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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認為，貧窮問題並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不少
富爭議的議題都要經年累月才能達致社會共識，推行政策
的難度十分高；市民不能操之過急，也不應歸咎政府 「無
作為」。

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香港的醫療、房屋、福利等制
度逐漸發展，但仍有不少社福議題迄今未有定案，羅致光
說： 「香港是一個成熟社會，可以做、容易做的事，都已
經做了。制度內沒有某方面政策可以有好多原因，當然你
永遠都可以鬧政府不負責任，但這不是一個簡單問題。」

羅致光說，不少政策都具有爭議性，社會要透過一個
過程制訂一個整體而長遠的決定，存在一定難度。他舉例
，退休保障在70年代開始討論，政府在1994年才能就方向
上作出決定，使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至1997年立法、
2000年推行， 「即使到了現在，仍然有爭議，可想而知實
行的難度好高。」

「有人認為有決心為什麼做不到，因為社會上同時有
許多人反對，社會不是容易就問題達成共識。」羅致光舉
最低工資為例說，問題爭論多年， 「只是香港工資低得太
可憐，人人都睇唔過眼先做得到。」但足見政策討論、凝
聚共識是需要經年累月。

扶貧委員會於去年11月成立，羅致光坦言： 「如果要
求委員會短期內可以就許多重要扶貧政策作翻天覆地改變
，只是主觀願望。」他了解社會對政府有期望， 「但福利
問題如果可以輕易做但現時又沒有做，是否以前的特首及
政府官員好無良？不是，不做當然有理由。好多人對制度
不滿，爭取多年不耐煩，不等於可以漠視社會多年來討論
的觀點，而當那些觀點仍然存在，就要凝聚共識。」

羅致光期望，如果委員會可於未來兩三年可就退休保
障作全面改善，已經好難得， 「市民要知道客觀上好多事
可以做，但都需要時間，不是要做就立刻可以做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
周永新認為，訂立貧窮線其實並不困難，只是扶
貧委員會內不同成員有不同的想法及考量，難以
在短時間內取得共識。他批評，有政黨根本誤解
貧窮線的意義，把線訂得太高是不切實際，只是
給市民一個 「假想」。

應考慮政府財政能力
周永新接受本報專訪時多次強調，貧窮線只

是一個工具，去識別什麼人在貧窮線下生活，以
及其貧窮成因；繼而制訂應對措施，幫助他們脫
貧。他認為，用作訂線的人口資料及數據早已存
在，遲遲未能落實是由於政治上未有共識， 「政
黨整天就想爭取收入水平訂得高一點，幫多一點
市民，但沒有考慮到政府的財政能力。」

扶貧委員會成員之一、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

基一直提倡把貧窮線訂在家庭入息中位數7成，
全港接近1/3人口可以納入線內。周永新批評，
馮檢基的建議是不切實際， 「政府無可能承擔、
無能力幫助這麼多人，香港不像澳門，人少之餘
有財力。既然我們做不到，無謂逼政府講大話，
何必讓市民有一個假象？」

對於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早前表示，貧窮線
的訂立並不表示當局會向所有收入低於貧窮線以
下的市民提供補貼，引起不少政黨的質疑，周永
新指出： 「這麼多政黨講訂線，但無幾多人明白
線的效用。」他解釋，政黨以為貧窮線是單純錢
的問題，但好大部分是照顧問題，例如單親家庭
要照顧兒女、新移民要融入社區，不是錢可以解
決；對於一些政黨的批評，他感到可惜。

至於訂線時間，周永新認為政治上有共識不
是容易的事，委員對貧窮線的想法、理解及發揮

的作用不同，要有共識不是容易， 「亦可能純粹
是政治上問題，要有共識就要考驗林鄭月娥的政
治智慧。」

周永新表示，現時提倡以入息中位數一半作
為貧窮線，是大家都能接受；工具可以不斷修正
，貧窮線亦可按情況調整，他形容今屆政府有決
心解決貧窮問題，但政府始終資源有限，可以做
的事都有限， 「訂立貧窮線代表政府都準備在扶
貧方面做多一點，值得鼓勵，但貧窮問題不是只
有一個答案，而且根本不會有終極答案，大家不
要期望訂線就可以解決問題。全世界有好多國家
也有貧窮線，例如歐美，但他們的貧窮狀況一樣
嚴重」。

周永新補充說： 「即使訂線後，都要兩三年
後才有成效。定線只是開始，後續政策才是戲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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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緩貧窮問題，讓不同階層市民分享整體經濟
發展成果，是新一屆政府的施政目標之一。政府早
前重設扶貧委員會，推展扶貧工作，其中貧窮線的
制訂，是現屆政府對改善貧窮問題的重大突破。

現時不少發達國家或地區，均以 「相對貧窮」
作為量度貧窮的基準，採用住戶月入息的某個百分
比，將處於這個百分比以下的人士劃歸為 「貧窮」
，用意是將所謂 「貧窮」家庭的生活質素，與一般
家庭拉近。如歐盟現時就將家庭入息中位數的60%
作為貧窮線。

香港的貧窮線要如何界定？有意見認為，以綜
援申請資格作為貧窮線，可減省研究時間，社會亦
較容易接受，但羅致光指出，貧窮線不等於申請資
格。他解釋說，若將綜援的入息限額作為貧窮線，
一旦政府提升限額，就會令所謂 「貧窮線」以下的
人數增加，產生 「改善綜援會增加貧窮人口」的古
怪現象，以此檢視政策成效，並不是一把好的尺
子。

擬訂入息中位數一半
羅致光指出，貧窮線的討論是一個技術性的統

計問題，如上述例子，一旦造成 「改善綜援會增加
貧窮人口」的誤解，繼而會令社會對政府政策產生
懷疑，故貧窮線的制訂必須簡單易明、公開透明。

社聯早前以統計處2012年上半年住戶入息中位
數的一半為標準劃分，1人家庭的貧窮線約為3600
元、2人家庭約為8000元、3人家庭約為11750元、4
人或以上家庭約為14525元。羅致光表示，他亦較
傾向以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為標準，估計在制訂
貧窮線後，會有近130萬人低於貧窮線的標準。

可作量度政策成效標準
羅致光認為，制訂貧窮線後，政府每年應根據

住戶入息中位數，公布3項數據，包括：住戶稅及
福利前收入、住戶稅及福利後收入，以及一條貧窮
線，以確保貧窮線能切合社會最新發展。部分國家
或地區亦會以 「相對入息」計算住戶入息，但羅致
光認為此概念較為複雜，不建議在香港使用。

施政報告中指出，貧窮線有3大功能，包括量
化貧窮人口，以集中分析貧窮線以下各群組的情況
；深入研究貧窮成因，作為制訂政策的指引，令扶
貧工作更到位；按貧窮人口數量的變化，評估政府
扶貧措施的成效。

羅致光說，貧窮線是協助政府制訂政策的工具
、是檢視政策成效的一把尺，如 「整容前」及 「整
容後」，量度扶貧政策介入前後的成效。

不應與福利審查掛
對貧窮線的功能，社會各界有不同的演繹和詮

釋，當中存在不少誤解，甚至將貧窮線看作是解決
香港貧窮問題的根本方法，但羅致光卻明確表示貧
窮線不是扶貧線、貧窮線並不扶貧， 「貧窮線不是
解決貧窮問題的靈丹妙藥，而是政府制訂政策檢視
成效的工具，協助政府尋找解決方法。」

事實上，扶貧委員會專責小組早前舉行會議，
已表明傾向：貧窮線不應與設有資產審查的福利政
策直接掛，換言之，政府不會自動為所有收入在
貧窮線下的市民提供援助。

羅致光對貧窮線制訂的工作感到樂觀，相信數
月內就能推出，屆時政府可根據貧窮線，決定給予
處於貧窮線上或下不同水平的人士提供派現金、增
加服務供應、提供特別援助等形式的政策。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指出，
扶貧委員會其中一項首要工作，
是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訂立貧
窮線。扶貧委員會關愛基金專
責小組主席羅致光接受本報
專訪時指出，貧窮線不是 「
扶貧線」 ，不是只幫線下人
，貧窮線是協助政府制訂政
策的工具、是檢視政策成效
的尺子。羅致光表示，傾向支
持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為
標準，樂觀估計貧窮線數月內
可出爐。

本報記者 馮慧婷 張綺婷

貧窮非朝夕可解決

參加課外活動已是本港學童的 「必修課」，然而，不
少低收入家庭連日常生活都捉襟見肘，根本難以負擔孩子
昂貴的課外活動費用。羅致光透露，扶貧委員會可研究向
低收入家庭孩子發放由政府增值的 「特殊八達通」，資助
繳付課外活動費用。

教育局及社署現時每年合共撥款近3億元，資助學童
參與課外活動，然而由於部分課程未必切合學童需要或申
請手續繁複，基層學童始終未能完全受惠。羅致光指出，
低收入家庭孩子在課外活動的參與率偏低，會影響他們升
小學和升中學，他透露，扶貧委員會下一步要考慮的，可
能是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課外活動資助。

羅致光說，過往有做法是讓學校或地區組織申請，推

出基層學童的項目，但這做法容易對學童造成 「標籤」，
「現時不少學童課餘活動會採用八達通繳費，可考慮向基

層學童發放由政府定期增值的 『特殊八達通』，基層學童
拿這張八達通去繳款，既可減省行政手續，又不會被標
籤。」

這樣的設想項目是否能通過關愛基金作先導？羅致光
表示，主要看項目是否是持續性的，若是恆常項目，則由
政府統籌較佳。事實上，關愛基金至今推出18個援助項目
，成功識別未能受惠於現有社會安全網或政府短期紓困措
施的群組，至今有10多萬人受惠。

研設課外活動資助

▲貧窮線傾向以住戶入息中位數
的一半為標準

◀◀羅致光接受本報專訪時羅致光接受本報專訪時
指出指出，，貧窮線可作為檢視貧窮線可作為檢視
政策成效的尺子政策成效的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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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新籲政黨勿抱不切實際想法

訂線先要達政治共識

▲▲周永新批評有政黨把貧窮線訂得太高是不切實際周永新批評有政黨把貧窮線訂得太高是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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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透
露，貧窮線
有望在數月
內出爐
本報記者
林少權攝

各界意見

預先訂下減貧目標
樂施會署理香港項目經理黃碩紅：梁振英肯為香港訂定貧窮線是踏出第一步，可了解貧窮人口結構和形態。我贊同採取歐盟或經合組織的量度貧窮線的客觀方法，並建議訂下減貧目標。

收入劃界有利有弊
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歡迎扶貧委員會定出貧窮線定義，但以市民收入作為界線有利有弊，好處是容易定出市民收入多寡，弊處是不能全面反映市民實際生活狀況。

定義務須小心審訂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現時綜援是以消費物價等一籃子因素釐訂，基線較低及保守，納入綜援網的人士較狹窄，歡迎扶貧委員會定出貧窮線，但要小心審訂貧窮線的定義。

應多參考外國例子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歡迎當局研究訂立貧窮線，但須在社會上有共識，並應參考外國例子，以收入、生活質素等基準來劃線，讓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有一定準繩度。

▲課外活動是本港學童的 「必修
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