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香港

早前，一名領取綜援的婦人上訴高等法院向社會福利署索回02年及07年的公屋差餉及

租金減免金額，最終獲判勝訴。然而，結果引起社會的爭議，有人認為判決不公。有關案件

亦正反映大眾對社會福利政策的觀感及不同利益持份者的意見。到底政府在推行紓困措施時，應

如何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以達致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目的？ ■陳鈺璘 教育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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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一名領取綜援的婦人上訴高等法院向社
會福利署索回02年及07年的公屋差餉及租金減免
金額，最終獲判勝訴。 資料圖片

｜綜 ｜援 ｜
綜援全名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Scheme, CSSA)(下稱綜援)。
計劃是由香港社會福利署負責，其目的是以入息補助的
方法定期一筆過撥款，為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提供安全
網，令他們的入息達到一定水平，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
需要。綜援制度以入息及資產審查來評估申請人的資
格。自2007年起，領取綜援的公屋戶毋須繳交租金及差
餉等 常租務開支，轉由社署代交。根據統計數字，近5
年平均有超過28萬人領取綜援(詳見資料一)，而綜援金額
佔政府的經常性開支接近1/10(詳見資料二)。雖然如此，
有人認為，香港的貧富懸殊仍然嚴重。

資料二：綜援開支佔政府整體經常開支的百分比
年度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比率 17.8% 17.6% 9.0% 8.7% 8.6%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月刊，2010年9月

分配社會資源原則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作為分配者按照不同範疇及階

級人士提供社會資源。制訂政策牽涉到如何將社會
有限的資源合理地分配給市民，需要考慮何人在何
時應得到甚麼及如何分配。由於社會上各種利益的
爭持，以及不同的政策性質會影響分配資源時的取
態，主要考量的原則有以下兩種：

平等原則
平等原則(Principle of Equality)意指社會上每個人

及社群都有同等的權利(rights)和機會(access)獲得社
會資源。平等可以指對象、程序或方法以及結果。
例如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每個兒童都應享有同等
的權利接受12年免費教育。

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Principle of Equity)意指按照社會上不同

的需要(needs)分配不同的資源，但在相同的需求下
應作同等的處理方式(treat equals equally, and

unequals unequally)。例如社會津貼保障社會上不同
需要的人士如長者、低收入及失業家庭、傷殘等弱
勢社群。

持份者對分配社會資源的意見
由於社會上有不同的

利益持份者，然而資源
有限，政府在制定及實
行政策時需要平衡各方
利益，以達至公平合理
的效果，從而維持社會
穩定及和諧。而在是次
的綜援上訴事件中，我
們可以見到社會對政府
在處理減免措施上的爭
議，其實源於不同持份
者的意見爭持：

1. 扶貧資訊網　http://www.poverty.org.hk/index.php
2. 樂施會，《樂施會 香港貧窮報告：香港在職貧窮家庭狀況》

http://www.oxfam.org.hk/filemgr/common/employment-and-poverty-in-hk-families-report-tc.pdf
3. 《8月領綜援個案微跌0.01%》，文匯報，2010-09-2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09/23/HK1009230046.htm
4.《綜援網外窮人 政府更須關顧》，文匯報，2010-09-20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09/20/HB1009200001.htm
5.《公屋綜援戶 免交租反賺回水》，文匯報，2010-09-14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09/14/HK1009140001.htm

1. 法官在處理上述有關公屋租金和差餉減免措施的案件時以甚麼分配原則作判決？你認同法官的看法嗎？為甚麼？

2. 政府推出是次的紓困措施是否與其扶貧的方針背道而馳？試解釋。

3. 現時的綜援標準及制度對於反映香港的貧窮狀況有何局限性？

4. 你認為政府除保障貧窮人士足以維持生存的必需品外，還有責任照顧其日常的社會需要(如社交活動、娛樂等需要)嗎？試解釋。 

   

「教育社企」是全港首間非牟利的

教育社會企業，透過出版教育書籍、

組織講座及提供支援網站，協助前線

教師及基層學生。

貧窮
由於不同地方的文化、生活水平及

社會值價觀的差異，不同的地方對貧

窮(Poverty)有不同的定義及標準，但
現今國際普遍將其界定為「絕對貧窮」及「相對貧窮」。

絕對貧窮
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指人無法維持生計及缺乏生

存的基本需要，如衣食住行等必需品。

相對貧窮
相對貧窮(Relative Poverty)指人的生存條件即使得以滿

足，卻因為缺乏資源而無法維持正常的社會需要，如正
常的社交活動、一般人慣常的生活模式及娛樂享受等。
香港並沒有訂立明確的貧窮線，現時主要以兩個方式

去界定貧窮人口，第一是領取綜援的人，第二是以全港
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或以下定為貧窮人口。

資料四：在職貧窮戶申領綜援的比率
年份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截止7月)

每月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的 136,500 124,300 115,200 101,200 131,700

在職貧窮戶數目(A)

低收入綜援個案數目(B) 18,089 18,257 17,221 16,080 15,882

在職貧窮戶申領綜援的比率(B)/(A) 13.3% 14.7% 14.9% 15.9% 12.1%

資料來源：樂施會　http://www.oxfam.org.hk/filemgr/common/employment-and-poverty-in-hk-

families-report-tc.pdf

 

   

資料三：香港貧窮人口
年份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上半年

貧窮人口(千人) 1,205.5 1,223.0 1,212.3 1,196.0 1,260.0

貧窮率 17.8% 17.9% 17.6% 17.3% 18.1%

註：貧窮人口以住戶人數收入少於或等於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的住戶劃分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http://www.hkcss.org.hk/cm/cc/press/documents/2010poverty.doc

慣性量度貧窮標準的局限性
不過，上述提及用來量度貧窮標準的方法仍然存在局限性，詳見如下：

1. 它們只量度收入，而忽略貧窮人士的開支及消費；

2. 沒有將政府及社會組織所提供的福利及服務計算在內；

3. 領取綜援的人並不能代表香港所有的貧窮人士，因為社會上仍有一些合資格申請綜援的人士害

怕被社會負面標籤而沒有申請綜援金，另外還有一些低收入的在職貧窮卻仍然未合乎綜援標準

的人士，因得不到政府資助生活而更困苦。

根據資料四，社會慈善團體樂施會於2010年的調查報告指出，只有12%在職貧窮家庭領取綜援，
由此可見綜援並非完全覆蓋所有貧窮人口。

■香港有團體籌辦食物銀行，為有需要人士提供一日
三餐。 資料圖片

資料一：近5年領取綜援的個案統計
年份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截止7月30日)

領取綜援個案 295,333宗 288,145宗 284,569宗 289,139宗 285,969

註：數字為該年年底的統計。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署《香港統計月刊》2010年9月版

■在平等原則下，每個香港兒童都享有同等的權利，接受12年免費
教育。 資料圖片

■絕對貧窮是指人無法維持生計及缺乏生存的基本
需要。 資料圖片

公屋綜援戶
•社署替我們交租金，剝削我們在

減免措施中受惠的權利及機會。

•減免的措施目的為紓困，但我

們既為社會最需要幫助的一

群，卻未能受惠。

非公屋綜援戶
•我們未能受惠於公屋租金和差

餉的減免措施，房屋租金負擔

沉重。

•我們同為社會上最需要受惠的

人士(即綜援戶)，若公屋綜援戶

能獲發還減免的租金金額，政

府亦應對我們一視同仁。

公屋非綜援戶
•租金減免措施只是短暫性而非

長遠性，目的在暫緩我們在經

濟不景下的負擔。

•有繳交租金者獲退差餉及租金

的減免金額，沒有交租金則不

獲退還，這樣符合公平原則。

非公屋在職貧窮戶
•是次公屋租金及差餉減免措施

忽略我們這些處於貧窮邊緣卻

有急切需要的人士，即使判決

怎樣，我們都無法受惠。政府

是否亦應有相應措施幫助我

們？

政府
•為綜援戶代交租金是為了避免

綜援戶濫用補助金，令公帑用

得其所，並非剝奪其受惠權

利。

•我們需要平衡上述各方的利益

爭持，將有限的資源分配給真

正有需要的人士。

•我們需要考慮各個政策範疇的

獨立財政運用，如公屋戶並無

租金負擔，公屋開支不應用於

公屋以外的其他需要。

•我們如需對無租金負擔的公屋

綜援戶發放雙重福利，將會造

成財政負擔。

■有人在香港街頭睡在「籠屋」裡示威，希
望能喚起市民對貧窮人士的關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