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國家或地區對在職貧窮人士的界定方法

各異。在西方國家，在職貧窮人士意指在過去

一年就業至少7個月，但月薪低於月入中位數60%的貧

窮線以下；在香港，普遍採取的定義是：在

職人士月薪若低於月入中位數一半，即為

「在職貧窮」。任何家庭的月入，低於成員

數目相同的家庭月入中位數一半，即屬

「在職貧窮家庭」
（Working Poor
Family）。

香港經濟過去數年持續增長，但貧窮情況卻一直未有改善。

社聯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分析貧窮情況，顯示去年全港貧窮人

數約有116萬，貧窮率維持2011年的17.1%不變；而在職貧窮住

戶數目更回升，達19.1萬戶。有人建議，港府應設立低收入補

貼，支援在職貧窮家庭；但也有意見認為，此舉將進一步加重港府開支，不利長遠發

展。到底香港應否設立低收入補貼？ ■李浩彰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通識科教師

主題1：生活素質
探討主題：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

發展方向如何？

• 香港居民對不同層面的生活素質的優次有

甚麼不同看法？

•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哪些

被視為最急切的需要？甚麼人可作出相關

的決定？為甚麼？

• 不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

作出甚麼貢獻？有甚麼障礙？在沒有清除

障礙的情況下，哪些群體最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今日香港（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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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社會現象 帶出正負影響
近期，社聯提出低收入補貼

制度，希望協助須供養兒童的在職家庭。學
習此議題時，同學不妨從低收入補貼制度背
後反映的社會現象和影響作出分析。
在單元二的「今日香港」，同學必定研

習過香港的貧窮問題。面對貧富懸殊及在
職貧窮這兩大難題，政府已成立扶貧委員
會，專門處理貧窮問題。當社會仍在熱烈
討論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和其他津貼方案
時，同學不妨思考為甚麼社聯會提出低收
入補貼制度？

針對低薪家庭 有別現策

筆者認為，低收入補貼制度的對象與現

有措施有別。低收入補貼制度旨在協助須
供養兒童的在職家庭，由於他們的生活開
支較大，如子女的學習開支，即便最低工
資已在某程度上改善其生活素質，但面對
通脹問題、生活水平上升等，他們仍承受
較大壓力。與之比較，最低工資和標準工
時主要針對「打工仔」，希望給予他們一
個公平和合理的薪酬待遇；而津貼的服務
對象未必針對在職貧窮家庭，所以低收入
補貼制度有其作用性和針對性。
低收入補貼制度會帶來以下正面影響。

經濟方面，由於低收入家庭能定期獲取津
貼，他們的基本生活開支壓力減少，改善
生活素質。社會方面，當經濟壓力減少，

在職父母的負面情緒隨之而退，較少向子
女、社會投射怨氣，長遠而言家庭以至家
庭氣氛也能變得更和諧。政治方面，若政
府接納社聯的建議，積極與各方討論扶貧
計劃並諮詢公眾，則可表現當局樂於聽取
不同組織和人士的意見，提升公信力。
同學不妨參考上述分析正面影響的方

法，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探
討低收入補貼制度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同學亦可從不同持份者角度，如政府、低
收入家庭、關注貧窮組織等進行分析。

■鄺嘉莉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港大工

商管理及法律系二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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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資料一，指出本港在職貧窮戶的特點。

2. 試分析本港設立「低收入補貼」的利弊。

3. 有人說：「本港貧窮問題一直未有改善，主要因為政府援助不
足所致。」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

1.題目拆解：題目要求指出特點，故

宜篩選出資料中與「最多」、「最少」

相關的數據。

．在職貧窮家庭中，3人及4人的住戶

數目最多，分別達66,800戶及

64,800戶。

2.題目拆解：題目要求指出利弊，故

應正反陳述，留意行文比重必須平

均，並圍繞「低收入補貼」這個重點作

出分析。

利：
．改善低薪家庭生活：在職貧窮戶月

入僅為全港月入中位數一半，生活

捉襟見肘，設立補貼有助紓解民

困；

．迎合國際政策趨勢：不少已發展國

家及地區如英、美等地均設津貼計

劃，香港現時未有相關保障，故應

參考外國做法。

弊：
．加重財政負擔：現時社福開支為政

府的主要支出之一，2013至2014年

度為611億元，佔總開支13.9%。有

學者估計，設立低收入補貼，每年

開支增加近200億元，無疑加重財

政負擔；

．減低「向上流」動力：改善生活是

低收入人士的向上動力，假如政府

提供補貼，不排除部分人士安於現

狀，甚至拒絕擔當較高薪工作而

「因加得減」。

3.題目拆解：此題為因果題，要求考

生論證現象（貧窮問題未有改善），與

其中一個原因（政府援助不足）之間

的關係。考生宜從不同角度了解事件

的多元因素（如個人、外圍影響及政

策力度等），再作比較，從而決定哪項

才是主因。此題也屬「多大程度」

題，故應在陳述個人論點後，亦須略

述相反觀點。

在很大程度上同意：
．經濟持續增長，窮人理應受惠，但

只形成強烈的貧富懸殊（2012年堅

尼系數高達0.537），貧窮比率一直

高踞在17%，證明政府施政不力；

．政策如交津計劃等，每月資助額最

多600元，對貧窮人士如杯水車薪，

而且諸多限制，申請不易。加上政

府一直未落實如低收入補貼的資助

措施，未能有效幫助貧窮人士；

．政府措施不少屬一次性質，欠持續

性，如派發6,000元的計劃，或關愛

基金等，難以長久幫助貧窮人士。

在很少程度上同意：
．政府持續推出資助措施，如最低工

資、交津計劃等，皆針對低收入家

庭改善生活而設；

．香港屬外向型經濟，易受外圍因素

影響，如人民幣升值導致食品價格

上升，影響貧窮人士，實非奉行

「自由市場」原則的政府所能控制；

．學歷貶值導致社會流

動性低，不少貧窮家

庭屬低技術人士，故

難向上流動。參考
答案
參考
答案
參考
答案

■在職貧窮

家庭子女以

詩歌表達對

政府的扶貧

訴求。

資料圖片

■最低工資在

一定程度上提

高基層勞工的

生活素質。

資料圖片

■香港的貧

富懸殊問題正在

惡化。

資料圖片

請先閱讀以下內容，然後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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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持份者對低收入補貼意見
持份者 意見

時事評論員 學者及社福界人士的意見有一定道理，

不過道理人人會講，增加福利當然皆大歡

喜。然而，香港地少人多，若以增加福利

去解決貧窮問題，只怕福利越多，香港死

得越快⋯⋯香港有120萬窮人，佔人口五分

一，平均每人每月增加津貼1,000元（這可

能是讓他們脫離貧窮線的最低標準），每年

開支則增加近200億元，總開支可能逾千億

元。而且福利大門一開，吸引更多窮人湧

入，這是香港稅收無法應付得來的。

基督教女青 政府現時向貧困家庭的援助屬於分割

式、一次性，或未能惠及有需要家庭，例

如 房戶不會擁有獨立電錶，電費津貼只

會惠及業主，政府應提供綜合及持續性的

「低收入補貼」，幫助有需要家庭面對高通

脹周期。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資料一：本港在職貧窮戶數據

2009年在職貧窮住戶數目

住戶人數 在職貧窮住戶數目 在職住戶總數 貧窮率

1人 3,800戶 194,600戶 2.0%

2人 30,900戶 432,200戶 7.1%

3人 66,800戶 543,200戶 12.3%

4人 64,800戶 490,200戶 13.2%

5人 16,700戶 150,600戶 11.1%

6人或以上 6,700戶 57,600戶 11.6%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資料四：政府財政開支（2013-14年度）

資料五：政府紓緩在職貧窮措施（部分）
措施 內容

法定最低工資 2011年5月1日實施。根據最新數字，2013年2月至4
月期間，低薪全職僱員的平均月入按年上升8.7%（扣
除通脹後仍有4%增長），而整體全職僱員的平均月入上
升1.9%。法定最低工資已於2013年5月1日由28元調升
至30元，根據「2012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數
據，這可涵蓋約210,000名低薪僱員。

「綜合社會保 為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令其入息達
到一定水平，以應付生活的基本需要。2013年5月底，
領取綜援個案總數為266,510宗，受助總人數為412,220
人。低收入類別佔個案總數約10,000宗。

「鼓勵就業交 2011年推出。協助低收入在職人士，包括綜援受助
人，減輕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負擔，並鼓勵他們入職
或持續就業。截至2013年7月8日，計劃已批出共3億
4,600萬元津貼，惠及超過44,600人。

關愛基金 2011年初成立。推行不同援助項目和構思新計劃，
並協助研究應否把計劃納入政府的 常資助和服務，如
早前曾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

其他 政府為在職貧窮人士提供的支援措施，包括幼兒暫託
服務、課餘託管計劃、短期食物援助服務等。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障援助計劃」
（綜援計劃）

通津貼計劃」
（交津計劃）

資料二：新聞摘要

基督教女青年會於2012年6月至8月，訪問436名16歲以上
的深水 區舊式私人樓宇的基層居民，了解他們的十大生
活壓力事項。調查發現，「食物價格昂貴」在當區居民
「十大生活擔子」排行榜居首，78.7%受訪者認為，食物價
格高昂是生活壓力的主要來源，其次是「租金昂貴」及
「燃料費昂貴」。有學者說，本港通脹問題嚴重，主要受到
外圍因素影響，如人民幣持續高企，令輸港食品價格持續
上升等。而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亦導致本港資產價格暴
漲，租金自然水漲船高。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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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全球化

社聯自2002年開始，每
年均會分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

戶統計調查》數據，以住戶每月入息中位
數50%界定貧窮線。最新結果顯示，香港貧窮問題

惡化，2012年116.1萬人生活於貧窮線以下（編者按：港

府於9月28日首次為香港制訂「貧窮線」，並將「主線」

定為家庭入息中位數的50%。根據2012年底數字估

算，本港共有131萬貧窮人口，貧窮率為19.6%。若計

算綜援等現金福利收入後，貧窮人口將降至102萬，貧

窮率減至15.2%。），人數較2011年增加1萬人；貧窮率
維持17.1%。但在職貧窮家庭去年增加6,000戶至19.1萬
戶。社聯認為，有關情況與最低工資效應減弱有關：
超過83%在職貧窮家庭，即15.9萬戶，最少一名家庭
成員從事全職工作，但因供養子女，令收入不足以

維持整個家庭的生活需要，導致貧窮。
社聯提出設立「低收入補貼制度」，針對性協助供養

兒童的在職家庭，向月入少於住戶月入中位數50%的家
庭，發放相等於住戶月入中位數的10%作補貼；收入稍
高於貧窮線的家庭，可按收入遞減補貼。社聯預計，
「低收入補貼制度」可讓74萬人受惠，貧窮率將由17.1%

降至14.3%。

貧窮人口達131萬

職貧家脫窘 VS 庫房大出血
概念
鏈接
概念
鏈接
概念
鏈接

在職貧窮 Working Poor

■社聯建議政

府設立「低收

入補貼制度」，

針對性協助在

職家庭。

資料圖片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總額：4399.83億元總額：4399.83億元總額：4399.83億元

教育
768.84億元
（17.5%）

教育
768.84億元
（17.5%）

教育
768.84億元
（17.5%）

基礎建設
759.30億元
（17.2%）

基礎建設
759.30億元
（17.2%）

基礎建設
759.30億元
（17.2%）

社會福利
611.86億元
（13.9%）

社會福利
611.86億元
（13.9%）

社會福利
611.86億元
（13.9%）

衛生
537.32億元
（12.2%）

衛生
537.32億元
（12.2%）

衛生
537.32億元
（12.2%）
輔助服務
444.71億元
（10.1%）

輔助服務
444.71億元
（10.1%）

輔助服務
444.71億元
（10.1%）

房屋
25.68億元
（0.6%）

房屋
25.68億元
（0.6%）

房屋
25.68億元
（0.6%）
環境及食物
250.07億元
（5.7%）

環境及食物
250.07億元
（5.7%）

環境及食物
250.07億元
（5.7%）

社區及對外事務
284.51億元
（6.5%）

社區及對外事務
284.51億元
（6.5%）

社區及對外事務
284.51億元
（6.5%）

保安
365.86億元
（8.3%）

保安
365.86億元
（8.3%）

保安
365.86億元
（8.3%）

經濟
351.68億元
（8.0%）

經濟
351.68億元
（8.0%）

經濟
351.68億元
（8.0%）

資料六：他國低收入家庭補貼計劃
國家 計劃 津貼金額

美國 入息稅務津貼 約佔住戶月入中位數10%。

英國 子女稅務津貼 家庭津貼每年最高約6,540港元。

新西蘭 家庭稅務津貼 按子女人數而遞增，如一名兒童的最高津貼
額為每年3.1萬港元。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