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  
討論文件       專責小組文件第 4/2013 號  
 
 
 

扶貧委員會  
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  

 
傷殘津貼  - 跨部門工作小組籌備滙報  

 
 
 
目的  
 
 行政長官在競選政綱中提出「容許單肢傷殘人

士申領傷殘津貼」。勞工及福利局正籌備成立跨部門

工作小組 (下稱 “工作小組 ”)跟進有關課題，將成立的

工作小組會向本專責小組滙報及尋求指引，亦會配合

本專責小組及整個扶貧委員會的相關工作。  
 
 
工作小組的成員及職權範圍  
 
2. 工作小組已於本年一月二十一日舉行了一次預

備會議，並在會上同意工作小組由勞工及福利局常任

秘書長任召集人，成員來自相關的政策局 (包括食物及

衞生局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及部門 (包括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衞生署、勞工處及政府統計處 )及醫院

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詳細的成員名單見附件一。

有需要時，工作小組會邀請其他政策局／部門／相關

機構的同事參與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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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小組全名為「傷殘津貼檢討跨部門工作小

組」，其職權範圍如下：  
 

(a) 鑑於行政長官在競選政綱中提出「容許單肢傷

殘人士申領傷殘津貼」，工作小組會檢討申領

傷殘津貼的資格，並就不同方案對政策、執行、

財政及其他相關影響作出評估及提出建議；及  
 
(b) 就上述事宜，工作小組會向扶貧委員會社會保

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匯報及按需要尋求指

引。  
 
 
傷殘津貼背景及現況  
 
4. 傷殘津貼於一九七三年開始實施，是一項不設

經濟審查的現金津貼，目的是協助嚴重殘疾的香港居

民應付其因該等殘疾情況而引致的特別需要。  
 
5. 高額傷殘津貼申請人除了須符合下述的申領資

格外，還須經由衞生署或醫管局醫生評定為在日常生

活中需要他人不斷照顧，但並沒有在受政府資助的院

舍 (包括津助 /合約院舍及參與不同買位計劃院舍的資

助宿位 )或醫管局轄下的公立醫院及機構接受住院照

顧，或在教育局轄下的特殊學校寄宿。  
 
6. 傷殘津貼申請人須經由衞生署或醫管局醫生

(或在極為特殊情況下由私家醫院註冊醫生 )評估其殘

疾情況屬傷殘津貼下定義的嚴重程度  (即《僱員補償

條例》(第 282 章 )附表 1 所列出各項相等於喪失 100%
賺取收入能力的損傷 )，而該情況將持續不少於六個

月；雖然醫生在評定申請人的殘疾情況時會參考該附

表，但這準則屬醫學專業評估，與申請人實際是否有

就業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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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現時傷殘津貼計劃亦容許醫生在上述情況以

外，考慮申請人因其他可能導致嚴重殘疾的情況 (包括

器官殘障或心智機能缺陷 )領取傷殘津貼，而醫生的評

估是基於病人是否無能力或不能自主進行一些日常活

動 (例如自我照顧及處理個人衞生、維持個人的姿勢及

平衡、表達自己或與別人溝通和互動等 )，以致極需依

賴他人協助。此外，申請人亦要滿足其他申領條件 1，

才符合資格領取津貼。  
 
8. 現時，傷殘津貼計劃包括普通傷殘津貼 (每月

1,395 元 )和高額傷殘津貼 (每月 2,790 元 )。在二零一二

年十一月底，共有 146 670 宗傷殘津貼個案，該等個

案的分類數字，見附件二。  
 
9. 為跟進申訴專員在二零零九年十月發表的「社

會福利署如何審批傷殘津貼及處理上訴個案」主動調

查報告，社署早前成立了一個傷殘津貼計劃執行機制

檢討工作小組 (下稱 “檢討小組 ”)。檢討小組就醫療評

估所用的指引、表格及檢視清單，以及各有關單位處

理申請的流程，作出了適當的修訂和更新，務求令醫

療評估能盡量一致和客觀地進行，並能達到現時傷殘

津貼的政策目的。社署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向立法

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小組的改善建議，並已知

會申訴專員。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及申訴專員正就

事件作進一步跟進，視乎有關的跟進情況，預計有關

改善建議最快可於二零一三年年底前推行。值得注意

的是，檢討小組的工作主要是改進現時的執行機制，

與工作小組的工作並不相同。至於工作小組的工作方

向，則簡報於下文第 10 至 12 段。  
 
 
                                                      
1 例如申請前的居港規定，以及沒有領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其他津貼或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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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的工作方向  
 
10. 行政長官在其競選政綱中提出「容許單肢傷殘

人士申領傷殘津貼」。按目前《僱員補償條例》的準

則，「自膝以下起喪失一腿」並不屬嚴重殘疾，並不符

合現時申領傷殘津貼的資格。  
 
11. 工作小組認為在跟進落實行政長官建議時，亦

須慎重地考慮傷殘津貼的申領資格和相關事宜，在探

討方案時也須充分考慮政策、執行、財政等問題，亦

須顧及對現時殘疾人士已提供的支援以及任何改動對

綜援制度可能造成的影響 2。因此，工作小組的主要工

作方向如下：  
 

(a) 掌握及認知有關資料及數據，包括：  
i. 就本地相關數據 3、研究及意見進行文獻分

析；  
ii. 研究其他地方在處理傷殘津貼的安排和經

驗；  
iii. 討論是否需要作進一步／更深入調查以取

得其他額外資料幫助檢討工作。  
 

(b) 就不同方案作出探討，包括評估可能受惠的人

數及對其他政策的影響以及財政承擔，亦顧及

對殘疾人士在傷殘津貼外得到的支援及服務的

相關影響。  

                                                      
2  現時，有經濟困難的殘疾人士可申領綜援。由於綜援下需要經常護理 (約

等於可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殘疾程度 )及殘疾程度達 100%(約等於可領

取普通傷殘津貼的殘疾程度 )的安排與目前傷殘津貼的資格相若，工作

小組須研究對綜援計劃相關運作安排的可能影響。  
 
3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期間進行的一項全港性統計

調查，當時全港有約 361 300 人身體活動能力受限制、視覺有困難、聽

覺有困難、言語有困難、患上精神病、患上自閉症、有特殊學習困難及

／或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而本港的智障人士總數則介乎 67 000
至 87 000 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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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研究同時，工作小組亦會適當地考慮與持份

者保持溝通的事宜。  
 
 
工作小組及扶貧委員會的互動  
 
13. 傷殘津貼的申領資格課題涉及複雜的定義和技

術問題及不同政策局、部門及醫管局的工作。由於傷

殘津貼屬於社會保障一部分，有關檢討亦可能對社會

保障制度的其餘環節和福利服務構成影響，故工作小

組會向本專責小組匯報及按需要尋求指引。  
 
14. 工作小組會配合本專責小組及整個扶貧委員會

的相關工作。如有需要，我們亦不排除按本專責小組

的指引諮詢特別需要社群專責小組。  
 
 
徵詢意見  
 
15.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並給予意見。  
 
 
 
勞工及福利局  
二零一三年一月  

 



附件一  
 

傷殘津貼檢討  
跨部門工作小組  

 
成員名單  

 

召集人：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成員：  

勞工及福利局  副秘書長 (福利 )2 
  康復專員  

食物及衞生局  副秘書長 (衞生 )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庫務 ) 
(B) 

社會福利署  助理署長 (康復及醫務  
社會服務 ) 

 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 

勞工處  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 

醫院管理局  總行政經理 (社區及基層  
健康服務 ) 

衞生署  首席醫生 (4) 

政府統計處  助理處長 (社會統計 ) 

 
 
秘書：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福利 )4 

 



附件二

高額傷殘津貼 普通傷殘津貼 總數

個案數目 個案數目 個案數目

肢體殘障 15,547 72,942 88,489

心智機能缺陷 3,418 50,148 53,566

聽覺極度受損 0 4,615 4,615

總計 18,965 127,705 146,670

2012-13年度開支(預算草案)*            6.7億          23.4億 30.1億

* 其中未包括向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士於7月份額外發放一個月的津貼金。

傷殘津貼個案分類 (2012年11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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