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施會就 2022-23 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意見書
2022 年 1 月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政府早前發佈的貧窮報告亦反映出疫情對基層市民的生計
帶來極大衝擊。在疫情下，世界各地均擴大福利開支，以應付龐大的福利需求。
香港政府雖然近年面對財政赤字，但仍有豐厚的財政儲備1，累積高達 9,277 億
港元。在上年度(2021/22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正值疫情期間，雖然政府推出
了不少一次性的紓援民生經濟措施，但與民生最為相關的經常性開支（如醫療、
教育、社福等）佔政府總開支的百分比未見增長 2 ，當中社會福利開支維持在
16.5%，而教育開支更加下跌至 15.2%，反映政府靠依賴一次性措施，未有就社
會保障等制度上有較長遠的規劃。
現時，香港正經歷第五波疫情，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於網誌表示，香港經
濟仍會受到各種不明朗的因素影響。樂施會認為政府應運用龐大的財政儲備，
積極為市民建立具承擔的保障制度，避免更多人因疫情和經濟不穩而跌入貧窮
線下，以及令身處貧窮線下的人未能獲得脫貧的支援。我們期望政府以民為本，
虛心聆聽市民聲音，積極善用儲備去解決基層市民的需要。為此，本會提出以
下的重點問題及建議。
1) 失業及就業不足
失業率雖然從高峰期的 7.2%回落至最新數字 3.9%，但與疫情前 2.8%相比，仍有
一定差距；同時，長期失業的問題仍然嚴峻，統計處最新數字顯示，失業達 6
個月或以上的人士佔整體失業人士的 42.1%，接近 7.6 萬人面對長期失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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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組別之冠。而就業不足率下跌至 2.1%，雖然情況有所改善，但不少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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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亦反映未能走出「炒散」及兼職的困局，收入亦因而下跌。
相關政策建議:
1.1 設立短期失業援助及發放停工津貼
樂施會建議當局向住戶入息中位數五成以下（貧窮家庭）的失業人士，每
人發放最多六個月、每月 5,000 元短期失業津貼。申請人需提供 失業以及
收入證明。預計最終會有約 80,000 人受惠，預計有關開支涉及約 24 億 4。
同時，針對停工問題，當局亦應發放一筆過 5,000 元的「停工津貼」，以涵
蓋在「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未能保障到的基層打工仔。
1.2 放寬申領職津資格提高津貼金額
鑒於就業不足的情況仍然存在，再加上第五波疫情到勞工市場的衝擊，當局
應進一步下調職津最低工時要求，由 72 小時下調至 36 小時，讓擔任散工及
臨時工的工友也能受惠。而在津貼金額方面，樂施會建議向所有合資格住戶
發放雙倍職津津貼。以上措施建議爲期六個月，如就業市場持續不振，當局
有必要延長有關計劃。
1.3 長遠研究失業保險制度
面對之前的沙士、金融風暴、以至是次突如其來的疫情，各行各業經 營困
難，甚至結業。鑒於香港沒有失業保險制度的保障，打工仔飯碗不保， 家
庭頓時失去支撐。樂施會認為，政府有責任立即啟動研究失業保險制度，
讓失業人士有多重保障。
2) 在職貧窮
基層工友的工資水平未能追上通脹一直為社會詬病。最低工資於去年被凍結，
最快也要等到 2023 年才有機會檢討及調整，基層工友變相「4 年沒人工加」。而
過去一年，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已上升 2.4%，當中食品的指數更上升 2.6%5，預
計未來增幅將進一步加大。因此，基層市民將面對「通脹蠶食，銀紙縮水」的
苦况，生活只會更加捉襟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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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政策建議:
2.1 調高最低工資水平
當局應盡快調高最低工資水平，並且每年檢討最低工資水平，保障基層工人
及其家庭可享有合理的生活水平。當局亦可參考德國做法，分階段支付最低
工資的升幅，以達「雙贏局面」。打工仔可得到薪酬上的調整外，僱主亦可
以在按部就班的情況下支付有關薪酬水平，減輕商界陣痛。
2.2 外判工落實年度工資調整機制
樂施會早前進行調查，發現房屋署的招標文件，列明工資須跟隨年度工資調
整機制（annual fluctuation adjustment）。有關機制會根據相關消費物價指數及
清潔工和保安員的工資數據，計算出來年加薪的幅度；在這個機制下，房屋
署外判工的工資，至少能夠貼近通脹的水平。但並不是所有政府部門的外判
合約工均享有這個保障，如食環署及康文署等部門的外判合約。本會認為所
有政府外判合約都應加入年度工資調整機制，確保工友的工資不受通脹蠶
食。預計有關調整涉及 29,290 位外判員工6，在根據最新甲類消費物價按年
升 2.2%計算,涉及每年開支約 8 千萬7。
3) 疫情下清潔工處境
早前葵涌邨日出現大規爆發，並有清潔工因工作而受感染，另多名負責該邨清
潔工作的工友被送往竹篙灣強制隔離檢疫。不少工友擔心於高危地點工作，容
易產生感染風險；同時，亦憂慮被送往隔離檢疫期間，既不能得到有關工資，
甚至可能有被解僱的可能性。在未確定疫情是否完結時，當局有責任繼續保障
前線工友的生計及權益。
相關政策建議:
3.1 支付全額工資予受影響的外判清潔工
因工作地點爆疫而被送往強制隔離、或須接受強檢而停工的清潔工，有可能
因而「手停口停」。因此，政府和外判商有責任向受影響的工友支付全額工
6

四個主要採購部門的非技術員工為 35,090 人，在扣除房署約 5800 人，總數為 29,290 人
現時外判工工資中位數為$45.5, 按最新甲類物價按年升幅 2.2%, 外判工未來一年的工資為
$46.5(加幅$1)。假如外判工每天工作 9 小時，每月工作 26 天，每月總工時為 234 小時。因此，
涉及開支為：$1 x 234 小時 x 12 個月 x 29,290 人 = $82,246,320
7

資，免得本已收入不高的工友無辜蒙受經濟損失。
3.2 提升防疫裝備及訓練，提供合理的人手安排
為現在或即將到葵涌邨及其他疫區工作的清潔工提供合適及足夠的保護裝
備，如眼罩、面罩、保護衣和保護帽等；並提供使用指引及穿戴教學，避免
增加感染風險。亦應確保防疫物資能夠發送到前線清潔工人的手上。與此同
時，政府也應該明確呼籲，外判工人如因公司未有提供裝備而拒絕工作，外
判公司不得有任何處分。
在疫情下，各區清潔工的工作量已大增。而葵涌邨由於現時缺乏清潔工，各
樓的垃圾已堆積如山，政府和外判商在安排人手時，應考慮工作量，並安排
足夠人手，以避免工友出現過勞的狀況。
3.3 發放「抗疫辛勞津貼」
重推「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劃」，為從事保安或與環境衞生有關工作的
前線物業員工發放每月$1,000 的「抗疫辛勞津貼」，爲期三個月（1 月至 3
月），其後再進行檢討。
4) 長者貧窮
政府貧窮報告指出，最新長者貧窮率為 45%（政策介入前），創近十年來新高；
而貧窮長者人口高達 584,400 人，更為歷史新高。在人口老化的情況下，預計情
況將會更爲惡化。現時，長者生活津貼已是長者最主要的社會保障計劃，有
42.5%長者（約 620,000 人）領取長者生活津貼，較 2015 年的 37.5%高出 5%；而
在貧窮長者中，更超過 50%領取長者生活津貼8，若能進一步提升津助水平，相
信能大大幫助長者脫貧。
相關政策建議:
4.1 調高長者生活津貼的資助金額
施政報告提出，於今年下半年合併普通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放寬普通津貼
的資產上限，統一每月派發高額津貼。樂施會建議進一步提升有關津貼水
平，建議金額可參考一人住戶貧窮線制定，即 4,400 元9，這方可能令長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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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尊嚴的基本生活。預計每月涉及金額約 28 億10。
5) 兒童貧窮及照顧問題
根據統計處最新統計，本地女性勞動參與率只有 53.6%，較男性的 65.2%低
11.6%11。事實上，不少基層婦女因要照顧家庭，未能外出工作，但又因經濟困
難，未能負擔高昂的託管費用或找到親友照顧，容易造成跨代貧窮的情況。同
時，在疫情期間，貧窮家庭的兒童往往較正常家庭兒童在學習上有遲緩，除了
因爲網上授課，貧窮兒童缺乏有關裝備外，他們亦缺乏其他增長知識的途徑。
相關政策建議:
5.1 盡快落實《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資助幼兒中心的規劃比率
樂施會早前提出將資助幼兒中心規劃比率納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並
得到當局的接納。根據資料，2019/20 0-2 歲資助全日制幼兒照顧名額總數只
有 1060 個，較 2015/16 年度的 1103 個少 43 個名額。而實際上，2019 年 0-2
歲幼兒約有 163,000 人，即 153 名幼兒爭 1 個有關名額；而離島區更同時缺
乏獨立幼兒中心以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與以上規例背道而馳。因此，當局
應盡快落實《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資助幼兒中心的規劃比率，並審視各
區的需求，讓各區都獲得足夠的名額。
5.2 提供更多資助給基層兒童學習需要
貧窮影響著兒童未來學習的機會。較為富有的家庭有更多資源請私人補習、
訂閱教材及親身指導，令孩子成材；相反，貧窮家庭的兒童只能靠著本身的
資源學習。此外，課外活動亦影響兒童未來的成長。因此，當局應提供更多
資源予基層學童，例如補習券及托兒券等，讓他們不會因貧窮導致學習上與
其他學生有差異。
6) 少數族裔教育及就業問題
在香港，本港少數族裔有 254 700 名，佔整體人口達 3.6% (撇除家庭傭工)，當
中南亞裔為最大族群，共有 78 000 人，佔少數族裔人口約三成（30.6%）。值得
關注的，南亞裔的貧窮率在政策介入後仍達 23%，較香港整體的 14.7%為高。
當中巴基斯坦裔，貧窮率更高達 48.6%。南亞裔兒童貧窮情況更為嚴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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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後的貧窮率仍高達 33.6%，明顯高於所有少數族裔的 23.4%及整體兒童的
17.2%。根據政府的報告12指出，他們貧窮的原因很大程度是中文程度不足，以
致影響了升學及就業的機會。另外，南亞裔婦女的就業率也比本地女性為低，
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是較難找到能發揮她們優勢的工作。

6.1 設立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三層課程」
樂施會建議參照現時對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師專業發展安排，設立
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三層課程」，為教師提供有系統的基礎、高級及
專題課程，並訂下培訓目標，要求有取錄非華語生的學校，安排一定百分比
的教師接受相關培訓，為非華語生學習中文提供適切支援。
6.2 加強升小一的銜接
樂施會於 2018 年發表的《「非華語幼兒於學前教育的中文學習情況及支援措
施」研究報告》中，指出有九成受訪老師認為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最大難
度在於他們欠缺中文的語境。在疫情下，非華語生在家中幾乎没有接觸中文
的機會。今年升讀小一的學生在經歷一年多的網課後，在銜接小一課程時，
較未有疫情時需要面對更多適應及學習上的困難。教育局由 2004 年起為非
華語小一生舉辦暑期銜接課程，為取錄最少 10 名本校/及他校的非華語生的
小學提供免費的銜接課程。由於非華語生對有關服務的需求殷切，本會建議
教育局增撥資源，為錄取少於 10 名非華語生的小學提供資源舉辦相關課程，
讓更多非華語生受惠。
6.3 為學校提供額外資源聘請少數族裔作為教學助理
樂施會於 2015 年開展「幼稚園非華語學生支援計劃」，了解到校方聘請幼兒
教育助理(非華語)，能夠顯著改善家長溝通，亦可以協助提昇教育質素。為
此，本會建議教育局為有錄取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供額外津貼，聘請懂少
數族裔語言的人士當教學助理。另一方面，政府亦應培訓有志從事有關行業
的少數族裔，讓其獲得相關資格，以改善就業前景。本會現正開辦一項為非
華語人士而設的幼兒教學助理課程，旨在讓受訓後的參加者能投身幼兒教育
行業，這項課程的特色是會為學員提供實習機會。學員完成課程後，本會更
會為他們提供就業配對服務。長遠而言，建議投放資源到這些課程，並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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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以強化少數族裔為本的就業培訓課程。
7) 房屋問題
樂施會於去年發布「極端天氣下的劏房住戶」研究報告13，發現劏房環境頗為惡
劣，除了在炎夏時劏房内的溫度比戶外更熱，當颱風或是暴雨來襲，牆縫會有
滲水及漏水的情況出現，更有住戶指窗戶因而受損。但諷刺的是，調查中發現
有關單位平均小於 150 平方呎，人均面積僅約 73 呎，較本年公屋人均面積 141
呎低近一半。同時劏房平均月租 4,700 多元，平均呎租貼近 40 元，比全港整體
私人住宅平均呎租更貴，每呎租貴超過一成。
7.1 善用政府短期租約用地 興建更多過渡性房屋
樂施會認為，過渡性房屋有助劏房戶改善環境。我們建議當局善用政府短期
租約用地，特別是露天停車場用地，興建更多過渡性房屋。現時政府短期租
約用作露天停車場用地超過 110 幅，用地遍佈港九新界。當中超過 70 幅土
地被用作露天停車場超過 15 年或以上，意味著部分土地暫時未用作規劃，
或發展的潛力不高。因此，在覓地難的情況下，當局應撥出有關短期租約的
停車場用地，用作發展過渡性房屋。當相關單位供應量充足時，便會在市場
上形成競爭，對原有劏房業主構成壓力，從而進行減租或改善單位以吸引租
戶。
長遠而言，興建更多公營房屋才能有效解決問題，讓基層市民擁有一個長遠
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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