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 

成效檢討報告 

 

 

背景 

 

 關愛基金（基金）自 2011 年初成立，為經濟上有困難的

市民提供援助，特別是那些未能納入社會安全網，或身處安全網

卻又有一些特殊需要又未能受到照顧的人士。基金亦發揮先導和

識別作用，協助政府硏究有那些措施可被考慮納入政府常規資助

的服務範圍。 

 

2. 前基金督導委員會在 2011 年 4 月 20 日的會議上通過在

2011-12 年度推行本援助項目（本項目），為在 2011 年 7 月 31 日

年齡在 60歲以下，於社區居住，並正領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高

額傷殘津貼的低收入家庭人士，提供為期不多於十二個月，每月

2,000 元的特別護理津貼，以協助他們獲取所需支援。 

 

3. 本項目由社會福利署（社署）負責推行，預算開支為 9,438

萬元（包括津貼額 9,120 萬元及行政費 318萬元），估計可惠及

不多於 3 800名殘疾人士。 

 

 

援助項目的推行 

 

4.   社署於 2011 年 9月公布本項目的詳情及展開宣傳1，並根

據社會保障電腦系統中的記錄，發信給大約 3 900名領取公共福利

金計劃下高額傷殘津貼的人士2，邀請當中合資格的人士於 2011

年 11 月 30 日或之前遞交申請。其後，為讓更多合資格的人士受

                                                 
1 社署除了透過轄下各區福利辦事處及民政事務處等派發項目簡介單張外，亦在社署網頁上載有關資料。 
2
 發出邀請信時，社署並沒有有關人士的家庭成員及收入資料，難以確定當中符合受惠資格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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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申請期遂順延至 2012 年 3月 31 日止。 

 

5.   社署轄下的關愛基金組負責審批所有的申請。該組共接

獲 1 643宗申請，並由 2011 年 12月起按季向合資格的人士發放津

貼，金額為每月 2,000 元。津貼經由受惠人士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

戶口發放，截至 2012 年 12月，社署已發放大約 3,200 萬元的津貼

款額。 

 

 

分析結果 

 

6. 社署就已收集的資料和數據作分析及檢討如下： 

 

(a) 申請數據統計 

 

7. 社署向大約 3 900名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人士發出邀請信

後，共接獲 1 643 宗申請（42.1%），當中合資格的申請有 1 436宗

（87.4%），不合資格的有 198宗（12.1%），主因是未能通過相

關入息審查，另有 9 名申請人已身故 3。在合資格的人士當

中，年齡介乎 51 至 59 歲的人數最多，有 482 人（33.5%），其次

為 21 至 30 歲的 235 人（16.4%），而 10 歲或以下的則有 108 人

（7.5%）。有關統計數字可參閱附錄 I。 

 

(b) 受惠人士調查 

 

8. 社署以隨機抽樣方式，調查 73 名受惠人士（約佔整體受

惠人數的 5.1%），以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日常生活上所需的照

顧、運用津貼的情況，及其對本項目的意見。 

 

  (i)  家庭狀況 

 

                                                 
3 有關人士若獲核實符合資格，其可得的特別護理津貼會被視作遺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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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本調查中，與家人同住的受惠人士佔總人數約 87.7%

（64 人），當中與 1 至 3 位家人同住的約佔 84.4%（54 人）。這些

受惠人士中，有 26 人與兄弟姊妹同住，佔與家庭成員同住的受惠

人士約 40.6%，而其中同住的兄弟姊妹為未成年的佔 11 人（佔與

家庭成員同住的受惠人士的 17.2 %）。受惠人士的每月家庭收入大

部分（66 人，約 90.4%）不超過 15,000 元，其餘的受惠人士（7

人，約 9.6%）每月家庭收入則約在 15,000元至 25,000 元之間。有

關詳情可參閱附錄 II(a)。 

 

  (ii)  運用津貼和日常生活照顧的情況 

 

10. 受訪者主要將津貼用於診症費用（71.2%），其次為家庭日

常開支及藥物費用（分別有 64.4%及 50.7%），而用於營養食品、

醫療消耗品及器材開支方面的百分比則相對較低（分別為 34.2%、

28.8%及 26.0%）。另外，大部份受訪者在日常生活都需要他人的

照顧（56 人，76.7%），當中又多以同住家人／親友為他們的主要

照顧者（43人，佔需要他人照顧日常生活的受惠人士約 76.8%），

有關資料載於附錄 II(b)。 

 

  (iii)  對本項目的意見 

 

11. 所有受訪者均贊同本項目可協助他們獲取所需支援，並滿

意項目的運作安排，當中過半受訪者（40 人，約 54.8%）對本項

目沒有意見，其他受訪者的意見主要為希望延長資助期（20 人，

約 27.4%）、希望提高津貼額（7 人，約 9.6%），尚有少部分受訪

人士就受惠對象（2 人，約 2.7%）、申請程序（2 人，約 2.7%）、

發放津貼安排（1 人，約 1.4%）等方面給予意見。有關詳情可參

閱附錄 II(c)。 

  

(c) 受邀人士意見調查 

 

12. 社署亦以隨機抽樣方式，了解 36 名受邀人士（佔整體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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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但未有提出申請人士的 1.6%）沒有提出申請的原因及對本項目

的意見。受訪者中，由於不符合受惠資格而沒有提出申請的有 20

人（佔 55.6%），而沒有援助需要的則有 14 人（佔 38.9%）。另外

有 2 人（佔 5.5%）稱沒有收到邀請信，社署已核實他們的通訊地

址為正確，亦沒有發現寄給他們的邀請信有被退回的情況。然而，

社署已再次將相關資料寄予他們，以方便他們提出申請。此外，

36 名受訪者中，25 人表示對本項目沒有意見，而受訪者提出的意

見則包括要求放寬入息條件及指本項目對受惠人士有正面的作用

等。有關資料列於附錄 III。 

 

(d) 公眾人士的查詢 

 

13. 在本項目推行期間，社署設立了電話熱線，向相關人士提

供所需支援及資訊。自 2011年 11 月至今，社署接獲共約 1 200宗

有關本項目的查詢，當中以受惠條件、填寫申請表、處理申請進

度及發放津貼安排為主。詳情可見附錄 IV。 

 

 

總結  

 

14. 調查反映，受惠人士均贊同本項目對他們有一定的幫助。

調查亦顯示大部份的受惠人士是與家人同住，由於部份家人/親友

為受惠人士的主要照顧者，他們或因此而未能外出工作謀生，項

目可向他們提供一定的經濟支援。此外，受惠人士將津貼主要用

於診症、藥物及家庭日常開支等基本生活所需，可見本項目發放

的特別津貼已達到預期的目的。 

 

15. 社署當初透過社會保障電腦系統發信給所有領取高額傷

殘津貼的人士，是要確保所有可能合資格的人士都能得悉本項

目，並邀請他們當中合資格的人士提交申請。上文第 7 段及第 12

段已提及，約有 42.1%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人士提出申請，而其中

不合資格的申請佔約 12.1%，主因是未能通過相關入息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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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至於其他獲邀人士沒有提出申請的原因，主要是不符合申請

資格或沒有援助需要。 

 

16. 本項目推行期間所設立的電話熱線，已有效地為有關人士

提供即時的支援。鑑於相當多的查詢都與處理申請的進度及發放

津貼的安排有關，可考慮透過本項目的簡介單張及關愛基金的網

頁，讓申請人知悉處理申請及發放津貼大約所需的時間，使他們

更為安心。 

 

17. 受惠人士主要將津貼用於診症、藥物及家庭日常開支，顯

示這幾方面是他們的共同需要。現時，嚴重殘疾人士如因經濟困

難未能負擔公營醫療服務收費，可透過現有機制申請減免醫療費

用；亦可從撒瑪利亞基金獲得經濟援助，以應付一些需要自資購

買的醫療項目及藥物費用。再者，對於來自有一定經濟能力家庭

的嚴重殘疾人士4，他們可在無須接受經濟狀況調查下，申領公共

福利金計劃下的高額傷殘津貼，獲每月提供現金津貼，以應付因

嚴重殘疾而引致的特別需要；而有關津貼金額每年均會參考社會

保障援助物價指數所反映的通脹情況考慮予以調整。這些措施為

嚴重殘疾人士在診症、藥物及家庭日常開支方面的基本需要提供

了長期的保障。 

 

18. 本項目的第一輪申請是按政府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

查報告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75%釐定家庭入息上限。而同住

家庭成員的界定是在港與受惠人士同住的父、母、子、女、夫或

妻（在法律上獲承認的領養父母子女關係，或非婚生子女而能出

示證明有關父母子女關係的成員也涵蓋在內），有關釐定準則雖然

與多項關愛基金援助項目的大體一致，但由於嚴重殘疾人士相對

其他人士或有較大開支需要，經濟負擔較重，這些受惠準則可能

需要放寬。 

 

                                                 
4
 有經濟困難的嚴重殘疾人士則可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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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考慮過上述的調查結果並聽取各方意見後，社署已建議延

續推行項目至 2013 年底，並獲得前基金督導委員會批准。為使更

多的嚴重殘疾人士受惠，項目新一輪的申請會按政府統計處的綜

合住戶統計調查報告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100%釐定家庭入

息上限，並且將「同住家庭成員」的定義，擴闊至涵蓋與申

請人同住而年齡在 18 歲以下或年滿 18 歲至 25 歲並正接受

全日制教育的兄弟姊妹，或有殘疾的成年兄弟姊妹。  

 

20. 另外，社署不斷提升及完善向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的津助服

務，例如透過地區支援中心提供的生活及照顧技能提升訓練服

務、日間照顧服務機構提供的日間院舍照顧服務及綜合家居照顧

服務隊提供的家居護理服務等。此外，考慮到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及其家人/照顧者或有較大的支援需要，社署及醫院管理局 (醫

管局 )正構思一套以個案管理模式推行的綜合支援服務先

導計劃，支援居於社區，需要經常護理照顧而沒有領取綜

援的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旨在減輕他們在醫療器材，如呼

吸機及有關復康儀器、消耗品和照顧等方面的負擔，讓他

們可以持續留在社區生活，計劃的可行性和細節仍在詳細

研究中。在有關的先導計劃推行前，社署建議推行新援助

項目，為居於社區、沒有申領綜援而家庭有經濟困難的嚴

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津貼，符合資格人士的家庭每年可動

用的財務資源 5若在 10 萬元或以下，可獲發放每月 2,500

元的津貼；家庭每年可動用的財務資源若超過 10 萬元

但在 18 萬元或以下，則可獲發放每月 2,000 元的津貼，

以租用所需的輔助呼吸醫療儀器，每名合資格的申請人，

最多可獲發放 12 個月的津貼。該建議已獲得前基金督導委員

會通過，並已於 2013 年 1月底推出。 

 

21. 鑑於上述有關服務大致已涵蓋嚴重殘疾人士的各方面需
                                                 
5每年可動用的財務資源將按照現時撒瑪利亞基金藥物費用減免的評估準則，計算基礎為家庭每年可動用

的收入（即家庭每年收入總額–認可扣減項目），再加以家庭可動用的資產(即可動用資產總值–可扣減

的豁免額)；可扣減的豁免額是參照申請公共房屋輪候冊所設定的資產限額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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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研究中的綜合支援服務先導計劃倘若推行，應可全面

地照顧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的需要，故此無需將本項目納入政府

常規資助的服務範圍。本項目發放的津貼雖則屬有時限性的，卻

為嚴重殘疾人士及其家庭帶來額外的支援，使他們可以有更大空

間靈活運用所有的資源。 

 

22. 總的來說，由於受惠人士普遍認同本項目的現行運作安

排，加上相關的變動及影響較少，基金已決定沿用現有的運作模

式推行有關延續項目。 

 

 

 

 

社會福利署 

2013 年 2月 



                                                

   

附錄 I 

申請數據統計 

 

(a) 申請不合資格的原因 

 

原因（註一） 宗數 百分比 

家庭入息超逾指定上限（註二) 185 93.4% 

申請人並非領取高額傷殘津貼 1 0.5% 

申請人並非居於社區 2 1.0% 

申請人年齡並非在 60 歲以下 1 0.5% 

其他 9 4.6% 

 - 申請人撤回申請 (8)   
 - 申請人未能提交所需資料 (1)   

   

總計 198 100.0% 

 

註一︰如同一申請人在兩次申請期均提出申請並不合資格，其申

請於上表將列為兩次不合資格申請。 

註二︰入息上限乃根據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報告中的入

息中位數之 75%釐訂，並按最新公布的數據作調整。 

 

(b) 受惠人士的年齡分布 

 

年齡組別 人數 百分比 

0 至 10 歲 108 7.5% 

11 至 20歲 214 14.9% 

21 至 30歲 235 16.4% 

31 至 40歲 172 12.0% 

41 至 50歲 225 15.7% 

51 至 59歲 482 33.5% 

總計 1 43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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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受惠人士調查 

 

(a) 受惠人士的家庭狀況 

 

訪問事項及意見 人數 百分比 

1. 與受惠人士同住的家庭成員人數 :    

- 獨居 9 12.3% 
- 與一至三位家人同住 54 74.0% 
- 與四位或以上家人同住 
 

10 13.7% 

- 與受惠人士同住，但非在本項目定義下的同
住家庭成員1

:（可選擇多於一項，註一） 
 

 
 

 

 - 祖父、母 2 3.1% 
 - 成年的兄、弟、姊、妹 15 23.4% 
 - 未成年的兄、弟、姊、妹 11 17.2% 
 - 姪兒、女 
 

1 1.6% 

2. 受惠人士所有同住家庭成員的每月總收
入︰ 
 

  

- < $5,000 28 38.3% 
- $5,000 - < $10,000 21 28.8% 
- $10,000 - < $15,000 17 23.3% 
- $15,000 - < $20,000 4 5.5% 
- $20,000 - < $25,000 
 

3 4.1% 

 

註一︰上表各項選擇的百分比乃以本調查中，受惠人士與家人同

住的人數，即 64人作為基數得出。由於有受訪者選擇多於一項，

                                                 
1同住家庭成員的界定是在港與受惠人士同住的父、母、子、女、夫或妻（在法律上獲承認的領養父母子

女關係，或非婚生子女而能出示證明有關父母子女關係的成員也涵蓋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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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同住家庭成員只包括非本項目同住家庭成員定義的家人，故上

表各項百分比總和不等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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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受惠人士運用津貼及日常生活照顧情況 

 

訪問事項及意見 人數 百分比 

1. 受惠人士如何運用所獲的津貼？（可選擇多
於一項，註一） 
 

  

- 全家的日常開支 47 64.4% 
- 診症費用 52 71.2% 
- 藥物費用 37 50.7% 
- 營養食品費用 25 34.2% 
- 醫療消耗品費用 21 28.8% 
- 醫療器材費用 19 26.0% 
- 照顧服務費用 11 15.1% 
- 聘請照顧者費用 10 13.7% 
- 其他（如院舍費、訓練費、交通費） 
 

6 8.2% 

2. 受惠人士日常生活是否需要其他人照顧？ 
 

  

- 是 56 76.7% 
- 否 
 

17 23.3% 

3. （承上題）如是，主要照顧者是那一位？  
 

  

- 同住家人/親友 43 76.8% 
- 非同住家人/親友照顧 1 1.8% 
- 非本地家庭傭工照顧 11 19.6% 
- 非政府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 
 

1 1.8% 

 

註一︰上表各項選擇的百分比乃以整體受訪者數目，即 73人作為

基數得出。由於有受訪者選擇多於一項，故上表各項百分比總和

不等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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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受訪者對本項目的意見 

 

訪問事項及意見 人數 百分比 

1. 你同意此援助項目可以支援受惠人士的需
要嗎？ 
 

  

- 同意 73 100.0% 
- 不同意 
 

0 
 

0.0% 

2. 你對此援助項目是否有任何意見？（可選擇
多於一項，註一） 
 

  

- 沒有意見 40 54.8% 
- 受惠對象及條件 
 - 應包括照顧者 (1) 

 - 應包括 60至 65歲長者 (1) 

2 2.7% 

- 津貼金額 
 - 很有幫助 (1) 

 - 金額太少 (7) 

8 11.0% 

- 申請程序 
 - 處理有效率 (1) 

 - 手續有些繁複 (1) 

2 2.7% 

- 津貼發放安排 1 1.4% 
- 其他 
 - 應延長資助期、繼續推行 (20) 

 - 對殘疾人士很有幫助 (1) 

 

21 28.8% 

3. 整體而言，你滿意此援助項目的安排嗎？ 
 

  

- 滿意 73 100.0% 

- 不滿意 
 

0 0.0% 

 

註一︰上表各項選擇的百分比乃以整體受訪者數目，即 73人作為

基數得出。由於有受訪者給予多於一項意見，故上表各項百分比

總和不等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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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受邀人士意見調查 

 

 

(a) 受邀人士沒有申請津貼的原因 

 

原因 人數 百分比 

不符合受惠資格 20 55.6% 

  - 家庭入息超逾指定上限 (19)   
 - 並非居於社區 (1)   

沒有援助需要 14 38.9% 

沒有接獲通知／未能確定是否收到通知（註

一） 

2 5.5% 

總計 36 100.0% 

 

註一︰社署已與有關受訪人士核實他們的通訊地址為正確，及沒

有發現寄給他們的邀請信有被退回的情況。然而，為確保

有需要的人士可獲得援助，社署已再次將相關資料寄予有

關人士。 

 

(b)  受邀人士對本援助項目的意見 

 

意見 人數 百分比 

沒有意見 25 69.5% 

放寬入息上限 8 22.2% 

對受惠人士有幫助 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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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有關本項目的查詢數字及查詢事項（註一） 

 

查詢事項 項數 

受惠條件 240 

申請程序 17 

填寫申請表事宜 210 

申請所需文件 39 

遞交申請表事宜 148 

處理申請進度 304 

發放津貼安排 259 

確認收到津貼 51 

其他 55 

 - 更新資料 (45) 

 - 有關申請結果通知書內容 (6) 

 - 會否有新一輪援助 

 

(4) 

 

註一︰單一查詢如涉及多個事項，每一事項都會被歸類及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