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檢討社署執行社會保障計劃的安排
社聯會員機構同工分別於 2006 年 1 月 12 日及 2 月 21 日與社署代表會晤，就服務對象及同工
遇到的有關社署執行社會保障計劃的課題，提出疑問及意見，社署代表於會中作出澄清及介
紹，此文記錄討論的主要課題及社署與同工的回應。

困難／
困難／意見

社署回應

1) 有關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
問題 1：
：
有關提交僱主簽署的工作証明。

問題 2：
：
對於散工、或月入低於 5000 元之綜援受助
人，有困難提供糧單、銀行簿/支票副本及強
積金証明文件等，在此情況下，
 可否由介紹工作的非政府機構或社工填寫
証明書？


-

社署在審批綜援申請的過程中，必須核實所
有家庭成員的收入。若受助人能出示足夠的
收入證明(例如糧單、銀行簿及強積金供款記
錄等)，則可以無須提交由僱主簽署的”僱主
證明書”。 由僱主自行填寫的收入證明需具
備僱主姓名及其簽署、受僱機構印章、僱員
姓名及其身份証號碼等方成為有效證明文
件。

-

社工並非受助人的僱主，因此，由社工填寫
證明書的做法並不恰當。任何填寫證明書的
人士必須對其所提供的資料的準確性承擔法
律責任。

-

如受助人因其工作性質(例如，當散工或從事
自僱行業)而未能提供入息證明，社署一般可
接受受助人就其入息所作出的聲明。在特殊
情況下(如受助人所申報的入息水平不合理
地偏低)，社署會要求受助人作出宣誓。

-

當長者支援服務隊的義工，每半小時可以有
10 元的津貼，每天最高津貼額為 80 元，另
有每天 5 元的交通津貼。在綜援計劃下，有
關的交通津貼可獲豁免計算，每月所得的義
工津貼則以「豁免計算入息」的方法計算，
即首 600 元可獲全數豁免計算。

可否由受助人宣誓作實？

問題 3：
：
受助人當義工後收到的義工津貼，需否計算在
豁免入息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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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
：
於庇護工場工作的人士除了每節 10 元的獎勵
金外，訓練津貼(training allowance)亦被當作入
息計算。同工認為由庇護工場及輔助就業
(Supported Employment)所得的訓練津貼，不
應被計算為入息。

-

如受助人在庇護工場或輔助就業服務單位工
作，其獲發的獎勵金(incentive payment)可獲
豁免計算(最高金額為每天 20 元)，而按實際
工作表現發放的訓練津貼(training allowance)
會視作入息計算，其中獲豁免部份則以「豁
免計算入息」的方法計算。

-

至於參加展翅計劃的受助人，其獲發的培訓
津貼(retraining allowance) 可獲豁免計算(最
高金額為每月 1610 元)。

2) 有關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有關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問題 1：
：
受助人有新工作時通知保障部，綜援金即立即 停發，有需要再申請時，又需等待，致令部分
人士面臨經濟困境。

有情況是工作性質不穩定，案主工作三、四個 月後被辭退，再申請綜援時，要再等一個月。

問題 2：
：
對一些特別情況/需要人士，如低工作動機、 吸毒者、釋囚、弱能人士等，針對性的服務如
輔導，可協助他們解決個人問題及針對其就業
困難

問題 3：
：
綜援受助人同時可免醫療及房租等費用，但一 旦離開綜援則沒有任何支援。其實，很多時受
助人只需要多點扶持(例如租金津貼及醫療津
貼)，便無須依賴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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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況下，受助人的工作入息會在下一個
付款月才被納入為入息計算範圍。入息偏低
的個案有可能只轉為「低收入」類別。如受
助人於脫離綜援網後再遇經濟困境，必須重
新申請。由於重新申請個案已存有受助人的
舊記錄，因此通常可以較快處理。
15 至 59 歲身體健全的失業人士(包括前綜援
受助人)，其開始獲發援助金的日期通常為申
請／重新申請日期起計一個月之後。但如申
請人有真正困難，社會福利署署長可酌情由
申請／重新申請日期起給予援助。

如有需要，社會保障辦事處的職員會轉介受
助人至有關服務單位例如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接受輔導服務。此外，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下的深入就業援助計劃主要是透過計劃營
辦機構，為健全的失業綜援受助人和準綜援
失業人士提供適切的就業援助服務，例如就
業選配、就業輔導及就業後的支援服務，以
協助參加者克服就業困難、提升工作意欲及
重投工作行列。服務對象包括釋囚、曾經濫
用藥物人士，營辦機構會按參加者的個別需
要和進度提供服務。

非接受綜援而有需要人士，可透過其他渠道
獲得協助和支援，其中包括房屋署的租金援
助計劃，學生資助辦事處的各項資助計劃，
以及公立醫院及診所的醫療費用減免機制。

問題 4：
：
社區工作當天，受助人生病，或需見工或找到 –
散工／臨時工，甚或要上課，以致不能出席社
區工作，而受助人往往有困難於當天聯絡得上
就業援助主任，通知有關事項及商量善後安
排。
（同工認為應優先鼓勵受助人就業(open
employment），所以應盡量另外安排日子，追
補受助人未能出席社區工作的節數，不應輕易 –
扣減受助人的綜援金。）

問題 5：
：
有同工認為扣減 14 天綜援金的懲罸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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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現時安排，若受助人缺席社區工作，但因
特別理由，無法在兩個工作天內（包括社區
工作日及翌日）親自前往社署的就業援助組
申請豁免出席該天的社區工作，可先行致電
就業援助主任說明原因，並約定在最早的日
期前往補辦豁免手續。
受助人在見工前，應先行通知就業援助主任
不能出席社區工作的原因，並在兩個工作天
內，帶同有關見工的詳細資料，到社署就業
援助組申請補辦豁免手續。社署極力鼓勵失
業人士積極尋找工作，達到自力更生的目
標。

–

若受助人在接獲通知出席社區工作之前，已
報讀職業培訓課程，社署不會安排他們在同
一時期參與社區工作。但受助人如果在接到
有關出席社區工作的時間安排後，報讀培訓
課程時，是有責任先作清楚考慮及作出妥善
安排。

–

在處理受助人缺席社區工作時，社署職員會
向受助人了解缺席原因，受助人如未能提供
合理解釋，其綜援金可能因此而被扣減。

-

社署在考慮給予受助人口頭批准豁免履行社
區工作時，就業援助主任在很多情況下需要
向受助人作進一步查詢及了解有關的情況，
才能作出準確判斷，故以傳真方式通知就業
援助主任的建議未能接納。社署內部經常提
醒同事每天下班時，要清除當天的電話錄
音，以便騰出空間方便需要人士。

-

根據現行政策，失業受助人如沒有按「自力
更生支援計劃」下的要求履行責任，而未能
提出合理的解釋，社署可停發他的綜援金最
少十四天。為了確保公帑能有效地運用，與
及綜援計劃能為有經濟困難的人士提供一
個可持續、有效的安全網，社署有責任加強
防止濫用綜援，並會嚴格執行現有政策。我
們相信社會各界人士樂於見到綜援受助人
積極尋找工作達致自力更生。

–

社署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作為日後檢討
「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的參考。

問題 6：
：
建議社署定期公布被扣減綜援金的人數資料。 -

問題 7：
：
有些個案沒經過工作意欲評核(work test)，在
沒有詢問過受助人的實際情況下便扣減了綜
援金。亦有個案多扣減了豁免計算入息。

根據社署記錄，去年每月平均有 400 宗個案
因失業受助人未能履行承諾書的責任，而遭
停發綜援金，當中最高紀錄為 8 月份有 675
宗個案。

-

參考問題 5

-

如有特別個案需要協助，可提供個案資料予
社署，以便跟進。

3) 有關審批準則
有關審批準則、
審批準則、過程、
過程、時間及職員態度
問題 1：
：
難以接觸負責的員工，電話留言又經常爆滿； 職員態度欠佳及不清楚投訴渠道等。

問題 2：
：
受助人未能掌握計算綜援金額的方法及各項
支出的填報。

問題 3：
：
居港未滿七年的家人未合規定申請綜援，但當
其合資格的家人申請綜援時，此人的收入會否
被計算於家庭入息內？

社署一向關注前線員工對市民大眾的服務態
度，並不時提醒前線員工應以有禮的態度提
供適切和有效率的服務。社署亦經常提醒前
線員工應盡快回覆電話留言。任何人士如對
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的服務態度有所不滿，
可直接向有關的辦事處主任或地區福利專員
作出投訴。各社會保障辦事處接待處均標明
該區福利專員的姓名及聯絡電話。

-

有關援助金的計算方法，受助人可參考「綜
援指引」
，指引內載有一些個案例子，如受助
人對其可獲發的援助金的計算方法仍有疑
問，可向負責其個案的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
查詢。

-

如新來港人士自食其力，出外工作，社署通
常會行使酌情權，視他為符合資格領取綜援
的家庭成員，以認同新來港人士為達致自力
更生所作出的努力，而他的收入亦會被納入
入息計算的範圍。
(詳見社署「申請人須符合的居港規定及在領款期
間的離港寬限」小冊子)

問題 4：
：
現時的審批時間約需一個多月，對部份已「山
窮水盡」的申請者而言，等候時間太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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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符合資格領取綜援的申請人有緊急需要，
社會保障辦事處可安排發放現金給申請人。
如社會保障辦事處仍未確證申請人是否符合
資格領取綜援，而申請人需要緊急經濟援
助，會轉介個案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申請慈
善基金。

問題 5：
：
社署可否加速審批工作，縮短審批時間？

-

問題 6：
：
個案遭遇：非政府機構為綜援申請者申請到基 金(例如「及時雨基金」)後，就算基金所覆蓋
時段與綜援金正式開展日子不重覆，受助人其
後都被扣減綜援金(扣除基金所給予的數
額)。同工認為如兩種金額所覆蓋日子不同，
基金數額不應被扣減。

綜援申請人必須接受經濟狀況調查，符合資
格才可獲發綜援。為確保公共資源能有效地
運用，社署職員必須嚴謹審批每宗綜援申
請。在一般情況下，如申請人能提供一切所
需資料，全部手續可於四星期內完成。遇有
情況特殊的緊急個案，社署職員會加快處理
個案，盡快提供緊急援助。

一般來說，如綜援申請人在申請日前曾獲發
慈善基金以應付基本生活費，而基金所涵蓋
的時段並不包括申請人符合資格領取援助的
期間內，其所獲發的基金數額可在綜援計劃
下獲豁免計算。

4) 有關傷殘津貼
有關傷殘津貼／
傷殘津貼／高齡津貼
問題 1：
：
傷殘津貼續期事宜：
個案獲批傷殘津貼的年期由半年至三年不
等，有些公立診所並無受助人的紀錄，拖慢了
覆檢的程序；有時續期的辦理需時三至四星期
而受助人不能取回這段期間的傷殘津貼。

-

傷殘津貼申請人的殘疾程度及其殘疾情況的
持續時間是公立醫院／診所醫生的專業判
斷。在申請人符合其他申領準則的情況下，
社署會根據有關醫療證明書來決定申請人是
否符合領取津貼的資格。如申請人不同意社
署所作出的決定，可向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
提出上訴。

-

社署通常會在醫療證明書有效期屆滿前的六
個月內為申請人安排覆檢，社署會將醫療評
估表格及最近期的醫療證明書一併遞交醫院
／診所醫生，以便進行覆檢。如醫生證明申
請人由上次醫療證明書的有效期屆滿日後繼
續符合資格，津貼金不會因為醫療評估延遲
而不獲補發。

問題 2：
：
傷殘人士申請綜援時，是否與其他個案一樣， 是以一個家庭為審批單位？若家人不供養傷
殘的家庭成員，他們是否可以獨立申請？

問題 3：
：
怎樣界定長期病患者適合全職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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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個案一樣，申請綜援的傷殘人士如與
家人同住，須以家庭為單位提出申請。如因
特殊理由(例如，申請人與其他家庭成員不
和)，社署會因應個別情況考慮讓申請人獨立
申請綜援。如有需要，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
會把個案轉介社工跟進，給予適當的協助。

如何評估長期病患者是否適合全職工作，須
由醫生作出專業判斷。

問題 4：
：
如何判斷在怎樣情況下才可領取傷殘津貼？

-

要符合申請傷殘津貼的資格，申請人必須根
據公共福利金計劃的傷殘津貼定義被評定為
嚴重傷殘，即申請人必須經公立醫院／診所
醫生證明，其殘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
分之一百謀生能力。凡需要他人不斷照顧日
常生活的嚴重殘疾人士，如沒有在政府或受
資助院舍接受住院照顧，則可申請高額傷殘
津貼。

問題 5：
：
受助人可否得知醫生的判決內容？

-

如有必要，受惠人可根據公開資料守則向社
署提出索取醫療證明書副本的要求。

-

公共福利金(包括傷殘津貼及高齡津貼)的受
惠人如在付款年度內居港不少於 90 天，則該
年度可離港最多 240 天而不影響其領取津貼
的資格。

-

公共福利金計劃下所指的付款年度，是由申
請人符合資格領取津貼的日期起計的每 12
個月(例如，申請人由 2005 年 10 月 3 日起領
取津貼，其個案的第一個付款年度為 2005 年
10 月 3 日至 2006 年 10 月 2 日，而第二個付
款年度為 2006 年 10 月 3 日至 2007 年 10 月
2 日。)

-

根據現行安排，符合資格領取綜援的學生均
會在每年 7 月的付款月獲發與就學有關的選
定項目開支津貼。如受助人因特殊原因要求
早一些發放津貼，社署會安排在 6 月的付款
月發放津貼。

問題 2：
：
購買書簿有時沒有單據，用通告作證明可以
嗎？

-

津貼是以定額方式發放，毋須以單據作證
明。

問題 3：
：
很多受助人反映，學童開學前的就學津貼未能
應付實際支出。

-

如所獲發的劃一金額津貼不足以支付與
就學有關的實際開支，受助人可以申請增
發津貼，以補不足之數。不過，受助人必
須提供足夠證明，證實有關開支超過所領
的津貼金額，而且所購物品的價錢和數量
均屬合理，本署才會考慮增撥津貼。

問題 6：
：
傷殘津貼及高齡津貼的離港限期計算複雜，是
以年度計算或由申請日開始計算？

5) 有關特別津貼
有關特別津貼
問題 1：
：
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開支津貼(即課本、校
服等)，各區的發放方法不一致。部分區域可
於較早時間發放，部分則要求受助人提供開支
單據才發放，後者往往引起受助人現金周轉問
題。
但通常學校要求父母於六月尾或七月頭邀交
辦理各樣與就學有關的開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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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
：
健全成人及兒童沒有牙科治療的費用津貼，但
牙患與一般疾病無異，同樣需要立刻處理。

-

根據現行政策，健全成人／兒童可獲的特別
津貼，只限於租金、水費／排污費、與兒童
就學有關的支出、幼兒中心費用及殮葬費
用。在特殊情況下，社署署長會考慮行使酌
情權向有真正及急切需要的健全成人／兒童
發放牙科治療費用津貼。

-

該長者必須提供足夠的證明文件，證明該物
業並非其擁有。社署會按個別情況考慮是否
豁免計算該物業的價值。

現時，學生中學畢業後，那年度的九月便會自
動扣除其綜援金額，如學生繼續升學的話，他
們需時才能申請政府貸款，如立刻扣除其綜援
金，令該家庭既要應付學生開學的費用，又要
補貼其生活基本支出 (包括租金)。又如果學
生升讀副學士課程，部分課程只能借高息貸
款，學生又未必能尋找兼職，令該家庭百上加
斤。

-

接受專上程度教育的全日制學生可根據本地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向學
生資助辦事處申請資助。根據本地專上學生
資助計劃／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獲得資助的人
士，一般會在 1 月獲發助學金／貸款，即開
學後約五個月。社會保障辦事處在處理有關
個案時，如申請人表示該名學生有需要在取
得本地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專上學生資助計
劃的資助款項前繼續獲得援助，該名學生可
由開學日至 12 月底為止，以「貸款」方式繼
續獲發綜援金，這即是說，申請人須於該名
學生收到本地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專上學生
資助計劃的資助款項時，退還該名學生在該
段期間獲發的綜援金。

建議大專生也可領取綜援

-

綜援計劃一般只為未滿 22 歲的學生提供援
助，以接受教育至中學程度。有需要的大專
學生可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資助以接受高
等教育，或可透過做兼職等方法自費學習。

大專學生不獲發放綜援金後，只得另一個家庭 成員能夠獲得公共屋邨的租金、水、電費的津
貼，不夠支付所有開支。

該家庭成員會根據綜援計劃下的認可需要而
獲發援助金。租金津貼是按實際支付的租金
或計劃下規定的最高金額，兩者以較低者為
準。受助人可獲發的租金津貼最高金額是根
據合資格家庭成員人數而定。現時，單身人
士可獲發租金津貼的最高金額為每月 1,265
元。

6) 有關長者在內地有物業安排
有關長者在內地有物業安排
若長者在內地有物業，但只是名義上屬於長
者，實質上長者已經多年沒有回內地，應該怎
樣處理？

7) 其他有關大專院校學生申請綜援的情況
其他有關大專院校學生申請綜援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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