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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金第三次推出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項目）  

 
常見問題  

 
A. 受惠資格  

 

1.  受惠資格為何？  
 

 受惠對象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a) (i) 以月租（或更長租期）形式租住私人永久性房屋 1

（私樓）、工業大廈（工廈）或商業大廈（商廈）；

或  

 (ii) 租住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單身人士宿舍計劃」

宿位；或  

 (iii) 居住於臨時房屋 2；或  

 (iv) 居住於船艇；或  

(v) 無家者 3；  

(b) 過去 3 個月平均每月住戶入息 4不超過以下相應住戶人

                                                 
1 包括所有私人住宅單位、房間（板間房／梗房）、分間樓宇單位（劏房）、床位／閣仔、別墅／

平房／新型村屋、簡單磚石蓋搭建築物／傳統村屋、員工宿舍、已解除轉讓限制的資助自置居

所房屋（包括居者有其屋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單位），以及大坑西邨。 
2 包括臨時房屋區的單位，及私人臨時房屋如天台建築物、寮屋、牌照屋（即持有地政總署牌照

的住用搭建物）、木屋、非作住宅用途的地方（例如梯台、樓梯、走廊等）、建築地盤的棚屋及

半圓形活動營房。 
3 無家者包括: 

(a) 露宿者； 

(b) 入住以下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露宿者臨時收容中心／市區單身人士宿舍的人士： 

(i) 香港明愛紅磡明愛勵苑； 

(ii) 香港露宿救濟會深水露宿者之家、油麻地露宿者之家、灣仔露宿者之家； 

(iii) 救世軍怡安宿舍； 

(iv)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豐盛之家、恩福之家、恩典之家、百合之家； 

(v) 聖雅各福群會李節街單身人士宿舍； 

(vi) 鄰舍輔導會賽馬會樂富宿舍； 

(vii) 博愛醫院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viii) 仁愛傳教修女會仁愛之家；及 

(c) 入住房屋署屯門寶田臨時收容中心及大澳龍田臨時收容中心的人士。 

4 過去 3 個月平均每月住戶入息是指申請人在遞交申請前 3 個月的平均每月住戶入息（即申請人

及其同住人士的平均每月總入息），包括工作所得的入息及其他收入（即包括薪酬、雙薪／假

期工資、工作津貼、花紅／獎金／佣金／小賬、提供服務的收費、經商／投資利潤、贍養費、

親友的資助、定期存款和股票等的利息收益、租金收入、每月領取的退休金／孤兒寡婦金或恩

恤金），但不包括申請人及其同住人士須支付的強制性僱員強積金供款、由政府提供的經濟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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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的指定住戶入息限額：   

住戶人數  
指定住戶入息限額  

（元）  

1 10,100 

2 16,140 

3 21,075 

4 26,475 

5 29,050 

6 或以上  32,540 

 
(c) 如租住私樓、工廈或商廈，過去 3 個月平均每月租金

5

不超過以下相應住戶人數的指定住戶租金上限：  

住戶人數  指定住戶租金上限（元） 

1 5,050 

2 8,070 

3  10,538 

4 13,238 

5 14,525 

6 或以上  16,270 

 

(d) 沒有領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6
； 

(e) 申請人及所有同住人士均沒有在本港擁有任何物業

（包括聯名物業）；  

(f) 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但不屬於

來港目的並非定居，及／或在獲入境事務處（入境處）

簽發有關簽證／進入許可前，入境處已信納為有足夠

                                                                                                                                                              
助、慈善捐款，以及關愛基金援助項目提供的支援等。申請人可將「雙薪」和「花紅」兩項不

定期收入平均攤分於累計取得這些收入的月份以計算每月住戶入息。 

5  即申請人在遞交申請前 3 個月的平均每月租金（依據租單所示的金額計算，金額不包括管理費、

差餉或水電煤等雜費）。 

6 如同住人士當中有部分人士未符合此項條件，有關申請仍會受理。但該些人士將被剔除於住戶

人數、入息、租金和津貼金額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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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能力維持自己在港生活的人士
6 7
；及 

(g) 如租住私樓、工廈或商廈，租住的居所不可屬於申請

人及／或其同住人士的父、母、子、女
8
、夫或妻的物

業。 

 
2.  曾受惠於基金於 2015 年 1 月再次推行的項目（再推項目）的

住戶可否再次受惠？  
 

 可以。曾受惠於再推項目的住戶，只要符合項目的所有受惠

資格，便可受惠於項目。故項目的申請個案分為兩類：舊申

請（即曾受惠於再推項目的住戶）和新申請。  
 
舊申請及新申請住戶分別在確認受惠資格／遞交申請時 9須符

合上文第 1 題所列的所有條件。  
 

3.  部分住戶成員當中可能有領取綜援人士；來港目的並非定居

人士；或在獲入境處簽發有關簽證／進入許可前，入境處已

信納為有足夠經濟能力維持在港生活的人士。這些人士不符

合項目受惠資格，但是否因而整個住戶都不能受惠？  
 

 不是。住戶中其他合資格的人士仍可受惠於項目。有關申請

仍會受理。但住戶中的這些不符合項目受惠資格的人士須被

剔除於住戶人數、入息、租金和津貼金額的計算。  
 

                                                 
7 來港目的並非定居，及／或在獲入境處簽發有關簽證／進入許可前，入境處已信納為有足夠經

濟能力維持自己在港生活的人士包括： 

(a) 根據「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來港的人士及其受養人；  

(b) 根據「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的人士及其受養人； 

(c) 根據「補充勞工計劃」以輸入勞工身份來港就業的人士； 

(d) 根據「工作假期計劃」來港的人士； 

(e) 外籍家庭傭工； 

(f) 訪客；或 

(g) 根據以下入境政策／安排來港的人士及其受養人： 

(i) 受訓； 

(ii) 就讀； 

(iii) 根據「一般就業政策」就業； 

(iv) 根據「一般就業政策」投資（即開辦或參與業務）； 

(v) 根據「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就業； 

(vi) 根據「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就業；或 

(vii) 根據「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就業。 

8 在法律上獲承認的領養父母子女關係或非婚生子女，也涵蓋在內。 

9 確認受惠資格日期是指舊申請住戶簽署夾附於確認符合受惠資格通知信的回條當日；遞交申請

日期是指新申請住戶將資料齊備的申請表連同所須文件副本交到服務單位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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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住戶當中有成員在港擁有物業，是否整個住戶都不符合受

惠資格？  
 

 是。如同一住戶內有任何人士在港擁有物業，所有的住戶成

員都不符合項目的受惠資格。  
 

5.  如申請人居於私樓、工廈或商廈，但毋須繳付任何租金，是

否符合受惠資格？ 

 
 不符合。如申請人居於私樓、工廈或商廈，他們必須「租住」

該些單位及須繳付租金。  
 

6.  以「頂讓」的方式購入或居於自行搭建私樓天台屋／寮屋等

臨時房屋（因此沒有繳交租金）的人士，是否符合受惠資格？
 

 符合。項目的受惠對象涵蓋所有居住於「臨時房屋」的人士

（無論是否需要繳交租金），包括臨時房屋區的單位和私人

臨時房屋如天台建築物、寮屋、牌照屋（即持有地政總署牌

照的住用搭建物）、木屋、非作住宅用途的地方（例如梯台、

樓梯、走廊等）、建築地盤的棚屋及半圓形活動營房。  
 

7.  如申請人或同住人士擁有公屋戶籍，是否符合項目的受惠資

格？  
  

 符合，只要申請人或同住人士於遞交申請時居住於屬於項目

涵蓋的居所類別（見上文第1題 (a)項），並符合項目所有受

惠資格，便可申請項目及經核實資格後獲發津貼。  
 

8.  非香港永久居民可否受惠於項目？  
 

 可以。持有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 10的人士，只要他們不屬於

來港目的並非定居，及／或在獲入境處簽發有關簽證／進入

許可前，入境處已信納為有足夠經濟能力維持自己在港生活

的人士，並符合項目其他受惠資格，亦可受惠於項目。  
 

9.  申請以住戶為審批單位，如何界定住戶成員？  

 就項目而言，「住戶」是指一群住在一起及分享生活所需的

人士，他們之間不一定有親戚關係。自己單獨安排生活所需

的個別人士亦當為一戶，即「1 人住戶」。  

                                                 
10  或豁免登記證明書或香港出生證明書╱其他身份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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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申請人或同住人士並非於本港居住，是否符合項目的受惠

資格？  
 

 不符合。項目的受惠對象必須在本港居住（於遞交申請當

日），並符合項目所有受惠資格，才可經核實資格後獲發津

貼。  
 

11.  如合資格的人士在港獨自居住，其家庭成員在內地居住，但

會定期來港探望，如何計算同住人士的數目？  
 

 如合資格的人士的家庭成員在內地居住，其來港目的是探親

而非居住，他們不應計算作同住人士。  
 

12.  如何計算過去 3 個月平均每月住戶入息？  
 

 過去 3 個月平均每月住戶入息是指遞交申請前 3 個月的平均

每月住戶入息（即申請人及其同住人士的平均每月總入

息），包括工作所得的入息及其他收入（即包括薪酬、雙薪

／假期工資、工作津貼、花紅／獎金／佣金／小帳、提供服

務的收費、經商／投資利潤、贍養費、親友的資助、定期存

款和股票等的利息收益、租金收入、每月領取的退休金／孤

兒寡婦金或恩恤金），但不包括申請人及其同住人士須支付

的強制性僱員強積金供款、由政府提供的經濟援助、慈善捐

款，以及關愛基金其他援助項目提供的支援等。申請人可將

「雙薪」和「花紅」兩項不定期收入平均攤分於累計取得這

些收入的月份以計算每月住戶入息。  
 

13.  如住戶每月的入息並不固定，如何計算入息? 
 

 申請人可以先計算他在遞交申請日期前 3 個月的住戶入息總

金額（即申請人及其同住人士過去 3 個月的總入息），然後

再計算其平均每月住戶入息（即將 3 個月的總入息除以 3）。
 
假如過去 3 個月的其中一個月沒有入息，則以有入息的兩個

月的入息總和除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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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租金是由其他人（例如子女）代繳，有關租金須否計算入

住戶入息內？  
 

 不須要。但由其他人士提供的生活津助，則須計算入住戶入

息內。  
 

15.  在計算住戶入息時，須否計算在香港以外地方所得的入息？

 
 須要。所有入息（不論從本地或外地所得，例如暫時在其他

地方工作的入息）均必須計算入住戶入息內。  
 

16.  對強積金計劃的供款是否可在計算入息時獲得扣除？  
 

 對強積金計劃所作的強制性供款可在計算入息時獲得扣

除。然而，自願性供款則不可獲得扣除。  
 

17.  向認可職業退休計劃的供款是否也可在計算入息時獲得扣

除？  
 

 向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亦可在計算入息時獲得扣

除。但每人可扣除的最高款額為以下 3 項中最少的一項：  
 

- 在之前的 3 個月，向該職業退休計劃繳付的供款；  
- 假設參加了「強積金計劃」，作為僱員原本須向強積金計

劃繳付的強制性供款額  （即每月的薪金的 5%）；或  
- 4,500 元（即每個月 1,500 元）。  

 
18.  如過去 3 個月的每月租金不同或租住單位少於 3 個月，應如

何計算平均每月租金? 
 

 如過去 3 個月的每月租金有所不同，應先計算在這 3 個月所

繳付的租金總和，然後再計算平均每月租金金額（即將租金

總和除以 3）。  
 
如租住單位 2 個半月，應先計算在這 2 個半月所繳付的租金

總和，然後再計算平均每月租金金額。例如租住單位 2 個半

月 , 在過去 2 個半月所繳付的租金總和為 10,000 元，則平均

每月租金為 4,000 元（即 10,000 元÷75 日×30 日（75 日= 30
日＋30 日＋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