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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陪月員
﹣給準媽媽提示
近年，愈來愈多家庭聘請陪月員為產婦提供產後
護理及協助照顧初生嬰兒，以減輕產婦在坐月期間照
顧嬰兒的雜務和壓力。市面提供陪月員轉介服務的有
私營中介公司及社會服務機構或陪月員服務轉介平
台，經由親友推薦及陪月員以自僱形式提供服務亦很
普遍，消費者選擇服務時要注意什麼？

產前及產後服務

會服務機構或轉介平台提供的陪月員轉介

即使只需僱用一個月，中介公司亦會

大部分家庭會要求陪月員在產婦分

服務不收取手續費或介紹費，主要為已完

安排僱主與陪月員簽署僱傭合約，一經簽

娩後才開始提供服務，但有需要的亦可要

成陪月員證書課程的學員轉介陪月工作，

署便確立僱主與陪月員間的僱傭關係，而僱

求提供產前服務，包括預備入院分娩後的

協助學員投入就業市場。

主亦需付陪月員服務費的若干百分比作訂

膳食、代煲薑醋、預備產後所需用品等；產

陪月員服務中介公司通常會按僱主

金。16間中介公司表示訂金金額為陪月員服

後服務則包括照顧初生嬰兒、產婦產後護

的要求，例如陪月員的相關工作經驗、願意

務費的10%至35%，至於清付尾數的期限，

理、預備產婦日常膳食和調理身體的食療、

留宿或喜歡寵物等，以配對方式安排合適

個別公司表示僱主須在預產期10個工作天

陪往母嬰健康院檢查等，實際的工作內容

的陪月員供僱主甄選。若僱主心目中有特

前全數清付，即在陪月員開始工作前便要

視乎僱主的要求，可與陪月員協商而定。

定人選，須指定某陪月員提供服務，部分

付清服務費，已繳費用不可退回，但公司設

中介公司會收取附加費，例如$3,000。

有7天試用期，若陪月員在上工後表現不理

登 記 聘 請 陪月員服 務 或 須付
行政費
本會職員以消費者身份，向21間有

想，可安排更換陪月員；部分公司則要求僱

聘陪月員
每月 $9,000 至 $40,000

主在陪月員上工後7天、兩星期或三星期內
清付服務費；部分則容許在完成整個月的服

提供陪月員中介或 轉介服務的中介公司

陪月員薪金多按月計，工作時間分半

務後才清付，故消費者在選擇有關服務時

（16間）和社會服務機構或陪月員服務轉

日、全日或留宿，通常每星期工作5至6天。

應查詢清楚。至於5間社會服務機構或轉介

介平台（下稱轉介平台）（5間）查詢服務

根據21間中介公司和社會服務機構或轉

平台提供的轉介服務，其中3間表示僱主在

及收費，有中介公司表示僱主在登記聘請

介平台的收費資料，聘用一名陪月員服務

簽合約時需付陪月員服務費的10%作訂金，

陪月員服務時需付$500行政費；另有一些

一個月，視乎陪月員的經驗和工作內容，以

另2間表示訂金多少由僱主和陪月員協商而

中介公司表示僱主在成功選擇陪月員後需

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8小時計，每月服務

定，繳付尾數的安排亦由僱傭雙方自定。

付$800行政費或相等於陪月員服務費的

費由$9,000至$20,000；若提供24小時留

15%作介紹費；不過亦有不少中介公司表

宿服務，收費由$20,000至$40,000不等。

示陪月員服務費已包括相關手續費/介紹

以上收費只包括照顧產婦和一名嬰兒的服

費及陪月員的工資，毋須另外繳付。5間社

務，若照顧孖胎或三胞胎，收費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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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津貼及意頭利是
如 陪月員需 跨 區 工作 或僱 主 居 住
的地區偏遠，有些中介公司、社會服務機

構或轉介平台表示僱 主需向陪月員 支付

早產或更換陪月員有何安排？

然而，由於僱主與陪月員之間有僱傭

產婦如因早產或延遲分娩而要求更

關係，除與中介公司協議的安排，僱主亦

改陪月員的僱用日期，部分中介公司、社

需按法例向被更換的陪月員支付薪酬，並

此 外，很 多 中 介 公 司 表 示，根 據

會服務機構或轉介平台表示陪月員可預

照合約中所議定的通知期給予預先通知或

「行規」，僱主須在陪月員開工首日及工

留預產期前7天後4天、前後各一星期或各

支付代通知金。

作 完 結當日付 利是 給 陪月員，其中部分

10天的檔期，讓僱主在有需要時作更改，

稱意 頭利 是 金 額 隨 意，亦 有 稱依 照「行

部分則表示只能安排另一位陪月員臨時

規」每封利是$500。部分社會服務機構

頂替。

全數或部分車資作為交 通 津貼，或另付
$300至$600附加費。

陪月員的相關經驗及資歷
所有中介公司和社會服務機構或轉

僱主若在陪月員上工後有不滿而要

介平台均表示陪月員持有認可證書，例如

求更 換，部分中介公司表示需視乎原因

已完成由僱員再培訓局開辦的陪月員證書

才 決定 是 否可以 更換，部分則表示設有

課程，個別更標榜所提供的陪月員乃第一

陪月員試用期，可在陪月員開工的首4至

批完成有關課程的學員，年資較長及富有

法例要求僱主須為僱員投購勞工保

7天內安排更換陪月員而不另收費用。更

經驗；部分稱除證書外，可提供前僱主的

險。有些中介公司表示陪月員服務費已包

換次數按個別公司；機構或平台而定，亦

推薦信讓僱主參考。至於陪月經驗，有剛

括陪月員的勞工保險，部分中介公司及社

要看能否在短時間內覓得符合條件的陪

畢業的新手陪月員至擁有超過10年經驗的

會服務機構或轉介平台則只安排僱主購買

月員；有些公司表示只可免費更換陪月員

陪月員供選擇，而很多公司表示所提供的

或提供保險機構的資料，讓僱主自行替陪

一至兩次，其後更換或需付行政費（例如

陪月員有數年或多次陪月經驗。

月員購買，但所提供的勞工保險保費差異

$1,000），如欲更換資深陪月員，由於工

頗大，由$80至$350不等。

資較高，需補付服務費的差價。

或轉介平台則表示僱 主可按本身習俗或
喜好派發利是給陪月員。

服務費不一定包括勞工保險

僱用陪月員不可不知
●

21間中介公司和社會服務機構或陪月員服務轉介平台提供
的陪月員轉介服務收費
中介公司 (16間)
手續費或介紹費

社會服務機構或
陪月員服務轉介平台(5間)

收取
(部分包括在陪月員服務費內；部
分另行收取行政費$500、$800
或陪月員服務費15%作介紹費)

免收

陪月員服務費 (假設聘用
一 個月26天，每星期工
作6天)

每天8小時：$9,000至$20,000
2 4 小 時 留 宿：$ 2 0 , 0 0 0 至
$40,000

每天8小時：$9,000至
$20,000
24小時留宿：$25,000至
$34,000

訂金

陪月員服務費10%至35%

陪月員服務費10%或雙方自定

交通津貼

一般已包車資，但跨區或偏遠地
區除外，部分收取偏遠地區附加
費由$300至$600或實報實銷

一般已包車資，但偏遠地區車
資需要實報實銷或雙方協商

一般「行規」需收取開工及完工
利是，金額隨意，個別要求每封
利是$500

僱主自行決定

部分稱已包括在陪月員 服務費
內；部分稱可代購勞工保險，保
費由$80至$350

部分可代購勞工保險，保費由
$80至$100

法定假期：雖然僱主一般只需要

1至2個月的陪月服務，但亦有少數家庭會
考慮僱用更長時期，根據《僱傭條例》，所
有僱員（包括家務助理或陪月員），不論服
務年資的長短，均享有法定假期。如僱員
在緊接法定假期日之前已按連續性合約
受僱滿3個月，更可享有假日薪酬。有些公
司、機構或平台特別訂明，若僱主要求陪月
員於農曆年初一至初三工作，需付雙倍工
資。要留意的是，即使已為陪月員在法定假
期工作支付雙倍工資，仍須按法例規定為
陪月員安排另定假日。
●

勞 工保 險：根 據《僱 員 補 償 條

例》，所有僱主必須為其僱員（包括全職或
兼職僱員）投購僱員補償保險，以承擔其
根據該條例及普通法就僱員因工受傷而要

利是

勞工保險

負的法律責任。為保障雙方及避免觸犯法
例，僱主應為陪月員購買勞工保險。
●

強積金計劃：根據《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條例》，於僱主住所內提供家務服
務的家務僱員，包括外傭、家務助理和陪

註 表中資料在今年9月中收集，只供參考。

月員，可獲豁免參加強積金計劃。

10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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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速報
僱主應確保陪月員有僱員

聘用陪月員注意事項

補償保險，市面有些專為
本 地家傭而 設 的保 險 計

1. 切勿僱用非法勞工：早前有報章

劃，保障範圍包括陪月員。

報道指網上有人宣稱可安排內地人來港當
陪月員，收費僅為本地陪月員的一半。消費
者切勿聘用非法勞工，除觸犯法例外，如陪
月員引起事故、有偷竊行為或犯下其他嚴
重錯失，僱主亦可能因怕被揭發非法僱用
勞工而不敢追究責任。

點，並讓陪月員 清晰 知道僱 主的期望和

6. 資歷：不少中介公司聲稱陪月員

2. 及早安排：可考慮在預產期3至6

需要，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有些僱主可能

有多年經驗或曾照顧多個嬰兒，所指的可

個月前開始物識陪月員和預訂服務，一些

期望陪月員能兼顧其他家務工作，不過陪

能包括個人經驗，而不獨是接受陪月員證

在行內較資深的陪月員可能需更早預約。

月員和家 務助理 屬不同專 業，兩者不應

書訓練後的相關陪月經驗，因此，僱主在

混 淆，否則可能 影 響陪月員的正常發 揮

選擇陪月員時要查詢清楚，並應索取陪月

和表現。

員的履歷及相關證書求證。

3. 口碑：選擇服務公司時，可參考親
友的經驗、推介和口碑。
4. 工作重點：陪月員的工作包括照

5. 母乳餵哺：如計劃以母乳餵哺嬰

7. 面試：面試時應詢問陪月員擔任陪

顧 產後的母親 和新生嬰兒，僱主在登記

兒，最好聘請有照顧餵哺母乳產婦經驗的

月員的經驗、對嬰兒護理和照顧產婦的認

聘用時，須考慮兩項 工作的比 重和側重

陪月員。

識、在工作方面有什麽專長，以及要求分享
過往照顧嬰兒的經驗等，亦可預先擬定問
題作測試，例如自然分娩和剖腹分娩調理

投訴實錄
本會在2012年至今年8月收到與陪月員服務有關的投訴共9宗，主要投訴中介
公司轉介的「經驗」、「資深」陪月員的服務水平欠佳，亦有個案涉及收費爭拗。

個案：「資深」陪月員替嬰兒清潔表現不專業

的宜忌、會烹調的食療和燉品等。
8. 合約：很多中介公司會在僱主揀
選了合適的陪月員後，提供僱傭合約讓雙
方簽署，而社會服務機構或轉介平台一般
可提供合約樣本供參考，僱主簽合約前宜

趙太在2012年9月透過中介公司聘請一名「資深」陪月員，為期一個月，收

先細閱合約內容，例如有否列明僱傭雙方

費$15,000，在與陪月員面試後，她即時付了三成訂金（即$4,500）預留服務。

的姓名、開工和完工日期、工作時間、工作

該陪月員上工後，趙太發現她的表現並不專業，例如在嬰兒大便後，換尿片時只
以濕紙巾替嬰兒清潔，而沒有用清水及棉花再清潔，又沒有印乾水分，以致嬰兒
屁股皮膚有些潰爛；此外，陪月員替嬰兒洗澡前沒有測試水溫，在洗澡時沒有為
嬰兒清潔皮膚皺摺部位，令嬰兒身體發出異味，而當趙太向她反映時，陪月員卻
表示沒有辦法清潔皮膚的皺摺部位，其後趙太發現嬰兒有關部位出現濕疹，醫生
在診斷後表示嬰兒屁股潰爛源於皮膚沒有保持乾爽，而出現濕疹則因為沒有替嬰
兒做好清潔太骯髒所致。
趙太指當初中介公司聲稱所介紹的陪月員是「資深」陪月員，又表示會在
陪月員上班後跟進陪月員的工作情況，但事實並非如此，她一直都找不到中介公
司的負責人跟進。趙太不滿支付了聘用資深陪月員的費用，卻換來如此一般的服
務，故到本會投訴，要求中介公司調整收費。

內容、薪金、超時工作和額外工作的工資計
算、假期、法定假期、試用期、提早終止合
約的通知期或代通知金、提早終止合約的
安排及雙方的權責。若考慮到日後可能因
實際產期不定而需要更改僱用日期，應在
合約上清楚註明。如認為合約中的條款不
合理，可要求中介公司作出修改，千萬不要
在未清楚瞭解合約內容前簽署及付款。
9. 試用期：部分中介公司可安排以
試用形式聘用陪月員，但必須事前清楚議
定聘用條件及取得雙方的同意，而僱主須

跟進：本會將趙太的要求轉達有關的中介公司，該公司表示根據趙太所簽
訂的合約，若她對陪月員的服務有不滿可要求換人，但該公司從沒有收到趙太的
投訴及有關要求，直至他們聯絡趙太要求清付尾數時才獲悉她的不滿。本會將該
公司的回覆轉告趙太，她堅稱曾經聯絡該公司的職員但聯絡不上，經本會多番斡
旋，該公司答允只收取原先服務費的八折，即$12,000。

按陪月員的實際工作時間支付相應的工資
及為陪月員購買勞工保險。
10. 溝通：陪月員的表現可能牽涉個
人觀感，聘請後，應與陪月員好好溝通，雙
方建立良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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