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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會福利署 

2020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2020 年 5 月 15 日） 

 
分組討論摘要 

（社會保障） 
 

主持：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社會保障）   林偉葉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保障及就業政策專責委員會主席 黃貴友博士 

 

(1)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社會保障）林偉葉女士簡介社會保障最新發展： 

1.1 政府過去一年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尤其在相關就業措施以及

特別津貼上，進行了大型檢討。檢討後的建議已遞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

委會），期望日後經財委會通過後可盡快落實有關改善措施。 

1.2 經檢討後，政府建議就綜援租金津貼合資格的家庭成員人數每月最高金額

作單次提升（例如一人家庭由 2019 月年 2 月 1 日起的每月$1,885 元提升至

$2,475，加幅達 31%；5 人家庭由亦由每月$5,290 提升至$6,590，加幅接近

25%）[註: 財委會已於 2020 年 5 月 29 日通過綜援計劃的改善措施。上述

涉及租金津貼的增幅已於 202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1.3 行政長官於 2020 年 1 月宣佈優化長者生活津貼的措施。 

 

(2) 綜援申請資格的相關事項 

與會者的關注： 

2.1 與會者查詢，社會保障辦事處在處理新申請個案是否合符申請綜援的入息

門檻時，一般需要了解個案以往多長時間的入息情況。與會者並表示，由於

綜援申請者未必會預料自己未來會申請綜援，因此不會保留過去一年的資

產／入息證明（例如銀行月結單等），以至在申領綜援時要額外支付領取相

關證明的開支，部分個案難以負擔有關開支，建議應放寬有關規定。 

2.2 與會者查詢，如有個案的同住家人，不容許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家訪，轉介

予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亦不受理，當如何處理。 

2.3 同住家人不願意申請綜援，使部分人士面對經濟困難。與會者建議容許長

者及殘疾人士獨立申請綜援。 

2.4 多位與會者表示，雙親非本地居民的子女申領綜援面對困難。父母非本地

居民的子女如若希望申領綜援，署方一般會要求父母自行為子女尋找正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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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綜援的本地居民，作為監護人一同申請，但部分個案在本地未必有親友，

卻沒有渠道處理有關申請。不時需經立法會申訴部，或去信局長以處理有

關申請，申請時間往往延誤超過一年，而且大部分申請也未能成功。社會保

障辦事處職員有時亦會安排子女入住宿舍，與父母分開。多位與會者建議

署方作出改善。 

2.5 與會者查詢，綜援申請人若有購買保險，審批資產時有什麼準則，以及消費

型及儲蓄型保險有何分別。 

 

社會福利署（社署）回應： 

2.6 申請人必須通過資產及入息的審查，才能符合綜援的申領資格。在資產審

查方面，社會保障辦事處一般會了解申請人過去一年的資產狀況。而在入

息審查方面，若以往需要運用入息應付生活，在檢視過去一年的資產時已

能夠反映得到。但部分申請人若在剛剛失業後便立即申領綜援，社會保障

辦事處則需檢視申請人過去一個月的工作入息。因此整體來說，社會保障

辦事處一般只會檢視綜援申請人過去一年的資產狀況。署方表示如有特別

情況或經濟困難，以致未能提供資產／入息證明（例如銀行月結單等），可

向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解釋，讓職員按個別情況作考慮。 

2.7 綜援作為一種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計劃，社署需詳細核實申請人所提交的

資料；而綜援申請以家庭作為單位，社署也需了解整個家庭的經濟狀況。因

此家訪是必須的程序。如有特殊情況（例如同住家人不容許進行家訪），社

署需要就個別個案作深入了解；如有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不受理的情況，可

聯絡地區主任或地區專員作處理。日後若遇到相關情況，可及早提出。 

2.8 綜援制度以家庭為單位，因此需了解整個家庭資源運用的情況，現階段不

會考慮容許獨立申請。整體政策上須維持以家庭成員互助作為基本原則，

但若個別家庭有特殊情況，社會保障辦事處可另作檢視和考慮。 

2.9 就雙親非本地居民的子女申領綜援的問題，社會福利署表示以兒童福祉，

尤其兒童的照顧需要，為首要考慮。署方著重兒童的成長及家庭完整對兒

童的重要性，因此會謹慎地了解兒童是否沒有其他生活（如在內地與父母

同住）的可能性，而必需留港。如雙親沒有本地居留權，而子女確實要選擇

在本地生活，署方需了解子女在本地是否能得到適切照顧，故這些個案需

在本地尋找合適的照顧者。若部分個案在本地未能尋找合適的照顧者，社

署會轉介個案至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作評估，若有需要則會安排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成為受委人，為雙非兒童申領綜援。 

2.10 就計算保險為資產的查詢，署方表示在計算資產時，保險計劃的現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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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value)、保險費退款及從保險計劃所得的一筆過款項（例如股息和紅利

等），均會計算在內。然而有部分純人壽保險，只會在投保人身故時才會獲

賠償，這類保險則一般不會計算在資產之內。由於保險產品的設計五花八

門，申請人需要提交有關資料，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才能向申請人作詳細

解釋。有些情況下，社署更需要與相關保險公司溝通，以了解申請人所購買

的保險產品詳情及相關細則。 

 

(3) 綜援標準金／特別津別／補助金的相關事項 

與會者的關注： 

3.1 與會者表示有街坊因實際租金超出綜援租金津貼合資格的家庭成員人數每

月最高金額，因此被要求搬到租金較低的單位。但要尋找租金低於租金津

貼上限的單位有困難；亦有街坊因實際租金超出租金津貼上限，以致綜援

申請被拒絕。此外，與會者表示有個案住商舖閣樓，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表

示，因個案居於不合法的居所，故將會停發租金津貼，亦有職員要求居於不

合法居所的個案搬遷。與會者表示現時審批租金津貼時的標準並不清晰，

需要作出改善。 

 

社署回應： 

3.2 社會保障辦事處在審批綜援時，首先須了解申請者資產及入息等情況，查

詢申請人的租金金額主要是從中了解申請人的經濟狀況，社會保障辦事處

並不會因為申請人的租金超出租金津貼最高金額，而即時判斷申請人不符

合綜援的申請資格。然而，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亦需了解個案申請人如何

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仍可支付每月較高昂的租金，會否有其他經濟來源，

使個案申請人仍然能夠負擔較高的租金金額，從而掌握個案申請人的經濟

狀況。如有個別個案，因實際租金超出租金津貼最高金額，而被拒於綜援制

度外，個案申請人可向社會保障辦事處再作了解及跟進。在有需要時，社會

保障辦事處職員可在徵得申請人的同意後，轉介其個案至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的社工提供與住屋相關的協助。 

3.3 領取租金津貼必須出示有效的租住證明文件（如租單租約等）以確認申請

人的租住情況。為顧及申請人的安全，職員一般會提醒申請人盡可能居於

合法居所。若有特別需要，可就個別個案作跟進或轉介予社工以提供與住

屋相關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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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援日常運作的相關事項 

與會者的關注： 

4.1 有與會者表示，社會保障辦事處前線職員態度惡劣（例如對話間對個案申

請人造成傷害、分開多次要求個案申請人遞交文件到辦事處、要求個案申

請人在辦事處長時間等候、個案申請人向社工或議員助理求助後被辦事處

職員追究等），然而個案申請人往往怕影響其綜援申請，以致不敢投訴。與

會者建議署方應設法解決以上問題（例如透過電話通話或面談時録音以作

跟進、設立有效的投訴機制、大規模檢討及調查辦事處前線員工的行為、培

訓辦事處前線員工、聘用社工擔任相關工作等等）。 

4.2 有與會者表示，有個案申請人不清楚綜援申請資格及需提交什麼文件，以

至延誤了申請，建議署方提高綜援的資訊透明度，並加強社區宣傳。 

4.3 有與會者表示，由於綜援受助人不清楚自己可申領什麼特別津貼，因此在

申領綜援時並不會主動提出自己的相關需要，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亦無從

得知案主的需要而給予相應的特別津貼，建議署方應研究如何解決有關問

題。 

4.4 有個案受助人申請公屋／社福機構的服務時，房署／社福機構要求綜援個

案受助人出示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以證明其綜援領取者身份，但現時社署

已停發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與會者期望署方尋求解決方案。 

4.5 就較複雜的特殊綜援個案，與會者建議減少跟進個案職員的轉換，讓較了

解特殊情況的職員處理受助人的個案。 

 

社署回應： 

4.6 就對社會保障辦事處前線職員態度的關注，署方表示會在培訓上處理有關

問題。現時社署為社會保障辦事處的社會保障助理及社會保障主任入職時

提供在職訓練，就綜援政策、申請程序、電腦系統、工作及服務態度（例如

如何了解長者、殘疾人士、少數族裔等特別群體的需要）等方面進行培訓。

每年在不同場合收到不同意見時，亦會再檢視及修訂培訓內容。 

4.7 此外，社署現時亦有投訴機制（包括向地區高級社會保障主任／地區福利

專員）處理社會保障辦事處個別的情況，部門會作深入調查，就個別個案針

對性地跟進。社署亦呼籲當遇到以上情況時，申請人應立即循不同途徑向

署方反映，並需提供有關事件的具體資料（包括涉及的地區社會保障辦事

處／相關同事姓名等）以便跟進。 

4.8 就綜援的資訊透明度的關注，署長表示現時網上及地區辦事處亦有提供相

關資訊。一般情況下，辦事處職員亦會在接收個案時，向申請人講解所需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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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文件，亦會向申請人發放所需提交文件的清單作提醒。署方亦會加強

提供在「常見問題(FAQ)」的資訊，協助發放訊息。 

4.9 綜援指引在網上及各個社會保障辦事處均可查閱，指引中亦有臚列出各項

特別津貼。對於有特別需要人士，由於各人需要不同，難以詳細列明。尤其

是在醫療用品上，是按個別合資格受助人的需要而經由專職醫療人員評定，

故此難以臚列所有用品清單。署方每年會更新指引，檢視在哪些地方可以

更清晰地向公眾解釋。 

4.10 過去一年社署收到有關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的意見後，已立即通知相關部

門署方取消發放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的安排。若現時再有同樣情況出現，

可告知社署所涉及的部門，以便作出跟進。 

4.11 如有社福機構需要文件證明市民為綜援受助人的身份，署方建議社福機構

可以市民的綜援付款通知書或銀行存摺紀錄，證明其綜援受助人的身份。

過去一年，在社署收到相關意見後，亦已改善付款通知書內容，並增加了獨

立附頁，以詳列綜援住戶的受助人名單，因此應已達到證明綜援受助人身

份的目標。 

4.12 就減少職員調動的建議，署方表示考慮到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個人及服務

發展，以及對服務使用者的保障，職員有必要不時調動。然而不同職員均按

相同準則處理個案，若調動職員後仍有特別困難，亦可尋求協助。因即使前

線職員被調離辦事處，其主管也不會在同一時間獲安排調動，以確保跟進

個案的連貫性。 

 

(5) 其他社會保障的相關事項 

與會者的關注： 

5.1 與會者表示剛入職青年工作不穩定，建議如剛入職青年為綜援申領者，其

全數入息豁免由首月豁免延至首年豁免。 

5.2 不少申請人就業不足，難以申請在職家庭津貼（職津）計劃，與會者建議局

方重新檢視職津計劃的工時門檻。 

5.3 在職貼計劃下，兒童津貼與工時掛鈎，但申請人難以照顧兒童同時又達到

工時又要求。與會者建議局方考慮兒童福祉，把兒童津貼與工時脫鈎。 

5.4 職津計劃需要申請人提交入息證明，但現時工作零散化，不少家庭難以提

交入息證明，與會者建議局方以聲明或申報處理有關程序。 

 

社署／勞工及福利局回應： 

5.5 就延長綜援全數入息豁免的建議，政府於 2019 年的綜援檢討中，已建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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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數豁免計算合資格綜援受助人從新工作賺取入息的安排，由現時最多每

兩年豁免首月入息增加至每兩年豁免首兩個月的入息，並期望能盡快推行。 

5.6 局方表示政府已於 2018 年放寬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申請資格，容許家庭成

員合併工時計算，並增加津貼金額。局方會繼續留意職津計劃的落實情況，

但考慮到職津計劃鼓勵透過就業自力更生的政策目標，故暫時未有計劃調

整相關的工時要求。 

5.7 就把兒童津貼與工時脫鈎的建議，局方表示職津計劃的政策目標是希望鼓

勵透過就業自力更生，因此兒童津貼有需要與工時掛鈎。 

5.8 局方容許難以提交入息證明的家庭，以自述方式申報其入息或工作時數，

現時約有 20% 成功獲批職津的申請人在其申領期內曾以自述方式申報入

息或工作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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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録 

 

由於討論環節時間有限，未能讓所有參與會議人士提出的問題及意見，另亦有與

會者對署方的回覆作出跟進意見，以下羅列出由與會者於聊天室曾提供而未能在

會議中處理的問題和意見： 

 

(1) 綜援申請資格的相關事項 

1.1 有個案擁有物業，但因單位不適合同住的殘疾人士居住，所以案主出租自己

擁有的單位，在外間租住另一單位與殘疾人士同住。由於案主擁有的物業作

非自住用途，因此未能申請綜援。這個案怎樣處理？ 

1.2 傷殘綜援及健康欠佳綜援受助人續期時需要醫生簽署，但續期時間未必近覆

診期。請問可否讓醫生簽署「永久殘疾」，讓部分申領人續期時，無需特別約

見醫生？ 

 

(2) 綜援標準金／特別津別／補助金的相關事項 

2.1 實報實銷項目不時需要申領人墊支，但綜援申領人經常沒有多餘金錢墊支。

目前主要是向親友借貸處理，社署會否設立機制，讓綜援申領人無需自行墊

支款項，同時簡化單據報銷問題？ 

2.2 由於申請康復、醫療及外科用品津貼需要長時間，往往未能滿足殘疾人士即

時需要。有個案建議加快和簡化申請。 

2.3 現時特別膳食津貼為定額津貼，但現實上普遍按醫生或營養師建議的特別膳

食（例如營養奶）都超出津貼限額，建議社署將特別膳食津貼轉為實報實銷

形式處理。 

2.4 每當食物及生活用品物價急升時，綜援金並沒有及時因應社會狀況作出特別

調整，建議社署標準金額計算作全面檢討，並增加防疫用品津貼，以應付傳

染病高峰期。 

2.5 部份特別津貼申請需要專業人士填寫申請書，但很多新入職的專業人士不懂

如何填寫，建議社署公開範本及指引，讓外界面對以上情況時，懂得如何處

理。 

2.6 有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以「院舍實務守則」內有要求院舍提供必要用品為由，

拒絕申領人申請購買輪椅及需特別訂製器材、醫療消耗品等，社署可否告知

是否有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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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援日常運作的相關事項 

3.1 不少綜援受助人不清楚自己可享有哪些特別津貼，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亦沒

有主動告知。大部分個案從未接觸亦不清楚有綜援指引。建議社署向每位綜

援申請人及社福單位派發綜援指引，讓有需要人士更清楚自己的權益 

3.2 社會保障辦事處前線員工的態度問題，並非個別同事的問題，而是辦事處普

遍文化及制度問題，所謂現存的投訴機制明顯失效，所以有必要整體檢討文

化、制度，作出調查及制定措施，才有助改善情況。 

3.3 社署過去曾表示會在地區定期舉行講座，向市民及同工講解綜援。現時有何

跟進？ 

3.4 署方有否檢視，疫情下社會保障辦事處早前調整服務，及縮短開放時間和日

期，對提供服務予綜緩申領人造成的影響？如有，可否分享相關資料。如沒

有，署方是否有時間表作出相關檢視？ 

3.5 疫情影響下經濟下行，失業及就業不足增加。署方會否考慮調撥內部資源或

增聘人手，以處理大幅增加的綜援申請？坊間觀察到少數族裔人士因疫情而

需要尋求經濟援助的個案大幅增加，建議署方考慮於未來一段時間設立短期

職位，聘請少數族裔人士，於社會保障辦事處工作，以協助處理相關個案。 

 

(4) 其他社會保障的相關事項 

4.1 綜援受助人除僱員再培訓局及建造業學院部分課程外，還可就讀什麼課程？

請問有沒有課程清單？選這些課程有何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