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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題是資料理解題。同學必須
根據上文提供的資料，解釋什麼是兒
童貧窮率。參考答案：兒童貧窮率是
指18歲以下的兒童貧窮人口佔整體
兒童人口的比例。在香港，貧窮兒童
是指生活在入息中位數一半以下貧困
家庭的未成年人士。

2. 此題是資料理解題。同學必須
根據上文提供的資料，描述香港兒童
貧窮率的最新發展，指出是上升或下
降，並且加以說明。參考答案：香港
政府最新公佈的《2017年貧窮情況
報告》顯示，本地兒童貧窮率於政策
介入前由 2016 年的 23%，微升至
2017年的23.1%；在恒常現金政策介
入後，兒童貧窮率亦由17.2%，上升
至 2017 年的 17.5%。2017 年，有
17.7萬名兒童生活於「貧窮線」下，
按年增加5,000人。政務司司長暨扶
貧委員會主席張建宗解釋，兒童貧窮
率上升的主因，是新增的貧窮兒童主
要居於較大型的在職住戶，但大多與
長者居住，而且只有一名成人工作，
因而跌入「貧窮線」之下。

3. 此題是分析影響題。同學可參
考上文提供的資料或引用自己的知
識，說明香港貧窮兒童問題會帶來什
麼不好的影響。參考答案：家庭經濟
條件惡劣會衍生延續性的貧窮問題。
貧窮家庭的父母，教育程度一般不

高，工作收入有限，難以負擔子女學
校教育以外的其他技能培訓或補習機
會，甚至未能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來支
持子女繼續升學，這局限了子女的學
習機會和發展空間，難以提升競爭能
力，長大後亦難以向上流動，形成循
環不止的跨代貧窮問題。

1. 《社聯倡增補貼遏跨代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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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閱 讀

1. 根據上文，說明兒童貧窮率的定義。

2. 根據上文，描述香港的兒童貧窮情況。

3.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說明香港的兒童
貧窮問題將會造成什麼負面影響。試指
出一項並加以說明。

想 一 想

概 念 圖

解決方法
．檢討最低工資
．檢討社會安全網
．重定最低生活水平
．檢討各種津貼金額

兒童
貧窮

影響
．跨代貧窮
．影響社會流動
．影響社會發展

輸在起跑線輸在起跑線
貧窮跨代貧窮跨代傳傳？？

今 日 香 港 +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答 題 指 引

．貧窮線（Poverty line）
是指為應付基本生活的最低收入標準，低於這個標準的

人士被界定為貧窮人口。制訂貧窮線能協助政府及社會掌
握整體的貧窮狀況，從而制定扶貧政策及評估成效。香港
現時以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線。不過，有評論指，
貧窮線以收入為單一指標，亦無考慮基本生活開支的需
求，未能準確反映貧窮情況。

《兒童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是在聯合國通過並具法律約束力、有關
兒童權利的國際公約，確保所有18歲以下的兒童受
到特別關愛和保護，並享有基本的權利，包括生存
權、受保護權、參與權和發展權。締約國有責任推
廣和履行《兒童權利公約》，而其實踐情況會由聯
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獨立專家團負責監督。

1. 政府經濟顧問：育有兒童的本地住戶
大多是在職住戶，他們的平均工資增幅為
5.5%，但因「貧窮線」的增幅比5.5%高，
介乎6.7%至12.5%，基本上他們是追不到
「貧窮線」的增幅，因而跌至「貧窮線」
以下的數字會有所增加。
2. 經濟學者：政府每兩年檢討一次法定
最低工資，調整水平偏低，導致在職貧窮
問題，也造成貧窮家庭兒童的出現。本港
有五分一的兒童屬於貧窮，會對社會未來
的發展有一定影響。香港政府解決兒童貧
窮問題的措施跟不上西方，當局不應閉門
造車，應採取及時的介入政策。
3. 社會團體：政府宜檢討現有的社會安
全網制度，令貧窮兒童有更多機會滿足學

業、生活及社交的需要。不少基層兒童面
對長期病患、單親等困境，往往被社會大
眾所忽視。
當局宜重新釐定最低生活水平，並改為

按預設通脹率調整；此外，亦可增加綜援
學習津貼金額和增設各項特別津貼。
4. 關注兒童團體：本港社會既要求學生
接受「全方位學習」，又強調他們需要
「一生一體藝」。然而，補習、興趣班、
課外活動等，大都需要自費，貧窮學生難
有足夠經濟能力應付。
政府宜全面在中小學推行小班教學，確

立功課輔導和課外活動為教育政策的一部
分，並把各項資助課外活動基金的受惠對
象擴大至獲得半額學生資助的學童，以及

增加對中小學課後學習的支援。
5. 社會學者：本地兒童貧窮情況惡化，

政府若不及時改善其生活環境和學習機
會，對他們的未來發展將帶來更大隱憂。
不少育有孩子的家庭都租住私樓，經濟負
擔巨大，加上託兒服務不足，容易導致跨
代貧窮問題延續。現時，本地社會的兩歲
或以下的託兒服務和兩歲至六歲的幼兒中
心暨幼稚園服務不足，部分父母因要照顧
子女而無法工作。政府宜為這些家庭增加
家庭補貼，並參考外國引入負入息稅制
度，若發現部分家庭的收入低於某個水
平，便由政府當局主動向他們發放補助
金，毋須家庭主動申請。
6. 立法會議員：綜援制度是政府支援貧

窮家庭和貧窮兒童的最主要措施之一，但
其中所包含的津助項目及相關金額，未有
與時並進。
政府應盡快檢視及更新相關支援事項，

例如增加貧窮家庭嬰幼兒參與學前訓練的
資助；為中小學學童訂立參與學習以外活
動的合理津助金額，以至讓不同年齡或處
於不同發展階段的貧窮兒童，也有足夠的
另類學習機會，以及裝備不同的技能。
7. 貧窮兒童：我和持雙程證來港定居的

媽媽，居住在面積不足50呎的板間房。扣
除每月3,000多港元的租金後，我們每月可
以用的金額只剩下不足1,000港元。為了節
省金錢，我每次買鞋均會買大一個碼，再
放鞋墊，以便多穿幾年。
而且，每日只會吃兩餐，有時候吃不飽

也不會告訴媽媽，因為我想幫她節省金
錢，不希望她有太大的負擔。

有本地社會團體早前進行關於貧窮
兒童生活匱乏狀況的研究調查，訪問
457名來自貧窮家庭的兒童及其家
長，以了解他們的生活物質需要，如
果他們有兩項或以上「需要但不能負
擔」的項目，就會被定義為「匱
乏」，最終推算出本港現時有逾20
萬名兒童生活於匱乏環境中，佔貧窮
兒童人口的89.5%。
不少生活在匱乏環境的受訪兒童均

認為，他們的學習因此受到影響，多

達76.2%的綜援家庭兒童無法參加課
後功課輔導班，亦有68.9%及60.6%
的兒童指他們不能參與教育遊戲和沒
有合適的地方學習和做功課。該社會
團體指，有關問題會出現「骨牌效
應」，令基層兒童無法追上同級學生
的學習水平，最終無法透過教育制度
向上流動，造成跨代貧窮問題。
調查結果亦發現，有 57.5%及

23.5%的受訪兒童表示，自己沒有足
夠的禦寒衣服和未能負擔每日三餐。

香港一向予人繁榮國際都

市的美好形象，但在這個光

環下，身為社會未來棟樑的

兒童，其貧窮問題卻逐漸浮

面。這些「輸在起跑線」的

孩子，生活和學習情況怎

樣？教育局推出的「一生一

體藝」項目，又對他們造成

什麼影響？ ■張揚

香港政府公佈的《2017年貧窮情況報
告》顯示，本地兒童貧窮率於政策介入
前，由 2016 年的 23%微升至 2017 年的
23.1%；在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兒童貧窮
率亦由17.2%，上升至2017年的17.5%。
在2017年，有17.7萬名兒童生活於「貧窮
線」下，按年增加5,000人。
政務司司長暨扶貧委員會主席張建宗解
釋，兒童貧窮率上升的主因，是新增的
貧窮兒童主要是較大型的在職住
戶，大多與長者居住，
而且只有一名成人
工作，因而跌入貧
窮線之下。

一生一體藝 全都要自費

追不上同學水平 缺學歷難向上流

多 角 度 觀 點

新 聞 背 景

小貧友達17.7萬人

概 念 鏈 接

．兒童貧窮率（Child poverty rate）
是指18歲以下的兒童貧窮人口佔整體兒童人口的比

例。在香港，貧窮兒童是指生活在入息中位數一半以下貧
困家庭的未成年人士。貧窮家庭一般面對收入偏低、失
業、居住環境惡劣等問題，以致這些家庭兒童獲得學習和
發展的機會，較一般兒童的少。

小

知

識

「一生一體藝」︰由教育局
提出的項目，提倡每名學生在
學習生涯中培養一種體育和一
種藝術活動，除了希望學生發
揮個人在體藝方面的潛能外，
最重要的是培育他們正面的價
值觀。

■■補習班逐漸成為學習補習班逐漸成為學習
的一部分的一部分，，貧窮家庭未貧窮家庭未
必能負擔必能負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部分貧窮兒童沒有合適的地方
做功課。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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