工資中位數（續） 

 
        

 
  每小時工資中位數 

（港元） 

 

                

按行業主類 
       

製造(1)   65.4   (+3.4%)  

電力及燃氣供應；污水處理、廢棄物管理及污染防治活動   102.3   (+2.3%)  

建造   93.2   (+4.8%)  

進出口貿易   75.0   (+2.4%)  

批發   60.5   (+3.7%)  

零售   49.3   (+4.7%)  

陸路運輸   75.0   (+2.3%)  

其他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2)   64.5   (+3.9%)  

飲食   47.0   (+5.1%)  

住宿(3)及其他膳食服務活動   52.9   (+2.3%)  

資訊及通訊   83.8   (+3.7%)  

金融及保險   105.1   (+3.2%)  

地產活動(4)   85.7   (+3.1%)  

物業管理、保安及清潔服務   41.8   (+4.6%)  

專業、科學及技術活動   89.6   (+3.3%)  

行政及支援服務活動   66.7   (+1.8%)  

旅行代理、代訂服務及相關活動   62.5   (+3.2%)  

教育及公共行政（不包括政府）   127.5   (+2.2%)  

人類保健活動；以及美容及美體護理   84.0   (+3.0%)  

雜項活動(5)   48.4   (+4.9%)  

以上沒有分類的其他活動   61.1   (+3.1%)  
                
註釋： 每小時工資數字以小數點後一個位的港元顯示。括號內的數字指與 2016年 5月至 6 月比較的按年變動率，有

關變動以未經進位的每小時工資數字計算。 

(1) 不包括食品處理及生產。 

(2) 不包括本地速遞服務。 

(3) 住宿服務包括酒店、賓館、旅舍及其他提供短期住宿服務的機構單位。 

(4) 不包括地產保養管理服務。 

(5) 包括 (i) 安老院舍；(ii) 洗滌及乾洗服務；(iii) 理髮及其他個人服務；(iv) 本地速遞服務； 

及 (v) 食品處理及生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