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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家庭團聚對中港家庭發展的影響研究報告 

 

1.研究背景:  

 

現時香港每年約有二萬五千中港婚姻締結，這些家庭要團聚必須向內地公安局申請單程證團聚來

港，每日 150 個名額，這些名額只有五類1人士才可以申請，名額調配及審批權全在內地公安局， 過

去十年每日單程證名額因居留權子女名額有剩，每日平均約只用了 125 個，一直沒有作出調配，2011

年中港政府才將之前用剩的名額調予超齡子女，但仍漠視中港婚姻引申的單親家庭的團聚需要，因有

些分隔家庭在等候團聚期間，在港配偶去世或離棄她們，子女又已是香港永久居民，在單程證配額中，

沒有單親申請團聚的配額。估計這些家庭累積有五千家，影響七千兒童。  

 

1.1 年輕人口重要來源，入境政策不配合，七千香港「孤兒」苦等團聚 

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指出新移民是香港重要年輕人口來源，但在入境政策上卻未能作出協助。現時

香港大概有七千名在港出生或批准單程證居港的兒童，他們的父親是香港人，但已去世或遺棄他們，

離婚家庭，更是香港法官判決不准帶孩子離港，他們的母親是內地居民，因離婚或丈夫去世不獲批單

程證來港，在香港他們成了孤苦無依的「孤兒」。 

 

1.2 社會歧視新移民，要求源頭減人，漠視家庭團聚權利 

中港分隔家庭要漫長時間才能團聚，單親家庭更未有單程證名額，團聚無期，但社會卻有個別團

體、議員及學者肆意抹黑新移民，指新移民倚靠香港福利，是香港包袱等，要求香港減少家庭團聚名

額或甚至停止家庭團聚，完全漠視這些香港孤兒的團聚需要，令他們的生活更困苦，感情亦受傷害。 

  

而事實上，根據社會福利署及房屋署數據，新移民佔申請綜援及公屋比例分別只有 4%及 14%。

  

1.3.媽媽不能留港，孩子失學習機會，開學難安心   

現時，這些孤兒只能靠內地媽媽長年持探親證來港照顧，每三個月或甚至十四日便要中斷學業數

星期隨母回鄉續探親證，或獨留兒童在家，學業被嚴重影響。而一年多簽探親政策，不惠及單親家庭，

令孩子長期處於赤貧及惶恐生活狀態，身心均嚴重受創。 

                                                      
1
單程證五類申請 

   分   類 

一    夫妻團聚 

二    照顧父母 

三   老人投靠親屬 

四   兒童投靠親屬 

五 其他(例如：繼承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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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保安局未向中央爭取改善政策，漠視香港孤兒請求 

這些孤兒曾約見入境處、上任保安局及上任特首，上任保安局及特首拒見這些無辜兒童，現任保

安局曾會見，但同表示單程證由中方決定，香港政府無能為力，但這些孩子是香港人的孩子，都是香

港永久居民及社會未來棟樑，香港有責任爭取合理團聚政策。中港政府定期砌商出入境政策，香港有

權調配名額，尤其現時每日名額有剩，已有前例撥予成人子女，這些孩子年幼，情況緊急，應儘快調

配予單親媽媽，但香港遲遲未與內地安排，內地公安廳亦表示正等候香港政府提出要求，但保安局迄

今完全未向中央公安部反映政策問題。同時，香港政府亦有酌情權批准來港求助人身份證，卻不運用，

漠視這些孤兒寡婦的苦況。  

 

1.5 單親母親輪候年期超乎條件，單程名額有剩，政府未善用助孤兒 

其實這些家庭等待單程證審批的平均年期已達到 6.5 年，其中最長的等待年期已達 16 年之久，

超乎一般家庭團聚等候四年的條件。但現時香港政府每日提供 150 個名額分五類在內地申請 :夫妻(45

個)、無依靠未成年子女投靠香港父母及居留權子女(90 個)、無依靠年老父母投靠香港成人子女(5 個)、

成人子女來港照顧無依靠年老父母(5 個)、其他特殊情況(5 個), 但沒有名額予配偶去世或離棄的中港

單親家庭母子團聚。現時 150 個名額每日只用了 125 個，港府寧浪費名額，未善用調配助孤兒團聚。 

 

1.6 內地沒有團聚途徑 

        香港難以團聚，內地同樣沒有途徑給他們團聚，內地沒有回內地團聚政策，亦不給這些香港

兒童入戶口，入了戶口也沒有當地居民的福利待遇，當地政府認為這些是香港人生的孩子，鼓勵他們

來香港，即使有些兒童在內地出生，在未批准來港前，有些地方政府已對他們作出區別對待。而這些

家庭曾嘗試留孩子在內地生活，但孩子不適應，或對孤兒寡婦沒有支援，實在沒有辦法，才帶孩子來

港定居，希望孩子在講求人道的香港社會得到支援，母親可以批准來港，找到工作自力更生。尤其已

批准來港或香港出生的孩子沒有戶口及當地居民的福利待遇，孩子無法在內地的公立學校免費上學，

更無法承受高額的借讀費，醫療、房屋等。 

 

1.7 中港政府把中港單親孩子當人球 

        雖然內地省市公安局進行不少改進，但對中港家庭出現的問題及婦孺的權益，並未有特別加

強保障，仍有部份市縣公安局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或貪污情況。本會收到不少婦女投訴，表示要送

錢或禮物才可獲批證件。本會與這些家庭向內地公安局求助時，明確收到中方書信及電郵回覆——中

央指引，只能酌情批准子女在丈夫去世前來港的母親來港團聚，而其他離婚或子女在丈夫去世後才獲

批來港的母親一律不能獲批單程證。 

 

        本會經過多方證實，目前能夠幫助這些家庭的唯有港府。但香港特政府未積極向中方爭取改

善政策，只是作個案跟進，進展緩慢。同時不少媽媽向入境處求助續期，每次只續一至兩星期，每次

要付$160，令這些家庭經濟更困苦，亦未能建立中港家庭團聚協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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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母子為探親證續期，影響子女學業及健康 

現時估計最少七千名香港人的未成年子女只靠內地母親持探親證來港照顧，每三個月或一兩個星

期便要隨母親回鄉兩星期續證，常要斷學業，學習成績因缺課而受到嚴重影響。同時子女因營養不良

而影響身體成長發育，有些子女更患長期病患，包括地中海貧血、睡眠窒息症、哮喘病等。有些家庭

受折磨十年仍無團聚之日，有些索性秘密留港做無證媽媽以照顧子女。媽媽和孩子長期過著擔驚受怕

的日子。有些更患上精神抑鬱病，而子女極自卑及缺乏資源發展。更有六成母親表示無生存意志、有

過輕生念頭。 

 

1.9 母子三餐不繼，學習困難 

        母親沒有身份證不能工作，八成兒童只能靠綜援生活，一家兩口只靠三千四百元綜援租板間

房及生活，要拾紙皮幫補家計，更要少食一餐來應付開支，開學也無錢買書簿及校服。母子要長年累

月兩地奔波，身心及財政均嚴重損耗，實在急不及待需要團聚。 

 

1.10 單親家庭希望自力更生、自強自立 

即使在如此艱難的處境中艱辛生活，這些母親們仍能夠堅強面對，她們從來沒有放棄過好好撫養

孩子長大成人的信念。即使單親要照顧年幼子女，托管服務不善，這些媽媽都表示，取得單程證及身

份證後，希望能夠自力更生，找工作，給孩子們一個相對而言更好更健康的成長環境；同時為政府減

輕負擔。 

 

社協關注該問題嚴重影響婦孺權益，於 2009 年初成立了「中港分離單親家庭關注組」，組織雙程

證單親家庭爭取團聚。迄今經多方爭取，本會接觸的一百名多個單親家庭，約有三十多名單親媽媽批

准單程證來港，繼本會於 2011 年研究中港分離單親家庭面臨之困難，本會於 2014 年 1 月訪問已團聚

家庭，了解團聚對家庭及兒童的重要性。 

 

2. 研究目的 

2.1 了解團聚單親家庭的家庭狀況； 

2.2 研究團聚對單親家庭在經濟、健康、社交、子女發展等方面的影響； 

2.3 探討團聚對單親家庭的重要性。 

 

3. 研究方法 

社協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為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研究結構上採用的是量化研究的方式。首

先與雙程證及已團聚單親家庭作小組討論，以深入了解母子的生活現狀及需求、經濟情況、身心健康

狀況等，然後按照受訪家庭所提出的問題和資料作詳細分析及歸納，制定問卷，並進行問卷調查。 

 

3.1 研究對象 

已批單程證的中港分隔單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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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抽樣方法 

本機構對接觸個案進行了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對所有可以接觸到的個案均進行訪問。 

 

3.3 問卷設計 

在這次研究當中，本機構使用了結構性問卷(Structured Questionnaire)，整份問卷共分為七部分，共 21

條問題，主要內容如下： 

（1） 受訪家庭背景 

（2） 受訪家庭經濟狀況 

（3） 受訪家庭的就業狀況 

（4） 團聚政策對家庭經濟的影響 

（5） 團聚政策對子女的影響 

（6） 團聚政策對母親的社交、支援網絡及健康的影響 

（7） 團聚家庭對將來的期望 

 

3.4 研究局限 

由於社協缺乏全港分隔單親母親的名單，加上雙程證單親家庭社會隱蔽性非常高，因此是次調查未能

以隨機抽樣 (Random Sampling) 形式進行，訪問對象只局限於社協所接觸的雙程證單親家庭個案。然

而鑒於是次受訪家庭分佈於全港多個區域，受訪母親所屬內地省市亦各不相同，因此樣本仍具有很高

代表性，調查亦具有普遍意義，能夠真實反映出中港分離單親家庭面臨之困難的確切一面。 

 

4. 研究結果: 

 

家庭背景: 

 

共訪問 30 位已領身份證的分隔單親母親，年齡中位數為 43 歲，7%為 30 歲以下，23%為 30 至 39

歲，50%為 40 至 49 歲，20%為 50 至 59 歲。(表三十)  3%結婚 25 年，14%15 至 20 年，40%10

至 14 年，33%5 至 9 年，10%4 年。(表一)  67%喪偶，20%離婚， 13%丈夫失踪。(表二) 

 

27%婦女來自外省，73%來自廣東省，城市及農村各半。 

教育程度方面，10%未曾受受教育，17%小學，53%初中，20%高中 。 

 

居住情況，現居單位類型，23%套房，20%板間房/梗房，7%一個單位自置物業，7%天臺屋，17%

木屋村屋，26%公屋。(表十一)居住地區包括:深水埗、元朗、上水及荃灣等。          

 

現居單位面積方面，23%為 100 呎以下，27%為 100 呎至 120 呎，13%為 121 呎至 199 呎，27%為

200 至 250 呎，10%為 251 呎至 600 呎。中位數為 120 呎。(表十二)  

 

現居單位租金，7%為自置物業，無須交租，20% $1000 至$1410，13%為$1500 至$2000，23%為$2001

至$2999，13%為$3000 至$3999，24%為$4000 至$5000。(表十三) 

 

83%在港育有 1 名子女，10%育有 2 名，7%育有 3 子女。(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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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歲數方面，53%為 12 歲以下，27%是 13-15 歲，20%18 歲至 23 歲。最小年齡為 2 歲。(表九) 

 

子女就讀年級方面，11%就讀幼稚園，22%就讀初小，28%就讀高小，36%就讀中學，3%就讀大

學。 

(表十四) 

 

申請家庭團聚狀況方面，雙程證來港照顧子女時間，33%為 4 年或以下，30%為 5 至 9 年，37%為

10 至 15 年。中位數為 8 年(表三) 

 

領取了身份證多久時間方面，7%為領取了 5 年，13%為 3 年，27%為 2 年，20%1 年，33%幾個月，

中位數為 1 年。(表十四) 

 

家庭分隔多久才獲批准團聚方面，27%為 3-5 年，40%為 6 至 9 年，27%為 10 至 15 年，6%為 16

至 20 年，最長為 20 年，中位數為 7 年。(表十五) 

 

工作狀況方面，97%都曾在內地曾做過何種工作，其中 60%做工廠，20%零售，7%技術工作，10%

文職工作，3%從未工作(表七) 

 

現時工作方面，70%有工作，其中 81%為兼職，19%為全職，(表十七)。職業方面，7%家務助理，

37%清潔 3%按摩 23%其他，如樓面、保險、採購等，30%未有工作。 

 

團聚對家庭各方面的影響: 

 

對家庭經濟的影響 

 

現時家庭每月主要收入來源，70%來自自己工作收入，63%來自子女綜援金，16%來自自己工作

及子女綜援金， 6%以往儲蓄，6%親友援助。(表十八) 34%每月收入為$5000 或以下，23%$5001-$6000，

7%為例 6001-$7000，13%為$7001 至$8000，3%為$8001 至$9000，17%為$9001 至$10000，3%為$10000

以上。中位數收入為$6000，較團聚前的$4200 多了 42%($1800) (表十九)。 

 

 77%沒有領取綜援，13%有工作，但收入低，領取低收入綜援，10%領取全份綜援(表二十七)，

這些需要領取綜援的主要原因是身體有病，不能工作或要照顧年幼子女。(表二十八) 

 

七成以沒有領取綜援的原因是不想被人歧視(37%)，不想靠政府(47%)，想快些脫貧(30%)，想給

子女做榜樣(37%)及自己有能力工作(33)。(表二十九) 

 

領取身份證後，對經濟情況的幫助方面，70%找到工作，多了收入，17%家庭脫離了綜援， 

90%少了往返中港續期的開支，經濟好轉些。(表二十) 

 

對生活的影響 

日常飲食有何改善方面，80%不再一日三餐不足，有正常三餐，40%少了吃過期食物，47%少了

領取免費發放的食物及少了因無錢開飯而忍饑挨餓，身體虛弱，6%仍然是三餐不足，10%與已往一樣, 

三餐沒有困難。(表二十二) 

 

對健康的影響，40%表示生病的時候可以看醫生，33%身體問題得到醫療，57%少了病痛，73%身心

開朗了。(表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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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子女的影響，70%情緒平穩了/心情開朗了，40%自信了，60%少了恐懼分離，有安全感，50%不用

缺課，可以專心讀書，50%學習成績提升了，37%多了資源學習及生活，20%健康了，83%較有信心升

讀大學。(表二十四) 

 

對社交及支援網絡的影響，47%表示較容易交朋友，53%較易找到幫助，87%較易接觸社會服務，57% 

較易與學校及有關部門溝通，只有 10%表示沒有分別。(表二十五) 

 

對將來的希望方面，53%希望找一份全職工作，87%希望子女升讀大學，83%希望自力更生，家庭脫

離貧窮，43%希望多參與義務活動，服務社會。(表二十六) 

 

5. 研究分析: 

 

5.1 團聚令家庭脫離赤貧 

研究結果顯示母親領取了身份證後，近七成找到工作，增加家庭收入四成，沒有找到工作的，因

少了中港兩地奔波續期支出，家庭經濟也有好轉，八成家庭表示不再需要三餐不足，四成表示不用再

挨餓，可見之前這些家庭過著三餐不足及挨餓的赤貧生活，母親領取了身份證後，經濟狀況改善了，

令孩子們不用再挨餓。 

 

5.2 團聚令單親家庭生活全面改善 

研究結果顯示母親領取了身份證後，對家庭、母親自己及子女等，無論是經濟、健康、精神、社

交、學業等方面均有很大幫助，各方面生活得到改善。  

 

5.3 單親家庭有志脫貧，但支援不足 

單親母親都很希望脫貧，領了身份證便立即找工作，無奈因缺乏托管服務，需照顧子女，八成只

能找兼職工作，影響收入。 事實上，17%的家庭團聚後便立即脫離了綜援網。超過八成單親母親有信

心憑自己雙手努力，有信心將會令家庭脫貧。 

 

5.4  團聚助兒童健康成長及發展 

研究結果顯示未團聚前不少兒童的生活充滿恐懼及自卑，一方面家庭缺乏資源，另一方面，母親

為雙程證受社會歧視，團聚後，母親工作為兒童帶來多些收入，同時母親有了香港身份，令兒童的生

活亦少了恐懼及自卑。同時，不用缺課，跟母親奔波兩地，亦令兒童的學習成績進步，更有信心入讀

大學。 

 

5.5 社會對雙程證支援少及存在歧視 

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受訪者表示沒有身份證之前，接觸社會服務或或政府部門或學校，常被指其

為雙程證人士，不提供服務或不方便代表子女等，尤其是醫院，自 2003 年人口政策，將內地來港探

親的親人被視為外國遊客，醫療費用昂費，令雙程證媽媽有病亦不敢就醫。有了身份證，她們發現較

易接觸社會服務或或政府部門或學校，只有 10%表示沒有分別，可見社會對來港照顧香港親人的雙程

證人士少支援及存在歧視。政府應正視及提供支援。 

 

5.6 抗拒綜援，怕受歧視，自力更生意志強 

這些單親母親因長期過著挨饑抵餓的生活，擔驚受怕及奔波，過半要照顧年幼子女，近半健康有

問題，但七成領取身份證後仍立即工作，原因是希望自食其力，堅拒申請綜援，怕受歧視，怕被指為

靠政府，只有極少數病情嚴重，醫生要求才領取綜援，可見這些母親有極強的自力更生意志，絕非社

會所言的一心來港靠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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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 

家庭團聚是不容剝奪的天賦人權，中港政府亦簽署國際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公民及政治

權利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面對這群無依無靠的孤兒寡母的多次求助，依照國際人權公約，中港政府

均有責任「以積極的人道主義態度協助其家庭團聚的申請」及維護兒童權益。2013年聯合國兒童權利

委員會在審議結論中特別敦促香港政府要協助這些分隔單親家庭團聚，本會建議如下:  

 

1. 特首及保安局應立即聯絡內地中央公安部商討在政策上撥單程證名額安排中港單親媽媽來港定居

照顧子女。 

 

2. 中港政府應維持每日 150 個中港家庭團聚的政策，但現時單程證名額因內地子女出生數目減少，

平均只用約 125 個，應將這些剩餘名額撥予香港丈夫已去世或離棄的單親媽媽來港照顧香港子女。

如未能改變政策，香港政府應運用酌情權簽發香港身份證予這些母親。 

 

3. 一年多簽探親政策應惠及所有港人子女在港的單親配偶。 

 

4. 香港入境處酌情批准續期及簽發身份證，續期應起碼一個月一次。 

 

5. 應成立中港家庭團聚協調機關，協調申請、監督審批、處理投訴，入境處應有入境審批權，確保

一家儘快團聚，保障婦孺權益。 

 

6. 香港特區政府向中央爭取入境審批權，一方面，港府掌握所有申請人資料，以作中港核對及中港

出入境審批，一方面掌握申請來港者的資料，以作未來規劃，同時，確保香港有需要團聚的居民

能申請到內地親人來港團聚。 

 

7. 來港探親的雙程證人士雖然未正式成為香港居民，但她們大多來港照顧香港親人，令香港永久居

民得到妥善家庭照顧，香港的服務應儘量包含她們，尤其是醫療方面，應恢復以往只要持有本港

親人的證件，便可以享有同樣醫療費用優惠。 

 

8. 社會歧視嚴重，應立即設立新移民投訴機制及制定法律禁止歧視內地來港居民。 同時，在中小學

教科書加入尊重家庭團聚權利及社會共融的教育。 

 

9. 政府應儘快在幼稚園至小學學校設立托管服務，支援婦女就業及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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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圖表 

 

表一. 結婚年期 

結婚年期 回應 百份比 

25 年 1 3% 

15 年-20 年 4 14% 

10 年-14 年 12 40% 

5 年至 9 年 10 33% 

4 年 3 10% 

 30 100% 

中位數:10 年   

 

表二. 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 回應 百份比 

喪偶 20 67% 

離婚 6 20% 

丈夫失踪 4 13% 

 30 100% 

 

表三. 開始來港照顧子女多少年: 

開始來港照顧子女多少年 回應 百份比 

4 年或以下 10 33% 

5 年至 9 年 9 30% 

10 年至 15 年 11 37% 

 30 100% 

中位數:8 年   

 

表四.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回應 百份比 

未曾受教育 3 10% 

小學 5 17% 

初中 16 53% 

高中 6 20% 

 30 100% 

 

表五.所屬省份 

所屬省份 回應 百份比 

外省 8 27% 

廣東省 22 73% 

 30 100%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14 年家庭團聚對中港單親家庭發展的影響研究 

 10 

表六.戶籍所在地 

戶籍所在地 回應 百份比 

城市 15 50% 

農村 15 50% 

 30 100% 

 

表七.在內地曾做過何種工作 

在內地曾做過何種工作 回應 百份比 

工廠 18 60% 

零售 6 20% 

技術工作 2 7% 

文職工作 3 10% 

從未工作 1 3% 

 30 100% 

 

表八.在港育有子女人數 

在港育有子女人數 回應 百份比 

1 25 83% 

2 3 10% 

3 2 7% 

 30 100% 

中位數:1   

 

表九.子女歲數 

子女歲數 回應 百份比 

12 歲或以下 16 53% 

13-15 歲 8 27% 

18 歲至 23 歲 6 20% 

最小年齡:2 歲   

最大年齡:23 歲   

中位數:12 歲   

 30 100% 

 

表十.子女就讀年級 

子女就讀年級 

 

回應 百份比 

幼稚園或未入學 4 11% 

初小 8 22% 

高小 10 28% 

中學 13 36% 

大學 1 3% 

 3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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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居住情況 

居住類型 

 

回應 百份比 

套房 7 23% 

板間房/梗房 6 20% 

一個單位 2 7% 

天臺屋 2 7% 

木屋村屋 5 17% 

公屋 8 26% 

 30 100% 

  

表十二.居住面積 

居住面積 

 

回應 百份比 

100 呎以下 7 23% 

100 呎-120 呎 8 27% 

121 呎-199 呎 4 13% 

200 呎-250 呎 8 27% 

251 呎-600 呎 3 10% 

最小: 60 呎   

最大:600 呎   

中位數:120 呎   

 30 100% 

 

表十三.租金 

租金 回應 百份比 

$0(自置物業) 2 7% 

$1000-$1410 6 20% 

$1500-$2000 4 13% 

$2001-$2999 7 23% 

$3000-$3999 4 13% 

$4000-$5000 7 24% 

 30 100% 

 

表十四. 何時領取身份證 

領取身份證多久 回應 百份比 

5 年 2 7% 

3 年 4 13% 

2 年 8 27% 

1 年 6 20% 

幾個月 10 33% 

中位數:1 年   

 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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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家庭分隔多久才獲批准團聚: 

家庭分隔多久才獲批准團聚 回應 百份比 

3 年-5 年 8 27% 

6 年-9 年 12 40% 

10 年-15 年 8 27% 

16 年-20 年 2 6% 

最短: 3 年   

最長:20 年   

中位數:7 年   

 30 100% 

 

表十六. 現時做何種工作 

  現時做何種工作 回應 百份比 

家務助理 2 7% 

清潔 11 37% 

按摩 1 3% 

其他:酒樓樓面，採購、保險 7 23% 

沒有工作 9 30% 

 30 100% 

 

表十七. 工作性質 

  現時做何種工作 回應 百份比 

兼職 17 81% 

全職 4 19% 

 21 100% 

 

表十八.現時家庭每月主要收入來源 (可選多項) 

  現時家庭每月主要收入來源 回應 百份比 

子女綜援金 19 63% 

自己及子女綜援金 5 16% 

自己工作收入 21 70% 

以往儲蓄 2 6% 

親友援助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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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家庭收入 

  現時家庭每月收入 回應 百份比 

$5000 或以下 10 34% 

$5001-$6000 7 23% 

$6001-$7000 2 7% 

$7001-$8000 4 13% 

$8001-$9000 1 3% 

$$9001-$10000 5 17% 

$10000 以上 1 3% 

 30 100% 

最低:$2500   

最高:$11500   

中位數:$6000   

未團聚之前的中位數收入:$4200   

 

表二十. 領取身份證後，對你的經濟情況有何幫助?(多項選擇) 

  領取身份證後，對你的經濟情況有何幫助 回應 百份比 

找到工作，多了收入 21 70 

家庭脫離了綜援   5 17% 

少了往返中港續期的開支，經濟好轉些 27 90% 

 

表二十一. 領取身份證後，增加多少收入 

  領取身份證後，增加多少收入 回應 百份比 

$1000 1 5% 

$1001-$2000 10 50% 

$2001-$3000 3 15% 

$3001-$4000 2 10% 

$6000-$7000 1 5% 

$7001-$8000 1 8% 

$10000 2 10% 

 20 100% 

 

表二十二. 日常飲食有何改善(多項選擇) 

  日常飲食有何改善 回應 百份比 

不再一日三餐不足，有正常三餐 24 80% 

少了吃過期食物 12 40% 

少了領取免費發放的食物 14 47% 

少了因無錢開飯而忍饑挨餓，身體虛弱 14 47% 

仍然是三餐不足 2 6% 

與已往一樣, 三餐沒有困難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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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 對你的健康有何影響 

  對你的健康有何影響 回應 百份比 

生病的時候可以看醫生 12 40% 

身體問題得到醫療 10 33% 

少了病痛 17 57% 

身心開朗了 22 73% 

 

表二十四. 對你的子女有何影響(多項選擇) 

  對你的子女有何影響 

 

回應 百份比 

情緒平穩了/心情開朗了 21 70% 

自信了 12 40% 

少了恐懼分離，有安全感 18 60% 

不用缺課，可以專心讀書 15 50% 

學習成績提升了 15 50% 

多了資源學習及生活 11 37% 

健康了 6 20% 

較有信心升讀大學 25 83% 

 

表二十五. 對你的社交網絡有何幫助?(可選多項)  

  對你的子女有何影響 

 

回應 百份比 

較容易交朋友 14 47% 

較易找到幫助 16 53% 

較易接觸社會服務 26 87% 

較易與學校及有關部門溝通 17 57% 

沒有分別 3 10% 

   

表二十六. 你對將來有何希望?(可選多項) 

對將來有何希望 回應 百份比 

找一份全職工作 16 53% 

子女升讀大學 26 87% 

自力更生，家庭脫離貧窮 25 83% 

多參與義務活動，服務社會 13 43% 

 

表二十七.你有沒有領取綜援 

有沒有領取綜援 回應 百份比 

有，有工作，收入低，領取低收入補貼 4 13% 

有 3 10% 

沒有 23 77% 

 30 100%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14 年家庭團聚對中港單親家庭發展的影響研究 

 15 

表二十八.你領取綜援的原因(可選多項)  

領取綜援的原因 回應 百份比 

身體有病，不能工作 3 43% 

要照顧年幼子女 4 57% 

 

表二十九. 你沒有領取綜援的原因(可選多項)  

沒有領取綜援的原因 回應 百份比 

不想被人歧視 11 37% 

不想靠政府 14 47% 

想快些脫貧 9 30% 

想給子女做榜樣 11 37% 

自己有能力工作 10 33% 

 

表三十. 受訪母親年齡  

年齡 回應 百份比 

30 歲以下 2 7% 

30-39 7 23% 

40-49 15 50% 

50-59 6 20% 

 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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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家庭團聚對中港家庭發展的影響研究 

A. 基本資料 

1．婚姻狀況：結婚年份        年   

   □離婚（離婚年期        年） □喪偶（丈夫去世年期        年） □正在辦理離婚 

□丈夫失踪  □未婚 

2．開始來港照顧子女多少年:        年                        

3．所屬      省      市______鎮    戶籍所在地屬於： □城市     □農村 

4.  教育程度: a□未曾受教育 b □小學  c□初中  d□高中 e □大專或以上 

5.  在內地曾做過何種工作: a □工廠  b□零售 c □技術工作 d □文職工作 e □管理層工作      f□

專業人士  g□從未工作   h□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6. 在港育有子女人數：            

子女基本資料： 

 子女 1 子女 2 子女 3 子女 4 子女 5 

性      別      

年      齡      

受教育程度      

是 否 港 生      

有無居港身份      

批准來港年份      

 

7.居住情況： 

a. 現居單位類型：a1□套房     a2□板間房/梗房     a3 □籠屋/床位        a4□一個單位       

a5□寄居親友 a6 □天臺屋  a7 □村屋/木屋    a8□公屋  a9□其他                    

b.現居單位面積：          平方呎（1 平方米 = 9 平方呎）   

c. 現居單位租金：$        

8．何時領取身份證?  ________________年 

9. 家庭分隔多久才獲批准團聚? ____________年 

工作情況: 

10. 你現時做何種工作?  a□家務助理  b□清潔  c□洗碗  d□保安 e□按摩  f□其他________    

g□沒有工作 

11. 你現時的工作是: a□兼職    b□全職 

 

 

B. 對家庭經濟的影響 

12．現時家庭每月主要收入來源 (可選多項) 

□子女綜援金 $           □自己及子女綜援金$____________ □自己工作收入 $              □以

往儲蓄 $           □親友援助$             □贍養費 $          □子女綜援金 $           

□團體或教會資助 $           □無收入           □其他                 

 

13. 領取身份證後，對你的經濟情況有何幫助? 

a□找到工作，多了收入 b□家庭脫離了綜援  c□少了往返中港續期的開支，經濟好轉些 d□沒有幫助    

問卷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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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生活的影響 

14.日常飲食有何改善: 

a. □不再一日三餐不足，有正常三餐 

b. □少了吃過期食物 

c. □少了領取免費發放的食物 

d. □少了因無錢開飯而忍饑挨餓，身體虛弱 

e. □仍然是三餐不足 

f. □與已往一樣, 三餐沒有困難 

g.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D.對健康的影響: 

15.對你的健康有何影響? 

a□生病的時候可以看醫生  b□身體問題得到醫療 c□少了病痛 d□身心開朗了 e□其他                  

 

E. 對子女的影響 

16. 對你的子女有何影響? 

a□情緒平穩了/心情開朗了 b □自信了 c□少了恐懼分離，有安全感 d□不用缺課，可以專心讀書 e□學習

成績提升了 f□多了資源學習及生活 gi□其他___  

 

F.對社交及支援網絡的影響 

17.對你的社交網絡有何幫助?(可選多項)  

a□較容易交朋友    b□較易找到幫助  c□較易接觸社會服務    c□較易與學校及有關部門溝通   

d□沒有分別        e□其他________     __ 

 

G. 對將來有何希望 

18. 你對將來有何希望?(可選多項) 

a□找一份全職工作 

b□子女升讀大學 

c□自力更生，家庭脫離貧窮 

d□多參與義務活動，服務社會 

e□其他                            

 

H. 經濟狀況 

19.你有沒有領取綜援? □有 □沒有 

 

20.你領取綜援的原因(可選多項)  

□身體有病，不能工作  □要照顧年幼子女 □其他:____________ 

 

21.你沒有領取綜援的原因(可選多項)  

□不想被人歧視  □不想靠政府 □想快些脫貧 □想給子女做榜樣 □其他:____________ 

 

受訪者姓名：                                                         年齡：                                

聯絡地址：                                                         電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