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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疫情下基層就業情況及對政府支援的意見問卷調查報告 

 

1. 調查背景 

 

新冠肺炎疫症(COVID-19)自 2019 年 12 月在中國內地蔓延，及後疫情在全球各地散延，並於 2020

年 3 月被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定義為大流行(pandemic)；直至 2020 年 8 月 20 日，全球確診人數累計已
逾 2,232 萬人，全球累計死亡人數逾 78.6 萬人。至於香港方面，同日累積感染人數為 4,586 人，死亡
人數為 72 人。1因應本港及外地的疫情狀況，香港特區政府先後推出多項檢疫抗疫措施，包括:限制非
本地居民出入境、進入本港人士需接受強制檢疫或居家檢疫、全港各大、中、小學、幼稚園及教育機
構停課、公共活動場地停止運作、公務員在家工作、訂立限聚令限制人群在指定場地聚集、限制酒樓
食肆、美容院、卡拉 OK 等、補習社等各場所營運等措施，令本地經濟活動驟然停頓。 

 

檢疫抗疫措施令百業蕭條，市道嚴重下滑，首當其衝的自是各行業的打工仔，最新失業率(2020

年 5 月至 7 月)更急升至 6.1%，較 2020 年 3 月至 5 月 5.9%上升 0.2 個百分點，涉及逾 24.3 萬人，超越
2009 年金融海嘯水平，失業人數創逾 15 年來新高。與此同時，本港同期的就業不足率亦上升至 3.5%，
就業不足人口為 13.6 萬人，較 2020 年 3 月至 5 月高，為接近 17 年來的高位。2若連同逾 13.6 萬人就

業不足人口，合共近 37.9 萬名勞動人口陷入失業或就業不足的困境，佔全港總勞動人口近一成(9.8%)。 

 

餐飲裝修屬重災區  未來恐逾 50 萬勞工陷困境 

 

失業重災區主要為餐飲服務活動業，失業率急升逾一成四(14.6%)、樓房裝飾、修葺保養等建造業

失業率更高至逾一成六(16.0%)，其他行業如教育業、資訊及通訊業、專業及商用服務業，以及藝術、

娛樂及康樂活動業，失業率亦高於總失業率，各行各業打工仔女均受重創。3前線基層勞工均面對被辭

退或開工不足的問題；隨著工作量驟減，僱主會減少員工人手，或將全職員工轉為半職或兼職以減低

營運成本；更有基層工友被停薪留職，就業情況不景導致家庭每月收入大幅下跌，生活捉襟見肘。疫

症在本港仍蔓延一段長時間，保守估計，若政府沒有任何經濟增長措施，跨境經濟活動(包括訪港旅客)

維持停止運作，恐怕未來半年失業率會再度攀升，失業和就業不足人口亦會增加至逾 50 萬，問題嚴峻

絕不容忽視。 

 

家庭每月收入大幅下跌，生活捉襟見肘 

 

因應經濟不景，不少前線的基層勞工，均面對被辭退或開工不足的問題；隨著工作量驟減，不少
僱主會將員工人手減少，將全職員工轉為半職或兼職員工，以減低營運成本；更有基層工友被停薪留
職，獲告知日後市道回暖後才有機會重返崗位。就業情況不景導致家庭每月收入大幅下跌，生活捉襟
見肘。即使日後本地疫情緩和，部份防疫措施(如:限聚令)放寬，然而，僱員面對失業和就業不足情況
仍然會嚴峻，基層勞工收入較低，能否獲得聘用極視乎僱主經營業務上的需要，由於工種聘用人手彈
性較高，但基層勞工能轉換的工作較少，往往處於十分被動的境況；再加上基層家庭收入和積蓄均有

限，實難以安穩度過已逾半年的疫症困境。由於現時估計疫情對經濟帶來的沖擊仍會持續一段長時間，
當局必須為各行各業的僱員，尤其是處於最弱勢的基層家庭和勞工提供適時而充足的支援。 

 

面對疫情下市民及各行業經營的困難，特區政府表示已推出近 3,000 億元的防疫抗疫措施，除了

                                                 
1 COVID-19 Dashboard by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SSE)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HU)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2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 (2020 年 5 至 7 月) 表 006：勞動人口、失業及就業不足統計數字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00_tc.jsp?tableID=006&ID=0&productType=8  
3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 表 E016：勞動人口、就業、失業及就業不足的詳細統計表 
https://www.censtatd.gov.hk/fd.jsp?file=D52500212020MM08B0100.xlsx&product_id=D5250021&lang=2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00_tc.jsp?tableID=006&ID=0&productType=8
https://www.censtatd.gov.hk/fd.jsp?file=D52500212020MM08B0100.xlsx&product_id=D5250021&lang=2
https://www.censtatd.gov.hk/fd.jsp?file=D52500212020MM08B0100.xlsx&product_id=D5250021&la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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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港年滿 18 歲的永久性居民派發一萬元現金計劃外，絕大部份的措施均以支援企業為主，當中特別
是保就業計劃，各項計劃無疑有助短期支援企業避免倒閉，間接保住僱員崗位，然而，實際上支援企

業的津貼均以僱主和老闆為主，僱員根本未能直接受惠。 

 

縱使部份計劃是以僱員和基層人士等弱勢社群為對象，包括: 外判保安員或清潔工的津貼、向領
取職津或學生資助的家庭提供額外津助、短期放寬申領綜援的資產限額、以至向綜援受助人、領取高
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交通津貼等福利受助人發放一個月額外津助，乃至為較低收入的
出租公屋租戶代繳一個月租金等，各項措施支援力度有限；加上申請資格所限，令不少有需要的基層
家庭及勞工未能受惠。抗疫防疫之路漫長，基層勞工及家庭生活困苦，究竟當局應如何更好完善各項
計劃，強化支援基層市民，是本調查需要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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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各行業推出的防疫抗疫措施 

 

各項防疫抗疫措施，無可避免地對民生經濟和社會全方位造成嚴重影響。為此，特區政府先行推
出為期三輪的防疫抗疫措施，目標包括四大方面，包括：(1)協助企業繼續經營、(2)保住員工的就業、
(3)減輕企業和市民的財政負擔，以及(4)令香港經濟在疫情受控後盡快復蘇。自 2020 年年初，特區政
府共推出三次合共 2,875 億元的措施協助受影響的企業和市民，當中包括4(各項計劃詳見附件)： 

 

(1) 2020 年 2 月 21 日經立法會批准的第一輪 300 億元防疫抗疫基金； 

(2) 2020 年 2 月 26 日由財政司司長公布的《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共 1,200 億元紓緩措施； 

(3) 2020 年 4 月 18 日經立法會批准的第二輪 1,375 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措施。 

 

1.1 第一輪 300 億元防疫抗疫基金 

 

項目 措施 

 

受助對象 

承擔金額 

(百萬元) 政策局 執行機構 

提升防疫抗疫能力 

1 加強支援醫院管理局的抗疫工作 公眾 4,700 食物及衞生局 醫院管理局 

2 支援本地口罩生產 生產商 1,500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3 全球採購個人防護裝備 公眾 1,00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政府物流服務署 

4 支援物業管理業的防疫工作  企業 1,000 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總署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5 可重用口罩的應用科技方案 生產商 800 創新及科技局 創新科技署 

6 支援建造業的防疫工作 僱員 710 發展局 建造業議會  

7 支援政府及香港房屋委員會服務承

辦商的清潔及保安人員的防疫工作  

僱員 25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房屋委員會  

8 設立緊急警示系統 公眾 150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9 支援家居檢疫 公眾 50 創新及科技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創新科技署 

10 向被指定作檢疫中心的兩個公共屋

邨的住戶發放特惠津貼金 

特定組群 30 運輸及房屋局 香港房屋委員會  

 向企業及市民提供援助 

11 零售業資助計劃 企業 5,600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香港貿易發展局 

12 食物業界別資助計劃 企業 3,730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13 向運輸業界提供的補貼 企業 3,230 運輸及房屋局 運輸署、海事處 

14 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 企業 1,020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亞洲國際博覽館 

15 合資格在職家庭津貼及學生資助住

戶特別津貼 

基層市民 990 勞工及福利局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

處 

16 額外增加 2019/20 學年的學生津貼 公眾 900 教育局 教育局 

17 為科學園、工業邨及數碼港租戶寬

免租金 

企業 380 創新及科技局 

 

香港科技園公司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18 為活海魚批銷商及聘有內地過港漁 企業 270 食物及衞生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防疫抗疫基金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anti-epidemic-fund.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anti-epidemic-fund-1.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anti-epidemic-fund-budget.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anti-epidemic-fund-2.html
https://www.ha.org.hk/visitor/ha_index.asp?Lang=CHIB5
https://www.hkpc.org/zh-HK/our-services/additive-manufacturing/latest-information/hkpc-mask-production-support
https://www.gld.gov.hk/chi/welcome.htm
https://aspm.pmsahk.org.hk/about-aspm/
https://www.had.gov.hk/tc/pmsa/index.htm
https://www.pmsahk.org.hk/tc/index.html
https://www.itc.gov.hk/ch/index.html
http://www.cic.hk/chi/main/anti_epidemic_fund/
http://www.cic.hk/chi/main/anti_epidemic_fund/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3/20/P2020032000764.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3/20/P2020032000764.htm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ofca.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ogcio.gov.hk/tc/news/press_releases/2020/03/pr_20200316.html
https://www.lscm.hk/chi/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retailsubsidy.gov.hk/zh/
https://www.hktdc.com/tc/
https://www.fehd.gov.hk/tc_chi/licensing/food_business_subsidy_scheme.html
https://www.td.gov.hk/tc/fsub/index.html
https://www.mardep.gov.hk/hk/aboutus/pdf/lvacp01_20c.pdf
https://www.hktdc.com/tc/
https://www.hkcec.com/zh
https://www.hkcec.com/zh
https://www.asiaworld-expo.com/zh-tc/
https://www.wfsfaa.gov.hk/tc/index.htm
https://www.wfsfaa.gov.hk/tc/index.htm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upport-subsidies/student-grant/index.html
https://www.hkstp.org/zh-hk/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
https://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what_fis/what_fis.html
https://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what_fis/what_fis.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anti-epidemic-fu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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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措施 

 

受助對象 

承擔金額 

(百萬元) 政策局 執行機構 

工的漁船提供資助 

19 支援幼兒中心 企業 220 勞工及福利局 社會福利署 

20 藝術文化界資助計劃 企業 150 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局、其他機構 

21 持牌賓館資助計劃 企業 150 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民政事務局 

旅遊事務署、民政事務總署

屬下的牌照事務處 

22 旅行代理商資助計劃 企業 140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旅遊事務署 

23 支援培訓機構 企業 90 勞工及福利局 僱員再培訓局 

24 持牌小販資助計劃 企業 30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1.2 財政預算案共 1,200 億元的紓緩措施 5 

  

振經濟、紓民困 受助對象 承擔金額 

- 為「振經濟」、鼓勵及帶動本地消費，並紓緩市民的經濟壓力，陳茂波宣布

將會發放一萬元予 18 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預計措施可惠及約七百

萬人，涉及約 710 億元開支。 

全港市民

(除新移民

及 18 歲以

下人士) 

710 億元 

- 寬減 2019/20 年度百分之百的薪俸稅和個 人入息課稅，上限二萬元。195

萬名納稅人將會受惠 

納稅人 188 億元 

- 寬免 2020/21 年度住宅物業全年差餉，每戶每季 1,500 元為上限，預計惠及

293 萬個住宅物業  

業主 133 億元 

- 向領取社會保障金的人士增加發放一個月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高

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亦作相若安排。 

綜援受助

人 

42.25 億元 

- 為香港房屋委員會和香港房屋協會公共租住單位的較低收入租戶代繳一個

月租金 

基層市民 18.29 億元 

- 為參加二零二一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 全港考生 1.5 億元 

 

保就業、撐企業(183 億元之新增和延續措施)  受助對象 承擔金額 

- 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由政府作百分之百擔保的特惠低息貸款 中小企業 不詳 

- 寬減 2019/20 課稅年度百分之百的利得稅，上限二萬元，全港 14.1 萬名納

稅人受惠 

納稅人 20 億元 

- 寬免 2020/21 年度非住宅物業差餉，首兩季每戶每季五千元為上限，其後兩

季則以每戶每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估計惠及四十二萬個非住宅物業 

業主 32 億元 

- 寬免 2020/21 年度的商業登記費，一百五十萬名業務經營者受惠 企業 30 億元 

- 公司註冊處全面寬免公司的周年申報表登記費（逾 期登記除外），為期兩

年。有關措施將惠及約一百四十萬間公司 

企業 2.12 億元 

- 補貼合資格的非住宅電力用戶額外四個月每月百分之七十五的電費開支，

每戶每月補貼上限為 5,000 元 

企業 29 億元 

                                                 
5 財政司司長宣布逾千二億措施為「撐企業、保就業、振經濟、紓民困」投下新動力  (2020 年 2 月 26 日) 新聞公報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2/26/P2020022600435.htm?fontSize=1  

https://www.afcd.gov.hk/tc_chi/whatsnew/what_fis/what_fis.html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whatsnew/year_5728/
https://www.hab.gov.hk/tc/home/index.htm
http://www.hkadc.org.hk/?lang=tc
https://www.tourism.gov.hk/tc_chi/welcome/welcome.html
https://www.hadla.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hadla.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tourism.gov.hk/tc_chi/anti_epidemic_fund/travel_agents.html
https://www.tourism.gov.hk/tc_chi/welcome/welcome.html
https://www.erb.org/home/erb/zh/
https://www.fehd.gov.hk/tc_chi/pleasant_environment/hawker/licensed_hawkers_subsidy_scheme.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2/26/P2020022600435.htm?fontSiz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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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免非住宅用戶額外四個月百分之七十五的應繳水費及排污費，每戶每月

減免額上限分別為二萬元及 12,500 元 

企業 3.4 億元 

- 向本地回收企業再提供為期六個月的租金資助計劃 回收企業 1 億 

- 向政府物業、土地及環保園等的合資格租戶提供額外六個月百分之五十的

租金或費用寬免 

企業租戶 5.73 億元 

- 向短期地契條款豁免書的合資格持有人提供額外六個月百分之五十的費用

寬免 

企業租戶 2.65 億元 

- 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文娛中心設施的租用者額外提供六個月百分之五

十的基本場租寬減 

公眾 0.23 億元 

- 向郵輪公司及現有碼頭商戶提供額外六個月的收費及租金減免 企業租戶 0.18 億元 

- 額外增撥予僱員再培訓局提高學員的每月最高津貼額 培訓學員 25 億元 

 

1.3 第二輪 1,375 億元防疫抗疫基金措施6 

 

項

目 措施 

受助 

對象 

承擔金額 

(百萬元) 政策局 執行機構 

 保就業、創職位和提升工作效能的措施 

1 「保就業」計劃 企業 81,000 行政長官辦公室 

勞工及福利局提供

支援 

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2 創造職位 僱員 6,000 公務員事務局統籌 所有政策局與相關部門，

以及公營機構 

3 「法律科技基金」 企業 40 律政司 香港律師會、香港大律師

公會、律政司 

4 2019 冠狀病毒病網上爭議解決計劃 企業 70 律政司 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有

限公司(eBRAM 中心) 

5 鼓勵及早使用 5G 技術的資助 企業 60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6 遙距營商計劃 企業 500 創新及科技局 創新科技署 

7 對建造業顧問公司的培訓資助  企業 30 發展局 建造業議會 

8 技能提升等額補助金計劃 企業 100 公務員事務局統籌 有關法定機構、業界團體

及相關組織 

 對特定行業提供的一次性援助 

9 對補習學校的紓困資助 企業 120 教育局 教育局 

10 對學校及專上院校餐飲服務提供者、

學校興趣班及校巴服務提供者的紓困

資助 

企業 419 教育局 教育局 

11 向註冊體育教練提供一次性的補助金  從業員 116 民政事務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體育

總會/體育機構 

12 為津助非政府福利機構聘用以給服務

使用者提供訓練和指導的特約工作人

員提供補助金 

企業 61.5 勞工及福利局 社會福利署 

                                                 
6 第二輪 1,375 億元防疫抗疫基金措施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anti-epidemic-fund-2.html  

https://www.ess.gov.hk/zh/
https://www.pico.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4/20/P2020042000536.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4/27/P2020042700513.htm
http://www.hklawsoc.org.hk/pub_c/default.asp
https://www.hkba.org/zh-hant/covid-19/lawtech-fund
https://www.hkba.org/zh-hant/covid-19/lawtech-fund
https://www.doj.gov.hk/chi/
https://www.ofca.gov.hk/tc/industry_focus/telecommunications/5g_subsidy/index.html
https://www.ofca.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hkpc.org/zh-HK/distance-business-programme
https://www.itc.gov.hk/ch/index.html
http://www.cic.hk/chi/main/anti_epidemic_fund_2nd/
http://www.cic.hk/chi/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4/21/P2020042100672.htm
https://www.edb.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4/21/P2020042100672.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4/21/P2020042100672.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4/21/P2020042100672.htm
https://www.edb.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lcsd.gov.hk/tc/programmes/programmeslist/sss/subsidyscheme.html
https://www.lcsd.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529/tc/Application_Guide_for_Relief_Grants-Chi.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529/tc/Application_Guide_for_Relief_Grants-Chi.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529/tc/Application_Guide_for_Relief_Grants-Chi.pdf
https://www.swd.gov.hk/tc/index/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anti-epidemic-fund-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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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措施 

受助 

對象 

承擔金額 

(百萬元) 政策局 執行機構 

13 都市固體廢物轉運服務帳戶持有人補

貼計劃 

企業 7 環境局 環境保護署 

14 為本地漁農生產者提供資助 企業 76 食物及衞生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15 為交易所參與者及證監會持牌人提供 

特別資助 

從業員 14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 

16 向地產代理業界的個人持牌人提供現

金津貼 

從業員 135 運輸及房屋局 地產代理監管局  

17 向客運業界提供的補貼 企業 3,409.15 運輸及房屋局 運輸署 

18 支援創意產業 企業 89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創意香港 

19 旅遊業支援計劃 企業 1,070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旅遊事務署 

20 紓緩建造業的措施 企業 4,335 發展局 建造業議會 

21 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元創方和 

反轉天橋底行動的營運機構提供資助 

企業 36 發展局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22 航空業的補貼計劃 企業 367 運輸及房屋局 民航處、香港機場管理局 

23 餐飲處所（社交距離）資助計劃  企業 9,520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影響的處所的資助計劃 

24 遊戲機中心資助計劃 企業 24 民政事務局 

 

食物及衞生局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民政事務總署屬下的牌照

事務處 

食物環境衛生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屬下的

人力資源規劃及扶貧統籌

處 

體育總會 

民政事務局 

25 商營浴室資助計劃 企業 5 

26 健身中心資助計劃 企業 171 

27 遊樂場所牌照持有人資助計劃  企業 6 

28 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持有人資助計劃  企業 24 

29 麻將／天九牌照持有人資助計劃  企業 6.6 

30 美容院、按摩院及派對房間資助計劃  企業 860 

31 會址資助計劃 企業 58 

32 康體用地資助計劃 企業 8 

 紓緩企業及個人現金流轉困難 

33 減免 20%港鐵車費及暫時放寬公共交

通費用補貼計劃的每月公共交通開支

水平 

公眾 800 運輸及房屋局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運輸署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4/18/P2020041800434.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4/18/P2020041800434.htm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top.html
https://www.afcd.gov.hk/tc_chi/index.html
https://www.afcd.gov.hk/tc_chi/index.html
https://aef.hksi.org/aef/?lang=zh_HK
https://aef.hksi.org/aef/?lang=zh_HK
https://www.fstb.gov.hk/tc/
https://www.hksi.org/hk/
http://www.eaa.org.hk/zh-hk/
https://www.td.gov.hk/tc/fsub/index.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4/20/P2020042000567.htm
https://www.createhk.gov.hk/tc/home.htm
https://www.tourism.gov.hk/tc_chi/welcome/welcome.html
https://www.tourism.gov.hk/tc_chi/welcome/welcome.html
http://www.cic.hk/chi/main/anti_epidemic_fund_2nd/
http://www.cic.hk/chi/
https://www.heritage.gov.hk/tc/index.htm
https://www.ekeo.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cad.gov.hk/chinese/home.html
https://www.hongkongairport.com/tc/airport-authority/vision-mission/
https://www.fehd.gov.hk/tc_chi/licensing/subsidy_scheme_v2/application_guide_CS.html
https://www.fehd.gov.hk/tc_chi/index.html
https://www.hadla.gov.hk/el/filemanager/common/docs/home/LetterToAGC_20200427_chi.pdf
https://www.hadla.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hadla.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fehd.gov.hk/tc_chi/events/Anti-epidemic_Fund/index_ver2.html
https://www.lcsd.gov.hk/tc/
https://www.lcsd.gov.hk/tc/programmes/programmeslist/sss/nsa.html
https://www.hab.gov.hk/tc/home/index.htm
https://www.fehd.gov.hk/tc_chi/licensing/subsidy_scheme_v2/application_guide_CBH.html
https://www.hab.gov.hk/tc/policy_responsibilities/fitness/anti_epidemic_fund.htm
https://www.lcsd.gov.hk/tc/licensing/subsidyscheme.html
https://www.fehd.gov.hk/tc_chi/licensing/subsidy_scheme_v2/application_guide_PPEL.html
https://www.hadla.gov.hk/el/filemanager/common/docs/home/LetterToMJTK_20200427_chi.pdf
https://www.bmpsubsidy.gov.hk/zh/
https://www.hadla.gov.hk/filemanager/tc/docs/LetterToClubs_20200418_chi.pdf
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main/way2save_listing.html
https://www.td.gov.hk/tc/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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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7 

 

此外，2020 年 8 月 18 日，政府再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當中涵蓋 2020 年 9 至 11 月的第二

期保就業計劃於 2020 年 8 月 31 日開始申請，申請期至 2020 年 9 月 13 日。第二輪保就業計劃內容大

致與第一輪保就業計劃相似，即在 18-64 歲的「一般僱員」方面，補貼將會按僱主於「指定月份」向

每名 18-64 歲的「一般僱員」支付的實際工資的 50% 計算，工資上限為每月 18,000 元，最高補貼額為

每月 9,000 元。 

 

另外，當局亦有以下的新措施: 

 

- 為 65 歲或以上僱員提供工資補貼: 只要僱主提交的申請資料中有一名 65 歲或以上僱員，並有強積

金戶口，政府亦劃一為該 65 歲或以上僱員提供每月 5,000 元工資補貼，並要求僱主把全數 5,000

元交給僱員。 

 

情境 
僱主為僱員的 

強積金供款 
僱員工資 津貼金額 

(1) 如僱主的強積金紀錄證明書有

顯示 65 歲或以上僱員的有關工

資金額 

X V 僱員實際支付的有關工資的

50% 計算，工資上限為每月

18,000 元，最高補貼額為每月

9,000 元。 

(2) 如僱主的強積金紀錄證明書只

有顯示僱主強積金供款，但沒

有顯示僱員的工資 

V X 僱主作的自願性供款的十倍計

算，最高補貼額為每月 9,000 元。 

 

(3) 如僱主的強積金紀錄證明書沒

有顯示僱員工資或沒有顯示僱

主供款額  

X X 每人每月 5,000 元的工資補貼 

(4) 如任何一名 65 歲或以上僱員按

強積金紀錄證明書上有顯示的

基本工資金額或有顯示自願性

強積金供款額計算所得的工資

補貼少於每月 5,000 元 

V V 每人每月 5,000 元的工資補貼 

 

 

- 要求大型物業管理公司將工資補貼作出回饋: 要求大型物業管理公司把收到的工資補貼，回饋不少

於 80%給業主或業主立案法團或管理大廈的機構，回饋的方法交由業主或物管公司決定。 

- 兩大超級市場要將工資補貼向市民或弱勢社群提供優惠: 百佳及惠康，要在領取保就業的工資補貼

期間（即 2020 年 9 至 11 月），為顧客提供各方面減價優惠，或為弱勢社群、非政府機構，以超市

券形式幫助有需要的人。8 

 

                                                 
7 行政長官於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開場發言及答問內容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  (2020 年 8 月 18 日 )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8/18/P2020081800417.htm 
8 「保就業」計劃第二期簡介 https://www.ess.gov.hk/zh/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8/18/P2020081800417.htm
https://www.ess.gov.hk/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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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措施無疑能為早前被忽略的年長僱員提供部份協助，同時某程度上糾正了大型連鎖超市受惠

後，市民卻未能受惠的問題，但措施仍屬杯水車薪，未能直接和有效地為基層市民提供持續支援。再

者，如同第一輪的保就業計劃，第二輪的保就業計劃提供的工資補貼，申請和獲發工資補貼皆為僱主，

前線僱員不一定能直接受惠獲取有關補貼。再者，儘管有公司未能受影響，僱主仍可以申領工資補貼

增加公司收入，而前線僱員卻未能有半點獲益。 

 

1.5 各項措施未以市民或僱員為本  基層普遍難以受惠 

 

從上述各計劃可見，由於絕大部份的措施的受助對象均並非市民或僱員，相反是傾向支援僱主或

企業；雖然支援各中小企業營運亦間接協助企業內的員工，惟前線員工難以直接受惠。此外，惠及市

民或僱員的支援計劃，亦出現申請條件嚴苛、援助時期太短、支援金額不足等問題，導致市民和基層

員工難以全面受惠，各項支援亟待改善。由於基層勞工及其家庭收入及資產均處於極低水平，面對極

為惡劣的就業環境，對抗疫境的能力亦為更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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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810 億「保就業」計劃簡介及其問題 

 

當局最主要支援各項各業的措施中，規模及金額最龐大的要算是「保就業計劃」9，惟該計劃根本
以企業/僱主為主要支援對象，僱員並未能直接受惠；再者，計劃當中亦有不少問題: 

 

「保就業」計劃簡介 

 

1. 申請承諾 

參加計劃的僱主須簽署承諾書，承諾 –  

(一) 在接受政府工資補貼期間不會裁員；及(二) 把政府工資補貼全數金額用於僱員工資。 

 

2. 申請資格 

僱主 

 

參與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的僱主 

一般而言，除不具備申請資格的僱主外（見下文），所有參與強積金計劃（包括集成信託計劃及行業計

劃）的僱主，都可為以下類別的僱員申請工資補貼： 

 

集成信託計劃及行業計劃下的「一般僱員」1，而僱主有為這些僱員作強制性供款； 

集成信託計劃及行業計劃下 65 歲或以上的僱員。 

 

須注意，僱主不能為其參與的集成信託計劃及行業計劃下「臨時僱員」2 申請工資補貼。 

申請第一期 3 工資補貼的僱主和僱員強積金戶口，必須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或以前已經開設（即不能

將開設日期追溯至該日或較早日子）。換言之，在 2020 年 4 月 1 日或以後才開設強積金戶口的僱主及

僱員，不具備申請資格。 

 
1 「一般僱員」是指年滿 18 歲至未滿 65 歲，連續受僱 60 日或以上的人士。 
2 「臨時僱員」是指年滿 18 歲至未滿 65 歲，從事建造業或飲食業的僱員，並由僱主按日僱用或僱用一

段少於 60 日的固定期間。 
3 即下文所指的 2020 年 6 月至 8 月的補貼。 

 

設立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 

除不具備申請資格的僱主外（見下文），有為僱員設立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包括職業退休註

冊計劃或職業退休豁免計劃）的僱主，可為參與其職業退休計劃的僱員申請工資補貼。有關申請涵蓋

的僱員必須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或以前經已成為有關職業退休計劃的成員（即不能將日期追溯至該日

或較早日子）。 

 

不具備申請資格的僱主（涵蓋強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僱主）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9 香港特區政府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保就業」計劃（計劃），透過向僱主提供有時限的財政支援，協助他們支
付員工的薪金，以保留可能會被遣散的僱員。https://www.ess.gov.hk/zh/  

https://www.ess.gov.hk/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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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其他政府和國際組織的辦事處 

指定法定機構及公司 

指定公營機構、政府擁有的公司或資助機構 

(上述不具備申請資格類別的僱主名單載於此名單) 

 

在「餐飲處所（社交距離）資助計劃」下已為有關商業登記證涵蓋的持牌處所遞交申請的持牌人（包

括正在處理或已獲批准的申請）。 

以下類別僱員因工資由政府資助，僱主不能為有關僱員申請工資補貼： 

政府資助機構旗下由政府全數資助工資的僱員。 

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顧問公司旗下專職為政府合約提供服務的僱員。 

 

自僱人士 

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已開設（即不能將開設日期追溯至該日或較早日子），並於當日仍未取消之

強積金戶口的自僱人士。 

若同一自僱人士擁有多於一個強積金戶口，亦只可以於「保就業」計劃下申請一次一筆過 7,500 元的

資助。 

 

不具備申請資格的自僱人士 

已申請教育局「校巴服務提供者資助計劃」津貼、提供校巴服務的校巴司機、學校私家小巴司機及保

姆的自由作業者 4。 

已申請旅遊事務署「以接載旅客為主的旅遊服務巴士司機支援計劃」津貼，主業為旅遊服務巴士司機

的自由作業者 5。 

 
4 經營一車隊或一輛巴士／學校私家小巴並兼任司機／保姆者除外，他們可在本計劃下以自僱人士身份

申請資助，並同時在「校巴服務提供者資助計劃」下申請資助。 
5 經營一車隊／一輛巴士並兼任司機者除外，他們可在本計劃下以自僱人士身份申請資助，並同時在「以

接載旅客為主的旅遊服務巴士司機支援計劃」下申請資助。 

 

3. 工資補貼額及計算方法 

政府將會為合資格僱主提供為期六個月的工資補貼。補貼將分兩期向僱主發放，第一期補貼涵蓋 2020

年 6 月至 8 月。第二期補貼涵蓋 2020 年 9 月至 11 月。 

 

參與強積金計劃的僱主 

申請第一期補貼的僱主可選擇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3 月的任何一個月份作為「指定月份」，以這個

月的僱員人數及「有關入息」(Relevant Income)，作為計算補貼的基礎 : 

18-64 歲的「一般僱員」 

補貼將會按僱主於「指定月份」向每名 18-64 歲的「一般僱員」支付的實際工資的 50% 計算，工資上

限為每月 18,000 元，最高補貼額為每月 9,000 元。 

65 歲或以上的僱員 

如僱主為 65 歲或以上僱員作自願性強積金供款時有提供個別僱員的基本工資金額，補貼將會按其於

https://www.ess.gov.hk/pdf/Exclusion_List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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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月份」向有關僱員實際支付的基本工資的 50%計算，工資上限為每月 18,000 元，最高補貼額為

每月 9,000 元。 

如僱主為相關僱員作自願性強積金供款時並無提供個別僱員的基本工資金額，補貼將會按其於「指定

月份」為有關僱員作的自願性供款的十倍計算，最高補貼額為每月 9,000 元。 

 

已為其 65 歲或以上僱員申請「保就業」計劃工資補貼的綠色小巴或渡輪營辦商僱主，不可同時為該批

僱員申請運輸署為 65 歲或以上綠色小巴或渡輪僱員特設的補貼計劃，以免享受雙重補貼。 

若僱主同時為 18-64 歲的「一般僱員」及 65 歲或以上的僱員申領補貼，則須選擇同一個月份作為「指

定月份」，以計算所有僱員的工資補貼。 

 

設立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 

申請第一期補貼的僱主可選擇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3 月的任何一個月份作為「指定月份」，補貼將

會按僱主於「指定月份」向每名僱員支付的實際工資的 50% 計算，工資上限為每月 18,000 元，最高

補貼為每月 9,000 元。 

 

自僱人士 

每名合資格自僱人士可獲提供一筆過 7,500 元的資助。 

 

由政府資助部分僱員工資並已收到有關部門信件通知的僱主 

有關僱主只可就工資並非由政府全數資助，而機構亦有作強積金供款或設立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

計劃的僱員申請補貼。上述補貼的計算方法會以該部分合資格僱員的人數及實際工資作為計算補貼的

基礎。「保就業」計劃秘書處已透過相關政府部門發信提醒這些機構上述申領資格。 

 

4. 罰則 

申請工資補貼的僱主在提交申請時須簽署承諾書，承諾在接受補貼期間不會裁員，就第一期補貼而言，

即是接受補貼期內（即 2020 年 6 月至 8 月），任何一個月有支薪的僱員總數，不能少於 2020 年 3 月的

僱員總數（無論當時有否支薪）。僱主亦須承諾把政府工資補貼全數金額用於僱員工資。 

 

就領取第一期補貼的僱主而言，在接受補貼的三個月期間，若未有把領取的當月補貼全數用於支付僱

員同一月份的工資，政府將取回未有用於支付工資的補貼金額。此外，若僱主在補貼期間任何一個月

有支薪的僱員總數，少於 2020 年 3 月的僱員總數（無論當時有否支薪），僱主須向政府繳付罰款。個

別月份所須繳付罰款的計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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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僱員總數 

（無論當時有否支薪） 

罰款百分率 

少於 10 人 10% 

10 - 49 人 20% 

50 - 99 人 40% 

100 - 499 人 60% 

500 人或以上 80% 

請注意： 

若僱主有為新入職僱員於 2020 年 3 月作強積金供款，並顯示於該月的強積金紀錄證明書，有關僱員會

被納入計算 2020 年 3 月的僱員總數，作為與補貼期內（2020 年 6 月至 8 月）僱員人數比較的基數。

同樣地，若在補貼期內任何一個月的強積金紀錄證明書顯示僱主有為新入職僱員供款，該等僱員亦會

被納入計算該月份受薪的僱員總數。 

就 65 歲或以上的僱員而言，獲批補貼的僱主向強積金受託人提交 2020 年 6 月至 8 月供款的付款結算

書時，須就 65 歲或以上僱員提供其基本工資金額，以證明在當月有支薪予相關僱員，否則有關僱員不

會被納入受薪僱員人數的計算內。 

 

5. 審查及監察機制 

 

計劃下會設立適當的監察及審核機制，在審批申請的過程中及完成審批後，「保就業」計劃秘書處及／

或其代理人會審視和抽查僱主提交的資料，並到被抽查的僱主機構作現場審核。計劃亦會採取高透明

度方式，讓社會及僱員作出監察，包括公布已領取補貼的僱主名單、受惠僱員總數及補貼額，相關僱

員及社會人士因而會得知僱主領取了資助。若僱主濫用或違反計劃條件，僱員或社會人士可向當局舉

報。 

 

資料來源: 「保就業」計劃網站 https://www.ess.gov.hk/zh  

 

https://www.ess.gov.hk/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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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預計，為數兩期的「保就業」計劃，涉及開支逾 810 億元，然而，計劃最大的問題是難

以令僱員直接受惠，並有以下不少問題，包括: 

 

(1) 向收入高於津貼上限的僱員減薪: 僱主可以因應計劃的工資上限 1.8 萬元，每名僱主最多可獲 9,000

元津貼，僱主可以將月薪高於 1.8 萬元的員工減薪，一方面仍領取最高的 9,000 元津貼，同時亦可

減少該月的薪金開支。 

 

(2) 要求僱員放無薪假: 僱主可以工作量減少為理由，要求僱員放取半個月的無薪假，若以月薪 1.8 萬

元的僱員計算，僱主最多可領取 9,000 元津貼，但該月僱員實際只能獲取半個月薪金，僱主該月變

相節省 9,000 元開支，僱員亦未能受惠。 

 

(3) 僱主領取津貼後裁員: 雖然政府規定領取津貼的僱主承諾不裁減僱員人數，惟若僱員有犯錯才可以

被解僱；為此，僱主可在領取補貼後，以員工犯錯為由而辭退該員工，並更較低的工資聘用另一名

新僱員，僱主一方面能節省開支，同時亦可以維持原有向當局承諾聘用的員工人數。 

 

(4) 僱主或可與僱員合謀領取津貼瓜分: 另外，僱主或可與僱員共同合謀，例如將原有低於上限的每月

工資，上調至 1.8 萬的上限，藉此領取 9,000 津貼，然後各自攤分津貼。當然，此舉僱主或僱員均

會有刑事責任，但為保工作，僱員仍有可能就犯，仍有欺騙計劃之風險。 

 

(5) 邀請親友當作員工: 僱主亦可以在計劃展開後解僱原來僱員，並聘用親友當作員工並進行強積金供

款，以維持原來僱員人數，從而申請並盡領相關津貼。此舉雖然同樣須負刑責，但利益當前，當局

亦只抽查個別申請個案，申請者仍有極大引因以身試法。 

 

另方面，當局表示計劃下會設立適當的監察及審核機制，在審批申請的過程中及完成審批後，公布

已領取補貼的僱主名單、受惠僱員總數及補貼額，並採取高透明度方式，讓社會及僱員作出監察。惟

實際上，僱員作為被聘用方，為保工作，大多時候均不敢舉報僱主違規的行為，或提出任何異議，根

本難以作出舉報；加上社會大眾亦甚少能監察各企業僱主發放薪酬的內部運作情況，可見所謂公眾監

察機制現實上並不可行。 

 

由此看來，縱使聘用僱員人數不變，以及將政府工資補貼全數金額用於僱員工資上，真正受惠的仍

是僱主，而非僱員，可見計劃未能直接扶助各行業的前線僱員。因此，在第二輪或往後的推行中，當

局應檢視如何確保僱員能直接受惠於此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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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其他主要支援僱員和基層人士的措施 

 

在各項支援僱員和基層人士等弱勢社群的措施中，當中較為主要三大類別，惟當中亦有不少問題，

包括:  

 

(1) 支援在職貧窮家庭: 向合資格的在職家庭津貼住戶及學生資助住戶發放特別津貼； 

(2) 支援失業家庭: 短期放寬申領綜援的資產限額10； 

(3) 加強對弱勢社群的一次性支援: 例如: 向綜援受助人、領取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 

 

1.5.3 支援在職貧窮家庭: 向合資格的在職家庭津貼住戶及學生資助住戶發放特別津貼 11 

 

行政長官在 2020 年 1 月 14 日宣布向合資格的職津住戶及學生資助住戶發放特別津貼。 

 

(A) 就職津住戶而言，由 2019 年 4 月 1 日至特別津貼撥款建議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核當天(即 2020

年 2 月 21 日)曾提交職津申請並最終獲批申請的住戶可獲特別津貼。其可獲的一筆過金額相當於兩

個月的職津津貼額，而每月金額則按於上述期間最近一次提交（而最終獲批）的職津申請中獲批月

份中的最高津貼金額。視乎領取職津的住戶成員組合及情況，他們實際可領取的特別津貼款額將會

有所差異。舉例來說，一個育有兩名兒童的四人住戶將最多可獲 6,400 元特別津貼（即每月最高 3,200

元職津的兩倍），至於一人住戶，則最多可獲 2,400 元特別津貼（即每月最高 1,200 元職津的兩倍）。 

 

(B) 至於學生資助住戶，於 2019/20 學年領取設入息審查的學前和中小學學生資助住戶（註）可獲特別

津貼。每個合資格住戶可獲發的一筆過津貼金額為 4,640 元，即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

職津住戶的整體平均每月金額（即 2,320 元）的兩倍（2,320 元 x 2）。 

 

若住戶皆為職津及學生資助受惠住戶，則會按(A)或(B)較高額的一項發放特別津貼。 

 

註: 設入息審查的學前和中小學學生資助計劃包括(i) 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ii) 幼稚園及幼兒中
心學費減免計劃；(iii)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iv)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v) 上網費津貼計劃；(vi) 指定夜
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以及 (vii) 向毅進文憑學員提供的經濟援助。 

 

 

1.5.4 津貼金額偏低、無子女或無申領職津貧窮戶未能受惠 

 

根據當局估計，預計大約 58,000 個職津住戶及 145,000 個學生資助住戶將受惠於這項一筆過特別津

貼。12上述計劃規定，合資格家庭平均每戶可獲約 5,000 元，惟受惠住戶必須曾申領在職家庭津貼(簡

稱「職津)」或任何設入息審查的學生資助。事實上，基層低收入住戶不一定有申請職津/學生資助，

有申領職津的家庭僅佔約三成；13再者，由於並非所有合資格的職津住戶均為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14，

                                                 
10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社會福利署(2020 年 5 月) 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透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系統提供為

期 6 個月的失業支援(即短暫放寬健全人士資產限額的安排(短暫放寬資產限額安排))(發出日期﹕2020 年 5 月)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faqs/page_socialsecu/#22 
11 向合資格的在職家庭津貼住戶及學生資助住戶發放特別津貼 常見問題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faq/special_allowance/faq.htm 
1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局長網誌 同心抗疫 共渡難關 (2020 年 2 月 23 日) 
https://www.lwb.gov.hk/tc/blog/post_23022020.html 
13 根據《2018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資料。截至 2019 年 9 月底，逾 56,000 個住戶（逾 188,000 人，包括約 76,000 名合資
格兒童）受惠於職津計劃，2018 年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數目為 18.6 萬，貧窮人口(政策介入前)為 62.2 萬人；縱使假設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faqs/page_socialsecu/#22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faq/special_allowance/faq.htm
https://www.lwb.gov.hk/tc/blog/post_23022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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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正有申領職津的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的百分比將會更低。換言之，受惠上述津貼的非綜援在

職貧窮家庭實際人數較小。再加上，2019 年下半年受反修例事件影響，不少基職勞工面對失業或開工

不足，甚或一直因無收入及工時證明遲遲無申請職津，或不符合申領職津的資格，難以受惠於上述措

施。 

 

另方面，縱使低收入家庭有申領職津，同樣 2019 年下半年受反修例事件影響，不少受助家庭均面

對失業或開工不足，導致獲發金額偏低，縱使以過去六個月中最高一個月的津貼計算新津貼額，低收

入家庭獲發金額亦會偏低。此外，貧窮家庭可以是單人，或只有夫妻而無子女，並無申請學生資助，

亦無申領職津，反映計劃並未能全面支援非綜援在職貧窮家庭。 

 

另一方面，疫症蔓延下，在職貧窮家庭普遍面對開工不足的問題，導致工時難以符合資格申領職津，
參考現時職津中的工時要求(每月總工時: 144 至 168 小時/基本津貼、168 至 192 小時/中額津貼、192 小
時或以上/高額津貼)(見下表)，估計不少受助住戶均難以符合高額津貼的規定，令每月領取的津貼金額

減少。為此，當局應考慮在疫症非常時期，放寬甚至豁免工時限制，讓更多在職貧窮家庭獲得更高額
的經濟支援。 

 

在職家庭津貼的工時要求15 

工時包括: 

申請人及其他為申請津貼合併計算工時的在職(受僱或自僱)住戶成員的有薪工時 

有薪假日和缺勤(例如病假及產假等)換算的工時 

非單親及單親*住戶每月總工作達以下時數，可申領以下的津貼： 

每月總工時 (小時) 每月每個住戶的津貼 

144 至 168 以下(非單親住戶) 

36 至 54 以下(單親住戶) 

全額基本津貼：$800 

3/4 額基本津貼：$600 

半額基本津貼：$400 

168 至 192 以下(非單親住戶) 

54 至 72 以下(單親住戶) 

全額中額津貼：$1,000 

3/4 額中額津貼：$750 

半額中額津貼：$500 

192 或以上(非單親住戶) 

72 或以上(單親住戶) 

全額高額津貼：$1,200 

3/4 額高額津貼：$900 

半額高額津貼：$600 

*在職單親父/母申請人須與最少一名 15 歲以下的子女同住。 

合資格住戶的每名成員均須在港生活。住戶一般意指居於同一處所，並有緊密經濟聯繫的人士組成的

單位。 

 

                                                                                                                                                                                     
有受惠人士均屬低收入家庭，受惠職津的低收入住戶及人數均佔約三成。 
《2018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扶貧委員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 年 12 月)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chi/pdf/Hong_Kong_Poverty_Situation_Report_2018(2019.12.13).pdf 
14 全額津貼住戶每月入息上限為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即 50%或以下)；3/4 額津貼住戶每月入
息上限是高於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但不高於六成(即 50%以上至 60%以下)；半額津貼住戶每月
入息上限是高於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六成但不高於七成(即 60%以上至 70%以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 網站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eligibility.htm 
15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申請資格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eligibility.htm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chi/pdf/Hong_Kong_Poverty_Situation_Report_2018(2019.12.13).pdf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eligibility.htm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eligibili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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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支援失業家庭: 短期放寬申領綜援的資產限額16 

 

另外，在支援失業家庭方面，本港並沒有設立失業援助制度，面對失業人士，主要透過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計劃(綜援)制度支援。綜援制度屬非供款式的福利計劃，只要申請人符合入息和經濟審查，以
及居港年期等規定，便可以按住戶人數的每月認可需要，領取相應的援助金額，當中包括標準金額、
補助金和特別津貼。 

 

1.5.6 綜援資產水平過低  非常時期未能廣泛照顧失業家庭 

 

在計算資產水平方面，根據現行綜援制度定義的資產，包括: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所擁有的資產，
當中包括在香港、澳門、內地及海外所擁有的土地／物業、現金、銀行存款、保險計劃的現金價值、
年金計劃的投保保費金額／退保金額、股票及股份的投資及其他可變換現金的資產。然而，由於資產
包括保險現金價值及紅利，部份基層勞工雖有為自己或家人投保(如:人壽、醫療、危疾保單等)，屬長
期為自身或家人提供的保障，難以中途退出取回現金價值，既要向保險公司支付利息，減少能提出的

現金價值，同時失去原投保計劃日後的生活保障；若因疫症而面對失業的住戶，因計及變現後的現金
價值而導致超出資產限額，因而不符未能申領綜援，將令有需要的家庭未能獲得適時支援。 

 

綜援制度同時發揮失業援助的功能，資產限額宜具一定彈性，以廣泛照顧疫症下失業的家庭。由於
現有綜援資產限額偏低，政府於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提供為期 6 個月的失業支援，即短暫放
寬健全人士資產限額，當局估計計劃會惠及約四萬個住戶，總開支約 35 億 2,000 萬元。17具體安排(短
暫放寬資產限額安排)如下： 

 

 由 2020 年 2 月 1 日起 

生效的資產限額（元） 

由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經放寬的資產限額（元) 

單身人士個案 

健全成人 33,000 66,000 

兒童、長者、殘疾或經醫生證明為健

康欠佳人士 

50,000 維持不變 

有健全成人的家庭個案 

健全成人／兒童的成員 該類成員人數 資產限額（元) 該類成員人數 資產限額（元) 

1 22,000 1 44,000 

2 44,000 2 88,000 

3 66,000 3 132,000 

4 人或以上 88,000 4 人或以上 176,000 

年老、殘疾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

的成員 

該類成員人數 資產限額(元) 維持不變 

1 50,000 

2 75,000 

3 100,000 

4 125,000 

5 150,000 

                                                 
1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社會福利署(2020 年 5 月) 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透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系統提供為

期 6 個月的失業支援(即短暫放寬健全人士資產限額的安排(短暫放寬資產限額安排))(發出日期﹕2020 年 5 月)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faqs/page_socialsecu/#22 
17 立法會六題：向失業人士提供的援助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0 年 5 月 6 日)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5/06/P2020050600309.htm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faqs/page_socialsecu/#22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5/06/P20200506003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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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75,000 

沒有健全成人的家庭個案 

 該類成員人數 資產限額（元) 維持不變 

2 75,000 

3 100,000 

4 125,000 

5 150,000 

6* 175,000 

*其後每名成員加 25,000 元 

 

然而，縱使申領資產限額上升一倍，惟資產限額仍處於極低水平，例如: 44,000(1 人)、88,000(2 人)、

132,000(3 人)及 176,000(4 人)。再者，本港社會上長期對綜援受助人存有負面標籤，縱使確實有經濟

需要，亦符合申請資格，有需要的市民亦不願意申請綜援。由於面臨失業的家庭數目和涉及人口在疫

症期間不斷增加，在非常時期，當局有必要進一步擴大綜援安全網的受助對象範圍，例如: 將資產水

平調升至在職家庭津貼的資產限額水平，教育及呼籲有需要的市民申領綜援，適時支援更多失業家庭

(參見下表)。18 

 

適用於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的在職津貼申領月份入息及資產限額 

住戶 

人數 

全額津貼 

住戶每月入息上限 

3/4 額津貼 

住戶每月入息上限 

半額津貼 

住戶每月入息上限 

各項津貼 

住戶資產上限 

1 人 10,100 元 12,100 元 14,100 元 266,000 元 

2 人 14,700 元 17,600 元 20,500 元 360,000 元 

3 人 17,900 元 21,500 元 25,100 元 469,000 元 

4 人 22,400 元 26,800 元 31,300 元 548,000 元 

5 人 23,200 元 27,800 元 32,500 元 609,000 元 

6 人 24,300 元 29,100 元 34,000 元 659,000 元 

7 人 24,300 元 29,100 元 34,000 元 703,000 元 

8 人 24,300 元 29,100 元 34,000 元 737,000 元 

9 人 24,300 元 29,100 元 34,000 元 815,000 元 

10 人或以上 24,300 元 29,100 元 34,000 元 878,000 元 

 

                                                 
18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適用於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的申領月份入息及資產限額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assets.htm  

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asse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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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加強對弱勢社群的一次性支援  因應疫症延長應「加碼」 

 

抗疫措施中包括不少對弱勢社群的一次性經濟支援，包括例如: 向綜援受助人、領取高齡津貼、長
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交通津貼等福利受助人發放一個月額外津助，為低收入公屋租戶代繳一個月
租金等。 

 

以上津貼皆屬一次性支援，未能全面支援各弱勢社群，當局應考慮是否需要將津貼「加碼」，增加

津貼的金額或月份，長遠而言，當局亦應檢討各項津貼的標準金額，以強化制度上對社群的經濟支援。 

 

2. 對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士的支援 

 

2.1 現存支援失業人士的制度 

 

2.1.1 綜援及其他失業援助計劃 

 

因此，在支援失業人士的制度上而言，現時本港主要透過綜援制度，以及當中的失業援助計劃，包

括: 綜援下的自力更生支援計劃(包括積極就業援助計劃、綜援受助人參與社區工作、豁免入息計算計

劃)支援失業人士。另外，僱員再培訓局透過約 80 所培訓機構提供僱員再培訓及就業輔導服務予 30 歲

或以上、學歷不超過初中程度的成人，特別是那些受香港經濟轉型影響的工人。該局在 2007 年 12 月

擴大服務對象範疇，涵蓋 15 歲或以上、具副學位或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士，並於 2008 年中重新定位，

為課程引入「可持續發展」的元素，幫助學員獲取認可，以至專業資歷，為學員構建進修階梯。培訓

課程包括為失業人士而設的「就業掛鈎課程」、跨行業適用的「通用技能課程」、協助在職人士提升技

能的「技能提升課程」，以及為特定服務對象而設的「青年培育計劃」、殘疾及工傷康復人士課程、更

生人士課程、以英語授課的少數族裔人士課程及新來港人士課程。 

在專為失業人士提供的就業掛鈎課程，課程費用全免。非就業掛鈎課程屬收費課程，學費金額以遞

交課程申請表時本局所訂定有關課程的學費金額為準。凡沒有收入或每月入息為 12,000 元或以下的申

請人，可申請豁免繳費。此外，就讀為期七天或以上的就業掛鈎課程的失業人士可獲再培訓津貼。學

員須符合再培訓津貼發放的準則，包括課堂出席率須達八成或以上，方可申領津貼，按課程類別分享，

學員每日可獲津貼額介乎 44 元至 223 元(見下圖)。19 

 

                                                 
19 僱員再培訓局課程總覽（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就業掛鈎課程／通用技能課程／特定服務對象課程／ 青年

培訓課程）之資料修訂 
https://www.erb.org/authorsmith/documents/course_prospectus/202005%20Errata/%E3%80%8C%E8%AA%B2%E7%A8%8B%E7%B8%BD%E8%A6%BD%E3%80%8D2020%E5%B9%B44%E6%9C%88%E8%87

%B32021%E5%B9%B43%E6%9C%88%20%EF%BC%88%E5%B0%B1%E6%A5%AD%E6%8E%9B%E9%88%8E%E8%AA%B2%E7%A8%8B%EF%BC%8F%E9%80%9A%E7%94%A8%E6%8A%80%E8%83

%BD%E8%AA%B2%E7%A8%8B%EF%BC%8F%E7%89%B9%E5%AE%9A%E6%9C%8D%E5%8B%99%E5%B0%8D%E8%B1%A1%E8%AA%B2%E7%A8%8B%EF%BC%8F%E9%9D%92%E5%B9%B4%E

5%9F%B9%E8%A8%93%E8%AA%B2%E7%A8%8B%EF%BC%89%E4%BF%AE%E8%A8%82%E5%95%9F%E7%A4%BA.pdf 

https://www.erb.org/authorsmith/documents/course_prospectus/202005%20Errata/%E3%80%8C%E8%AA%B2%E7%A8%8B%E7%B8%BD%E8%A6%BD%E3%80%8D2020%E5%B9%B44%E6%9C%88%E8%87%B32021%E5%B9%B43%E6%9C%88%20%EF%BC%88%E5%B0%B1%E6%A5%AD%E6%8E%9B%E9%88%8E%E8%AA%B2%E7%A8%8B%EF%BC%8F%E9%80%9A%E7%94%A8%E6%8A%80%E8%83%BD%E8%AA%B2%E7%A8%8B%EF%BC%8F%E7%89%B9%E5%AE%9A%E6%9C%8D%E5%8B%99%E5%B0%8D%E8%B1%A1%E8%AA%B2%E7%A8%8B%EF%BC%8F%E9%9D%92%E5%B9%B4%E5%9F%B9%E8%A8%93%E8%AA%B2%E7%A8%8B%EF%BC%89%E4%BF%AE%E8%A8%82%E5%95%9F%E7%A4%BA.pdf
https://www.erb.org/authorsmith/documents/course_prospectus/202005%20Errata/%E3%80%8C%E8%AA%B2%E7%A8%8B%E7%B8%BD%E8%A6%BD%E3%80%8D2020%E5%B9%B44%E6%9C%88%E8%87%B32021%E5%B9%B43%E6%9C%88%20%EF%BC%88%E5%B0%B1%E6%A5%AD%E6%8E%9B%E9%88%8E%E8%AA%B2%E7%A8%8B%EF%BC%8F%E9%80%9A%E7%94%A8%E6%8A%80%E8%83%BD%E8%AA%B2%E7%A8%8B%EF%BC%8F%E7%89%B9%E5%AE%9A%E6%9C%8D%E5%8B%99%E5%B0%8D%E8%B1%A1%E8%AA%B2%E7%A8%8B%EF%BC%8F%E9%9D%92%E5%B9%B4%E5%9F%B9%E8%A8%93%E8%AA%B2%E7%A8%8B%EF%BC%89%E4%BF%AE%E8%A8%82%E5%95%9F%E7%A4%BA.pdf
https://www.erb.org/authorsmith/documents/course_prospectus/202005%20Errata/%E3%80%8C%E8%AA%B2%E7%A8%8B%E7%B8%BD%E8%A6%BD%E3%80%8D2020%E5%B9%B44%E6%9C%88%E8%87%B32021%E5%B9%B43%E6%9C%88%20%EF%BC%88%E5%B0%B1%E6%A5%AD%E6%8E%9B%E9%88%8E%E8%AA%B2%E7%A8%8B%EF%BC%8F%E9%80%9A%E7%94%A8%E6%8A%80%E8%83%BD%E8%AA%B2%E7%A8%8B%EF%BC%8F%E7%89%B9%E5%AE%9A%E6%9C%8D%E5%8B%99%E5%B0%8D%E8%B1%A1%E8%AA%B2%E7%A8%8B%EF%BC%8F%E9%9D%92%E5%B9%B4%E5%9F%B9%E8%A8%93%E8%AA%B2%E7%A8%8B%EF%BC%89%E4%BF%AE%E8%A8%82%E5%95%9F%E7%A4%BA.pdf
https://www.erb.org/authorsmith/documents/course_prospectus/202005%20Errata/%E3%80%8C%E8%AA%B2%E7%A8%8B%E7%B8%BD%E8%A6%BD%E3%80%8D2020%E5%B9%B44%E6%9C%88%E8%87%B32021%E5%B9%B43%E6%9C%88%20%EF%BC%88%E5%B0%B1%E6%A5%AD%E6%8E%9B%E9%88%8E%E8%AA%B2%E7%A8%8B%EF%BC%8F%E9%80%9A%E7%94%A8%E6%8A%80%E8%83%BD%E8%AA%B2%E7%A8%8B%EF%BC%8F%E7%89%B9%E5%AE%9A%E6%9C%8D%E5%8B%99%E5%B0%8D%E8%B1%A1%E8%AA%B2%E7%A8%8B%EF%BC%8F%E9%9D%92%E5%B9%B4%E5%9F%B9%E8%A8%93%E8%AA%B2%E7%A8%8B%EF%BC%89%E4%BF%AE%E8%A8%82%E5%95%9F%E7%A4%B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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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僱員再培訓局「特別・愛增值」計劃 

僱員再培訓局在 2019 年 10 月推出第一期「特別・愛增值」計劃，課程包括為一般人士提供的職業

技能、創新科技、通用技能三大類別課程，以及為青年、少數族裔、殘疾及工作康復人士，或已上載

資歷名冊的課程；所有課程學費全免，完成課程及符合相關畢業要求的學員可獲發證書，合資格的失

業或就業不足學員現時在受訓期間每月最高可獲 4,000 元津貼。此外，再培訓局亦於 2020 年 7 月 1 日

起推出第二期「特別・愛增值」計劃，持續支援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受經濟下行影響的失業、開工不

足或放取無薪假的就業不足人士提升技能。第二期計劃增加課程選擇至約 300 項，涵蓋 28 個行業範疇、

「創新科技」及「通用技能」範疇，每名合資格學員每月特別津貼額上限提升至 5,800 元。20 

2.2 本港設立失業援助金的爭議 

 

事實上，除綜援計劃外，民間團體過去二十多年來，一直促請政府設立失業援助金，支援失業人士。

一般而言，在論及失業福利時，一般包括(1)失業保險金和(2)失業援助金兩大部份組成。失業保險主要

是以供款形式，要求僱主或僱員需供款一段時間，並設立領取期間；至於失業援助金則主要屬非供款

性質，兩者同樣為處於失業的人士提供過度性的生活支援。若人已取盡失業福利，長遠而言，當地政

府可透過提供各種公共福利救濟，確保個別受助人能夠維持生計。 

 

以本港的情況來說，綜援制度則屬此公共福利制度。雖然本港社會討論失業援助制度多年，但特區

政府一直不支持設立失業援助制度，特別是設立失業援助金。這主要是由於當局認為失業者所需要的

是一份工作，並不是金錢接濟。就算失業者在一段時間內未能找到工作，亦可透過申領綜援解決因失

業而帶來的經濟困難。21當局提出的論點載列如下：「政府並不支持成立失業救濟金的建議。…本港市

民需要的是工作，因此，我們應致力協助失業人士盡快找到工作。」 22「他們需要的不是金錢接濟，

他們需要的是工作 …不過， 我們亦必須照顧有急需的人 …假如他們始終未能找到新工作，我們仍然

有一張穩固的安全網，繼續提供適當的協助。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最終總會提供支援，以應付基本需要。」
23 

 事實上，民間團體和勞工組織一直要求政府在綜援制度以外設立非供款式的失業援助金，失業援

助金的津貼額為每月正常收入的 80%，上限為 16,000 元，最多可領取六個月津貼。24設立失業援助金，

除了是為失業勞工提供適時支援外，更有效應對現時綜援制度的限制，包括: 避免貼上綜援社會負面

標籤、免卻綜援須整個住戶同時申請，而非以個人為單位，即提高了申請門檻和難度，未直接處理個

別失業人士的經濟需要等不足。然而，政府表示非供款非入息審查的失業援助金，在全世界任何一個

國家也沒有實行，既缺乏可持續性、恆常地增加公共開支，淡化僱主和僱員的責任(由政府承擔解僱員

工後的開支)、增加道德風險(不找工作)，導致本港失業率水平持續高企。當局更認為若香港長遠要完

善失業福利，便要設立供款性的失業保險，並要一併處理是否取代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問題。25 

 

                                                 
20 僱員再培訓 局（ ERB）「 特別・愛 增值」 計劃 https://www.erb.org/scheme 
21 與失業有關的援助制度: 香港 立法會秘書處 (2000 年 6 月) https://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sec/library/c19.pdf 
22 教育統籌司 就 〝失業援助金 〞的議案作出的致辭 ，《香港議事錄》， 22/11/1995 
23 衛生福利司 就〝失業援助金〞的議案作出的致辭，《香港議事錄》， 22/11/1995 
24 失業援助金，為何香港不能學英國？工黨主席 郭永健 (2020 年 3 月 30 日) 

http://kwokwingkin.org/wp/2020/03/%E5%A4%B1%E6%A5%AD%E6%8F%B4%E5%8A%A9%E9%87%91%EF%BC%8C%
E7%82%BA%E4%BD%95%E9%A6%99%E6%B8%AF%E4%B8%8D%E8%83%BD%E5%AD%B8%E8%8B%B1%E5%9C
%8B%EF%BC%9F/ 

2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 局長網誌 就業保障與失業保障(一至四)  
https://www.lwb.gov.hk/tc/blog/posts_2020.html  

https://www.erb.org/scheme
https://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sec/library/c19.pdf
http://kwokwingkin.org/wp/2020/03/%E5%A4%B1%E6%A5%AD%E6%8F%B4%E5%8A%A9%E9%87%91%EF%BC%8C%E7%82%BA%E4%BD%95%E9%A6%99%E6%B8%AF%E4%B8%8D%E8%83%BD%E5%AD%B8%E8%8B%B1%E5%9C%8B%EF%BC%9F/
http://kwokwingkin.org/wp/2020/03/%E5%A4%B1%E6%A5%AD%E6%8F%B4%E5%8A%A9%E9%87%91%EF%BC%8C%E7%82%BA%E4%BD%95%E9%A6%99%E6%B8%AF%E4%B8%8D%E8%83%BD%E5%AD%B8%E8%8B%B1%E5%9C%8B%EF%BC%9F/
http://kwokwingkin.org/wp/2020/03/%E5%A4%B1%E6%A5%AD%E6%8F%B4%E5%8A%A9%E9%87%91%EF%BC%8C%E7%82%BA%E4%BD%95%E9%A6%99%E6%B8%AF%E4%B8%8D%E8%83%BD%E5%AD%B8%E8%8B%B1%E5%9C%8B%EF%BC%9F/
https://www.lwb.gov.hk/tc/blog/posts_2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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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一大目的，是肯定長期服務公司的僱員的貢獻，因此絕不應被失業援

助金取代。失業援助金(即每月正常收入的 80%，上限為 16,000 元，最多可領取六個月津貼)是失業福

利的一種，短期可處理失業勞工的困境；至於長遠是否需要設立供款式的失業保險，值得社會大眾進

一步討論。若以失業率百分之 5%為平均值，以全港近 400 萬就業人口估算，即約 20 萬人處於失業狀

態；由每月資助額為 16,000 元為上限，假設中位數為 10,000 元，一人領取 6 個月為 60,000 元。換言

之，每月開支為 200,000 x 10,000=20 億元，全年開支為約 240 億元。當然，以上各項數目均有很多假

設，若失業率低於 5%、並非每名失業人士也領取、每名領取失業援助金的人士領取期中位數為 3 個

月等，可能當局每月開支便低於 20 億，全年總開支便少於 200 億元。 

 

現時世界不少國家均有設立失業救濟金26，當中包括須供款或不須供款的計劃，但大原則亦是為
失業勞工提供短期支援，避免陷入經濟困境或需墮入福利安全網；將長時間處於失業，長遠當然需要
透過綜援等社會保障度處理經濟困境: 

 

2.3 2020 年為失業和就業不足人士提供有時限現金津貼 

儘管設立失業援助金的爭議未止，政府仍推出措施回應因 2019 年發生社會事件及 2020 年新冠肺炎

疫症帶來的經濟沖擊。2020 年 1 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初宣布推出十項民生政策新措施27，當中包括

向失業人士提供有時限的現金支援，發放最多 3 個月的現金津貼。惟此計劃只適用於在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間失業一個月以上，並在 2020 年 4 月前曾領取職津或各項學生資助計劃的人

士；可見受惠的失業人士數目有限，亦非長遠支援失業人士的現金援助政策。 

                                                 
26 失業救濟金 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 各地失業救濟金金額一覽 香港經濟日報 (2020 年 3 月 27 日)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602791/%E3%80%90%E5%A4%B1%E6%A5%AD%E6%95%91%E6%BF%9F%E9%87%91%E3%80%91%E7%B6%93%E6%

BF%9F%E8%A1%B0%E9%80%80%E5%A4%B1%E6%A5%AD%E7%8E%87%E4%B8%8A%E5%8D%87%E3%80%80%E5%90%84%E5%9C%B0%E5%A4
%B1%E6%A5%AD%E6%95%91%E6%BF%9F%E9%87%91%E9%87%91%E9%A1%8D%E4%B8%80%E8%A6%BD 
27 行政長官公布十項民生政策新措施 惠及過百萬基層市民和弱勢社群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  

(2020 年 1 月 14 日)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14/P2020011400586.htm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602791/%E3%80%90%E5%A4%B1%E6%A5%AD%E6%95%91%E6%BF%9F%E9%87%91%E3%80%91%E7%B6%93%E6%BF%9F%E8%A1%B0%E9%80%80%E5%A4%B1%E6%A5%AD%E7%8E%87%E4%B8%8A%E5%8D%87%E3%80%80%E5%90%84%E5%9C%B0%E5%A4%B1%E6%A5%AD%E6%95%91%E6%BF%9F%E9%87%91%E9%87%91%E9%A1%8D%E4%B8%80%E8%A6%BD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602791/%E3%80%90%E5%A4%B1%E6%A5%AD%E6%95%91%E6%BF%9F%E9%87%91%E3%80%91%E7%B6%93%E6%BF%9F%E8%A1%B0%E9%80%80%E5%A4%B1%E6%A5%AD%E7%8E%87%E4%B8%8A%E5%8D%87%E3%80%80%E5%90%84%E5%9C%B0%E5%A4%B1%E6%A5%AD%E6%95%91%E6%BF%9F%E9%87%91%E9%87%91%E9%A1%8D%E4%B8%80%E8%A6%BD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602791/%E3%80%90%E5%A4%B1%E6%A5%AD%E6%95%91%E6%BF%9F%E9%87%91%E3%80%91%E7%B6%93%E6%BF%9F%E8%A1%B0%E9%80%80%E5%A4%B1%E6%A5%AD%E7%8E%87%E4%B8%8A%E5%8D%87%E3%80%80%E5%90%84%E5%9C%B0%E5%A4%B1%E6%A5%AD%E6%95%91%E6%BF%9F%E9%87%91%E9%87%91%E9%A1%8D%E4%B8%80%E8%A6%BD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14/P20200114005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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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目的 

 

是次問卷調查有以下目的:  

 

3.1 探討疫症下基層家庭及勞工就業及經濟情況的變化 

3.2 探討基層家庭在使用各項抗疫防疫措施的情況 

3.3 了解各項直接支援基層勞工應對疫症的津貼或各項支援的問題 

3.4 研究如何改善疫症下對基層勞工及其家庭的經濟支援 

 

4. 調查方法 

 

4.1 由於疫症期間不適宜大量人群聚集，加上時間緊迫，本 會 於 2020 年 8 月 4 日 至 8 月 14 日
期 間，透 過 網上問卷進行問卷調查(參見: https://forms.gle/f8wViUoPqqBwwCzFA)，向本會服務的
基層居民進行調查，並透過社協各居民 Whatsapp 群組中發放上述問卷，部份不懂入網的，約在中

心或透電話協助完成問卷。為聚焦了解最受疫症影響一群的情況，調查期間亦主要邀請以下基層
住戶參與問卷調查，包括:  

 

(1)租住私樓劏房、板房、籠屋、天台的住戶須負擔較公屋住戶更高昂的租金； 

(2)現時有工作或搵緊工，又沒有領取綜援或； 

(3)2020 年因疫情失業，才領綜援。 

 

4.2 為此，有關數據利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軟件系統及 Google Form 網上軟件進行簡單分析。此
外，由於有基層住戶沒有電腦登入網站填寫，工作人員需要致電基層住戶查問或約在中心，並協
助受訪基層住戶利用填寫網上問卷。 

 

https://forms.gle/f8wViUoPqqBwwCz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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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調查發現 

 

5.1 政府一次性政策支援成效 

 

受訪所事工種及受疫情影響情況: 是次調查共有 336 名受訪者，問及受訪者現時或今年疫情失業
前從事的行業種類時，當中最多從事的行業依次序如下: 飲食(31.5%)、建築地盤、建造業(9.2%)、零
售(9.2%)、清潔(8.9%)、運輸(7.4%)、保安(3.0%)等基層工種，其他(11.3%)工作包括散工、雜工、裝修、
物業維修、陪診等。(表 1) 

 

因應今次疫情期間，絕大部份受訪者(92.6%)均表示就業情況有受影響，最多受訪者(63.4%)表示開
工不足、兩成多(20.8%)表示失業、放無薪假(7.4%)、轉工(6.8%)、轉行(6.0%)、以至其他(8.6%)如減人
工等。(表 2) 

 

而在過去近 7 個月，受訪者的就業狀況亦有不同程度的轉變，以 2020 年 1 月至 7 月為例，完全就
業(即工作疫情未受疫情影響的受訪者)有四成多(40.8%)，此後表示「完全就業」的人數不斷減少至低

於 20%。相反，表示「開工不足」的受訪者，所佔人數百分比一直處於高水平，並由 2020 年 1 月的
45.2%，上升 2020 年 6 月最高的 52.9%。此外，表示「失業」的受訪者，百分比由 2020 年 1 月較低的
14.0%，上升至 2020 年 4 月最高的 35.1%，雖然 2020 年 6 月至 7 月有所下跌，但仍有近三成(29.2%)

受訪者表示 2020 年 7 月該月完全沒有工作。(表 2a) 

 

若按連續失業月份的受訪人數分類，曾面對失業總人數為 139 人，佔總受訪人數逾四成(41.4%)；
當中最多為連續失業 1 個月(18.0%)和 4 個月(18.0%)；連續失業 3 個月以上的人數(105 人)，佔總失業
人數逾七成半(75.6%)，佔總回應人數逾三成(31.5%)。(表 2ai)  

 

在疫情影響下，受訪者普遍表示今年生活出現各種困難/轉變，最多(60.4%)表示失眠/精神壓力大、
其次是須動用儲蓄(49.7%)生活、近半(48.2%)表示要申請政府/社區基金/食物/物資、四成多(43.5%)表
示食少餐/食少些、三成多(33.9%)表示家庭關係破裂/爭吵多了、兩成半(24.1%)表示要借錢度日、一成

多(11.9%)表示曾欠租/現欠租。(表 2b) 

 

 申領政府提供的一次性援助津貼情況: 被問及對有關政府為個人提供的一次性經濟援助津貼方
面，受訪者就各計劃回應如下:  

 

(1) 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學生每人 3,500 元額外津貼: 69.6%有申請，22.0%表示沒有申請，不符合資
格； 

 

(2) 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在職家庭津貼、就業交通津貼多發一個月: 不足一
成(9.2%)有申請，60.7 表示沒有申請，因不符合資格； 

 

(3) 在職家庭津貼住戶多發 2 個月 / 學生資助住戶多獲獲一筆過 4,640 元的津貼 : 近六成(59.2%)有
申請，兩成多(22.6%)沒有申請，因不知道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4) 僱員再培訓局「特別・愛增值」計劃，津貼額加至港幣 5,800 元: 近七成(68.5%)表示沒有申請，
因不知道是否符合申請資格，兩成(19.0%)表示沒有申請，不符合資格；在有申請的受訪者方面，主
要是於 2020 年 5 月至 7 月份申請(表 3b)； 

  

(5) 放寬申領綜援的資產審查: 近六成(56.8%)表示沒有申請，因不知道是否符合申請資格，兩成多
(26.5%)表示沒有申請，不符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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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造業、地產業、清潔業、保安業等不同行業的「防疫抗疫基金」: 三成多(37.8%)表示有申請、
近四成(39.3%)表示沒沒有申請，因不知道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7) 關愛基金： 向非公屋/沒有領取綜援 N 無人士提供一次過生活津貼: 近半(45.8%)受訪者表示有申
請，三成多(32.7%)表示沒有申請，因不知道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8) 關愛基金： 家居改善資助: 近半(48.2%)受訪者表示有申請，三成半(34.5%)表示沒有申請，因不
知道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對「保就業計劃」的評價: 此外，就受訪者所知，受訪者(若屬自僱人士)或僱員，近六成(57.4%)

表示不知道僱主有沒有申請「保就業計劃」，三成多(30.7%)表示沒有，只有一成多(11.9%)表示有。(表
4)，至於問及以下哪個方式取得資助時，絕大部份受訪者(91.1%)表示不清楚，不足半成(3.4%)受訪者
表示僱主會為僱員的無薪假提供工資。(表 5)至於在評價政府提供的一次經濟津貼對其的支援方面，逾
半(54.8%)受訪者表示非常不或頗不足，不足一成(8.1%)表示頗足夠或非常足夠。(表 6) 

 

最多受訪者認為政府提供的一次性津貼金額不足以彌補疫情期間開支(64.0%)、其次有四成多
(41.4%)認為津貼發放進度緩慢、三成半(33.9%)受訪者批評宣傳不足，不知道政府推出的經濟援助津貼

及計劃要求、三成多(31.0%)批評申請手續繁複，另外亦有意見認為有困難但不能受惠(28.9%)，以及津
貼申請門檻高，未能符合資助申請要求(24.4%)，不足一成(6.5%)表示沒有問題。(表 7) 

 

至於政府可如何改善經濟援助政策方面，最多(62.8%)受訪者建議提高經濟援助津貼金額、其次是
加快津貼發放時間(52.7%)、簡化申請手續及所需文件(52.4%)、降低經濟援助津貼申請門檻(47.9%)，
以及 加強宣傳相關津貼計劃(42.6%)、所有計劃，應不用透過僱主，由低收入人士自己申請(42.6%)，
並建議 就各個經濟援助津貼計劃提供一站式申請服務(42.6%)等等。(表 8) 

 

5.2 其他非一次性經濟援助措施 

 

在職家庭津貼: 除上述提及的經濟支援措施外，受訪者亦被問及申請非一次性經濟援助措施的情
況。逾半(53.9%)受訪者表示其住戶過去有申請過在職家庭津貼計劃（職津），四成半(46.1%)表示沒有。
(表 9a)至於過去三個月每月的總工時是否足夠 144 小時/(單親 36 小時)方面，逾四成(43.7%)表示不足
夠，不足四成(39.9%)表示足夠(表 9b)。被問及是否想政府放寬對現時每月總工時的限制方面，大部份
(67.0%)受訪者表示想，不足半成(3.9%)表示不想。(表 9c) 

 

 綜援: 絕大部份(77.8%)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政府在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間放寬申請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的資產限額嗎，僅兩成多(22.2%)表示知道(表 10a)。受惠情況方面，絕大
部份(95.3%)表示其和家人沒有在是次綜援申請限額放寬中受惠。(表 10b)至於極少數有申領綜援的受
訪者，申領月份均介乎 2020 年 3 月至 8 月期間。(表 10bi) 

 

被問及為何其和其家人為什麼沒有計劃申領綜援時，最多受訪者(59.5%)表示希望能自力更生，不

依靠綜援、其次是(27.1%)申請綜援手續繁複、以及申請綜援有負面形象和標籤(21.1%)，僅一成(12.8%)

表示沒有申請需要。(表 10c)被問及如何評價政府放寬申領綜援資產對其的幫助，較多(42.3%)受訪者
認為沒有用，表示有用的只有兩成多(24.1%)。(表 10d) 

 

失業援助金: 此外，受訪者亦邀請就失業援助金分享個人意見，當中絕大部份(88.7%)受訪者同意
政府亦發放失業援助金，極少數(1.5%)受訪者不同意(表 11a)。另外，在失業援助金的設計方面，最多
受訪者(69.4%)認為失業援助金的可領取時期應為 3 個月至不多於 1 年，一成多(17.3%)建議可領取時期
為三個月以內(表 11b)；至於津貼金額方面，較多建議介乎月薪（失業前一個月）的五成至八成，中位
數為六成(表 11c)。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疫情下基層就業情況及對政府支援的意見問卷調查報告 

25 

 

 促進就業: 至於如何改善政策以促進就業方面，最多受訪者(65.2%)政府應加強基層就業培訓、其
次(58.6%)是為為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士增加就業職位、資助基層考獲執照或證書(53.3%)、加強求職支援

服務（例如：就業指導及輔導）(44.0%)、加強鼓勵自僱創業資助計劃(31.0%)、放寬綜援可豁免計算的
工作入息要求(29.8%)，以及向讓較年長僱員留任的僱主提供資助(22.9%)。(表 12) 

 

5.3 基層勞工使用資訊科技問題 

 

使用資訊科技設備情況: 接近所有(99.1%)受訪者表示擁有智能電話(即可以上網、下載程式的手
機)(表 13)，87.5%配備可收發即時通訊軟件 Whatsapp、有微信(86.6%)、有上網服務(75.9%)，有上台服
務(62.8%)(表 14)。過去半年，大部份受訪者(69.0%)曾嘗試尋找工作(表 15)，主要尋找工作的途徑，依
次為朋友或親人介紹(41.4%)、網上(20.7%)、勞工處(12.5%)、自行上門應徵(9.9%)、報章或求職刊物
(9.1%)(表 15b) 

 

至於何沒有在網上尋找工作方面，最多受訪者表示因為對網上尋找工作不放心(47.0%)、其次是不
知道可以透過甚麼網站尋找工作(44.0%)、不懂得操作電子設備(例如上網手機/電腦)(37.0%)、不知道網

上可以尋找工作(17.5%)，以及其他原因(27.5%)，當中包括: 要照顧小朋友，朋友介紹的工作知道工作
時間和性質，網上的不會遷就其時間、沒有合適的、所從事的行業大多是依靠朋友介紹、朋友介紹，
入職容易、疫情難找工、網上尋找工作競爭大，常常落空，不及朋友親人介紹的工作(表 16)。此外，

一半(50.0%)認為能夠上網，會方便其尋找工作，不足兩成(17.3%)表示不能夠(表 17)。 

 

改善對基層人士的資訊科技使用的支援: 此外，最多(65.5%)認為政府應鼓勵/資助網絡供應商向低
收入人士提供網絡及手機優惠計劃、資助非牟利機構向經濟有需要人士派發通訊或上網設備(48.8%)、
為唐樓鋪設寬頻網絡(48.5%)、開辦工作坊教導基層如何使用互聯網(上網)(43.2%)，以及提供網絡使用
指南供市民參考(22.9%)(表 18) 

 

5.4 受訪者資料 

 

性別: 六成多(63.1%)為女性，三成多(36.9%)為男性。(表 19) 

 

年齡: 逾七成(72.3%)年齡介乎 31 歲至 50 歲，年齡中位數為 41 歲，最低為 18 歲，最高為 70 歲。(表
20) 

 

身處住戶最近一個月收入(如每月收入不同，請填最近三個月平均數): 最多(53.6%)收入介乎 5,001 至
15,000 元，住戶收入中位數為 11,125 元，平均數為 11,184 元(表 21)。 

 

按住戶人數分類的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 受訪 1 人住戶的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為 5,500 元、2 人住戶為
6,500 元、3 人住戶為 11,000 元、4 人住戶為 14,000 元、5 人住戶為 15,000 元、6 人或以上住戶為 16,000

元，全部均低於官方貧窮線(2018 年)的水平。最多受訪者(53.6%)來自 3 人或 4 人住戶。(表 22) 

 

教育程度: 最多受訪者屬初中或高中程度(77.7%)，一成半(14.3%)屬小學或以下，不足一成(8.0%)屬大

專或以上程度。(表 23) 

 

住戶主要收入來源: 最多受訪者主要收入(78.3%)來自工作、其次為積蓄(7.1%)、無收入(4.2%)、綜援
(3.6%)、工作及綜援等等。(表 24) 

 

居住類型: 逾七成(70.2%)受訪者居於劏房、其次為公屋等房屋(17.3%)，以及板間房(4.8%)和天台屋
(3.0%)等。(表 25) 

 

每月租金: 最多租金(69.4%)主要介乎 2,001 至 6,000 元，其次為 6,001 至 8,000 元(18.8%)或 2,000 元或
以下(11.3%)，租金中位數為 4,700 元，租金平均數為 4,531 元。(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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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租金佔入息比例: 受訪者身處的住戶每月租金佔入息比例主要為 41%或以上，每月租金佔入息比

例中位數為 38.4%，平均數為 50.1%。(表 26a) 

 

住戶人數: 最多(55.6%)來自三人和四人住戶，住戶人數中位數為 4 人，健全成人中位數為 2 人、兒童
中位數為 1 人。(表 27) 

 

現時家中有工作的人口: 最多受訪者(72.0%)家中工作人口為 1 人，中位數亦為 1 人。(表 28) 

 

現時家中失業/開工不足的人口: 最多受訪者(66.70%)家中失業/開工不足人口為 1 人，中位數亦為 1

人。(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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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調查分析 

 

6.1 基層是失業、開工不足重災區，遠較社會整體失業及就業不足率嚴重 8 倍! 

 

整體最新失業率(2020 年 5 月至 7 月)為 6.1%，就業不足率為 3.5%，但是次調查，基層的 5 至 7

月的失業率平均高達 28.4%，迄今 4 月最高峰達 35.1%，最新 7 月亦 29.2%，就業不足率 5-7 月平均
52.3 高達 63.4%，4 月是 50%，最高是 6 月份 53.9%，7 月亦 52.4%，兩者相加數字遠高於社會整體數
字 8 倍!!! 可見基層是失業及就業不足的重災區，牽涉大部份基層工人及其家庭老少的生計，政府應重
點為基層勞工度身訂造就業及經濟支援的措施。 

 

6.2 持續失業情況嚴重，基層愈來愈窮，生活赤貧 

 

疫情時高時低，就業情況亦有高有低，但有一成多基層勞工自疫情開始便失業，迄今 7 個月仍未
能就業，而連續失業 3 個月以上的，佔總失業人數逾七成半(75.6%)，佔總回應人數逾三成(31.5%) (表

2ai)。 4 月是失業高峰期，很多居民 6 月時以為可以有生天，不幸 7 月中疫情逆轉，失業狀況繼續差，
而就業不足率一直是捷捷上升，未有好轉，基本上 8 成人一直徘徊在失業及就業不足的慘況。 

 

持續失業及開工不足令基層要動用微薄的儲蓄(49.7%)生活、近半(48.2%)表示要申請政府/社區基
金/食物/物資、四成多(43.5%)表示食少餐/食少些、用完積蓄，兩成半(24.1%)表示要借錢度日、一成多
(11.9%)甚至曾欠租/現欠租(表 2b)。而最近教育局宣佈學生在家上課，很多家庭已為無錢買電腦給子女
上堂而發愁。 

 

疫情下，原本已貧窮的基層更加窮，受訪者的收入比貧窮線更要低 25-30%，生活於赤貧狀態，三
餐不繼，甚至要欠債欠租。 

 

6.3 家貧萬事哀，失業寐食難安 

六成受訪者表示疫情影響下，即經濟大受損失，面對失業、欠債、欠租的財困之餘，家庭關係差

了，經常失眠及感到精神壓力很大，頻臨精神崩潰邊緣，政府及社署應及早在經濟、就業及精神輔導

方面作出介入。 

 

6.4 政府資助不足及不到位，三餐不繼 

雖然政府動用近 3,000 億元推行不少防疫抗疫基金，但對於最受影響的、最無助的基層勞工卻未能

提供直接支援，保就業計劃資助落了僱主袋，不等於保了工人的工作，幾十萬的散工固然不受惠，受

僱的工人亦有人不受惠，僱主領了資助，照要工人放無薪假，工人為了保住工作，當然亦不敢向政府

作出投訴。調查顯示近六成的工人不知僱主是否有申請保就業計劃，9 成表示不知自己可以怎樣受惠。 

 

對於政府推出的各項一次性資助，6 成多表示不足以彌補疫情期間的開支，更有近 3 成表示有困

難，但不受惠，可見在疫情期間，政府對基層工人的支援嚴嚴重不足及不到位，結果在這富裕的都市，

出現勒緊肚皮三餐不繼的基層家庭。 

 

6.5 要短期失業支援金不要綜援 

 

雖然政府放寬申請綜援的資產上限，而基層在持續失業下，一窮二白，寧願食少餐，甚至借錢度
日，只有 6%領取綜援(其中 2.4%有工作，但收入低申請綜援補貼)，可見基層勞工有多怕綜援的負面
標籤(21.1%)及大多想自力更生(59.5%)，而且疫情期間，公務員頗多日子在家工作，申請文件處理緩慢，
手續繁複，有居民投訴無錢開飯，又找不到社署援助或因各項文件問題，未能合資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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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近九成被訪者支持發放失業援助金，最多人建議援助 3 個月至 1 年的時間，超過一半

人建議金額工資的六成或以上。可見失業人大多希望申請短期失業援助，而不想申請綜援。 

 

6.6 失業者最需要時，政府在家工作難作出支援，基層雪上加霜 

 

調查顯示失業人士最想要的政府幫助是就業培訓及就業機會。不幸，政府不但未能在此方面作出
協助，反而實施公務員在家工作及避疫措施，削減失業人士的再培訓及就業機會。再培訓局延至 5 月
才開班，而且班數不多，有時還因疫情而暫停上課，結果其增加的愛增值津貼未能發揮補貼工人失業
的作用，而調查顯示僱員再培訓局的愛增值計劃是政府服務中最少人申請的，一方面因沒有接觸到宣
傳，不懂如何申請，另一方面，受訪者表示因疫情，再培訓很長時間沒有開班，報不到名。 

 

同時公務員不斷實施在家工作措施，除了影響公眾服務，亦令其相關需要公務員批准的外判工作
亦被迫停工。 

 

疫情下，抗疫措施，令工人失業、放無薪假，收入大減或甚至零收入，社會經濟下滑，公司倒閉，

對基層及社會影響迫切又深遠，這時候最需要政府的支援，無論是就業、培訓、房屋、經濟困難、情

緒輔導、出入境安排，都特別需要政府支援，可惜政府統統嘆慢版，令基層生活雪上加霜，公屋更是

上樓無期。 

 

6.7 資訊及設備不足，申請資助/搵工難上難 

 

疫症下，網絡成了社會最大的聯繫工具，很多資訊在網上發放及宣傳，甚至在網上填表及用 APP

申請資助，可惜仍有部份基層沒有用上網服務，有上網服務的，亦不太懂如何網上接觸資訊。是次調

查因時間緊迫，用 GOOGLE 放在 WHATSAPP 群給居民填問卷，所以填寫的基層工人大都是有用智能

電話，但仍有二成多沒有上網服務，四成沒有上台服務，要在有 WIFI 的地方才可以上網，而平日本

會接觸的, 仍有居民用非智能手機(2G)，尤其是單身較年長的勞工，一方面收入少，一方面不懂操作

智能手機上網，與網上世界完全隔絕，但在疫情期間，網絡是很重要的溝通工具，亦擁有最多及最快

的資訊及資源，這些基層卻要靠工作人員手把口傳才可以了解，及逐一協助填表，整個工序及支援都

慢了。 

 

 現時網上搵工及配對極流行，在網上、WHATSAPP、APP 等發放的工作愈來愈多，但基層誤認為

網上不可信，又電子設備不全，加上不懂操作上網，結果找工作靠親友為多，資訊圈子極小，在失業

嚴重下，更難找到工作及不懂申請資助，結果不合資格的申請不到，合資格的也沒有申請，或得到幫

助的時間也拖延了，例如:一萬元的現金發放，即使無網上銀行，可以網上填電子表，很多基層急要一

萬元救急，卻用了最慢發放的手填表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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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調查建議 

 

7.1 保就業應確保直接惠及僱員 

 

現時疫情反覆，部份行業飽受煎熬，倒閉及失業情況估計會持續一段時間。過去政府雖然推出保

就業計劃，但一來無法保證員工能直接受惠，二來如公司最終因經營困難而決定倒閉，僱員將會即時

被遣散。因此，當時推出保就業計劃，只為了讓僱主可以短期內度過難關，減低其解僱的動機；儘管

申請條件為限制僱主不能解僱員工，在申領期補貼間的員工數量不可少於三月的員工整體數量，還有

申領的補貼必須全數用於支付工資上，但此處只限制員工人數不能少，而非必須用在指定員工身上。

此漏洞衍生了僱主可使用停薪留職的方式以進一步節省開支，但可能使合資格的員工未能受惠於工資

補貼，不能同時保留職位並支撐日常生活。僱主可藉此漏洞在不觸及勞工法例中的「變相解僱」情況

下，要求全職或兼職員工停薪留職，並轉為聘請工資較低的臨時工代替工作。如此，本應合資格的僱

員則完全無法受惠於保就業計劃的工資補貼，而且僱主不會有任何懲罰。 

 

政府保就業資助應根據出工資紀錄，落到指定僱員，及加強罰則，避免僱主要求僱員停薪留職，

或尋求其他方法直接惠及僱員，例如透過強積金局、稅局、在職津貼的資料，接觸大部份的僱員，直

接作出資助基金，其他散戶，再個別在家庭服務中心申請。 

 

同時設立失業援助金，讓失業工人可以申請不少於三個月的援助金渡過難關。。 

 

7.2 放寬申請條件，加以保障臨時僱員 

 

疫情爆發導致的經濟下行而導致的失業或開工不足問題，各行業內的臨時員工，即俗稱「散工」，

必然是首當其衝。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 2020 年 4 月至 6 月臨時數字統計，「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為失業問題

最嚴重的行業，有約 60,900 人失業。在此行業的小分類中以「餐飲服務活動業」為失業狀況中最嚴重，

約 34 800 人失業，其次嚴重的是零售業，有 22 400 人失業。 

 

以上提及的行業較其他行業更有機會聘請臨時僱員，同時亦是失業情況最嚴重的行業。 

 

以飲食業為例，自政府開始推出各項限聚令開始，店舖內的座位數目及距離受到極大限制，使食

肆的人流大減，再配合強制關閉指定食肆如酒吧等，以及後來的禁止晚市堂食措施，本港大量食肆多

月以來生意額大跌，並相繼出現倒閉潮。當僱主需要節省開支時，這批臨時僱員必然成為第一批被裁

員的對象。儘管政府當局後來推出防疫抗疫基金或「保就業」計劃，但因食肆人流大減或倒閉潮，這

批一直處於失業或開工不足狀態，而且未必有固定僱主的臨時僱員，都會因為工作機會大減而無法受

惠於任何工資補貼。 

 

本會建議，將臨時僱員加入成為「保就業」計劃中的合資格僱員，並參考使用自僱人士的申請資

格及方式來處理臨時僱員的補貼申請，讓過去 15 個月內曾作強積金供款的臨時僱員，可獲與自僱人士

同等的一筆過工資補貼。因臨時僱員可能並非如一般僱員擁有固定的僱主，因此參考自僱人士的申請

方式可以獨立處理每一位臨時僱員的申請，避免因沒有固定僱主無法批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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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重點支援個別行業 

 

在限聚令、限制出入境、晚市禁堂食等規定下，個別行業可謂雪上加霜，即使之前政府推出保就

業計劃，以及向特定行業發放一筆過資助，但在現時高昂租金下，部份企業無法繼續營運相信在所難

免，失業潮只會一浪接一浪。由疫情爆發至今，不同行業東主及從業員已多次申訴，大吐苦水，政府

亦應該掌握及辨別部份行業為重災區，例如飲食業、航空業、酒店旅遊業、娛樂場所、美容、建造業、

體育界別等，上述行業為抗疫政策下直接受影響行業，部份甚至無法經營，過往提供的津貼根本無助

有關行業度過難關，最終員工也難逃解僱厄運。因此，政府應重點支援個別特別受影響行業，提供一

段時間的資助，讓有關僱主及僱員尚有一絲喘息的空間。 

 

7.4 設立失業援助金直接幫助失業人士 

 

 現時政府推出的支援失業人士、開工不足人士的計劃，都是一次性及受惠人數少，保就業計劃更

是幫不到這些開工不足或失業的人士，應設立失業援助金，讓失業人士可以直接申請。 

 

現時民間團體和勞工組織一致要求政府在綜援制度以外設立非供款式的失業援助金，失業援助金

的津貼額為每月正常收入的 80%，上限為 16,000 元，最多可領取六個月津貼。28 非常緊急時期，建議

政府應立即推行，若以失業率百分之 5%為平均值，以全港近 400 萬就業人口估算，即約 20 萬人處於

失業狀態；由每月資助額為 16,000 元為上限，假設中位數為 10,000 元，一人領取 6 個月為 60,000 元。

換言之，每月開支為 200,000 x 10,000=20 億元，全年開支為約 240 億元，政府財政可負擔。至於長遠

的失業保險、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問題，太複雜，不應在此時混為一談，或甚至因而不設立救急的失業

援助金。 

 

7.5 政府各部門、公務員應儘量不安排在家工作，應全力支援為市民解困 

 

 在非常時期，市民最無助的時候，就是最需要政府公務員的支援，無論是就業、培訓、房屋、經

濟困難、情緒輔導、出入境安排等，公務員應在做足防疫措施下緊守崗位，才可以與市民攜手渡過難

關。 

 

7.6 應提供培訓及工作機會及增加進修及考牌資助 

 

政府應支援再培訓局及各培訓中心有充足防疫設備及靈活轉換方法，在疫情下透過做足防疫措施

或網上培訓，增加開設培訓班，令失業的基層市民可以在這段難得空閒的時間上培訓班，尤其現時勞

工市場愈來愈需要證書，早日培訓，令失業勞工做好裝備早日重投勞動市場。同時應增加進修基金及

各項技能考牌的資助。 

 

在疫情反覆爆發的情況下，一次性的援助未必能夠有效協助基層市民渡過困境。因此基層失業或

                                                 
28 失業援助金，為何香港不能學英國？工黨主席 郭永健 (2020 年 3 月 30 日) 

http://kwokwingkin.org/wp/2020/03/%E5%A4%B1%E6%A5%AD%E6%8F%B4%E5%8A%A9%E9%87%91%EF%BC%8C%
E7%82%BA%E4%BD%95%E9%A6%99%E6%B8%AF%E4%B8%8D%E8%83%BD%E5%AD%B8%E8%8B%B1%E5%9C
%8B%EF%BC%9F/ 

http://kwokwingkin.org/wp/2020/03/%E5%A4%B1%E6%A5%AD%E6%8F%B4%E5%8A%A9%E9%87%91%EF%BC%8C%E7%82%BA%E4%BD%95%E9%A6%99%E6%B8%AF%E4%B8%8D%E8%83%BD%E5%AD%B8%E8%8B%B1%E5%9C%8B%EF%BC%9F/
http://kwokwingkin.org/wp/2020/03/%E5%A4%B1%E6%A5%AD%E6%8F%B4%E5%8A%A9%E9%87%91%EF%BC%8C%E7%82%BA%E4%BD%95%E9%A6%99%E6%B8%AF%E4%B8%8D%E8%83%BD%E5%AD%B8%E8%8B%B1%E5%9C%8B%EF%BC%9F/
http://kwokwingkin.org/wp/2020/03/%E5%A4%B1%E6%A5%AD%E6%8F%B4%E5%8A%A9%E9%87%91%EF%BC%8C%E7%82%BA%E4%BD%95%E9%A6%99%E6%B8%AF%E4%B8%8D%E8%83%BD%E5%AD%B8%E8%8B%B1%E5%9C%8B%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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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不足人士，需要短期工作機會以獲得持續的收入維持生活，政府應創造就業機會。 適逢疫情反覆

爆發，本地的清潔業、防疫物資相關的製造業都會有一定需求，政府可聘請有需要人士從事以上工種，

或鼓勵他們加入在疫情下特別缺人手，而且由政府注資的行業或工作。相信這能夠為有需要人士，提

供持續的收入以維持生活直至疫情完結。 

 

7.7 增加對就業不足人士的支援 

 

社會各界以至政府政策都一直針對 失業人士製定援助措施，但對就業不足人士的支援則相對少。 

根據政府統計處於 2020 年 4 月至 6 月發表的臨時數字，全港總共有約 142900 人面臨就業不足。以現

行政策而言，失業人士可申請改自「失業綜援」的「失業津貼」，至於每月工作超過 144 小時以上的人

士，則可經過資產及入息審查申請在職家庭津貼。然而，在經濟嚴重下行的環境下，大量僱員都需要

面對被放無薪假的情況，工作時數不足 144 小時，導致他們無法申請失業津貼或在職家庭津貼，收入

少了, 更需要幫助，反而未能得到幫助。 

 

本會建議，政府可制訂新的援助措施以協助處於此困境的市民，或直接放寬在職家庭津貼的申請

所需時數，在非常時期，工時由原先非單親住戶及單親住戶分別所需的最少 144 和 36 小時，放寬至原

本所需時數的四份之一，即最少 36 及 9 小時，藉此讓計劃受眾涵蓋更多未完全失業但就業不足的勞工。 

 

7.8 改善現行失業綜援系統 

 

多年以來，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為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助他們應

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然而，大多數市民都一直對綜援抱有負面印象，而且社會大眾一向對綜援申請

者貼上諸多負面標籤， 如非必要都避免申請。現時綜援放寬資產限制，但有些基層勞工辛苦經營的幾

十年的保險單已可能會超額，建議在疫情期間，應豁免計算保險單、自住物業、或再放寬資產上限。 

 

本會在疫情期間，曾接觸不少需要領取現行失業津貼(失業綜援)的服務使用者，當中有不少都不

會稱此計劃為「失業津貼」，依然是會直呼其原名-綜援。他們都表示完全不希望申請此項社會保障，

除了過去的污名化問題外，是其援助金額亦很少，只是在別無他法的情況下，才會申請。 

 

7.9 提供津貼一站式申請服務 

 

過去因為公務員在家工作規定，不少部門停止提供服務，市民求助無援。因為疫症，合資格申請

津貼的市民數量大增，但因應政府一直未有整合各項福利計劃，導致申請人要東奔西走。以往政府曾

討論由效率促進組整合有關福利計劃事宜，但最終未有成事；現時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雖有負

責包括學生資助及在職家庭津貼等事宜，但兩者並有互通，變相申請時需要以兩份申請表提交；社會

福利處、關愛基金等又有自己的津貼項目，導致申請人要遞交大量申請表之餘，但當中有不少資料其

實可以互通，而且部份申請人也可能未有為意自己其實也符合其他津貼項目而錯過申請。因此，政府

應儘快整合各項福利津貼事宜，除提供一站式支援服務外，也應考慮將項目合併、甚至另闢新部門全

盤處理有關申請，讓服務得以更加到位，亦可加快津貼發放時間，減少審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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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檢視疫情下基層家庭所需作出支援 

 

在疫情下，大家的生活及學習模式都出現大轉變，市民又要隨時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例如:學生

要轉為網上學習、工人要在家工作或被迫放無薪假，在培訓亦是在家網上學習，這衍生對電腦、網費

的支出，政府一直以學校可以申請關愛基金為學生提供電腦為由，不願再進一步提供支援，結果是學

校不申請，學生不受惠，同時網上上堂耗用大量網上流量，增加支出，另外，例如: 在職津貼靠上班

時數才可以有津貼，現時失業工人需要津貼卻不獲津貼，應再延長及豁免時數要求等措施，均有待政

府作出檢視及改善。 

  

7.11 加強資訊科技平台支援及使用 

  

由於公務員在家工作安排，不少市民未能到政府部門使用服務，令申請津貼進度延誤。有見疫情

未知何時受控，為未來做好準備，政府應該加強資訊科技平台的使用，包括將津貼項目申請可改由網

上申請，以免申請津貼時間受阻，也可減少接觸機會。 

 

另外，在就業方面，不少受訪基層人士表示未有在透過網上平台尋找工作，亦不懂操作網上電子設

備，亦缺乏設備。相比一般高學歷人士，基層人士一般對有關資訊未有太大掌握，網上尋找工作遇上

困難，故政府應加強有關支援服務，包括資助上網、智能電話、開設上網學習班等，提高他們尋找工

作及接觸資訊的能力及機會。 

 

7.12 增加就業職位發展經濟   協助基層勞工自力更生 

 

 當局在疫症期間，為失業及就業不足的勞工提供適時經濟支援如同「續命丹」，支援既重要且刻不

容緩；與此同時，不少基層勞工更希望能找一份工作，憑自身力量自力更生。短期措施固然重要，但

以上措施僅屬緊急「輸血」方案，無助本地經濟自行「造血」；就是當局計劃創造就業，該六十億元亦

是計劃未來兩年在公營及私營機構創造約三萬個臨時職位，另外亦會內招聘一萬名公務員及開設五千

個短期青年實習名額。奈何本港經濟受疫情打擊，本地就業市場預期在未來一、兩年內亦難以全面復

甦。長期「輸血」絕非長策，政府對應找出新經濟增長點，為此，特區政府應及早策劃如何在對抗疫

症期間及以後重按本地經濟，當中包括:  

 

(1) 大力發展基建，激刺內需帶動復甦: 投放資源大力發展基建(例如:訂立十年或更長的建屋大計、興

建鐵路、發展更完善的交通運輸網絡等)，一方面可增加就業機會穩住經濟，亦可提升社區硬件，

提升市民生活質素，實質地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2) 加快市區更新，提升生活質素: 加快市區重建及更新工程，更應注資市建局積極開展更多和更大規

模的市區重建項目，並考慮基層市民日後入住和負擔能力，一方面可改善市區各舊式樓宇住戶的生

活環境有利防疫抗疫，亦可創造大量就業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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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性於各行業增設實習和臨時職位，增強抗疫力和支援弱勢就業: 由於防疫抗疫工作屬持久戰，

偶一疏忽隨時令疫症再次在社區中爆發，惟需要經常投入人力和財務資源。為此，政府應該出資支

援各行業(例如:飲食、酒店、餐飲、零售等)增聘額外指定人手協助提高抗疫工作，從而增加市場上

就業職位。此外，因應本年度畢業生就業尤其困難，當局應加強在各行業中，津助各企業增設見實

職位，指定聘用本年畢業生或投身職場不足兩年的前畢業生，亦加增加就業機會。 

 

(4) 扶持靈活經濟  鼓勵新興行業發展: 因應疫情下增加不少零散職位，例如外賣送餐、網購物流服務

等，新增長散或短期工種;同理，特區政府可研究協助有興趣入行者加入行業，整合相關資訊、透

過提供補貼以鼓勵更多企業開設相關職位；長遠更可將有關工種規範化，甚至因應本年疫情收入，

代薪金低於某一水平的僱員或自僱人士代供強積金，以求增加僱員每月收入，亦強化支援退休生活。 

 

(5) 參考地攤經濟  促進社區墟市營運: 當局可從發展墟市著手，為社區人士和組織提供免租或低廉租

金的場地，讓市民在墟市從事小買賣幫補生計，短期內提供一定就業職位。當局亦可資助場地費用，

讓中小商戶在社區中擺賣，並優先聘用區內勞工，以解勞工就業燃眉之急。 

 

(6) 發展夜經濟  注入體驗文化元素: 「夜經濟」(Night Time Economy)的概念是原於去世紀七十年代，

英國政府發現城市中心晚上缺乏經濟活動，因此提出發展夜間經濟活動的概念，鼓勵市民在晚上至

翌日早上展開各類經濟活動，包括:旅遊、餐飲、消閒及娛樂活動等。香港若要發展夜經濟活動，

必須將消費注入體驗文化元素，讓消費者必須透過親身參與其中，體驗本港各區獨有特式，亦可避

免被其他城市取代。政府可提供資金，策動社區人士發掘該區歷史文化，亦可資助各項文化休閒活

動，與當區商店和社區團體合作，提供足夠表現活動場地，並製作社區特色產品，豐富夜經濟活動

元素，以助持續發展，並帶動餐飲、住宿、零售等周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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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調查圖表 

 

(一)  政府一次性政策支援成效 
 
1. 你現時或今年疫情失業前從事的行業種類？（可選多項） 

 

從事的行業種類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建築 地盤、建造業 31 9.2% 

運輸 25 7.4% 

倉務  6 1.8% 

零售 31 9.2% 

飲食  106 31.5% 

清潔 30 8.9% 

保安 10 3.0% 

家務助理 8 2.4% 

旅遊  3 0.9% 

文員 3 0.9% 

服務行業 28 8.3% 

製造 15 4.5% 

醫療 3 0.9% 

其他:散工、雜工、裝修、物業維修、陪診等 (請註明) 38 11.3% 

沒有出外工作: 家庭主婦 7 2.1% 

回應人數: 336 人 

 

2.你在這次疫情期間就業情況有受影響嗎？（可選多項） 

 

就業情況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失業  70 20.8% 

開工不足  213 63.4% 

放無薪假        25 7.4% 

轉工  23 6.8% 

轉行  20 6.0% 

其他: ＿減人工＿＿＿(請註明)     29 8.6% 

沒有影響        25 7.4% 

回應人數: 33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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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過去幾個月，你的就業狀況(請以√指出情況) 

 

 完全就業 

(工作未受 

疫情影響) 

百分比 

(%) 

失業 

(該月完全沒有
工作) 

百分比 

(%) 

開工不足 

(該有時工開,有時
無工開) 

百分比 

(%) 

2020 年 1 月 137 40.8% 47 14.0% 152 45.2% 

2020 年 2 月 75 22.3% 100 29.8% 161 47.9% 

2020 年 3 月 65 19.3% 112 33.3% 159 47.3% 

2020 年 4 月 50 14.9% 118 35.1% 168 50.0% 

2020 年 5 月 58 17.3% 108 32.1% 170 50.6% 

2020 年 6 月 74 22.0% 81 24.1% 181 53.9% 

2020 年 7 月 62 18.5% 98 29.2% 176 52.4% 

回應人數: 336 人 

 

2ai. 按連續失業月份的受訪人數 

 回應人數 佔所有曾經歷失業的
人數之百分比 

(%) 

佔所有回應人數 

之百分比 

(%) 

連續失業 7 個月 20 14.4% 6.0% 

連續失業 6 個月 20 14.4% 6.0% 

連續失業 5 個月 19 13.7% 5.7% 

連續失業 4 個月 25 18.0% 7.4% 

連續失業 3 個月 21 15.1% 6.3% 

連續失業 2 個月 9 6.5% 2.7% 

失業 1 個月 25 18.0% 7.4% 

曾面對失業總人數: 139 人              回應人數: 336 人 

 

2b. 疫情影響下，你今年生活有何困難/轉變？(可選多項) 

從事的行業種類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曾欠租/現欠租   40 11.9% 

食少餐/食少些 146 43.5% 

借錢度日   81 24.1% 

動用儲蓄 167 49.7% 

申請政府/社區基金/食物/物資   162 48.2% 

申請综援   20 6.0% 

取消供保險   14 4.2% 

搬到較平單位 17 5.1% 

失眠/精神壓力大   203 60.4% 

露宿街頭  3 0.9% 

食二手飯   4 1.2% 

家庭關係破裂/爭吵多了 114 33.9% 

生活如常，没有影響 8 2.4% 

回應人數: 33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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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請問你知道政府提供的一次性經濟援助津貼嗎？ （請在有的項目選✓）（可選多項） 

 

只列出為個人提供 

的紓困措施 
是否有申請 

選擇 

人數 
百分比(%) 

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學生每人
3,500 元額外津貼 

有申請 

沒有申請，但合資格   

沒有申請，因不知道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沒有申請，不符合資格 

234 

4 

24 

74 

69.6% 

1.2% 

7.1% 

22.0% 

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
貼、傷殘津貼、在職家庭津貼、
就業交通津貼多發一個月 

有申請 

沒有申請，但合資格   

沒有申請，因不知道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沒有申請，不符合資格 

31 

24 

77 

204 

9.2% 

7.1% 

22.9% 

60.7% 

在職家庭津貼住戶多發 2 個月 / 

學生資助住戶多獲獲一筆過
4,640 元的津貼 

有申請 

沒有申請，但合資格   

沒有申請，因不知道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沒有申請，不符合資格 

199 

23 

76 

38 

59.2% 

6.8% 

22.6% 

11.3% 

僱員再培訓局「特別・愛增值」
計劃，津貼額加至港幣 5,800 元 

有申請 

沒有申請，但合資格   

沒有申請，因不知道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沒有申請，不符合資格 

8 

34 

230 

64 

2.4% 

10.1% 

68.5% 

19.0% 

放寬申領綜援的資產審查 有申請 

沒有申請，但合資格   

沒有申請，因不知道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沒有申請，不符合資格 

14 

42 

191 

89 

4.2% 

12.5% 

56.8% 

26.5% 

建造業、地產業、清潔業、保安
業等不同行業的「防疫抗疫基
金」 

有申請 

沒有申請，但合資格   

沒有申請，因不知道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沒有申請，不符合資格 

127 

18 

132 

59 

37.8% 

5.4% 

39.3% 

17.6% 

關愛基金： 向非公屋/沒有領取
綜援 N 無人士提供一次過生活
津貼 

有申請 

沒有申請，但合資格   

沒有申請，因不知道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沒有申請，不符合資格 

154 

32 

110 

40 

45.8% 

9.5% 

32.7% 

11.9% 

關愛基金： 家居改善資助 有申請 

沒有申請，但合資格   

沒有申請，因不知道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沒有申請，不符合資格 

162 

27 

116 

31 

48.2% 

8.0% 

34.5% 

9.2% 

回應人數: 33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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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僱員再培訓局「特別・愛增值」計劃，津貼額加至港幣 5,800 元?，在 2020 年什麼月份申請?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5 月 1 0.7% 

6 月 1 0.7% 

7 月 3 2.1% 

已申請未有位 3 2.1% 

不記得 9 6.3% 

不懂申請 126 88.1% 

回應人數: 143 人 

 

4.就你所知，你（若屬自僱人士）或你的僱主有沒有申請「保就業計劃」嗎？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有 40 11.9% 

沒有 103 30.7% 

不知道 193 57.4% 

回應人數: 336 人 

 

5.你透過以下哪個方式取得資助？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為僱員的無薪假 提供工資 5 3.4% 

重新聘用已遣散的員工 0 0.0% 

其他_______（請註明） 8 5.5% 

不清楚 133 91.1% 

回應人數: 146 人 

 

6.你認為政府提供的一次經濟津貼對你的支援足夠嗎？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非常不足 1 97 28.9% 

頗不足 2 87 25.9% 

一般 3 80 23.8% 

頗足夠 4 17 5.1% 

非常足夠  5 10 3.0% 

不受惠 45 13.4% 

回應人數: 33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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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認為政府提供的一次性津貼有哪方面的不足？（可選多項）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金額不足以彌補疫情期間開支 215 64.0% 

 有困難但不受惠 97 28.9% 

 津貼發放進度緩慢 139 41.4% 

 津貼申請門檻高，未能符合資助申請要求 82 24.4% 

 宣傳不足，不知道政府推出的經濟援助津貼及計劃要求 114 33.9% 

 申請手續繁複 104 31.0% 

 其他﹕支援不對點，不能點對點幫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士
(如失業人士)（請註明） 

1 
0.3% 

  沒有不足 22 6.5% 

回應人數: 336 人 

 

8.你認為政府可以如何改善經濟援助政策？（可選多項）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降低經濟援助津貼申請門檻 161 47.9% 

 加快津貼發放時間 194 57.7% 

 提高經濟援助津貼金額 211 62.8% 

 簡化申請手續及所需文件 176 52.4% 

 加強宣傳相關津貼計劃 143 42.6% 

所有計劃，應不用透過僱主，由低收入人士自己申請 143 42.6% 

 就各個經濟援助津貼計劃提供一站式申請服務 143 42.6% 

 其他﹕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1 0.3% 

 不用改善 10 3.0% 

回應人數: 336 人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疫情下基層就業情況及對政府支援的意見問卷調查報告 

39 

 

 (二)其他非一次性經濟援助措施 

 

9a. 你的住戶過去有申請過在職家庭津貼計劃（職津）嗎？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有 181 53.9% 

沒有 155 46.1% 

回應人數: 336 人 

 

9b. 你的住戶在過去三個月每月的總工時足夠 144 小時嗎？(單親 36 小時)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足夠 95 39.9% 

不足夠 104 43.7% 

不清楚 39 16.4% 

回應人數: 238 人 

 

9c. 你的住戶想政府放寬對現時每月總工時的限制嗎？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想 225 67.0% 

不想 13 3.9% 

沒有意見 98 29.2% 

回應人數: 336 人 

 

10a.你知道政府在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間放寬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的資產限
額嗎？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知道 50 22.2% 

不知道 175 77.8% 

回應人數: 225 人 

 

10b.你和你的家人有沒有在是次綜援申請限額放寬中受惠？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有 15 4.7% 

沒有 302 95.3% 

回應人數: 3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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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i. 你在 2020 年哪個月份申請放寬資產限額的綜援？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2020 年 3 月 2 1.2% 

2020 年 4 月 3 1.8% 

2020 年 5 月 5 3.0% 

2020 年 6 月 3 1.8% 

2020 年 7 月 2 1.2% 

2020 年 8 月 2 1.2% 

已申請未批 2 1.2% 

不記得 47 28.3% 

未領取 10 6.0% 

沒有申請綜援 90 54.2% 

回應人數: 166 人 

 

10c.你和你的家人為什麼沒有計劃申領綜援？（可選多項）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申請綜援有負面形象和標籤 71 21.1% 

  申請綜援手續繁複 91 27.1% 

  希望能自力更生，不依靠綜援 200 59.5% 

  家人反對申請綜援 28 8.3% 

  不知道放寬了綜援限額 24 7.1% 

  未能符合申請資格 31 9.2% 

A.來香港時間未夠一年 5 1.5% 

        B.社署以超租津為由，拒絕辦理 3 0.9% 

        C.未能通過資產及入息審查 11 3.3% 

其他：＿＿＿＿＿＿（請註明） 4 1.2% 

  未有申請需要 43 12.8% 

回應人數: 336 人 

 

10d.你認為政府放寬申領綜援資產對你而言有作用嗎？ 

 

回應人數: 336 人 

 

11a.你同意政府派發失業援助金嗎？ 

 

回應人數: 336 人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有 81 24.1% 

沒有 142 42.3% 

不知道 113 33.6%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同意 298 88.7% 

不同意 5 1.5% 

沒有意見 33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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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若政府派發失業援助金，你認為應保障多少？ 

i. 可領取時期： 

回應人數: 336 人 

 

ii.津貼金額為月薪（失業前一個月）的幾多成： 

 

回應人數: 336 人 

 

12.你認為政府可以如何改善政策以促進就業？（可選多項） 

 

回應人數: 336 人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三個月以內 58 17.3% 

三個月至少於半年 131 39.0% 

半年至少於一年 102 30.4% 

一年或以上 45 13.4%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一成 1 0.3% 

兩成 9 2.7% 

三成 29 8.6% 

四成 20 6.0% 

五成 92 27.4% 

六成   45 13.4% 

七成 46 13.7% 

八成 52 15.5% 

九成 35 10.4% 

全數 1 0.3% 

其他_____ 6 1.8%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加強基層就業培訓    219 65.2% 

  資助基層考獲執照或證書   179 53.3% 

  放寬綜援可豁免計算的工作入息要求    100 29.8% 

  向讓較年長僱員留任的僱主提供資助   77 22.9% 

  加強求職支援服務（例如：就業指導及輔導）  148 44.0% 

  為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士增加就業職位 197 58.6% 

  加強鼓勵自僱創業資助計劃 104 31.0% 

  其他：＿＿＿＿＿＿（請註明） 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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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科技問題 

 

13.你有智能電話嗎?(可以上網、下載程式的手機) 

 

回應人數: 336 人 

 

14.你的手機狀況是如何? （可選多項） 

 

回應人數: 336 人 

 

15.過去半年，你曾嘗試尋找工作嗎？ 

 

回應人數: 336 人 

 

15b. 如有，你尋找工作的途徑是？(可選多項) 

 

回應人數: 232 人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有 333 99.1% 

沒有 3 0.9%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有上台服務 211 62.8% 

有上網服務 255 75.9% 

有 Whatsapp 294 87.5% 

有微信 291 86.6% 

只能打電話 22 6.5% 

用儲值卡 19 5.7%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有 232 69.0% 

沒有 104 31.0%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報章或求職刊物 21 9.1% 

朋友或親人介紹 96 41.4% 

自行上門應徵 23 9.9% 

勞工處 29 12.5% 

街招 10 4.3% 

社福機構介紹 9 3.9% 

判頭 12 5.2% 

網上（請跳答至第 17 題） 48 20.7% 

其他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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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你為什麼沒有在網上尋找工作？（可選多項） 

 

回應人數: 200 人 

 

17. 你認為能夠上網方便你尋找工作嗎？ 

 

回應人數: 254 

 

18. 你認為政府可以如何改善對基層人士的資訊科技使用的支援？ 

 

回應人數: 336 人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不懂得操作電子設備(例如上網手機/電腦) 74 37.0% 

沒有電子設備(例如上網手機/電腦) 13 6.5% 

沒有網絡/上網 12 6.0% 

不知道網上可以尋找工作 35 17.5% 

不知道可以透過甚麼網站尋找工作 88 44.0% 

對網上尋找工作不放心 94 47.0% 

其他：（請註明）因為要照顧小朋友，朋友介紹
的工作知道工作時間和性質，網上的不會就我時
間、在群組介紹、行業非以網上聘請為主、什麼
方法都試過， 最後反而由社福機構幫我找到這

份工、沒有合適的、所從事的行業大多是依靠朋
友介紹、朋友介紹，入職容易、疫情難找工，常
常落空，不及朋友親人介紹的工作 

55 

 

 

27.5%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能夠 127 50.0% 

不能夠 44 17.3% 

不知道 83 32.7%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開辦工作坊教導基層如何使用互聯網(上網) 145 43.2% 

鼓勵/資助網絡供應商向低收入人士提供網絡及
手機優惠計劃 

220 65.5% 

資助非牟利機構向經濟有需要人士派發通訊或
上網設備 

164 48.8% 

為唐樓鋪設寬頻網絡 163 48.5% 

提供網絡使用指南供市民參考 77 22.9% 

其他：不需要、研發手機 app 教市民用資訊科
技、增加宣傳（請註明） 

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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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訪者資料 

 

19. 受訪者性別 

 

回應人數: 336 人 

 

20. 受訪者年齡 

 

回應人數: 336 人 

 

21. 受訪住戶最近一個月收入: ____________元(如每月收入不同，請填最近三個月平均數) 

 

回應人數: 336 人 

 

22. 按住戶人數分類的每月住戶收入 及 中位數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男 124 36.9% 

女 212 63.1%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18 至 30 歲 42 12.5% 

31 至 40 歲 122 36.3% 

41 至 50 歲 121 36.0% 

51 至 60 歲 42 12.5% 

61 歲或以上 9 2.7% 

最低年齡: 18 最高年齡: 70 中位數: 41 歲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0 26 7.7% 

5,000 元或以下 42 12.5% 

5,001 元至 10,000 元 81 24.1% 

10,001 元至 15,000 元 99 29.5% 

15,001 元至 20,000 元 73 21.7% 

20,001 元或以上 15 4.5% 

月入平均數: 11,184 元 月入中位數: 11,125 元 

住戶人數 官方貧窮線 

(2018 年) 

每月住戶收入中

位數 

每月住戶收入平

均數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1 人 4,000 5,500 6,533 26 7.7% 

2 人 10,000 6,500 7,041 42 12.5% 

3 人 16,500 11,000 10,600 81 24.1% 

4 人 21,000 14,000 13,459 99 29.5% 

5 人 21,500 15,000 14,476 73 21.7% 

6 人或以上 21,800 16,000 13,963 1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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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受訪者教育程度 

回應人數: 336 人 

 

24. 受訪住戶主要收入來源 

 

回應人數: 336 人 

 

25. 居住類型 

 

回應人數: 336 人 

 

26. 每月租金:________元    

回應人數: 336 人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小學或以下  48 14.3% 

初中  163 48.5% 

高中  98 29.2% 

大專或以上 27 8.0%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工作 263 78.3% 

工作及綜援 8 2.4% 

綜援 12 3.6% 

積蓄 24 7.1% 

無收入 14 4.2% 

借貸  8 2.4% 

其他:____________ 7 2.1%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租私樓整個單位 6 1.8% 

劏房 236 70.2% 

板間房 16 4.8% 

天台屋 10 3.0% 

工廈 2 0.6% 

床位 7 2.1% 

露宿 1 0.3% 

其他(請註明:公屋、過渡性房屋) 58 17.3%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2,000 元或以下 38 11.3% 

2,001 至 4,000 元 94 28.0% 

4,001 至 6,000 元 139 41.4% 

6,001 至 8,000 元 63 18.8% 

8,001 元或以上 2 0.6% 

租金中位數: 4,700 元 租金平均數: 4,53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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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a. 受訪住戶的每月租金佔入息比例 

回應人數: 336 人 

 

27. 住戶人數：健全成人: ___位+兒童:____位+殘疾人士:____位+長者:____位=合計:____位 

回應人數: 336 人 

 

28. 現時家中有工作的人口 :_______人 

回應人數: 336 人 

 

29. 現時家中失業/開工不足的人口:_______ 人 

回應人數: 336 人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10%或以下 6 1.8% 

11%至 20% 32 9.5% 

21%至 30% 61 18.2% 

31%至 40% 74 22.0% 

41%或以上 137 40.8% 

不適用(因該月沒有收入，但又要繳付租金) 26 7.7% 

每月租金佔入息比例中位數: 38.4% 每月租金佔入息比例平均數: 50.1%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1 人 26 7.7% 

2 人 65 19.3% 

3 人 76 22.6% 

4 人 111 33.0% 

5 人 29 8.6% 

6 人或以上 29 8.6% 

住戶人數中位數: 4 人 住戶人數平均數: 3.4 人 

健全成人中位數: 2 人 殘疾人士中位數: 0 人 

兒童中位數: 1 人 長者中位數: 0 人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0 人 59 17.6% 

1 人 242 72.0% 

2 人 31 9.2% 

3 人 4 1.2% 

工作人口中位數 1 人  

 選擇人數 百分比 (%) 

0 人 42 12.5% 

1 人 224 66.7% 

2 人 58 17.3% 

3 人 9 2.7% 

4 人或以上 3 0.9% 

失業/開工不足中位數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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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調查問卷 

 

問卷編號：___________        訪問員：___________      日期：        /       /2020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疫情下基層就業情況及對政府支援的意見問卷調查 

此問卷目的在了解租住私人樓宇的就業/失業人士的狀況及政府資助是否到位，及就業人士期望獲得
甚麼支援。請現時全家工作收入低於在職家庭津貼全額入息上限、或今年因疫情失業才領綜授又想
搵工的居民填寫，請由正在就業/想搵工的居民填寫此問卷。(填寫內容個人資料將會保密，只用作本
會分析用途。) 

 
（一）政府一次性政策支援成效 

1.你現時或今年疫情失業前從事的行業種類？（可選多項） 
□建築   □運輸   □倉務   □零售   □飲食   □清潔   □保安   □家務助理   □旅遊  
□服務行業   □製造   □醫療   □其他:＿＿＿＿＿＿＿＿＿＿＿＿＿＿(請註明) 

2.你在這次疫情期間就業情況有受影響嗎？（可選多項） 

□ 失業              □ 開工不足        □ 放無薪假               □ 轉工                  □ 轉行  
 □ 其他: ＿＿＿＿＿＿＿＿＿(請註明)    □ 沒有影響        

 

2a.過去幾個月，你的就業狀況(請以√指出情況): 

 完全就業 
(工作未受疫情影響) 

失業 
(該月完全沒有工作) 

開工不足 
(該有時工開,有時無工開)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2 月    

2020 年 3 月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6 月    

2020 年 7 月    

 
2b. 疫情影響下，你今年生活有何困難/轉變？(可選多項) 
□曾欠租/現欠租  □食少餐/食少些  □借錢度日  □動用儲蓄 
□申請政府/社區基金/食物/物資  □申請综援  □取消保險  □搬到較平單位   □失眠/精神壓力大  
□露宿街頭 □食二手飯  □家庭關係破裂/爭吵多了  
□其他(註明: __________)  □生活如常，没有影響 
 
3a.請問你知道政府提供的一次性經濟援助津貼嗎？ （請在有的項目選✓）（可選多項） 

只列出為個人提供的紓困措施 是否有申請 已經申領 
(註明申請月份) 

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學生每人
3,500 元額外津貼 

□合格有申請 
□合格無申請 
□無申請因不合格  
□無申請因不知道是否合資格 

 

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
貼、傷殘津貼、在職家庭津貼、
就業交通津貼多發一個月 

□合格有申請 
□合格無申請 
□無申請因不合格  
□無申請因不知道是否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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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家庭津貼住戶多發 2 個
月 

- 學生資助住戶多獲獲一筆
過 4,640 元的津貼 

□合格有申請 
□合格無申請 

□無申請因不合格  
□無申請因不知道是否合資格 

 

僱員再培訓局「特別・愛增值」
計劃，津貼額加至港幣 5,800 元 

□合格有申請 
□合格無申請 
□無申請因不合格  
□無申請因不知道是否合資格 

2020 年_____月            
□不記得 
□已申請未有位 
□不懂申請 

放寬申領綜援的資產審查 □合格有申請 
□合格無申請 
□無申請因不合格  
□無申請因不知道是否合資格 

2020 年_____月              
□不記得 
□已申請未批 

建造業、地產業、清潔業、保安
業等不同行業的「防疫抗疫基
金」 

□合格有申請 
□合格無申請 
□無申請因不合格  

□無申請因不知道是否合資格 

 

關愛基金： 向非公屋/沒有領取
綜援 N 無人士提供一次過生活
津貼 

□合格有申請 
□合格無申請 
□無申請因不合格  
□無申請因不知道是否合資格 

 

關愛基金： 家居改善資助 □合格有申請 
□合格無申請 
□無申請因不合格  

□無申請因不知道是否合資格 

 

其他津貼計劃： 
＿＿＿＿＿（請註明） 

  

4.就你所知，你（若屬自僱人士）或你的僱主有沒有申請「保就業計劃」嗎？ 
□有         □沒有（請跳至 Q.6） □不知道 （請跳至 Q.6） 
 

5.你透過以下哪個方式取得資助？   
□為僱員的無薪假 提供工資         □重新聘用已遣散的員工     □其他_______（請註明）      □ 不清楚 

 
6.你認為政府提供的一次經濟津貼對你的支援足夠嗎？ 

 非常不足      1             2                   3                  4                 5    非常足夠         不受惠               

□               □                 □               □              □                          □  
 7.你認為政府提供的一次性津貼有哪方面的不足？（可選多項） 

□  金額不足以彌補疫情期間開支 
□  有困難但不受惠 
□  津貼發放進度緩慢 
□  津貼申請門檻高，未能符合資助申請要求 
□  宣傳不足，不知道政府推出的經濟援助津貼及計劃要求 
□  申請手續繁複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  沒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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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認為政府可以如何改善經濟援助政策？（可選多項） 

□  降低經濟援助津貼申請門檻 □  加快津貼發放時間 

□  提高經濟援助津貼金額 □  簡化申請手續及所需文件 

□  加強宣傳相關津貼計劃 □所有計劃，應不用透過僱主，由低收入人士自己申請 

□  就各個經濟援助津貼計劃提供 
一站式申請服務 

□  其他﹕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  不用改善 

 (二)其他非一次性經濟援助措施 
 
9a. 你的住戶過去有申請過在職家庭津貼計劃（職津）嗎？ 

□有                                 □沒有（請跳至 Q.9c）  
9b. 你的住戶在過去三個月每月的總工時足夠 144 小時嗎？(單親 36 小時) 

□足夠                         □不足夠                              □不清楚 
9c. 你的住戶想政府放寬對現時每月總工時的限制嗎？ 

□想                                □不想                                  □沒有意見 
10a.你知道政府在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間放寬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的資產限

額嗎？  □知道                           □不知道 
10b.你和你的家人有沒有在是次綜援申請限額放寬中受惠？ 

□有（請跳至 Q.11）                                    □沒有 
10c.你和你的家人為什麼沒有計劃申領綜援？（可選多項） 

□  申請綜援有負面形象和標籤 
□  申請綜援手續繁複 
□  希望能自力更生，不依靠綜援 
□  家人反對申請綜援 
□  不知道放寬了綜援限額 

□  未能符合申請資格 
    □ A.來香港時間未夠一年 
    □ B.社署以超租津為由，拒絕辦理 
    □ C.未能通過資產及入息審查 

□  其他：＿＿＿＿＿＿（請註明） 
□  未有申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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