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社協)  雙程證關注組   

《內地來港探親雙程證人士及小孩的心理狀況及未來期望調查》發佈會 新聞稿 

來港為家庭 雙程探親非訪客 

 同是一家人 社會服務應支援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簡稱社協)與雙程證關注組的雙程探親家長發佈《內地來港探親雙程

證人士及小孩的心理狀況及未來期望調查》，指出基層雙程證探親人士包括準移民、單非和

雙非，雖然長期居港，但港府和社會大眾均當他們為訪客，沒有長期居港逗留的需要，他們

亦因無身份證，受拒於很多社會支援，亦面對不少歧視。這 40,000 名雙程證探親人士被香港

社會當為隱形，社會較少這方面的調查，港府亦未從人口政策角度宏觀考慮雙程證問題。要

求政府及社會正視這群為香港家庭而作出努力的雙程探親人士的需要。 

人口老化一直是香港面臨的嚴峻問題，香港願景在 2017 年《人口政策的新思維》中亦指

出，港人壽命愈來愈長，最終造成 65 歲或以上長者佔全港總人口的比率由現時約 15%，上

升至 2044 年的 33%（2064 年更為 36%），約等於每三位港人便有一位為 65 歲或以上長者。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在 2015 年發表的《人口政策 - 策略與措施》報告中引用長遠財政

計劃工作小組報告的估算：隨著勞動力增長逐步減少，香港經濟增長將會由 2018 至 2021 年

的 3.5%，下降至 2030 至 2041 年的 2.5%。若政府不設法補充勞動人口，不但會令公共財政受

壓，而且整個香港經濟亦會被拖累。而香港願景在報告中亦指出港府的人口政策較為保守，

包括迴避生育措施的財政承擔、人才措施小修小補和消極處理「雙非」問題。 

內地移民具緩和人口老化和促進經濟轉型的作用。社協於 2021 年委託香港浸會大學發表

《內地來港移民分析：社會經濟地位的動態變化1》，研究報告中指出從全球範圍看，移民政

策在很多國家成為主導選舉政治的議題，反移民的聲音此起彼落。但反移民的聲音不一定建

基於理性討論，香港也面對同樣情況，有關內地新移民的討論存在偏差。研究估算過去 20 年

倘若沒有這批內地移民及他們在港生育的子女，本港人口將更為老化，年齡中位數將由 43.3

歲上升至 46.1 歲，代表未來勞動力供給的 20 歲以下人口比例更減少近四份之一。 

社協於今年七月與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心理學系合作，針對雙程證人士及

其小孩進行名為《內地來港探親雙程證人士及小孩的心理狀況及未來期望》的網上調查，研

究目的：一，了解受訪者的身心狀況；二，了解受訪者對未來的期望；三，了解小孩的抗壓

力及；四，探索家長身心狀況對並小孩身心的關係，希望社會大眾了解雙程證人士的留港目

                                                      
1
 浸大發表《內地來港移民分析：社會經濟地位的動態變化》研究報告 https://soco.org.hk/pr20210610/  

https://soco.org.hk/pr20210610/


的，以減少誤解；官方提供渠道，讓雙程證探親人士可通過「補充勞工計劃」來港工作，及

改善現有政策，提供適當的服務及支援，協助受訪者融入社會。是次研究共收集 229 份問

卷，當中有效問卷為 213 份，有效回覆率為 93%。 

1. 研究結果及分析 

1.1 受訪者的背景狀況 

準移民、單非和雙非2來港長期逗留目的均為照顧小孩，內地來港探親雙程證人士按

其屬性可分為準移民、單非和雙非，是次調查中顯示 95.3%受訪者均為女性，當中最多

類別的為雙非（46.8%），其次為分隔單親（29.1%），準移民則佔 21.1%。幾乎所有受訪

者（99.1%）來港逗留目的均為照顧小孩，因小孩持香港身份證，在港出生或已通過單程

證制度來港生活。值得留意的是探親雙程證人士單親比例較高，近一半（49.4%）為單

親，當中包括 26.8%離婚、10.8%未婚、6.6%喪偶和 5.2%分居。 

1.2 受訪者面對的主要困難 

是次調查中，統計了來港探親雙程證人士在港生活的困難，依次為家庭經濟

（89.2%）、不能工作（85.45%）、居住環境（79.81%）、簽證問題（73.24%）、醫療

（67.61%）、生活習慣（27.70%）和語言（11.74%）。準移民、單非和雙非因持雙程

證，無法在港工作，是次調查中 30%受訪者依靠配偶工資生活，37.6%靠政府援助，而

12.2%則靠親友援助。但對於缺乏親友支援，又無配偶的單非和雙非來說，可通過正規途

徑申請來港工作，改善家庭經濟條件，成了他們的最大心願。拮据的經濟環境，讓他們

和小孩不得不租住惡劣環境的劏房或板間房，因沒有身份證，無法工作，再加上疫情下

封關，讓原本依靠往返內地工作的雙程證人士亦失去經濟來源，本會接觸的個案為了支

付小孩參加補習班或興趣班的費用，有不少曾從事走水貨或冒險在港打黑工，遇海關執

法，而留下案底。 

1.3 受訪者的心理健康問題 

是次調查中顯示，73.8%的受訪者認為難以融入香港生活，生活不便利；超過六成受

訪者認為自己（69.4%）和家人（62%）缺乏充足資源生活；58.5%受訪者認為找不到解決

問題方法；41.5%則認為難以在港結識朋友。以上情況令他們覺得孤立無援 76%；感到很

大壓力 73.8%；很彷徨（72.1%）；不開心（66.8%）；覺得被香港排擠在外（62.9%）。 

                                                      
2 準移民是配偶及子女是港人，可以輪候單程證 4-5 年來港，單非是配偶及子女港人, 但配偶已去世或離棄他們，雙非是子

女是港人，但父母非港人，單非及雙非均沒有途徑申請來港定居，只可以每 3 個月或 14 日來港。 



是次調查收集及整理了內地探親雙程證人士和小孩的情緒狀況。在 DASS-21 中，三

個方面（抑鬱、焦慮及壓力）的分數越高，代表受訪者在該方面的情緒問題越嚴重。是

次調查中成人的問卷平均分為 25.49 分高於小孩的 20.38 分（總分為 63 分）。照顧者和

小孩的抑鬱、焦慮和壓力情況都不容忽視，而照顧者的情緒困擾程度較小孩嚴重，在問

卷各類別的平均得分為 8.35 分（抑鬱）、8.04 分（焦慮）分及 9.35 分（壓力）。高於小

孩的 6.47 分（抑鬱）、7.48 分（焦慮）分及 6.42 分（壓力）。另外，近三成

（30.5%）、近五成（49.3%）及約三成（30.5%）的雙程證照顧者，分別在抑鬱、焦慮及

壓力三個方面上達到嚴重或以上程度；逾三成（34.7%）的小孩在抑鬱達到嚴重或以上程

度。而在焦慮及壓力方面，各有 21.2%的受訪者達到嚴重或以上程度。顯示照顧者和小

孩都急需社會的支援。 

1.4 受訪者面對的社會排斥 

準移民、單非和雙非人士長期逗留香港，他們和孩子均有服務需要，但在本港社會

卻淪為隱形，社會將他們視為訪客、遊客。雙程證各類別每年來港人數，逗留香港情況

和服務需要均無系統統計資料分析。特別雙非，幾乎連公開討論都會引來社會謾駡。 

1.5 單非和雙非人士單程證無名額，無途徑申請來港定居 

因子女在內地無戶口，升學困難，亦有單非子女，法庭判了 18 歲前不可離港，而單

程證計劃的家庭團聚無名額給予年幼子女在港，內地父母來港照顧，這些家庭要在內地

無子女，在港子女又已年滿 18 歲，內地父母又已 60 歲，才可以申請來港，在子女年幼

最需要父母照顧時，這些父母不能申請來港定居期，只能每 3 個月或 14 日來港探親，經

常奔波兩地，又不可以工作，令一家人都很不安心及經濟非常困難。 

1.6 外勞政策申請欠透明及手續繁複 

「補充勞工計劃」，根據計劃在香港經營業務的僱主如確實未能在本港聘得合適人

手，可申請輸入屬技術員級別或以下的勞工。為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及薪酬福利，

僱主必須優先聘用本地工人，並致力培訓本地工人，以填補職位空缺3。為應對 2019 冠

狀病毒病第五波疫情，社會福利署（社署）於 2022 年 3 月起在本地和內地分別緊急聘用

了 353 名和 762 名臨時合約照顧員，合約為期三個月。這些臨時合約照顧員在接受培訓

後獲社署委派到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隔離設施及暫託中心協助照顧長者及殘疾人士
4。社署委託兩間本地公司，閩勞（香港）有限公司和中國福建勞務（香港）出口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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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勞工計劃 https://www.labour.gov.hk/tc/plan/iwSLS.htm  

4
 立法會四題：臨時合約照顧員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6/08/P2022060800200.htm  

https://www.labour.gov.hk/tc/plan/iwSL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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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透過其相關的勞務單位，在內地進行招聘照顧員。很多基層內地來港探親雙程證人士

對計劃有興趣，惟相關公司並未公開申請途徑和申請方法，亦無電話可聯絡，發了電郵

後也沒有回覆。而中介亦要收取約 2 萬的手續費，非一般家庭可以負擔。而社署表示要

人在內地及在內地申請才可以，而且要在內地培訓一段時間，結果封關難回內地，雙程

媽媽在港想參加也不能。 

1.7 受訪者面對的資源分配不均問題 

1.7.1 居住環境問題 

是次調查中發現，雙程證人士大多來自廣東省（77.9%），他們的教育水平都不

差，84.5%的受訪者有大專或以上學歷，當中大專（高級文憑或副學士）的受訪者亦

佔 15.5%。可惜的是他們卻因持雙程證，無法在港工作，再加上單親比例高，導致

他們的家庭經濟貧寒，80.3%受訪者只可租住劏房，當中亦有 9.4%的受訪者需要租

住板間房或籠屋（需要共用廚房和洗手間），小孩沒有獨立睡房和書枱為常態，超

過九成（93.9%）受訪者小孩均沒有獨立睡房，近八成（77.9%）的受訪者小孩連獨

立的書枱也沒有，反映無論受訪者居住環境惡劣，影響睡眠或學習。 

而公屋及社會房屋均要求申請人要香港成年人，單非雙非家庭都家中無香港成

年人，因而未能申請入住，這兒童要在劏房蝸居直至成年人才可以申請，但單人申

請又要等幾十年。 

1.7.2 兒童貧窮問題 

少數中港家庭需要綜援支援，準移民、單非和雙非三個探親雙程證類別當中，

所有未持有香港身份證的家長均不能成為綜援受惠者，經濟困難的準移民家庭，小

孩可和港人家長一起捆綁申請綜援。單非亦可由非港人母親作為委託人，領取港人

小孩的綜援。雙非需要小孩尋找港人的親戚或朋友成為小孩的委託人，且要同時符

合領取綜援的條件，方可幫雙非小孩申領綜援。社署要在非常情況法下，才有酌情

政策，可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成為小孩的委託人，幫小孩領取綜援，若雙非

家庭在港找不到任何符合條件的親朋好友。 

因綜援不包雙程證照顧者，往往會出現一人綜援兩人用，綜援金不足以應付日

常開支的情況。 

公益金亦於 2004 年成立緊急援助基金——及時雨基金，亦排拒單非及雙非。港

府先後在 2021 年和 2022 年推出兩次消費券計劃，但計劃對象均需年滿 18 歲持本港



身分證的成年人，雙程證人士中的單非與雙非因家庭中未有符合資格的成年人，再

次被排擠到計劃之外。 

1.7.3 社會支援匱乏 

是次調查中 96.5%的受訪者表示需要支援服務，當中最需要的支援是住屋支援

87.3%、政府經濟支援（如綜援或及時雨等短期基金）83.4%、物資援助（如食物銀

行或二手衫等）66.8%、醫療 61.6%和工作/就業資訊 49.8%。雖然近年來，相關政策

稍有改善，但整體對雙程證人士及小孩仍不友善，令他們經常被排擠於政策和服務

支援體系以外，是次調查中顯示 30.99%的受訪者不可在港申請短期食物援助，

15.49%的雙程證家庭在港無法找到監護人/保證人為子女辦理圖書證，19.25%的雙程

證人士在港仍不可開設銀行戶口。 

1.7.4 缺乏福利保障 

是次調查中，雙程證探親人士較依賴本會，84.7%的受訪者主要參加本會提供的

服務；其次為學校提供的服務（34.5%）和教會（30.6%），亦有部分非牟利機構會

提供服務予雙程證人士。但是受訪者普遍表示在尋求服務支援時面對多項困難，主

要為無身份證，無法參加服務（76%）；不知道有哪些社區資源（53.7%）；費用太

貴，不能負擔（46.7%）； 無身份證，不能做會員（45%）；有香港身份證的小孩

和配偶可參加服務，但自身不能（25.8%）；職員不清楚雙程證人士是否可參加服務

（22.3%）。但本會接觸的基層雙程證人士有服務需要，往往是因為港人小孩或配

偶，若因家長是雙程證持有者，就排拒他們參與服務，最終受損的仍是小孩福祉。 

1.7.5 缺乏物資支持 

社會福利署(社署)自 2009 年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在全港推行短期食物援助服

務，為難以應付日常食物開支的個人或家庭，提供短期食物援助（通常 6 星期）。

社署已於 2021 年 8 月將服務恆常化。探親雙程證人士因無身份證，不符合申請食物

銀行的資格，即使身為港人的家庭成員申請服務，雙程證人士亦不會被計算入家庭

成員當中，因此被分配的份量少於實際需求。但通常有需要申請食物銀行的，往往

是最有需要雙程證人士和家人，他們因為僅靠小孩的一人綜援維持生活，或者無法

申請綜援，要靠親人支援或借貸，經濟拮据。 

  



1.7.6 無法融入社會  

雙程證人士即使要為小孩辦理圖書證，亦不是易事。現時十八歲以下人士申請

辦理圖書證5，需要保證人的香港身份證正本或副本，但因單非和雙非家庭中的兒

童，身為照顧者的家長沒有香港身份證，部分家庭亦無法找到親朋好友願意成為保

證人，因為連上圖書館借閱圖書，對這些家庭的小孩都變得奢侈。作為雙程證持有

者的成人，港府將這些照顧者當訪客對待，他們亦需找到一名成年的香港居民作為

擔保人，要提供擔保人香港身份證和地址證明做核實。如沒有擔保人，他們雖然可

外借最多八項圖書館資料，但每項外借資料須繳付可退回之保證金，每項為港幣

$170 元，這對於基層雙程證人士來說，要支付這筆保證金都困難。 

1.7.7 缺乏醫療保障 

調查中，近六成的受訪者表示有醫療需要。早於 2003 年前持雙程證來港照顧家

庭的港人內地親屬在港居住，以照顧在港丈夫、子女或甚至老人，可以憑在港家人

證件，在享用用樣的醫療優惠，但 2003 年修改政策，無身份證求診需按照「非符合

資格人士」服務收費，如急症的收費爲每次 990 元，持雙程證來港照顧家庭的港人

內地親屬無法負擔，令持雙程證來港照顧家庭的港人內地親屬婦女有病不能醫，健

康惡化，影響照顧家人的能力，亦有因而要負債。 

1.7.8 適應服務缺乏宣傳 

值得留意的是，民政事務總署自 2011 年起在內地推行「期望管理計劃」，委託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及新家園協會，分別在深圳、廣東和福建推行期望管理計劃。

「期望管理計劃」原計劃加深持雙程證來港照顧家庭的港人內地親屬對香港情况的

了解，同時協助他們適應在港生活及加强他們面對困難的能力。是次調查中 62.4%

的雙程證人士表示他們不熟悉香港，原本準移民應該成為「期望管理計劃」的核心

對象，但是 98.7%受訪者均表示未有參加過計劃。調查中雙程證人士最希望在港學

習的內容包括職業技能培訓 68.1%、工作/就業資訊 67.2%、社會服務/資源資訊

59%、英語 45.4%、電腦 45%、香港法治 42.8%、義工服務 42.4%、法律知識 24%和

廣東話 16.2%。而這些內容均為「期望管理計劃」涉及的範圍，因期望管理計劃的

內容主要分為培訓課程、支援網絡和社區教育。計劃營運至今已超過 11 年，考慮到

準移民參與計劃的人數較少，港府應該委託第三方部門對計劃進行檢討，研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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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計劃拓展至本港會有更大成效。此外營運機構均採用委託形式，港府應引入競爭

或投標形式，讓更多有興趣的非牟利機構參與競標，已提升服務質素。 

1.8 相關性分析 

1.8.1 社會支持與情緒狀況分析 

研究發現來自家庭、朋友及重要他人的支持對於受訪者情緒均有影響，與過往

研究結果相符（Harandi et al.6）。家庭方面，雙非受訪者對於家人支持的感受得分並

不低（4.26 分），顯示受訪者均感到家人有在嘗試幫助他們。但受訪者在實際得到

情緒支持的得分就明顯較上述項目低，只有 3.87，屬中度。即受訪者得到的實際情

緒支持明顯較他們的感受低分。由於過往文獻（Kuhn, & Laird
7
）指出，來自家庭的

支持最爲重要，因爲家庭為個人最重要的支持來源，因此獲得家人的支持越多，受

訪者的情緒狀況亦會越好。而雙非受訪者在情緒支持的得分並不算高，因此他們的

情緒狀況亦較差。另一方面，受訪者得到的朋友支持與抑鬱、焦慮及壓力三方面均

有顯著相關，與以往研究結果相符8。朋友支持與抑鬱的相關程度與家人支持與抑鬱

的相關程度一致（相關度均爲-.20），顯示受訪者的家人支持及朋友支持對於抵抗抑

鬱同樣重要。但研究亦發現，受訪者得到的朋友支持平均得分較獲得的家人支持得

分較低。其中，在不如意時能依賴朋友的得分更只有 3.31 分，顯示受訪者認爲在他

們遇到困難時，並不能得到太多來自朋友的支持。最後，研究發現重要他人的支持

與焦慮在統計學上並無相關性。原因可能是由於焦慮相關的問題主要圍繞個人心理

狀態，例如“我感到快要恐慌”、“我對事情做出過敏反應”等等，因此，受訪者

可能較為不願意如何與重要他人（如機構職員）分享他們的感受。 

總體而言，研究發現在遇到情緒問題時，受訪者的家人及朋友支持對受訪者較

為重要，受訪者能夠感受到家人及朋友有嘗試幫助他們，但他們獲得的實際支持則

不算多。 

1.8.2 家長生活品質與情緒狀況分析 

是次研究發現，雙非受訪者的生活品質得分偏低（總得分 69.34，104 分爲滿

分），顯示他們的生活品質並不理想；另一方面，受訪者的情緒狀況普遍較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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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的生活品質越差，他們的情緒狀況越差，與以往研究結果

相符（Geirdal et al.9）。由於雙非受訪者普遍來自基層家庭，如七成受訪者居於劏房

（70.9%），因此可以推斷他們的生活品質普遍不高，而受訪者對於自身的生活品質

評價亦只有 1.85 分（5 分滿分），得分屬於低下。而過往研究10顯示個人生活品質越

低，情緒狀況越差，因此估計受訪者的情緒狀況受到生活品質影響頗大，導致他們

的負面情緒比較嚴重。 

1.8.3 家長及小孩情緒狀況分析 

研究發現，小孩的情緒與家長的情緒有高度的顯著正相關（相關性.63），與以

往研究結果相符 （Öngören & Köçer11）。即家長的情緒狀況越差，小孩的情緒狀況

亦越差，反之亦然。研究結果顯示，家長及小孩的情緒狀況普遍較差，尤其在抑鬱

方面，有七成（70.4%）受訪家長有抑鬱狀況，而小孩有抑鬱的亦超過六成

（62.0%）。由於大部分受訪者均來自雙非家庭婦女，而過往的研究顯示，母親通常

是小孩的主要照顧者，在較長時間的接觸下，母親的負面情緒可能會在不經意間反

映在小孩身上。由此可推斷，母親的情緒狀況對小孩的情緒狀況亦會有較大影響，

因此，受訪者的情緒狀況較差時，他們的小孩情緒狀況亦普遍較差。 

另一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小孩的抗逆力越低，他們的情緒狀況越差，與以往

研究結果相符12。以往學術研究顯示，小孩的抗逆力與他們的家庭背景有較大關係，

例如母親的心理幸福感越高，小孩抗逆力亦較高（Li et al.
13
）。由於受訪小孩多來自

基層家庭，作爲受訪者的母親，自身的生活品質並不理想（總得分 69.34，104 分爲

滿分），因此，受訪小孩的抗逆力亦較低（總得分 18.26，30 分爲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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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建議 

基於上述問題的分析，本會就內地來港照顧家人的雙程證人士服務需要提出下列建議： 

2.1 統計居港準移民、單非和雙非人數和逗留狀況 

 定期統計和調查，掌握準移民、分隔單親甚至雙非等持探親雙程證人士的居

港情況和生活需要 

 人口政策規劃應制訂包括雙非在內的雙程證人士，與大灣區各地政府協調，

為他們規劃配套如住房、醫療、教育、交通等應有的資源  

2.2 為內地來港照顧家人的雙程證人士提供支援服務 

 「一年多簽」應涵蓋所有需要在香港逗留照顧子女的雙程證父母，不論其配

偶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 

 「補充勞工計劃」應公開和透明申請途徑，或在港設立申請部門，讓居港雙

程證人士亦可在港申請及在港培訓。 

 社會房屋計劃/過渡性房屋應開放一定比例予本港小孩和其雙程證父母申請 

 綜援計劃的申請應回復至 2008 年前的政策，即容許 18 歲以下、內地人在香

港出生的子女以個人身份申請綜援。及時雨基金和消費券等現金援助計劃亦

需開放予他們申請 

 社署需發放指引予各服務單位，確保內地來港照顧家人的雙程證人士可參與

服務。短期食物援助計劃亦需包括有需要的內地來港照顧家人的雙程證人士 

 拓展「期望管理計劃」於本港推行，加強計劃宣傳且委托獨立機構檢討服務 

 在港為內地來港照顧家人的雙程證人士開設適應及裝備就業計劃 

2.3 為內地來港照顧家人的雙程證人士提供生活便利 

 恢復 2003 年之前的優惠政策，內地來港照顧家人的雙程證人士可享用與香

港居民相同的醫療費用 

 不需擔保人和按金情況下，內地來港照顧家人的雙程證人士可憑兒童出世紙

為子女辦理圖書證 



 內地來港照顧家人的雙程證人士可憑婚姻證明或兒童出世紙開設銀行戶口 

2.4 關注探親人士及小孩的心理狀況，制訂多元文化政策以歡迎移民 

 考慮到本港人口老化，及兒童需要，配合人口政策，研究除現有計劃外，可

讓單非及雙非家長早一些有秩序申請來港定居。因雙非和單非家長若年滿

60 歲，在港子女滿 18 歲，內地無其他子女，現時亦可透過單程證計劃來港 

 重設「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統籌委員會」統籌新移民來港前與來港後服務，

服務應包括準移民、單非和雙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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