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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 

 

附件：就業前景(第二次)調查 

2020 年 9 月 15 日 

 

（一）  簡介：  

 

香港經濟備受新冠疫情衝擊，不少企業正面對前所未有困境，調查結果發現，受訪失業者預期

可於半年內找到工作的信心下跌，打工仔對就業前景並不樂觀。民建聯於今年六月公布就業前

景調查後，相隔兩個月再次就相同題目作出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曾遭僱主要求放無薪假、

停薪留職，以及遭減薪情況有上升趨勢；在經濟持續衰退下，打工仔對未來前景普遍較為悲觀，

另外，大部份受訪者都期望政府應設立恒常失業援助制度。 

 

民建聯建議當局須認真檢討現行各項支援失業人士措施，除了新增每月 6000 至 9000 元水平的

失業援助金外，亦應盡快落實推出第三輪抗疫防疫基金；堵塞現行保就業計劃措施漏洞，嚴懲

違規不良僱主；此外，我們認為當局須為未來作出準備，盡快成立專責研究小組，就本港設立

恒常失業援助制度作出詳細研究。 

 

（二）  調查方法：  

 

調查對象： 18 歲或以上在職市民  

抽取調查樣本方式：電腦隨機抽樣電話號碼  

訪問日期：2020 年 8 月 7 日至 8 月 21 日  

有效被訪人數： 810 人 (按勞動人口加權) 

 

（三） 重點調查結果： 

 

1. 僱員收入持續減少 

 

1.1 八月份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曾遭僱主要求放無薪假、停薪留職，以及遭減薪情況都有上

升，其中有最多受訪者被要求放無薪假，由上次調查錄得三成，到八月份錄得近三成八，

上升 26.4 個百分點。（見附件二問題 3 至 6） 

1.2 至於打工仔減薪情況，最多受訪者減薪不多於兩成，其次為兩成至四成，同時亦有 4.5%

受訪者每月收入大幅減少六成或以上。（見附件二問題 7） 

 

導致收入減少原因  

 8 月調查 6 月調查 

(1) 放無薪假 37.8% (+26.4 百分點)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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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停薪留職 25.5% (+16.4 百分點) 21.9% 

(3) 減薪 25.0% (+21.4 百分點) 20.6% 

(4) 改為自僱人士 8.6% (不變)       8.6% 

 

每月收入因而大約減少多少?  (只有 8 月調查數據) 

(1) 不多於 20% 40.8%  

59.1% (2) 20%至 40% 18.3% 

(3) 40%至 60% 11.6%  

(4) 60%至 80% 2.5%  

(5) 80%或以上 2.0%  

(6) 沒有認真計算 24.8%  

 

1.3 縱使受訪者仍有工作，但大部分都擔心暴亂及疫情持續而導致「工作不保」，其中受訪者

尤其擔心疫情持續。 (見附件二問題 12 至 13） 

 

會否擔心工作前景受到暴亂及新冠疫情影響?  

（8 月調查數據 將暴亂及疫情分開兩項題目） 

 暴亂發生 新冠疫情 

(1) 非常擔心 45.0% 52.2% 

(2) 幾擔心 14.6% 24.1% 

(3) 少少擔心 9.2% 13.0% 

(4) 完全唔擔心 27.9% 8.9% 

(5) 唔知道 3.3% 1.8% 

 

會否擔心工作前景受到暴亂及新冠疫情影響?  （6 月調查數據） 

(1) 非常擔心 30.7% 50.5% 

(2) 幾擔心 19.8% 

(3) 少少擔心 17.0% 47.2% 

(4) 完全唔擔心 30.2% 

(5) 唔知道 2.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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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失業率持續處於高水平 就業前景不樂觀 

 

2.1 從八月調查可見，處於失業受訪者中，無論失業三個月或一年以上都錄得約兩成半。  (見

附件二問題 8） 

 

處於失業時間 

 8 月調查 6 月調查 

(1) 3 個月內 25.2%  18.8% 

(2) 3 個月至半年 24.2% 33.4% 

(3) 半年至一年 25.2%  18.0% 

(4) 一年或以上 25.4%  29.8% 

 

2.2 隨著疫情反覆，香港在七月份進入第三波疫情，失業人士對未來就業前景十分之不樂觀，

認為可以於半年內找到工作的失業受訪者只得 12.5%(1.5%+11.0%)，較六月份錄得 16.2% 

(7.2%+9.0%)為低。（見附件二問題 9） 

 

有否信心於找到工作? 

 8 月調查 6 月調查 

     (1) 非常有信心 1.5%  7.2% 

(2) 幾有信心 11.0%  9.0% 

(3) 無乜信心 45.3%  50.9% 

(4) 完全無信心 32.8%  23.1% 

(5) 唔知道 9.4%  9.8% 

 

2.3 政府雖然有提供多項針對失業人士支援措施，但超過一半失業受訪者都沒有打算申請，今

次調查發現，表示已經或準備去申請的受訪者更較上次調查為少。（見附件二問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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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們再追問相關支援措施成效，那些已去申請的受訪者中，有近五成半表示沒有幫助。（見

附件二問題 11） 

 

有否申請由政府提供的支援失業人士計劃? 

 8 月調查 6 月調查 

  (1) 已經申請 4.6% 3.3% 

  (2) 準備去申請 3.5%  8.3% 

  (3) 無打算申請 54.1%  42.8% 

  (4) 唔知有呢 D 計劃 34.5%  32.4% 

  (5) 未決定 3.3%  13.2% 

 

 

 

你認為此計劃，能否幫你解決困境? （只有 8 月調查數據） 

  (1) 好大幫助 4.0%  

  (2) 有些幫助 41.1%  

  (3) 無幫助 54.9%  

 

3. 受訪者大多同意應常設失業援助金 

 

大多數受訪者(62.7%)都認同政府應該常設一項失業援助金，短期支援失業人士，持相反或沒

有意見的只有 16.1%及 21.2%，結果與六月份調查大致相同。（見附件二問題 14） 

 

是否同意政府應該常設一項失業援助金，短期支援失業人士？ 

 8 月調查 6 月調查 

  (1) 同意 62.7% 65.7% 

  (2) 唔同意 16.1% 16.0% 

  (3) 無意見 21.2%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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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未來收入看法十分悲觀 

 

受訪者認為未來收入增加的只得 10.7%，較上次調查的 14.4%為低；相反地，認為未來收入減

少錄得 47.7%，比率不但接近五成，也較上次調查為高。（見附件二問題 16） 

 

預計未來 1 年收入會否調整? 

 8 月調查 6 月調查 

  (1) 多數會增加 10.7% 14.4% 

  (2) 多數會減少 47.7% 35.4% 

  (3) 多數不變 27.0% 27.3% 

  (4) 唔知道 14.6% 22.9% 

 

（四） 分析及建議： 

 

本港經濟持續低迷，政府統計處八月公布，近兩個月以來失業率維持 6%水平，5 月至 7

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人數達 24 萬 2500，香港正面對歷年罕見的嚴峻經濟，雖然政府動用超

過二千億先後推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和其他財政援助措施，可是仍有不少公司已捱不住，

各行各業倒閉潮仍然持續，我們認為當局必須加大力度，推行更有效支援措施，包括： 

 

一、 加大支援失業及就業不足人士 

 

(1)  設立「失業援助金」 

調查結果顯示，雖然政府推出多項支援失業人士措施，惟大部份受訪者都沒有打算申請，就算

已提交申請的受訪者，他們當中有近五成半認為沒有幫助；與此同時，結果亦發現，大多數受

訪者都期望政府常設失業援助金以支援有需要人士，此結果反映了政府支援措施聚焦於僱主，

未有確切針對支援失業人士。事實上，現時政府提供相關措施的就只是將失業綜援資格暫時放

寬，申請人必須符合資產及入息資格門檻，據了解，不少失業人士大多因為標籤效應而不願作

出申請。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設立「失業援助金」，幫助失業人士應付短期經濟壓力，援助金額須於短

期內發放。援助期至少三個月，失業人士每月發放不少於 6,000 元津貼或與保就業計劃津貼額

一樣，即 9000 元水平。假如按最近失業人口 24 萬 2500 人計算，三個月有關開支為 43.65 億

至 65.48億之間1，較首輪保就業計劃動用 405億少得多。 

 
1  失業人數：242500人(統計處公布 2020年 5月至 7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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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立「開工不足援助津貼」 

調查發現，不少受訪僱員遭僱主要求放無薪假、減薪，甚至改為自僱人士，此外，有四成受訪

者收入減少 20%之內，而銳減 20%至 40%受訪者達 18.3%。基層家庭經濟較為「脆弱」，收入稍

為減少足已令家庭陷入困境，民建聯認為當局可參考其他國家做法，設立「開工不足援助津貼」
2。 

我們建議的可行做法是優化現行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為這些在職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直接支援，

建議內容包括： 

(i) 加入開工不足援助津貼，設立「64 至 144 小時總工時」新層級，支援那些有工作但卻收

入大為減少的家庭； 

(ii) 將津貼額增加半倍； 

(iii) 申領期應由每六個月減至每兩個月並同時簡化申請手續和程序，使低收入家庭可於短期內

獲得津貼；及 

(iv) 豁免計算各項照顧者計劃3所領取的津貼。（參考附件一） 

 

(3) 創造更多臨時職位 

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雖已預留款項在未來兩年，於公營及私營界別創造約 30,000 個有時

限的職位，但不少職位現時仍未兌現，而且有關職位並沒有針對性，以解決現時十分緊張的環

節，例如潔淨服務和抗疫後勤支援的工作，建議政府針對潔淨服務投入更多資源，聘用更多員

工，以協助解決當前面對的問題。 

 

二、 成立「失業援助制度研究小組」跟進 

 

鑒於失業率持續處於高水平，受訪者大多對就業前景不感樂觀，特別是他們十分擔心未來將因

為暴亂和疫情再次發生而影響工作；我們認為，當局應檢討現時各項正在推行的失業支援措施

和成效，並作出審時度勢，為未來本港可能再次發生逆行經濟或社會事件而作充分準備。為此，

我們建議當局可仿效現行成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的經驗，於勞工及福利局下

新設「失業援助制度研究小組」，或於立法會復會後成立「失業援助制度小組委員會」，詳細討

論香港設立恆常性失業援助制度的可行性，長遠制定適切的失業援助措施。  

 

津貼額 1個月開支 3個月開支 

$6000 1,455,000,000  4,365,000,000 

$9000 2,182,500,000 6,547,500,000 
 
2 新加坡和英國推出開工不足援助津貼，以前者為例，連續三個月被放無薪假或遭減薪等，令收入減少三成，都

可獲資助補貼，由每月 500 至 800 坡幣不等，為期三個月。 
3即「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及「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所

領取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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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速推出第三輪抗疫防疫基金 

 

(1) 擴大支援行業 

 

鑒於首兩輪「防疫抗疫基金」按受影響行業提供資助的安排仍有遺漏，加上「保就業」計劃出

現許多不公及漏洞，我們認為，第三輪措施應更全面覆蓋至其他行業，包括： 

(i) 補償受出入境檢疫措施及防疫安排影響的行業，即賓館酒店業、陸路跨境客運業、幼兒中

心及幼稚園等4； 

(ii) 補償那些曾經受法例要求勒令「停業」的十四個行業，即美容業、泳池，健身中心等5； 

(iii) 支援會議展覽及相關工程行業，將首輪「防疫抗疫基金」中為會議展覽業撥出 10.2 億元

資助額，以全數或將部份資助額改為派款方式，直接支援會議展覽及相關工程行業的公

司。 

 

(2) 設立「拾遺補缺援助計劃」 

 

如有商戶能證明有實質的業務營運，營業額在疫情前後同比下跌若干比例，兼且不是受惠於兩

輪「防疫抗疫基金」的行業，例如須面授教學的音樂藝術舞蹈體育興趣班學校、汽車維修零件

銷售行業，以及基層演藝人士及台前幕後演藝製作等行業，建議上述從業員可獲得一筆過補助

金。 

 

(3) 堵塞「保就業計劃」漏洞 

 

針對有投訴指出，一些曾經參與計劃的不良僱主要求僱員放無薪假，甚至有指沒有將津貼全數

交給僱員等等，我們促請當局須加大力度審查懷疑個案並增加有關違規罰則及廣泛宣傳。 

 

(4) 優化自僱人士「保就業」計劃資格 

 

建議將原來規定自僱人士須於 3 月底或之前開立強積金戶口的期限延後，令 4 月之後成為自僱

人士或其他不符第一輪申請資格的自僱人士，若有需要，也可申領一筆過 7,500 元資助。 

 

 

 
4 即餐飲業、公眾街市熟食/小食攤檔、旅遊及賓館酒店業、陸路跨境客運業、需面授課程的補習社、幼兒中心及

幼稚園等 
5 包括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遊樂場所、公眾娛樂場所、派對房間、美容院、供人飲酒，跳舞娛樂、營

業至深夜的場所、卡拉 OK 場所、麻將天九耍樂場所、按摩院、會址、體育處所、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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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開工不足援助津貼」建議 

 

(1)於現行「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加入「開工不足援助津貼」，新設「64-144 小時總工時」層級(見

表內斜體字)；(2)將津貼額增加半倍(見表內斜體字)；(3)申領期由每六個月縮減至每兩個月，

使低收入家庭可於短期內獲得津貼；及(4)豁免計算各項照顧者計劃所領取的津貼。 

 

 全額津貼 四分三額每月津貼 半額津貼 

建議新增：開工不足援助津貼 

每月工作 64-144 小時 / 單親住戶：18 小時 

建議 $1200 

 

建議 $900 

 

建議 $600 

 

基本津貼： 

每月工作 144-168 小時/ 單親住戶：36 小時 

$1000 

（建議 *1.5=1500） 

$750 

（建議 *1.5=1125） 

$500 

（建議 *1.5=750） 

中額津貼： 

每月工作 168-192 小時/ 單親住戶：54 小時 

$1200 

（建議 *1.5=1800） 

$900 

（建議 *1.5=1350） 

$600 

（建議 *1.5=900） 

高額津貼： 

每月工作 192 或以上小時/ 單親住戶：72 小時 

$1400 

（建議 *1.5=2100） 

$1050 

（建議 *1.5=1575） 

$700 

（建議 *1.5=1050） 

兒童津貼： 

(每名 15 至 21 歲，並正接受全日制教育。 

$1400 

建議 不變 

$1050 

建議 不變 

$700 

建議 不變 

 

⚫ 假設一名在機場一間餐廳工作的員工被迫放無薪假，每星期只工作三天，每天八小時，該月只工作了 96 小時，假設這名員工通過了資

產審查，他便可以領取我們建議的開工不足援助津貼。由於他與太太育有兩名 15 歲以下子女，他可以同時領取兩名兒童津貼。 

該月份他可獲得津貼額：$1200 + 1400 X 2 (兒童津貼) = $4000 (全額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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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 你今年幾多歲? 

18-29 歲 17.1% 

30-44 歲 37.7% 

45-59 歲 34.2% 

60 歲或以上 11.0% 

 

2. 請問你係咪在職人士？ 

係,做緊全職工作(答 3) 60.4% 

係,做緊兼職或者散工(答 3) 15.6% 

係, 自僱人士(答 12) 6.1% 

唔係,我失業中 (答 8) 17.9% 

 

3. 請問你在最近一年內，有無試過被僱主要求你停

薪留職？ 

有 25.5% 

無 74.5% 

 

4. 請問你在最近一年內，有無試過被僱主要求你無

薪假？ 

有 37.8% 

無 62.2% 

 

5. 請問你在最近一年內，有無試過被僱主要求你減

薪？ 

有 25.0% 

無 75.0% 

 

6. 請問你在最近一年內，有無試過被僱主要求你改

為自僱人士？  

有 8.6% 

無 91.4% 

 

7. 請問你每月收入因為咁而大約減少幾多？(答 12) 

唔多過兩成 40.8% 

兩成至四成 18.3% 

四成至六成 11.6% 

六成至八成 2.5% 

八成或以上 2.0% 

無認真計過 24.8% 

 

8. 你失業咗幾耐？ 

三個月之內 25.2% 

三個月至半年 24.2% 

半年至一年 25.2% 

一年或以上 25.4% 

  

9. 你有無信心可於半年之內揾到工? 

非常有信心 1.5% 

幾有信心 11.0% 

無乜信心 45.3% 

完全無信心 32.8% 

唔知道 9.4% 

 

10. 咁你有無申請由政府提供支援失業人士的計劃?  

已經申請 4.6% 

準備去申請 3.5% 

無打算申請 54.1% 

唔知有呢 D 計劃 34.5% 

未決定 3.3% 

 

11. 咁你覺得呢啲計劃, 幫唔幫到你解決困境?  

好大幫助 4.0% 

都有些小幫助 41.1% 

無咩幫助 54.9% 



 

 

12. 你擔唔擔心因為再發生暴亂而影響你未來的工作？  

非常擔心 45.0% 

幾擔心 14.6% 

少少擔心 9.2% 

完全唔擔心 27.9% 

唔知道 3.3% 

 

13. 你擔唔擔心因為新冠疫情持續而影響你的未來工作？  

非常擔心 52.2% 

幾擔心 24.1% 

少少擔心 13.0% 

完全唔擔心 8.9% 

唔知道 1.8% 

 

14. 你同唔同意，政府應該常設一項失業援助金，短期支援失業人士？ 

同意 62.7% 

唔同意 16.1% 

無意見 21.2% 

 

15. 你現時或者失業之前每月人工大約幾多? 

唔夠 1 萬 22.4% 

一萬至兩萬 38.9% 

兩萬至三萬 20.3% 

三萬至四萬 7.0% 

四萬以上 11.5% 

 

16. 你預計未來 1 年，你嘅個人收入會唔會調整? 

多數會增加 10.7% 

多數會減少 47.7% 

多數不變 27.0% 

唔知道 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