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貧窮線純討論非強推
逾半委員不同意納公屋福利 暫不深化未處理框架

扶貧委員會前日開會決定貧窮線計算方法維持不

變。扶貧委員會主席兼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罕有舉行閉門簡佈會解釋事

件。林鄭月娥重申，委員會並非突然討論深化貧窮線，只是延續討論

2013年制定貧窮線框架時未處理的問題。她又強調，政府不是「跪

低」，因今次只是純粹討論，不一定要有結果，而最終有逾半數委員

不同意將公屋福利納入貧窮線，故暫不優化貧窮線框架。 ■記者 文森

林鄭月娥指出，逾半數委員對公屋福利納入
貧窮線有保留，委員關注如何計算公屋市

值租金，亦擔心此舉引起社會爭議，最後委員
認同現時沒迫切性深化貧窮線的框架，故維持
不變。

指「硬推失敗」「跪低」非事實
她又說，所有委員認同在今年9月公佈的

《2015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加入公屋福利轉
移數據；引用「2014/15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結果，新增開支貧窮線；及加設按戶主年齡劃
分的貧窮狀況作補充參考資料，以辨識開支貧
窮的市民，有助訂立扶貧政策，長遠而言委員
會亦需考慮深化貧窮線框架。
對於有報道形容政府「硬推失敗」及「跪
低」等，林鄭月娥回應指並非是事實，又指沒
有為深化貧窮線框架訂立時間表，也無意「硬
推」，只是純粹作出討論。她續說，政府為社
會做事要有誠信，不會因為有人請願而跪低。
她補充，委員會的組成是非常包容，包括不
同商界人士，並非在社福界主導下受壓而改變

立場。

張建宗：非省扶貧開支及「整靚個數」
張建宗指出，不少在貧窮線以外的市民也可

獲得長者生活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
故深化貧窮線框架不是為了節省扶貧措施的開
支，亦否認想「㩒低」貧窮人口及「整靚個
數」。
扶貧委員會委員馮檢基昨晨在一個電台節目

上稱，認為林鄭月娥決定擱置修訂貧窮線，可
能與9月的立法會選舉及明年行政長官選舉有
關，不希望增加社會爭拗。林鄭月娥回應指
出，事件不涉及立法會選舉及行政長官選舉，
又指行政長官梁振英不會參與扶貧委員會的事
務。
被問到今次事件是否顯示市民關注政策的透

明度，林鄭月娥指以自己逾30年公務員經驗，
若每項政策的第一步便與民共議，相信沒有政
策能夠成事。她又說，任何機構都要保留空
間，讓委員在不受壓力的情況下做事，又強調
扶貧委員會的問責性與透明度已經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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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上周有消息指扶貧
委員會有意修訂貧窮線的
計算方式，引起社會關
注。扶貧委員會主席兼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
簡佈會上批評個別委員將
內部討論文件向傳媒披
露，是不合理地衝擊政府
管治，亦引起社會不必要
的爭議。
林鄭月娥表示，事件

本來是「non-issue（不是
議題）」，但因為個別
委員違反議事保密原
則，令事件變成「issue
（議題）」。她又批評
委員洩漏內部文件的做
法非常不妥當，也是不
合理地衝擊政府管治，
對社會沒任何好處，更
令部分市民擔心不能繼
續再領取津貼及資助，
惹來「小風波」。
她續說，現時香港已經

很紛亂，不必再添煩添
亂，但今次的爭議並非由
政府官員製造出來。不
過，林鄭月娥指不會懲處
洩漏文件的委員，只會呼
籲他們遵守保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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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談話重點
■不是突然討論深化貧窮線，只是延續討論2013年制定貧窮線框架時未

處理的問題。

■最終擱置不是政府「跪低」，因本身便是純粹討論，不一定要有結果。

■今年9月公佈的《2015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加入公屋福利轉移數據、

新增開支貧窮線、加設按戶主年齡劃分的貧窮狀況作補充參考資料。

■委員會組成是非常包容，包括不同商界人士，並非在社福界主導下受

壓而改變立場。

■事件不涉及立法會選舉及特首選舉，行政長官梁振英不會參與扶貧委

員會的事務。

■有委員洩漏內部文件衝擊政府管治，引起不必要爭議。

資料來源：綜合簡佈會內容 整理：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
關愛基金去年9月起將「長者牙科
服務資助」項目受惠者擴展至領取
長者生活津貼人士，首階段80歲或
以上合資格人士可享免費鑲假牙的
服務，暫時有逾萬名長者登記，佔
整體數目不足10%。關愛基金專責
小組主席羅致光昨日表示，會加強
宣傳，同時密切觀察申請人數變
化，再決定何時擴展至第二階段。
有使用過服務的長者表示，感覺關
愛牙醫的技術比一般私家牙醫更
好，最開心鑲假牙後「可以重拾進
食的樂趣」。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

項目自去年9月起擴展至80歲或以
上領取「長生津」的長者，涵蓋約
13萬人。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昨日探
訪仁濟醫院牙科診所，了解項目推
行情況。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表
示，暫時有逾一萬名長者登記，其
中逾4,000人已接受服務。
羅致光表示，稍後將加強宣傳，

希望讓更多長者得知計劃，同時每
天觀察申請人數變化，一旦申請數
目回落，便會將項目擴展至下一階
段75歲至79歲領取「長生津」的
長者。

羅致光：人生漫長要「整好棚牙」
75歲至79歲領取「長生津」的
長者人數逾8萬人。負責推行項目
的香港牙醫學會會長梁世民表示，
該批長者對鑲假牙服務的需求更

大，又呼籲80歲或以上長者莫因「用得就
算」而不鑲假牙。羅致光補充，長者餘下人
生仍然漫長，要「整好棚牙」享受人生。
現年89歲的陳婆婆昨日到醫院牙科診所檢

查假牙。她表示，之前有三隻爛牙，由於當
時沒有資助，故選擇到私家牙科診所剝牙，
每隻 400 元至 500 元，但感覺「手勢不
好」。她之前透過社福機構得知資助項目便
立即申請，稱讚關愛牙醫細心而且技巧好，
最開心可以重拾進食的樂趣，「好滿意，連
雪梨也可以吃。」
目前已有約400名私家牙醫及57間非政府

機構牙科診所登記成為關愛牙醫，牙醫數目
較半年前增加約100人。關愛基金已預留約8
億元應付擴展項目首三年的開支。如有需
要，關愛基金會考慮向扶貧委員會申請額外
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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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扶貧委員會前日開會
後，決定暫時不將公屋福利計入貧窮線。委員會委
員蔡海偉透露，由於委員意見不一，故身兼委員會
主席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決定暫時擱置有關建
議，計算方法維持不變。另一委員羅致光對建議被
收回不感錯愕，因為一直都只是討論文件，而且早
已預期結果。

蔡海偉：技術有困難
蔡海偉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有關討論於三年
前已開始，政府顧問引用外國經驗及建議，應將公屋福
利計算在內，但實際因技術上有困難，不少西方國家內

部亦未達成廣泛共識，也未有按建議採用，故暫時看不
到香港有急切需要採用。
他指出，公屋是本港重要社會福利，相信公眾都認為

應該要計算，但是否放入貧窮線的主體分析，則有不同
看法。他認為，委員會將來可以朝兩個方向深入研
究，包括在開支方面多了解私樓或劏房住戶的情況，及
長者與非長者家庭的分析。
他又說，日前的會議中亦有討論是否為公屋轉移設定

上限，委員普遍認為設立上限合理，但沒有具體討論結
果。他解釋，如果不設上限，公屋福利的轉移會受到市
場租金影響，「例如一名公屋住戶的收入無變，但由於
外面的租金不斷上升，間接令政府給予他的福利轉移多

了，從而脫離貧窮線。」
另一名委員羅致光在同一個節目上指出，有關討論在

在扶貧委員會之前發表的報告亦有提到，貧窮人口約有
132萬人，計算政府資助後有約96萬人，若將公屋轉移
及關愛基金等福利也計算在內，人數更減至約62.5萬
人。
不過，委員之一田北辰在另一個電台節目上指出，檢

討扶貧線框架的理念正確，多個國家均有將福利收入納
入貧窮線的標準，因為即使收入相同家庭，他們居於公
屋和租住劏房，在開支上亦會有很大分別，「有公屋的
資助下，有關家庭的負擔確較租住私樓者為低」，如今
政府取消修訂，令他感到不能接受。

羅致光：早已預期計法照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距離「母親節」尚餘不足兩
周，有調查指97%港人會慶祝，主要慶祝方式為餐飲
（40%）及消費（39%）。同時，調查發現半數人因從未
聽過「家庭節」而不打算慶祝。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公共衛
生學院社會醫學講座教授林大慶昨日表示，現時有很多人
會慶祝「母親節」及「父親節」，但欠缺一個為全家而設
的慶祝日子，建議港府將每年母親節後第二個星期日（今
年為5月22日）定為「家庭節」，增加家庭成員相處時
間。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與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公共
衛生學院攜手合作的「愛+人」計劃，於本月1日至22日期
間，透過電話及電郵訪問513名18歲或以上市民，發現
49%受訪者不會慶祝「家庭節」；但若商家在「家庭節」
提供消費優惠，80%受訪者稱願意享用優惠與家人慶祝。

串連母節父節成「慶祝三步曲」
負責調查計劃的首席調查員林大慶表示，聯合國大會將
每年5月15日訂立為「國際家庭日」，故提倡香港根據此
方向，將每年母親節後第二個星期日定為「家庭節」，冀
以「家庭節」將5月的母親節及6月的父親節串連起來，形
成家庭「慶祝三步曲」。
「愛+人」計劃將於5月21日起一連兩周舉行「家庭節
購物樂」，獲全港逾300間零售店支持。市民光顧貼有
「家庭節」標誌的商戶，可享有不同優惠，目的是鼓勵一
家人多「走出去」，一起購物或用膳，增加優質的相處時
間，增添溝通和感情，亦為零售及餐飲業帶來互惠共贏的
局面。下月22日亦會舉辦「家庭節2016同樂日」，暫定於
九龍公園有一項千人嘉年華，中午12時至下午5時有攤位
玩，歡迎公眾參與。

學者倡定「家庭節」
增成員相處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交通諮詢委員會
昨日聽取政府簡報《公共交通策略研究》內有
關補貼6條主要離島航線的中期檢討，及公共
交通無障礙設施的結果。交諮會主席郭琳廣表
示，政府仍未交代兩家船公司因為油價下跌而
提供的一次性票價優惠詳情，但會上有委員關
注6條航線每3年續牌一次的經營期太短，認為
應延長至5年，令船公司有意慾更新船隊，減
輕加價壓力。
郭琳廣在會後表示，因應中期檢討結果，委員

會歡迎政府建議與6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的現有營
辦商，就延續下一個3年期的牌照展開磋商。委員
亦得悉政府就長期維持離島渡輪服務及票價穩定
方面的準備工作，包括政府於下一次即2019年進
行中期檢討時，同時決定是否以特別措施作出補
助。
他指出，當局會一併檢視所需政策配套，當中
關鍵是現時每段牌照期只得3年，是否過短；當局
亦會研究特別協助措施，是否有必要擴展至適用
這6條航線以外的其他8條離島渡輪航線。

6離島渡輪線續牌 交諮會倡延至5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科技能夠改善
生活，甚至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約20名關注認
知障礙症的團體代表昨日聯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鄧家彪，與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會面，希
望當局推動健康老齡化科技，建立平台統籌安老
服務的科技發展，以配合患者的需要。鄧家彪會
後引述創科局回應指，會就安老科技產品進行研
究，同時與貿發局商討如何將安老科技產品加入
醫療展覽內。

鄧家彪與團體代表晤鍾偉強

據統計處資料顯示，本港有逾10萬名認知障礙
症患者（前稱腦退化症或老人癡呆症），預計
2039年會增至逾33萬人。鄧家彪指出，認知障礙
症患者家屬期望有更多科技產品協助他們照顧患
者，又希望增加智能家居護理設備。
他續說，不少非牟利團體為安老服務及認知障

礙症開發一些應用程式，並研發家居智能產品協
助患者，但本港欠缺平台讓開發者與生產商共享
資訊及交流，以致開發成本高，未能量產化，希
望創科局能擔當統籌角色，並為安老及復康的科
研發展提供研發基金。

工聯促推健康老齡化科技

■林鄭月娥(右)
及張建宗(左)。

資料圖片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昨探訪仁濟醫院牙科
診所。 彭子文 攝

■林大慶建議增設「家庭日」，增加家庭成員相處時間。

■鄧家彪及關注認知障礙症的團體代表與鍾偉強會面，希望當局推動健康老齡化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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