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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對非綜援無家者的影響 問卷調查 2020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1. 研究背景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下稱社協) 於 1999 年發現露宿者人數急劇上升，並於同年開展露宿者
服務。隨著時間推移，露宿者人數隨著不同的社會事件和經濟環境而有所增減，組群的特
性和需要亦有所改變，因此社協持續進行露宿者調查，以追蹤露宿者的狀況和需要，從而
向政府倡議相關政策和緊貼露宿者需要的服務。
近年全港無家者的人數每年均有上升的趨勢，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城青優權計
劃」分別在2013年和2015年進行了「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行動」12，指出無家者人口由
2013年的1414人，上升至2015年的1614人。而根據社署提供之數據3，由社署登記的無家者
人數由2013年的780人，提升到2019年12月的1348人，增幅超過七成(72.8%)，亦創下了近
年社署登記無家者人數的新高，同時1348人亦回復到2001年時的高位。
除了整體無家者人數的增長外，「廿四小時快餐店無家者」的人數也正在急速增長。社協
4
於【2019 年香港「廿四小時快餐店無家者」 研究報告】 (下稱 2019 年快餐店研究)中指出，
廿四小時快餐店的無家者於 2018 年已上升達到 448 人，從 2013 年至 2018 年的人口增幅
達 685%，可見「廿四小時快餐店無家者」人口亦急劇上升。
然而自 2019 年 12 月新冠肺炎爆發至今，香港以至全球各國均受到疫情的影響，除生命安
全受到嚴重威脅外，大眾市民的經濟就業、日常及社交生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及重大
改變。此段期間，當政府及醫護人員積極呼籲市民如非必要，應留在家中，減少社交接觸，
達致「居家抗疫」效果，但原已無家的露宿者卻在此期間真真正正面對著「無家可歸」的
境況。
疫情期間，有數項直接影響露宿者生活的措施實施：1) 政府於 3 月 28 日刊憲，訂立《預
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禁止在指明期間於公眾地方進行多於四人的群組
聚集。露宿於街頭的露宿者因群居，並經常在外生活，有可能觸犯法例的風險。2) 康文
署關閉轄下免費戶外設施，部份露宿者聚居的球場亦受影響，導致部份露宿者需要另覓露
宿地點。3) 24 小時快餐店於 3 月 25 日至 4 月 7 日，每晚 6 時起不提供堂食，令一眾於快
餐店露宿的無家者首當其衝，失去容身之所，而重開後的快餐店亦因部份座位需要暫停使
用而只能離開原本露宿地點，被逼四散到更偏遠的位置或在街上四處流連。4) 康文署的
體育設施關閉，令無家者慣常使用的洗浴設施均不能使用，只能使用食環署轄下的公共浴
室，但這些浴室數量較少，地點也較分散，導致部份無家者選擇幾天才能洗澡一次，於疫
情期間，此狀況更顯不理想。
同時，當各行各業均出現裁員、減薪、減工時的情況下，更令不少就業人士從原本安穩的
生活跌至露宿的邊緣，亦有一群一直自力更生的非領綜援無家者，因疫情影響而需要申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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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濟援助甚至逼於無奈下申請綜援，甚至借貸度日。同時，亦有一批港人從澳門及內
地回流香港，除了需要面對入住隔離營進行14天檢疫外，亦面對離營後無處可歸的困境。
有見及此，為更掌握於新冠肺炎疫情下，無家者的最新趨勢和背景，以及所面對的困難及
需要。社協於 2020 年 4 月至 5 月期間進行了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對非綜援無家者的影響」
研究，並以在接受訪問前三個月內，因疫情而回流的港人及曾受疫情影響的非綜援無家者
為主要對象展開研究。
2. 研究目的
i. 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對非綜援無家者的影響
ii. 了解於新冠肺炎疫情下，無家者的最新趨勢和背景
iii. 探討非綜援無家者於新冠肺炎疫情下所面對的困難及需要
3. 研究方法
社協於 2020 年 4 月至 5 月期間透過問卷調查，了解於新冠肺炎疫情下，無家者的最新趨
勢和背景，以及所面對的困難及需要。
3.1 調查對象
在接受訪問前三個月內，曾受疫情影響而失業或因疫情而回流的港人的非綜援無家者。
3.2 抽樣方式
本次研究採用立意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進行，透過本會於露宿地點(包括24小時快
餐店)進行外展工作所接觸到無家者中尋找合適的訪問對象；此外，亦會在主動求助的無
家者中，尋找合適的受訪者進行訪問。
3.3 問卷設計
本次研究主要了解新冠肺炎對非綜援無家者的影響、最新無家者人口趨勢和背景，並探討
無家者所面對的困難及需要。整份問卷分為五個部分，共有 43 題問題，內容概要如下：
1.
2.
3.
4.
5.

個人資料及背景
居住情況及露宿歷史
回流港人面對的困難
經濟就業及申請經濟援助的情況
疫情對自身的影響及期望政府舒緩疫情的措施

3.4 問卷調查限制
3.4.1 問卷調查對象集中於九龍西
本次問卷調查的受訪者集中於本會外展區域所能接觸的無家者，而本會的外展區域主要集
中於九龍西區。因此受訪無家者以露宿於九龍西區為主。唯回流港人是全港性的，因此亦
並不只局限於單一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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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立意式抽樣方式
因是次問卷調查有特定的調查對象，主要集中於訪問前三個月內，因疫情而回流的港人及
曾受疫情影響的非綜援無家者，符合以上條件而又因願意接受訪問的受訪者為數不多，故
未能採用隨機抽樣（Random Sampling）。再者，社協人手不足以恆常地走訪全港所有地
區進行問卷調查。
3.4.3 採樣數目代表性
因是次問卷調查有時間限制，期望儘快了解疫情對非綜援無家者的經濟及生活影響，因此
未能大量採樣，但透過無家者之間的介紹，亦成功在短時間內找到104位受訪對象。
4．研究結果
本次問卷共訪問了104名受訪者。
4.1 受訪者的人口特徵
4.1.1 受訪者的類型
接近三成(27.9%) 是因疫情而失業，但 2020 年之前已是本地無家者，超過三成(36.5%) 是
因疫情而失業，是在 2020 年後才成為本地無家者。有三成半(35.6%) 受訪者為回流港人，
當中八成是因疫情而失業並成為無家者。
綜合分析，超過三成半人(35.6%)是回流港人，接近六成半人(64.4%)是本地無家者。當中
99 人(95.2%)均因為疫情而失業；六成半人(64.4%)是因疫情影響而失業，在 2020 年才成為
無家者。(見表 5)
4.1.2 受訪者的居住情況
當中只有 26 人(25%)受訪者現在已脫離露宿，主要住在賓館(12.5%)及床位(5.8%)。其餘接
近七成半(75%)受訪者仍然露宿，當中三成半人(32.7%) 現在於 24 小時快餐店露宿，三成
半人(34.6%) 於球場/公園露宿。(見表 6)
4.1.3 性別
104名受訪者當中，100名為男性(96.2%)，而4名為女性(3.8%) (見表1)。而2019年快餐店研
究的人口點算結果中發現，448名露宿者當中，376名為男性(83.92%)，72名為女性
(16.08%) 。反映是次疫情的影響男性比例較高。
4.1.4年齡
受訪無家者的年齡平均數是 52.9 歲，中位數是 55 歲。當中最年輕是 25 歲，最年長是 75
歲。從年齡段分佈而言，只有約一成（11.5%）的無家者的年齡少於 40 歲，兩成半(24.1%)
的年齡為 40 至 49 歲，接近六成（59.6%）的無家者年齡處於 50 至 69 歲，另外半成 (4.8%)
的無家者年齡大於 70 歲。(見表 2)

4

新冠肺炎疫情對非綜援無家者的影響 問卷調查 2020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與 2019 年快餐店研究比較平均歲數是 54.79 歲及中位數是 54 歲，當中近七成（67%）的
無家者年齡處於 50 至 69 歲，另外超過半成 （7.7%）的無家者年齡大於 70 歲。比較上述
數字，兩個研究的受訪者年齡相約，主要為中老年人士，但是次研究的無家者年齡層較
2019 研究更年輕。
4.1.5教育程度
約兩成半(24%)受訪無家者只有小學及以下的學歷，逾三成半(37.5%)有初中學歷，約兩成
半(25%)有高中學歷，另外約一成半(13.5%)有預科或大專以上的學歷。(見表 3)
與 2019 年快餐店研究比較，當時兩成半(25.7%)受訪無家者只有小學及以下的學歷，約三
成(28.7%)有初中學歷，約三成(31.7%)有高中學歷，顯示是次訪問對象教育程度稍低。
4.1.6婚姻狀況
約三成半（34.6%）受訪的無家者為未婚人士，約四成半(42.3%)屬分居或離婚人士， 亦有
超過兩成（23.1%）屬已婚人士，已婚人士比例於是次調查較過往無家者調查為高 (見表
4)。因 2019 快餐店研究中發現逾四成半（47%）受訪的無家者為未婚人士，約三分一(32%)
屬分居或離婚人士， 只有不足一成（7%）屬已婚人士。
4.2 無家者的露宿狀況
4.2.1露宿的次數
受訪的無家者露宿的平均次數是 2.47 次，中位數為 1 次。其中近六成（60.6%） 的無家者
屬於首次露宿，而露宿二次至三次的的無家者亦接近兩成半（24.1%）(見表 9)。與 2019
年快餐店研究比較，當時受訪的無家者露宿的平均次數是 4.16 次，中位數為 4 次及只有
三成半（35%） 的無家者屬於首次露宿。可見此次疫情產生了大量首次露宿者及非經常露
宿的再露宿者。
4.2.2最近一次的露宿期
受訪者最近一次露宿的平均時間長度為約 10.7 個月，中位數為 1.5 個月。五成(50%)露宿
時間為一個月，兩成(20.2%)露宿時間為二至三個月，即其中近七成人（68.2%）露宿時間
長度少於三個月或以下，大部份受訪者均為短期露宿者，平均露宿時間比露宿時間中位數
多 9 個月，原因為部份受訪者為長期露宿者。(見表 8)
這比 2019 快餐店研究中受訪者的露宿時間只有三成人（28.7%）留宿廿四小時快餐店時間
長度於三個月或 以下，而受訪者留宿廿四小時快餐店的平均時間長度為約 2 年 3 個月，
中位數為約 1 年 6 個月。顯示出是次研究的無家者主要為短期露宿者，露宿時間亦十分短。
4.2.3 最近一次開始露宿的月份
83名受訪者 (79.8%) 是由2019年12月開始才露宿或面臨露宿。(見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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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露宿原因
99 人(95.2%)均因為疫情而失業；六成半人(64.4%)是因疫情影響而失業，在 2020 年才成為
無家者 (見表 5)。與 2019 快餐店研究當中近六成（57.3%）受訪者表示露宿原因為「租金
太貴」，超過四成半人（45.6%）表示因「失業」而留宿廿四小時快餐店。可見失業問題
才是疫情下導致大部份非綜援無家者露宿的最重要因素。
4.2.5 受訪者的常居地
近五成半(54.8%)受訪者的常居地是香港，超過四成(42.3%)受訪者的常居地為大陸，亦分
別有 2 位於澳門及 1 位於英國常居。(見表 10)
4.3 回流港人部份
4.3.1 非在香港居住的原因
在 47 名回流港人回應中，超過九成(93.6%)因為租金較便宜而不在香港居住，另外有八成
半(87.2%)受訪者認為當地生活消費水平較低。(見表 11)
4.3.2 回流香港月份
近九成半(95.8%)受訪者也是於 2020 年 1 月後，即疫情爆發後才回流香港。接近四成
(38.3%) 是於 2 月份回流，另外接近四成(38.2%)則是 3 月份回流。(見表 12)
4.3.3 回流香港原因
近九成(89.4%) 回流港人表示因失業導致未能交租，而有八成(80.9%) 亦表示因在香港工作，
擔心需要被隔離 14 天而回港，而兩成半(23.4%)則表示因再入境大陸需要被隔離而留港。
(見表 13)
4.4 無家者的經濟及就業情況
4.4.1 領取政府福利情況
接近九成七(97.1%)受訪者在疫情爆發前(即 2020 年前)是沒有領取任何福利，其中有三名
(2.9%) 受訪者是有領取長者生活津貼。(見表 14)
4.4.2 疫情前後維持生計的轉變
接近全部(98.1%)受訪者於疫情前是以工作收入維生，在疫情爆發後仍能以工作收入維生
的受訪者下降至只有半成(4.8%)，前後下跌了超過九成。超過七成半(76.9%)受訪者只能靠
積蓄過活，而超過兩成半(26.9%)更需要借貸度日，更有 3 位受訪者表示需以拾荒維生。
(見表 15)
此數據比 2019 快餐店研究中過半數受訪者(50.1%)以工作維生，另接近三成半人(35.7%)依
靠社會福利維生比較有十分明顯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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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疫情前後的工作性質
近四成(38.5%)受訪者於疫情前是全職工作，超過五成半(55.8%) 是以兼職/散工為生，亦有
接近一成(7.7%) 是自僱人士，但在疫情爆發後，超過九成(92.3%) 受訪者均失業，只得不
足一成人(7.7%)有工作，並以兼職、散工及自僱為主，沒有以全職工作維生。(見表 16)
4.4.4 疫情爆發前的每月收入
受訪者在疫情前的每月平均收入為$12760.6，收入中位數為$12000。只有接近一成(9.6%)受
訪者收入五千或以下，接近三成半(32.7%)受訪者每月收入有五千零一至一萬，有五成人
(51.9%)每月收入是一萬零一至二萬，亦有超過半成(5.8%)受訪者月入超過二萬零一或以上。
對比 2019 快餐店研究所得的平均月薪為$7,772.57/月，中位數為$8,125.00/月差距極為明顯，
顯示出是次調查的受訪者工作收入比過往快餐店一般無家者為高。(見表 17)
4.4.5 疫情爆發後的每月收入
有超過九成(91.3%)的受訪者在疫情後，收入是零。整體受訪者的平均收入跌至$423，只集
中於有工作的無家者平均收入亦只是$4888，約佔疫情前平均收入的三分一。(見表 17)
4.4.6 任職工作類型
受訪者以從事飲食為最多，佔接近三成 (30.8%)，其次為運輸、清潔工及地盤，大約各佔
一成半(15.4% & 15.4% & 13.5%)。由此突顯飲食行業員工於此段疫情期間受到嚴重影響。
(見表 18)
4.4.7 工作在疫情期間的影響
疫情期間，超過一半人(51.9%)遭解僱，約兩成半(26.9%) 受訪者被要求放無薪假，一成人
(10.6%)被扣減工時及半成人被減薪(3.8%)。亦有半成人(4.8%)因公司倒閉而失去工作，及
半成人(5%) 因一直做散工，在疫情沒有工作。(見表19)
4.4.8 疫情爆發至今的求職情況
有超過九成(91.3%) 的受訪者於 1 月至今曾求職，平均找過 12 份工作，近三成(27.9%)曾找
一至五份工作，近五成(46.2%) 曾找六至二十份工作。這說明無家者有主動去找工作，但
在尋找工作方面亦遇到極大的困難。(見表 20 & 21)
4.4.9 預期再次就業所需時間
有近四成人(38.5%)相信一至二個月能夠再次就業，接近兩成半(26%) 相信需要三至四個月，
亦有超過兩成人(22.1%)預計五至六個月才能再次就業。(見表 22)

4.4.10 有否受惠政府的抗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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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九成半人(93.3%) 未曾受惠於政府的抗疫基金，顯示這群非綜援無家者是被遺留的一群。
(見表 23)
4.4.11 未能受惠的原因
有接近九成(89.7%) 表示自己沒有受惠因自己沒有領取職津，亦有超過六成半人(65.5%)表
示主要僱主受惠，僱員並不受惠，而四成(42.7%)亦表示自己不屬於抗疫基金的行業，更
有兩成人(19.6%)表示不清楚有這些基金，兩成半人(27.8%)則表示因為已失業或一直沒有
供強積金，因此沒有資格領取。(見表 24)
4.4.12 申請及時雨基金情況
超過五成半人(55.8%)沒有申請及時雨基金，有四成人(44.2%) 曾申請及時雨基金，曾申請
的受訪者中，近六成半人(64.9%) 獲批超過五千元的資助，其次是有一成半人(13.5%) 獲批
四至五千，一成半人(13.5%) 獲批三千元以下。 (見表 25 & 26)
而申請至獲批資助時間平均約 13 天，接近四成人(37.1%)表示一星期內就獲批，接近三成
半(34.3%)需要一至兩星期才獲批，有 3 名受訪者需要四星期或以上才獲批。而在申請中
的受訪者，有 4 位已申請了 14 天，亦有 4 位申請了 30 天，由此反映，及時雨基金亦未能
馬上解決無家者的緊急需要，而社福機構因疫情未能正常開放亦延長了申請人申請資助的
時間。(見表 27 & 28)
4.4.13 及時雨基金的成效及原因
接近七成人(68.1%) 認為及時雨基金只能夠部份解決經濟困難，有三成人(27.5%)更認為不
能夠解決。大部份人認為一次性幫助不大，佔五成半(57.5%)，其次為申請時間太長，佔
23.8%，佔兩成(20%)的原因為資助金額太少。(見表 29 & 30)
4.4.14 申請綜援情況
只有兩成多人(26.9%)已申請綜援，有超過七成人(73.1%)沒有申請。沒有申請的受訪者中，
不申請的主要原因為：不希望申請綜援(72.4%)、希望自力更生 (42.1%)及領取綜援人士形
象負面 (22.4%)。(見表 32)
而已成功申請獲批綜援的受訪者中，有一半(50%)是 30 天獲批，但亦有 2 位申請了 60 天
才獲批，有一位更長達 90 天(見表 33)。現時仍然申請中的受訪者，有 7 位已申請超過 30
天仍未獲批。 (見表 34)
無家者亦表示在申請綜援期間曾遇到不少困難，有七成(73.7%)受訪者表示沒有經濟能力
支付查察過去一年的銀行紀錄，六成半(65.8%)表示沒有通訊地址申請強積金紀錄，有三
成人(29%)表示因沒有能力準備所需證明及社會福利署曾暫停/局部開放，導致超過 30 天
仍未能成功申請綜援。(見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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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整體抗疫措施
4.5.1 回流港人入住隔離營情況
有三成半(35.6%) 受訪者(37 位)曾入住隔離營，全部均表示政府在隔離期間及完成 14 天隔
離後，沒有協助他們離營的住宿及福利安排。(見表 36 & 37)
4.5.2 受訪者估計疫情還會持續多久
接近三成(26.9%) 認為 3 個月內會完結，四成半(46.2%)則認為需要三至六個月，接近兩成
(18.3%) 認為需要六至九個月才會完結，接近半成人(6.7%) 更認為需要一年以上疫情少完
結。(見表 38)
4.5.3 疫情對自己的影響評分 (0-10 分，10 為最影響最嚴重)
受訪者平均自評受影響分數為 8.9 分，六成人(58.7%) 認為給 10 分，對自己影響最嚴重。
(見表 39)
4.5.4 疫情帶來什麼影響
受訪者認為今次受疫情影響最明顯是經濟收入(95.2%)及就業(92.3%)，其次是受感染的精
神壓力(69.2%)，亦有 62.5%受訪者表示口罩數量不多，使用數天才能更換。回流港人表示
回流香港沒有支援(41.3%)及快餐店暫停堂食導致沒有地方留宿(38.5%)，亦有三成(28.8%)
表示因公共衞生設施關閉導致未能洗澡。(見表 40)
4.5.5 政府應提供哪方面的援助
超過九成半(97.1%) 受訪無家者認同政府需要增設失業援助金，七成人(72.1%)認同於疫情
期間應開放收容中心/固定室內居所予無家者及有需要人士。五成人認同應增加抗疫基金
的援助金額，而四成人(37.5%)則認為應豁免首次回港回流港人$2800 隔離營收費。(見表
41)
4.5.6 期望失業援助金支援期限
八成半(85.1%)受訪者認為要提供三至六個月的失業援助金，平均 5.6 個月，中位數則為六
個月。(見表 42)
4.5.7 期望失業援助金支援金額
受訪者認為失業援助金提供予單身人士每月平均 6988元，中位數是7000元。反映受訪者
認為單身人士的每月失業援助最少需要7000元才能支持每月生活支出。(見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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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結及分析
社協於 2020 年 4 月至 5 月期間進行了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對(非領綜援無家者)的影響」問
卷調查，並以在接受訪問前三個月內，因疫情而回流的港人及曾受疫情影響的非綜援無家
者為主要對象展開問卷調查，主要了解新冠肺炎對非綜援無家者的影響、最新無家者人口
趨勢和背景，並探討無家者所面對的困難及需要。
由於政府沒有進行全港研究， 2013 年及 2015 年城大及中大聯同 4 間無家者服務機構(包
括社協)， 進行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HOPE)， 「非領綜援人士」佔所有無家者的分別為
49.9%(2013 年)及 51.7%(2015 年) (表 L)， 「非領綜援無家者」過往佔全港無家者近半數，
本研究顯示， 2020 年 1-4 月非領綜援無家者出現新趨勢， 包括「首次無家者」劇增、
「超短期無家者」、「大陸居住回流香港」成為無家者(佔 27.9%)(見表 I)；
根據<2017 年跨界旅運統計調查> (2019 年 政府規劃署出版)顯示，2017 年每日跨界上班人
士多逾 4.3 萬人，當中 2.5 萬居於內地，社協於 2020 接觸到不少回流港人，疫情前是香
港工作大陸租住，疫情後失業, 大陸租金都負擔不起，「回流港人」成為無家者， 雖然政
府提供共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共 2875 億元)， 「失業無家者」於疫情前, 曾廣泛於不同基
層行業工作， 絕大部份不受惠於政府共 3 期抗疫基金(共 2875 億)， 或其他政府支援。
本次研究透過本會於露宿地點(包括24小時快餐店)進行外展工作所接觸到無家者中或在主
動求助的無家者， 成功訪問了104位非領取綜援無家者。因本會的外展區域主要集中於九
龍西區，因此受訪無家者以露宿於九龍西區為主(九龍西區無家者佔全港54%無家者)，而
回流港人則為全港性。
為期望儘快了解疫情對非綜援無家者的經濟及生活影響，本會在4月內找到104位受訪對象
接受問卷調查。
2020 年「新冠肺炎對非綜援無家者的影響」問卷調查發現：
一. 「非領綜援無家者」因疫情而失業，六成人為首次露宿 (見圖表B)
二. 受訪無家者露宿時期短，其中六成半人在2020年才成為無家者 (見圖表I)，露宿時間
中位數為1.5個月 (見圖表D)
三. 疫情前高收入, 半數月入過萬二, 從不需要求助, 九成非綜援無家者疫情後收入跌至零
(見表17) (見圖表E)
四. 因疫情而回流的港人急增，回港欠缺支援成為無家者(佔27.9%)(見圖表I)
五. 九成以上受訪者不曾受惠於政府的抗疫基金(見表23)，及時雨基金只提供一次性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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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長遠幫助
六. 七成「非綜援無家者」不希望申請綜援，只期望自力更生(見表31 & 32)
七. 近六成「非綜援無家者」認為疫情對他們的影響是10分(最嚴重級別) (見表39) ;
八. 大部份人希望政府增設失業援助金及開設收容中心予無家者於疫情期間暫住 (見表41)

5.1 「首次露宿者」劇增，六成非綜援無家者因疫情失業而露宿
根據社署提供之數字 5 ，社署錄得之登記無家者的人數由 2013 年的 780 人，急增至
2019 年 12 月所錄得的 1348 人，增幅超過 7 成(72.8%)，亦創下了近年社署登記無家者
人數的新高，顯示在疫情爆發前，無家者人數已持續數年的增長 。 (見圖表 A)
但以上數字並未包括是次疫情對一批非綜援無家者的影響，是次調查顯示當中 99 人
(95.2%)均因為疫情而失業；其中六成（60.6%） 為首次露宿者 (見表 9)。明顯較 2019 年
快餐店研究當時只有三成半（35%）是首次露宿者為高 (見圖表 B) 。露宿的平均次數是
2.47 次，中位數為 1 次，而露宿二至三次的的無家者亦接近兩成半（24%），與 2019 年快
餐店研究比較，當時露宿平均次數是 4.16 次 (見圖表 C)，可見是次疫情產生了一批為數不
少的首次露宿者及非經常露宿的再露宿者，他們不曾露宿或露宿次數較少，在疫情前均有
較穩定的居所。

5.2 近七成為「超短期無家者」，超過六成人在 2020 年才因失業而成為無
家者
受訪者當中六成半人(64.4%)是因疫情影響而失業，在 2020 年才成為無家者。五成(50%)露
宿時間為一個月，其中七成人（70.2%）露宿時間長度少於三個月或以下 (見表 8)，受訪
者最近一次露宿的平均時間長度為約 10.7 個月，中位數為 1.5 個月，平均露宿時間比露
宿時間中位數多 9 個月，主因是部份受訪者為長期露宿者。這比 2019 快餐店研究中受訪
者的露宿時間只有三成人（28.7%）留宿廿四小時快餐店時間長度於三個月或 以下，而
受訪者留宿廿四小時快餐店的平均時間長度為約 2 年 3 個月，中位數為約 1 年 6 個月。顯
示出是次研究的無家者主要為短期露宿者，露宿時間亦十分短。 (見圖表 D)

5.3 疫情前高收入, 半數月入過萬二，九成受訪者疫情後收入跌至零，有工作
收入亦大減六成

5

社署 2019 年 2 月 20 日電郵回覆社協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ssh17-street-sleepers-in-hong-kong-2019012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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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調查顯示非綜援的無家者超過九成半(98.1%)於疫情前是以工作收入維生，但在疫情
爆發後，超過九成(92.3%) 受訪者均失業，收入跌至零，在疫情爆發後仍能以工作收入維
生的受訪者下降至只有半成(5.8%)。整體受訪者的平均收入跌至$473.2，只集中於有工作
的無家者平均收入亦只是$4888，約佔疫情前平均收入的三分一，亦只能以兼職、散工及
自僱為主，沒有以全職工作維生。(見圖表 E)
在疫情爆發前每月平均收入為$12760.6，收入中位數為$12000。原本收入過 12000 元
及完全沒有/或不合格申請「在職家庭津貼」， 所以不受惠於政府(第一期)抗疫防疫基金。
只有接近一成(9.6%)受訪者收入五千或以下，接近三成半(32.7%)受訪者每月收入有五千零
一至一萬，有五成人(51.9%)每月收入是一萬零一至二萬，亦有超過半成(5.8%)受訪者月
入超過二萬零一或以上。對比 2019 快餐店研究所得的平均月薪為$7,772.57/月，中位數
為$8,125.00/月差距極為明顯，顯示出是次調查的受訪者工作收入比過往快餐店一般無家
者為高。
但在疫情爆發後，整體平均收入跌至$473.2，中位數更是$0，即使單計算仍然就業人士的
平均收入亦只有$4888，中位數是$4000，比過往任何一次調查還低，顯示出是次調查的受
訪者原工作收入比過往快餐店一般無家者為高，但疫情對這批無家者的就業及經濟卻帶來
極嚴重的影響。(見圖表 F)

5.4

「居住大陸回流港人」急增，入隔離營缺乏支援，出營頓成無家者

超過四成(42.3%)受訪者的常居地為大陸，亦分別有 2 位於澳門及 1 位於英國常居。在回流
港人回應中，超過九成(93.6%)因為租金較便宜而不在香港居住，另外有八成半(87.2%)受
訪者認為當地生活消費水平較低。(見表 10 &11)
近九成(89.4%)回流港人也是在疫情爆發後，即 2020 年 1 月後才回流香港。近九成(89.4%)
回流港人表示因失業導致未能交租，而有八成(80.9%) 亦表示因在香港工作，擔心需要被
隔離 14 天而回港，而兩成半(23.4%)則表示因再入境大陸需要被隔離而留港。(見表 13)
本年 2 月 13 日起大陸回流香港要入隔離營 14 天， 3 月 17 日起更要支付 14 天共 2800
元營費， 3 月 17 有三成半(35.6%)受訪者(37 位)曾入住隔離營，全部均表示政府在隔離
期間及完成 14 天隔離後，沒有協助他們離營的住宿及福利安排，亦令回流港人離開隔離
營即頓成無家者，政府亦要求因疫情被逼回港的他們繳付$2800 元費用， 不少回流港人
(首次)入隔離營被迫拖欠政府 2800 元， 失業人士再欠債， 雪上加霜。 (見圖表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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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協曾於本年 3 月 19 日及 21 日分別 2 次發信要求食衛局及康文署， 要求豁免(首次)入
隔離營 2800 元(14 日)， 可惜於 2020 年 3 月 27 日收到康文署署長覆信拒絕， 原因是
『基於措施適用於所有入住暫住設施人士以達至打擊濫用的目的』!!! 社協覺得首次因回
流而入隔離營的無家者， 是回港求生存/尋找工作， 政府借濫用為藉口， 實際上是拒絕
協助失業無家者。

5.5

政府共三次防疫抗疫基金(共2875億)、九成受訪者卻不曾受惠於政府

的抗疫基金，及時雨基金只提供一次性援助，總結是: 政府支援慢慢慢!!!
雖然政府推出 3 次防疫抗疫基金(共 2875 億)， 目標是:第一，協助企業繼續經營；第二，
保住員工的就業；第三，減輕企業和市民的財政負擔；第四，令香港經濟在疫情受控後盡
快復蘇。近九成半「非綜援無家者」(93.3%) 表示未曾受惠於政府的抗疫基金(表 23)， 受
訪者曾經就業於廣泛的基層工作， 均不受惠於抗疫基金， 當中飲食業佔 30.8%、建築/
裝修佔 16.4%、清潔佔 15.4%、運輸佔 15.4%、倉務佔 8.7% (見表 18)， 而主要不受惠
原因是因為他們已失業、或因為地盤建築工作沒有作指紋登記、或散工沒有供積金等，
可見政府的抗疫基金策略只是保就業， 完全未有惠受大部份失業人士。
超過五成半人(55.8%)沒有申請及時雨基金，有四成人(44.2%) 曾申請或正在申請及時雨基
金，曾申請的受訪者中，近六成半人(64.9%) 獲批超過五千元的資助，而申請至獲批資助
時間平均約 13 天，接近四成人(37.1%)表示一星期內就獲批，接近三成半(34.3%)需要一至
兩星期才獲批，有 3 名受訪者需要四星期或以上才獲批。(見表 25 & 26)
及時雨基金申請者中，有 4 位已申請了 14 天，亦有 4 位申請了 30 天，由此反映，及時
雨基金亦未能馬上解決無家者的緊急需要，而社福機構因疫情未能正常開放亦延長了申請
人申請資助的時間，而且愈遲申請的無家者，所需的時間亦更長。同時，接近七成人
(68.1%) 認為及時雨基金只能夠部份解決經濟困難，大部份人認為一次性幫助不大，佔五
成半(57.5%)，其次為申請時間太長，佔 23.8%，佔兩成(20%)的原因為資助金額太少。及
時雨基金因只能提供一次性的幫助，短期內不能再次申請，但是次疫情已接近持續了四個
月，非一次性的援助便能解決，及時雨基金未能完全協助無家者渡過困境。(見表 29 & 30)

5.6

近三成受訪者欠債、七成非綜援無家者不希望申請綜援，只期望自力

更生
無家者經濟困境嚴峻， 失業率為 92.3%，超過五成半人(55.8%)沒有申請一次性的及時雨
基金， 超過七成受訪者不希望申請綜援、借貸度日佔全部無家者 26.9%(見表 M)， 「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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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無家者的借貸率 」遠超過 2013 年的 0.9%及 2015 年研究(見圖表 L)， 政府其他一
萬元支援及關愛基金， 均要等至 2020 年 7 月或之後， 反映政府對失業人士是沒有支
援!!!
即使遇上疫情帶來的經濟困境，但超過七成的非綜援無家者，亦表示很抗拒申請綜援，他
們表示不申請的主要原因為：1) 不希望申請綜援(72.4%)、2) 希望自力更生 (42.1%)及 3)
領取綜援人士形象負面 (22.4%)。(見表32)
因此他們期望先透過找尋工作，去維持生計，有超過九成(91.3%) 的受訪者於1月至今曾求
職，平均找過12份工作，近三成(27.9%)曾找一至五份工作，近五成(46.2%) 曾找六至二十
份工作(見表20 & 21)。有近四成人(38.5%)相信一至二個月能夠再次就業，接近兩成半(26%)
相信需要三至四個月，亦有超過兩成人預計五至六個月才能再次就業(見表22)。由此顯示
這批無家者積極主動地去尋找工作機會，即使尋找工作過程中遇到極大困難，他們亦無意
申請綜援。因此政府即使放寬申請綜援資格，對於他們來說是沒有分別，因為此舉未能改
變長久以來領取綜援人士的負面形象。

5.7

疫情對「非領綜援無家者」的生活帶來嚴重影響，高達8.9分

受訪者平均自評受影響分數為8.9分，六成人(58.7%) 認為給10分，對自己影響最嚴重。
(見表39) 受訪者認為今次受疫情影響最明顯是經濟收入(95.2%)及就業(92.3%)，其次是
受感染的精神壓力(69.2%)，亦有62.5%受訪者表示口罩數量不多，使用數天才能更換，
根本沒能力購買防疫物資(45.2%)，很多受訪者表示只能靠社工團體捐贈的口罩。回流
港人表示回流香港沒有支援(41.3%)及快餐店暫停堂食導致沒有地方留宿(38.5%)，亦
有三成(28.8%)表示因公共衞生設施關閉導致未能洗澡。(見表40)
因此顯示疫情雖對所有人均帶來嚴重的影響，但無家者因沒有住處，更面對不同生活
上的問題，包括24小時麥當奴已因限聚令減少了店內可用坐位， 部份露宿的地方已被
關閉及封鎖，球場洗澡設施亦遭關閉，每日在街頭流連，擔心受感染亦沒有足夠防疫
物資，這些影響都是有穩定居所者未能想及的。

5.8

大部份人希望政府增設失業援助金及開設收容中心予無家者於疫情期

間暫住
超過九成半(97.1%) 受訪無家者認同政府需要增設失業援助金，八成半(85.1%)受訪者
認為要提供三至六個月的失業援助金，中位數則為六個月。(見表41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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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為失業援助金提供予單身人士每月平均 6988元，中位數是7000元。反映受
訪者認為每月最少需要7000元才能足夠應付每月生活支出。(見表43)
另外，亦有七成人(72.1%)認同於疫情期間應開放收容中心/固定室內居所予無家者及有
需要人士。五成人認同應增加抗疫基金的援助金額，而四成人(37.5%)則認為應豁免首
次回港回流港人$2800隔離營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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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報告，社協建議：
「2020 年非領取綜援無家者」研究
(1) 「首次無家者」由 2019 年的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建議
 政府應仿傚加拿大等地， 租住

35%增加至 2020 年的 60.6%;
(2) 六成為短期(非領綜援)無家者，

賓館/酒店予無家者
 政府應主導興建社會房屋(包括

70.2%為露宿年期少於 3 個月， 露
宿中位數為 1.5 個月;
(3) 35.6%無家者為「回流港人」，

廉價單身宿舍);
 增設無家者臨時宿舍;
 政府應豁免(首次)入隔離營港人

(在港無住址人士)回港需要入隔離營

2800元(14日)收費、提供出隔離

14 日， 出營頓時無家可歸， 未有

營前支援服務;

協助他們在隔離營中申請及時雨基
金或提供出營前任何實質支援;
(4) 93%(非領綜援無家者)不受惠於

 政府應大量增設基層臨時職位;

任何 3 次政府抗疫基金共 2875 億;

 政府為失業人士(包括)無家者提

疫情前 55.8%無家者為前散工或

供(即時)經濟援助: 設立有期限的

兼職工、疫情後 92.3%為失業無家

失業救濟金(放寬資產審查/放寬

者，現時政府抗疫基金只是考慮行

資產限額/建議單身每月金額為

業性/保就業策略;

不少於7000元);

(5) 疫情對無家者影響嚴重:

 政府應設立/開放臨時收容中心

六成受訪者(58.7%) 認為 10 分(滿
分)影響，69.2%受訪者表示有精神

予無家者(需要有沐浴設施)
 增設醫護外展人手;

壓力，24 小時快餐店暫停堂食導致
沒有地方留宿(38.5%)，有三成
(28.8%)表示因公共衞生設施關閉導
致未能洗澡。
(6)政府資助無家者宿位只有 222

 要求政府加快設立租務管制及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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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較 2013 年只增長 9.9%;

供租金津貼;

住屋租金昂貴，2016 年統計署

 要求社署增加租金津貼上限，

「分隔樓宇(劏房)租金中位數」為

現時單身人士只有1885元;

4500 元，政府表示租金管制及租金

 增設為期3年的無家者資助宿位;

津貼, 仍要研究至 2020 年年底;
(7) 香港沒有「無家者友善政策」，

 仿傚台灣/日本等地，設立「無

明天(11/5/2020)立法會福利事務委

家者友善政策及法例」， 保障

員會討論無家者服務文件， 政府沒

無家者權益及免受滋擾;

有回應疫情下, 政府有何緊急措施協
助急增的「非領綜援無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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