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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香港貧窮問題備受關注，加

上近年本港租金只升不跌，對一

些並無申領綜援的私樓貧窮戶而

言，生活無疑百上加斤。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一項研究顯示，非綜

援基層住戶每月平均用於房屋的

開支，5年間由5,397元急升至

7,608元，佔整體開支比率亦由

42.1%升至44.4%，其中一人及

二人住戶佔整體開支比率更超過

50%。社聯指出，逾40%貧窮

住戶更因要緊縮開支而出現食物

匱乏的狀況，建議改善低收入在

職家庭津貼計劃、增建公屋與過

渡性房屋，及優化短期食物援助

計劃等。

「綜援漏網戶」房屋開支勁升
5年增逾2000元 超過40%窮戶減支出致食物匱乏

基層私樓住戶房屋開支

住戶人數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或以上

整體

*基層住戶之定義為開支最低50%住戶

**以上的數據不包括領取綜援的住戶

資料來源：社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2009/2010年度

（佔整體開支比率）

3,849元 (52.6%)

5,354元 (49.2%)

5,572元 (41.1%)

5,883元 (37.9%)

6,225元 (33.2%)

5,397元 (42.1%)

2014/2015年度

（佔整體開支比率）

4,951元 (56%)

7,525元 (53.4%)

7,664元 (43.9%)

8,588元 (40%)

8,840元 (34%)

7,608元 (44.4%)

社聯以政府統計處於 2009/10 及
2014/15年度進行的《住戶開支

統計調查》的數據，分析期內5年貧窮
住戶每月在食物、房屋及教育等方面
的開支和整體的收支平衡。由於「住
戶開支統計調查」對象並不包括申領
綜援的住戶，因此是次研究的結果反
映了綜援網外基層家庭的情況。
研究單位先按住戶人數劃分，再按
住戶總開支排列，將住戶分為11個開
支組別，發現2014/15年度開支較低的
住户的食物開支佔總開支非常高的比
例，其中開支最低5%住戶的每月總開
支只有6,172元，但食物開支佔總開支
的比例接近50%，如連同約20%的房
屋開支，他們只剩餘30%用於其他開
支。
是次研究亦檢視不同住戶人數組別
中開支最低50%的基層住戶，於2009/
10及2014/15年度每月用於房屋的開
支比較，整體開支由5,397元5年間大
增至7,608元，佔整體開支比率亦由

42.1%升至44.4%，當中又以一人住戶
及二人住戶最為吃力，他們於2014/15
年度的每月平均房屋開支分別為4,951
元及7,525元，均佔整體開支比率逾半
（56%及53.4%）。
研究亦發現，沒有申領綜援的貧窮
住戶，51.1%出現入不敷支的情況；居
於私樓的貧窮住戶，比率更高達
75%。數據亦顯示，即使收入稍高於貧
窮線的邊緣住戶，仍有部分出現入不
敷出的狀況，當中入息介乎入息中位
數50%至80%的住戶，入不敷出的比
例亦接近30%。
同時，逾40%貧窮住戶出現食物匱

乏的狀況，即每月用於食物的開支，
不足以達至營養師建議的基本食物營
養需要。若以3人家庭計算，平均每人
每餐的可用開支竟不足15元。

社聯倡提供過渡房屋
社聯業務總監黃健偉表示，官方貧

窮線不足以全面反映香港的貧窮狀
況，是次研究發現基層家庭的房屋及
食物開支佔總開支很大比例，尤其是
居住私樓的基層家庭，「他們為了負
擔昂貴的租金而壓縮食物開支，出現
食物匱乏情況，三餐不飽，營養不
足，入住公屋成為他們改善生活質素

的關鍵。」他認為，特區政府必須正
視問題，改善現金津貼制度固然有需
要，增建公屋及提供可負擔的過渡性
房屋亦十分重要。
社聯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議，包括調

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入息上限，
當中把租住私樓家庭領取半額津貼的
入息上限上調至入息中位數的80%，
領取全額津貼的入息上限則上調至入
息中位數的60%。
社聯亦促請政府加快增建公共房

屋，縮短公屋輪候時間、重置N無津
貼及檢討綜援的租金援助措施，及將
食物援助服務納入恒常的資助項目。

要保持開
心 並 不 容
易，不過要

由「不開心」到「開心」原來
有竅門。與兒子相依為命的單
親媽媽鄭女士，面對生活壓力
及兒子確診發展遲緩的打擊，
並無逃避退縮，反而積極求助
走出陰霾，此後更言傳身教，
帶小朋友一起做義工，令人生
重新充滿意義。出身於家暴家
庭，曾多次輕生，徘徊在生死
邊緣的周先生，透過與朋友傾
訴找到情緒出口，藉尋求社會
專業協助，令自己真正走出抑
鬱。他們昨日分享時，均勉勵
港人面對困境時，勇敢踏出第
一步，主動尋求協助，掃除陰
霾，「開心返晒」。

過來人：積極尋求支援
鄭女士憶述，兒子在兩歲時

仍不能正常講話，僅能講出個
別單字，及後被確診發展遲
緩。當時她不僅要面對兒子的
病情，更要承擔作為單親媽媽
的生活壓力，不過她沒有放
棄，亦未獨自一個人躲起來孤

單面對，而是積極尋求家人及
社會支援。
鄭女士帶兒子參加不同的特殊

教育小組，到社署同社工交流，
帶兒子去醫院看心理醫生。現時
兒子獲言語治療師定期輔導，思
想亦保持正面，甚至可以與其他
患者分享自身故事。
「為母則剛」，鄭女士說，

支持自己走出陰霾、勇敢面對
的推動力主要源自其兒子。
「若然自己無辦法面對，小朋
友更加無辦法面對。」
她續說，好多時當自己願意

踏出第一步，便會發現香港原
來有支援可以幫到手，但最重
要保持思想正面，勇敢踏出第
一步，主動尋求協助。
現時鄭女士還言傳身教，帶

兒子一起做義工，賣旗、探訪
長者等。希望兒子明白種瓜得
瓜。「想他知道我們雖然沒
錢，但仍有能力幫助他人。」

12歲從內地來港的周先生則
自小面對家庭暴力，來港後更
因語言問題令學業跟不上。周
先生憶述，8歲至12歲時，幾
乎每晚發噩夢，更晚晚被夢中

的魔鬼嚇哭至驚醒。小學至中
學，周先生一直存在嚴重抑鬱
問題。他坦言，曾試過多次輕
生，多次徘徊在生死線上。

向友傾訴 找到情緒出口
其後，周先生遇到人生中的

摯友及現任妻子，透過兩人傾
訴逐漸打開心扉。他分享走出
抑鬱的兩個秘訣，即透過與朋
友傾訴，找到情緒出口，透過
尋求社會專業協助，令自己真
正走出抑鬱。
他建議在面對不開心情緒

時，首先透過傾訴及專業協
助，將負面情緒消除，再逐漸
建立良好生活態度，最終走出
抑鬱。

「輕生常客」開社企幫人
周先生於4年前成立社企，將

平價及優質商品以原價60%至
80%出售予基層家庭，現時社
企在全港共服務約50萬名基層
者。他續說，成立社企是自己
讀中學時的願望，現時願望成
真，令自己有成就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施政報告公佈在即，民建
聯昨日發表兒童政策建議書 《培育身心健康新一代》，
當中建議政府參照現行安老事務委員會的組成及架構，成
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就兒童福祉規劃短、中，長期方案，
統一和收集兒童相關收據以作為政策制定的基礎和理據，
促進社會對兒童政策的發展和討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及葛珮帆建議設立兒童事務專員，以便協助推展事務
委員會工作以及執行相關法例。
梁志祥聯同葛珮帆昨日公佈兒童政策建議書 ，梁志祥

指，現時多個地區都出現託兒服務不足，社區保母供不應
求情況，而零歲至兩歲託兒服務名額更經常出現緊絀，有
家長以「一位難求」來形容。

梁志祥冀研小學推課餘託管
他認為，當局應定期檢視各區的幼兒託管及課餘託管服
務名額，並按實際需要相應增加服務；為方便有需要的學
童在放學後可以繼續留校接受課託服務，政府應研究於全
港所有小學推行課餘託管計劃。
他續指，政府雖然已為兒童提供各項基本福利服務，可
是社會上依然有一群來自弱勢社群的兒童，他們有的處於
貧窮、有特殊學習需要、受虐，以及來自少數族裔家庭
等，當局應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支援，確保他們獲得合理的
照顧，以及同樣擁有均衡發展的機會。
他建議，當局增加現時各類弱能兒童學前服務名額，加
強教師的特殊教育培訓；詳細檢視香港家庭暴力的成因和
情況，從而加強社會福利服務；為經常入住寄養服務或兒
童之家的受保護兒童作出跟進服務；向經常目睹嚴重家庭
暴力或受到嚴重精神虐待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足夠保護
等。
另外，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在今年7月27日至9月15

日以問卷訪問130名中小學校長，發現大部分小學校長關
注「改善校園環境或設施，更新資訊科技設備及推動電子
教學」，有64人表示非常重要和重要，其次是「推動教
師同資歷同薪酬」和「繼續增加常額教席數目」。中學校
長則關注「繼續增加常額教席數目」，共有55人表示非
常重要和重要，其次是「增加資源及早識別和介入支援有
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有52人表示非常重要和重要。

張國鈞倡合約教席轉常額
民建聯副主席及教育政策發言人張國鈞建議，政府將合約教席轉為

常額教席，解決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亦有助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教育
事業，讓本港教師隊伍更穩定和優質。他續說，近年學童自殺問題愈
受社會關注，政府應增撥資源以加強學生的正向生命教育，增加學生
抗逆能力，盡快為每間學校設立「守門人」，及改善教育心理學家的
人手安排。
他表示，現時學前階段的特殊教育需要學童（SEN）是由社會福利
署負責提供支援，而學童階段則由教育局負責，建議由教育局一併統
籌支援學前和在學階段的學習差異學童，除了繼續增加資源擴大在學
前教育層面推行「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亦應研究將現時在
中小學設立的SENCO常額職位，進一步推廣至收錄較多特殊教育需
要學童的幼稚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民間平
台「香港開心D」昨日公佈2017年港人快
樂程度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整體開心率
為64%，較2016年24%及2015年51%有
大幅提升。72%受訪者相信未來半年會較
現在開心，55%同意香港是個充滿喜悅的
地方。然而具體至社會環境，受訪者對多
個方面感到不滿。74%受訪者不滿意現時
政治環境，71%受訪者對住房狀況不滿。
36%受訪者認為改善社會氣氛能令港人更
開心，35%認為改善生活環境能令港人更
開心。

整體開心率大升
「香港開心D」連續第三年進行「今日
笑咗未？」港人快樂程度調查，約200個
支持團體一同參與，於上月16日至29日收
集1,302份有效問卷。結果發現，今年受訪
者的整體開心率（64%）較前兩年為高。
55%受訪者認為香港是一個充滿喜悅的地
方，較去年28%為高。72%受訪者相信未
來半年會較現在開心，較去年33%為高。

月薪逾10萬竟最愁
研究還發現，在不同收入組別中，月薪6
萬至10萬的受訪者快樂程度評分最高，為
7.47分（滿分為10分），其次為4.5萬至6
萬月薪受訪者（7.2分），而月薪10萬以上
受訪者快樂程度評分最低，僅4.33分。
按年齡劃分，60歲以上組別快樂程度最
高，為6.78分。按教育程度劃分，碩士或
以上受訪者得分最高，為6.55分。按婚姻
狀況劃分，已婚受訪者得分最高，為6.92
分。按性別劃分，女性得分6.32分高於男
性6.08分。
雖然結果顯示，今年港人較前兩年整體
開心率有大幅提升，但被問及具體社會問
題時，受訪者對社會環境的滿意度得分普
遍不高。74%受訪者不滿意現時政治環
境，71%不滿意住房狀況，71%不滿意香
港的社會環境，63%不滿意香港經濟狀
況，54%受訪者不滿意醫療保健。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受訪者對「衣」、
「食」及「娛樂」方面的滿意度較高。有
63%受訪者對「衣方面的需求」感到滿
意，58%對「食方面的需求」感到滿意，
57%滿意香港娛樂活動（包括康文體育活
動）。
另外，36%受訪者認為改善社會氣氛能
令香港人更開心，較去年35%略有提升。
35%受訪者認為改善生活環境能令香港人
更開心，較去年28%為高，顯示港人對改
善生活環境的需求增加。
「香港開心D」顧問司徒永富指出，生
活中面臨很多挑戰，但港人有種「獅子山
精神」，適應力強，敢於逆流而上，令今
年港人整體開心率有大幅提升。他相信，
政府若能善用這些聲音，並好好反思，會
是一種「正能量」。

有錢未必開心 最不滿政治環境

單親母勇對兒患病
親子做義工掃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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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公佈兒童政策建議書。

■「香港開心D」調查顯示，受訪者整體開心率大幅提升。（右一為周先生，右二為鄭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黃健偉（右）建議改善現金津貼制度，同時增建公屋及提供可
負擔的過渡性房屋。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研究顯示研究顯示，，非綜援基層住戶每月平均用非綜援基層住戶每月平均用
於房屋的開支於房屋的開支，，55年間由年間由55,,397397元急升至元急升至
77,,608608元元。。圖為劏房戶一隅圖為劏房戶一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