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福護童權益 扶貧具備往績
林鄭政綱措施具體 業界彈鬍鬚諗多過做

社會福利

政綱可謂是

選戰中爭取

市民大眾支

持的重中之

重。比較 3

名特首候選人有關政綱，各人方向大致相同，都談到

扶貧、安老、殘障人士及少數族裔的支援。不過，林

鄭月娥則額外提到兒童權益；胡國興則談到婦女權

益。相較之下，曾俊華在扶貧方面的措施最少着墨。

3人雖然都談到檢討社福界的整筆撥款機制，唯獨林

鄭有講具體措施。有社福界人士分析，3人中曾俊華

的政綱最為簡單，大多限於研究，擔心最後只會「得

個桔」，更批評他對邀約「覆都唔覆」。林鄭月娥則

有扶貧委員會的往績（見另稿），令人對其落實社福

政綱較有信心。 ■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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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綱 比 拚 之 六

林鄭月娥

扶貧

■檢討「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研究分別適用
於公屋戶和租住私樓家庭的安排

■行政長官應繼續主持「扶貧委員會高峰會」，
親自聆聽弱勢社群的情況及共同研究應對措施

■繼續運用「關愛基金」發揮補漏拾遺功能，更
積極把有成效的「關愛基金」資助措施恒常化

安老

■盡快落實有關「長者生活津貼」的改善措施，
並密切監察這些社會保障計劃的執行情況

■繼續推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和
「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實現「錢跟
老人走」，並提升私營安老機構服務質素，讓公
私營機構可在安老服務上扮演互補角色

■在硬體和政策上支援「康健樂頤年」（active
ageing），例如在各區增建可提供多項長者服務
的社區中心，為長者提供各種保持身心健康活動
的空間，包括義工、社交、保健、簡單體檢/門
診等

■加強善終服務，研究修訂相關法規，讓臨終病
人可以更易選擇在他們熟悉的居所環境離世

助弱

■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匯聚相關政策局/
部門和長期關心兒童權益的團體，聚焦處理兒童
在成長中面對的問題

■公佈公務員及公營機構聘用殘疾人士的比例，
長遠鼓勵私營機構跟隨，聘請更多殘疾人士

■檢討《種族歧視條例》，確保不同族裔人士獲
得平等對待

■實施一系列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舉措，
加強對少數族裔在就業方面的支援

■有系統地檢視各公務員職系的中文書寫要求，
為少數族裔提供更多加入政府工作的機會

■委任更多少數族裔參加不同的政府法定組織及
委員會，讓政策兼顧不同社群

社福機構

■把正在進行的「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
劃」的概念，由非政府機構擴展到私人發展商，
以鼓勵他們在發展項目中提供院舍設施

■優化整筆撥款資助制度︰讓機構可提供與「津
貼及服務協議」相關的服務；檢視服務的人手編
制，按服務需要更新撥款基準；及為個別服務訂
定「核心職位」，提供高於薪級中位數撥款

胡國興

扶貧

■整合各項支援計劃

■加強支援社區食物銀行服務和平民
食堂

■進一步放寬「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及「交通津貼」的申請資格，簡
化申請手續，另提高「交通津貼」額

■恢復及恒常化「N無人士津貼」

■綜援金額應按通脹每年調整，並5
年檢討一次綜援制度

安老

■加強地區安老服務

■增加及改善長者住屋和院舍服務，
包括長者公屋、院舍、暫託和臨時住
宿服務及療養病房服務

■檢討院舍條例，並檢視現有安老院
舍發牌制度，加強監管，並考慮引入
評級制度，增加向服務質素良好的長
者院舍買位

■引入「在家善終」的服務，提供跨
部門支援

助弱

■由政府部門、法定機構帶頭，並透
過稅務優惠鼓勵商界聘用殘疾人士

■增撥資源分別為長者和殘疾人士的
照顧者提供津助、稅務優惠、訓練和
輔導服務

■增加住宿幼兒服務名額及改善在危
兒童服務的人手比例

■委任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時，積極
增加女性參與公職的機會

■推動性別平等政策保障婦女權益，
設立「家暴法庭」，並於全港醫療聯
網設立性暴力受害人一站式危機中心

■教育局制定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
程及中文能力測試等相關教材及資
源，將支援延伸至幼稚園階段

■檢討種族歧視法例，限制政府在行
使權利或執行職能時的歧視情況

社福機構

■檢討及改革現時整筆撥款機制

曾俊華

扶貧

■研究放寬申領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條件，及為
有關家庭成員報讀技術培訓課程提供學費津貼

安老

■參考《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公眾諮詢結果作出長
遠規劃

■針對安老服務人手短缺問題，增撥資源予院校開
辦培訓課程

■增設1:1配對基金，以5萬元為上限，鼓勵長者為
自住物業增設防滑等設施，變成無障礙友善家居

■改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制度，符合資格長
者可因應個人需要，使用照顧服務券選擇非牟利機
構提供的陪同診症及家居護理等服務，另優化醫療
券制度

■建立一個智能安老科技的平台，為居家安老及院
舍服務引進合適的智能科技

■增撥資源收集銀髮市場的大數據，鼓勵企業包括
社企開拓銀髮市場，提供長者日常生活所需，將供
應普及化

■簡化長者生活及福利保障制度

助弱

■重啟康復規劃，展開全面的數據分析，作出短、
中長期規劃，改善現時的輪候機制等

■把長者院舍和殘疾院舍服務納入《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在規劃過程中預留土地興建院舍設施

■修改《種族歧視條例》，規定政府在執行職能及
行使權力時受種族歧視法例約束

■由教育局編寫「中國語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及
教材，讓更多中文科教師接受教授「中國語文作為
第二語言」的專業培訓，相關學校亦可增聘足夠人
手，並在中學文憑試中加入「中國語文作為第二語
言」科目，讓少數族裔學生應考

■增撥資源予非政府機構，為少數族裔提供就業輔
導和培訓

社福機構

■致力推動社企發展，包括更有效利用各項惠及社
企的基金，鼓勵商界與社企合作、獎勵經營得法的
社企，並協助它們尋找拓展業務的機會、積極推廣
愛心消費

■檢討「一筆過」撥款政策，包括應否維持以員工
薪級表的中位薪級計算薪酬撥款，及儲備的合適水
平等

候選人扶貧安老助弱政綱比較

資料來源︰各人政綱 整理︰歐陽文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三丑」之
一、「公民聯合行動」發言人戴耀廷，此前發動所
謂「公民提名特首」，但因其他反對派選委怕自己
的「造王大計」受影響而拒撐，令所有他們點名的
「候選人」，包括曾俊華等冇一個得到3.8萬個提
名。不過，有事夏迎春，反對派選委「民主300+」

其後發表第二階段「造王」計劃，稱在特首選舉投
票時會「主要參考」戴妖第二階段的「民投」，令
戴妖又「雄心萬丈」。
他昨日在記者會上宣佈，會由明日（10日）至19
日舉行所謂「2017特首選舉全民投票」，更期望有
百萬人參與喎。

戴妖「網選特首」借屍回魂

林 鄭 月
娥在不少政
綱範疇的比

拚，都顯得較其他候選人出
色。單純在社福措施方面的比
較雖未能「脫穎而出」，但她
的優勢是「有底子」：林鄭月
娥在任政務司司長時擔任扶貧
委員會主席，任內推出不少措
施，是次其他候選人有着墨的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和
「長者生活津貼」就是其中的
例子。

貧窮人口見新低
由林鄭月娥領導的扶貧委員

會，設立了香港有史以來首條
官方「貧窮線」，更先後推出
「長津」和「低津」，又通過
由「關愛基金」推出「非公
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
過生活津貼」等項目。
在政府政策的介入下，逾37

萬人脫貧，貧窮率下降5.4個

百分點至14.3%，貧窮人口持
續處於過去7年有記錄以來的
低位，成績可謂有目共睹。
委員會每年均舉行高峰會，

並由林鄭月娥匯報香港的情
況，講述委員會去年工作等，
令有關的檢視和檢討常規化。
同時，委員會還優化了「鼓

勵就業交通津貼」，令逾10萬
名低收入在職人士受惠；向
「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元；
7個有成效的「關愛基金」項
目納入政府恒常資助，涵蓋學
生津貼、租金津貼、傷殘津貼
等。
在林鄭月娥任政務司司長期

間，政府的社福開支因應不同
措施，較其一開始上任時大增
了55%至662億元。
她在選舉期間承諾，自己一

旦當選，會繼續推展現屆政府
在扶貧、安老、助弱等方面做
出成績的工作。

■記者 歐陽文倩

任內扶貧津助惠數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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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 3名候選人的社福政
綱，在扶貧方面，他們均

提到檢討「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其中林鄭更提到要研究
分別適用於公屋戶和租住私樓
家庭的安排的具體細節。曾俊
華和胡國興提到放寬申領條
件，前者另主張為有關家庭成
員報讀技術培訓課程時提供學
費津貼，後者另提到要簡化手
續，及放寬交通津貼申領條件
及提高資助額。
林鄭還提到要繼續運用「關
愛基金」補漏拾遺的功能，並
將有效的措施恒常化等。
胡國興則談到加強支援社區
食物銀行服務，及綜援金額應
按通脹每年調整等。
在安老方面，林鄭在任政務
司司長時就主張「錢跟老人
走」，讓長者在使用津貼時有
更多選擇，在其政綱亦提到繼
續推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試驗計劃」和「院舍住宿照顧
服務券試驗計劃」，實現「錢
跟老人走」。
曾俊華則提到改善「長者社
區照顧服務券」制度，讓長者
可因應個人需要選擇服務。
同時，林鄭和胡國興均提到
加強善終服務，令臨終病人可
以更易選擇在他們熟悉的居所
環境離世。
曾俊華則提到參考《安老服
務計劃方案》公眾諮詢結果作
出長遠規劃，及建立智能安老
科技平台。
在助弱方面，3人都談到少
數族裔的教育和就業支援，其
中林鄭更表明要委任更多少數
族裔參加不同的政府法定組織
及委員會，讓政策兼顧不同社
群。
雖然3人都有講到對殘疾人

士的支援，但林鄭和胡國興則
進一步談及鼓勵商界聘用殘疾
人士。

獨倡設委會解兒童問題
林鄭更特別提到要成立「兒

童事務委員會」，聚焦處理兒
童在成長中面對的問題；胡國
興則提到推動性別平等政策保
障婦女權益， 設立「家暴法
庭」，並於全港醫療聯網設立
性暴力受害人一站式危機中
心。
針對社福界的整筆過撥款制

度，雖然3人均表示要作出檢
討或優化，但只有林鄭提出3
項細節，包括讓機構可提供與
「津貼及服務協議」相關的服
務；檢視服務的人手編制，按
服務需要更新撥款基準；及為
個別服務訂定「核心職位」，
提供高於薪級中位數撥款。

社協：林太令人有信心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認

為，比較3人的政綱，林鄭有
不少措施，如優化整筆過撥款
制度的細節能回應業界訴求，
以及她以往主持扶貧委員會工
作做得好，如制定「貧窮
線」、設立「低津」，及用
「關愛基金」項目補足其他訴
求等，令人對其落實社福措施
有一定信心；曾俊華的政綱則
最為簡單，大多限於研究，擔
心最後只會「得個桔」。
她續說，胡國興曾出席社協
的論壇，政綱中吸納了最多社
協的建議，故最令她滿意。
她又透露，目前正在邀約林

鄭出席論壇，對方坦言很忙，
但會盡量安排。至於經常稱要
「曾．connect」的曾俊華，則
「連覆都唔覆」。

■林鄭月娥任政務司司長期間，一直關注兒童需要。圖為她去年探訪兒童院並大派
利是。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擔任扶委會主席時，經常落區向長者送暖。圖為她年前出席
「築福香港」活動，並向長者派送福袋。 資料圖片

■戴耀廷
昨在記者
會上公佈
「2017特
首選舉全
民投票」
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