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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貧窮之概念

A1.1 貧窮的不同概念定義

 採用一個以客觀方法界定的絕對最起碼生活水平，未能達
到這個水平的，便屬貧窮。（絕對論方向）

 相對來說，所擁有的及不上社會上其他人，便屬貧窮 。
（相對論方向）

 自覺無法維持生計者，便屬貧窮。（主觀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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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絕對貧窮與相對貧窮

絕對貧窮（絕對論方向）
理論基礎是以「僅足生存」的概念。那些沒有足夠資源負
擔若干被確定是維持生命必不可少的物品和服務，便被視
為貧窮。

相對貧窮（相對論方向）
缺乏資源享有社會上一般人的慣常生活方式，享有相類的
生活水平，便算是生活在相對貧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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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量度貧窮之工具

▪ 標準預算法（主觀論及絕對論方向）
跟從絕對貧窮的概念，但加上一些社會大眾所認同的「必
不可少」需要。

▪ 收入替代法（主觀論方向）
是一種消費行為模式的分析法，參考相類社會階層的消費
模式，定出一個用於生活必需品的適當支出比例。

▪ 堅尼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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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1 堅尼系數

➢ 堅尼系數是用於衡量一個國家中個人或家庭收入（或消費）
的分佈與完全均等分佈的偏離程度。

➢ 羅倫茲曲線是由最低收入的住戶開始，以住戶收入的累積
百分比相對住戶數目的累積百分比繪製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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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1堅尼系數（續）

➢ 堅尼系數是將羅倫茲曲線與平等線之間的面積，除以平等
線以下全部面積所得到的數值，其數值介乎0與100之間。

➢ 數值「0」是指出現絕對平等，數值「100」是指最極端的
貧富差距。

（聯合國《2009年人類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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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2009d）。《人類發展指標表》華盛頓特區：世界銀行。

國家 堅尼系數
(1992-2007)

南非 57.8

巴西 55

墨西哥 48.1

香港特別行政區 43.4

星加坡 42.5

泰國 42.5

中國 41.5

美國 40.9

葡萄牙 38.5

印度 36.8

新西蘭 36.2

意大利 36

英國 36

不同國家的堅尼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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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堅尼系數
(1992-2007)

澳洲 35.2

西班牙 34.7

瑞士 33.7

法國 32.7

加拿大 32.6

埃及 32.1

韓國 Korea (Republic of) 31.6

巴基斯坦 31.2

德國 28.3

芬蘭 26.9

瑞典 25

日本 24.9

丹麥 24.7

不同國家的堅尼系數（續）

世界銀行（2009d）。《人類發展指標表》華盛頓特區：世界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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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lobalissues.org/article/4/poverty-around-the-world

不同國家的貧窮差距（ 2005 年）



14

http://www.globalissues.org/article/4/poverty-around-the-world

全球不同地域的收入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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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貧窮的迷思

➢個人責任
✓家庭背景

✓工作態度和習慣

✓教育程度

✓生活模式—浪費金錢

✓個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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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性問題
✓工作機會

✓跨境家庭

✓教育政策

✓城市規劃

✓經濟轉移

A2.貧窮的迷思（續）



討論：

如何界定個人責任與建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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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貧窮的迷思（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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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兒童狀況》報告（2005年）

▪ 世界上有一半人口（約30億人）每天過著少於美金兩元
的生活

▪ 世界上每兩個兒童便有一個生在貧窮之中

▪ 二零零零年，未受過教育（文盲）的人口接近10億。

▪ 約170萬兒童因貧窮引起的原因而死亡

▪ 幾名百萬富翁的財富已相等於25億貧窮人口的財富

A3. 貧窮問題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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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兒童狀況》報告（2005年）（續）

▪ 7.9億人面對營養不良的威脅

▪ 6.4億兒童沒有可遮蔽的居所

▪ 5億兒童沒有安全（衛生）的環境

▪ 4億兒童沒有安全（乾淨）的飲用水

A3. 貧窮問題的狀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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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兒童狀況》報告（2005年）（續）

▪ 3億兒童沒有獲取資源和資訊的機會

▪ 2.7億兒童沒有健康照護

▪ 1.4億兒童沒有受過教育

▪ 9千萬兒童被剝奪食物的權利

A3. 貧窮問題的狀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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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lobalissues.org/article/26/poverty-facts-and-stats

Percent of People in the World at
Different Poverty Level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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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貧窮的成因

A4.1  全球性層面

A4.2  國家及社會層面

A4.3  社區及個人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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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 全球性層面
▪ 農業的週期

依靠農作物（ 如水果，蔬果及小麥等）的農民，常會遇到相對豐足與
農荒的週期。

▪ 乾旱和水災
環境的力量（ 如暴風雨）常會摧毀農作物及禽畜，以致引發短暫性危機。

A4. 貧窮的成因（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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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 全球性層面（續）

▪ 自然災禍
在世界上有很多地區都受到自然災害（ 如颶風及地震等）的毀壞。但
是，發展中國家遭受更多的苦，因為他們未有足夠的資源去應付那些危
機。

▪ 經濟轉移
➢ 去工業化

多個地區的勞動力需求下降（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 勞動力市場之差異化
第一勞動市場 Vs.       第二勞動市場

（高收入，高技術） （低收入，低技術）



25

A4.1 全球性層面（續）

▪ 集約式農業
土壤肥力耗竭的惡性循環及農業產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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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國家及社會層面
戰爭

在戰爭中性命和財物的毀滅，會引致國家或地區的平均收入下降，如：
沙漠風暴（1990年至1993年）。

權力失衡
政治權力如不合比例地掌握在一些政治家手中，他們或會因未有充分相
關知識或資料，而未能制定有效而合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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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國家及社會層面（續）

社會不平等
一些有關不同性別，民族，人種及社會階層的文化意識，都會促使個
別人士處於較有優勢的社會類別，如南非的歷史。

貪污
貪污會使一些發展計劃停頓，因為那些計劃的資金會落在那些擁有權
力人士的口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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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 社區及個人層面
工作機會

工作空缺對於一些人士，尤其新移民，能夠獲得工作，是一個重要的影
響因素。

社會服務及支援
是否有足夠支援提供予弱勢社群，讓他們在人力市場上覓得工作，例如：

延展幼兒服務予單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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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 社區及個人層面（續）

家庭背景

教育程度

工作道德標準

個人價值

疾病和殘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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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扶貧的方案

➢ 自由貿易
例如：中國在併棄集體式農耕後，有以百萬計的人民能夠脫貧。

➢ 公平貿易
發展中國家常遇到連串的障礙，令他們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性，因
為一些較富裕的國家常會提供農業上的補貼，以保障他們自己的優勢。

➢ 直接資助
直接以現金方式提供援助予貧窮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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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改善
 房屋補助發展

 教育，對於教育不發達國家的貧窮人民去生產糧食，至為重要。

 家庭計劃可助減少貧窮家庭成員人數，讓其家庭入息可支持整個家
庭的開支。

 健康護理資助

 求職援助

 就業資助

 鼓勵參與政治性及社區組織工作等

A5. 扶貧的方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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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貧窮問題



B1. 香港貧窮問題的概況和資料

在香港，什麼是低收入家庭？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二零零九年十至十二月）*

按住戶人數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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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人數 家庭住戶
每月收入中位數（港幣）

家庭住戶每月入息
中位數的55% 

1 6,500 3,575

2 13,000 7,150

3 18,000 9,900

4 23,000 12,265



觀塘
人口 觀塘 香港

收入 港幣 10,000 -13,100 港幣 17,500

出租公屋 61.5% 31%

新移民 23% 16.9%

失業 8% 3.5%

長者 16.3% 11.7%

家庭暴力和虐待兒童問題 在港排名第三位

34



人口 深水埗 香港

收入 港幣 8,000 -11,700 港幣 17,500

出租公屋 36.6% 31%

新移民 18.7% 16.9%

失業 8.4% 3.5%

長者 15% 11.7%

在職貧窮 在港排名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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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人口 天水圍 香港

收入 港幣 9000 -13,000 港幣 17,500

出租公屋 61.5% 31%

新移民 61,739 (23%) 1,162,743 (16.9%)

失業 4.4% 3.5%

低收入及單親家庭的兒童（0至14歲） 73% 48%

家庭暴力和虐待兒童問題 在港排名第一位

設施 沒有醫院，標準圖書館，
不足的公共設施，高交通費用

36

天水圍



影片播放
➢一百萬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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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相關政策

•施政報告 2005, 2010

•扶貧委員會 200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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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現行的扶貧方向

在社區層面的資產建立計劃
1. 創造就業機會及有效運用空置的地方

2. 發展有獨特色彩的批發及零售市場

3. 文化活動

B3.1 地區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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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異質性的人際網絡以增進社會成本

社區經濟發展計劃

有時限性銀行或本地交易及貿易系統

防止歧視及社會排斥

B3.1 地區為本（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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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資產為本

主要理念
▪ 是一個廣義而雙重的角度，包括資本資產（例如儲蓄）和

個人資產（例如個人特質和支援網絡）

▪ 聚焦於資產和強項，以及經驗累積。

▪ 讓貧窮人士有脫貧的希望

▪ 幫助貧窮人士積累財富以達至自助及長遠的經濟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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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資產為本（續）

主要理念（續）

▪ 提倡經濟生產力，財政獨立及長遠家庭計劃，以望解決消費
為本及舒緩為本的社會保障。

（資料來自： Source: Sherraden, M. (2000). From research to policy: 

Lessons from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ccounts.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34(2), 15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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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如果你有3個選擇，你會
揀選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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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1：

現金 $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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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2：

學費資助 $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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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3：

資助開設小生意 $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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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揀選那一個選擇？



對象 10至16歲，低收入家庭之兒童

參加者名額 700名

地區 香港、九龍東及西、新界東及西、天水圍、東涌

目標儲蓄 每月之儲蓄額最高港幣 200

完成此兩年儲蓄計劃之參加者，每名可獲港幣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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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應用實例：兒童發展基金(CDF)



在香港的應用實例：希望戶口(HDA)

對象 低收入家庭之婦女及青年

參加者名額 70 名（第一期：由 2008年4月開始）

60 名（第二期：由 2009年11月開始）

目標儲蓄 每月之儲蓄額為港幣 200-500

參加者狀況 80%  新移民

80%  家庭問題，例如：婚姻問題、債務、親子教育

60%  單親家長

40%  心理健康問題，例如：抑鬱症、躁鬱症、焦慮症

49



希望戶口：資本建立元素

人力資本

1. 每半年須完成
最少30小時的訓
練課程

2. 個人發展及職
業技能相關的培
訓

財務資本

1. 一對一配對基
金（上限為港幣
9,600）

2. 每月定期儲蓄
（港幣 200-
500），供款期
為12個月、18個
月或24個月

3. 理財教育

社會資本

1. 師友計劃：
提供指引輔導及
康樂活動

2. 互助小組

50



•文化障礙 – 在華人社會中貧窮被視之為恥辱

•態度的改變 – 由消費為主改為資產累積為主

•灌注希望較挑戰性 – 需要推動及為他們充權，以協助他們改變
生命目標。

•需要大量人手 – 以輔助有家庭，經濟以及精神健康問題的貧
窮參加者。

51

困難



▪ 於1976年成立，創辦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Professor 
Muhammad Yunus)為孟加拉吉大港大學經濟學教授

▪ 進行一個對農村貧民提供小額貸款的可行性計劃研究專案

▪ 「鄉村銀行計劃」（Grameen在孟加拉語就是「農村」或
「鄉村」的意思）由以下目標開展：

52

B3.3 鄉村銀行 (Grameen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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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鄉村銀行（續）

目標：

▪ 向貧窮人士包括男人和女人，提供方便的銀行服務；

▪ 消除放貸者對貧窮人口的剝削；

▪ 為孟加拉國農村地區的廣大非就業人口創造自主就業機會；

▪ 使貧窮人口（絕大多數是極端貧困家庭中的婦女）擁有自主經營
的資金和業務；

▪ 扭轉了「低收入、低儲蓄、低投資」，卻又無法以教育或就業來
脫離困境的許多清貧家庭的命運，而從進入「低收入、無需擔保
或抵押、投資、多收入、多儲蓄、多投資及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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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鄉村銀行（續）

小額信貸

▪ 尤努斯認為：「鄉村銀行並不認為慈善得以解決貧窮，這只
會製造依賴。唯一解決貧窮的方法就是讓每一個人自己發揮
出能力與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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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鄉村銀行（續）

在港現行之微型貸款計劃

▪ 香港青年創業計劃

▪ 中銀香港青年創業啟動金計劃

▪ 香港暖心愛港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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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香港扶貧的有關措施和政策

B4.1 有關教育範疇之措施

幼兒中心學費減免

 12年免費教育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跨網車船津貼計劃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考試費減免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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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 有關教育範疇之措施（續）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FASP)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TSFS)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LS)／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
貸款計劃 (NLSPS)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 獎學金計劃

持續教育及培訓基金 (C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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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 有關房屋範疇之措施

類別（千個單位） 2004 2008 2009

公營租住房屋 (1) 707    29.3% 727     28.8% 740    29.0%

資助出售單位 (1)(2) 391    16.2% 396     15.7% 394    15.5%

私人永久性房屋 (2)(3) 1 316  54.5% 1 401   55.5% 1 416  55.5%

總計 2 414  100% 2 524   100% 2 550  100%

按種類劃分的永久性屋宇單位總數*

註釋： * 數字為該年九月底的數字。

(1) 房屋委員會售出的公營租住房屋單位歸類為資助出售單位。
(2) 資助出售單位包括房屋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協會售出而不可在公開市場買賣的屋宇單位。

可在公開市場買賣的資助出售單位則歸類為私人永久性房屋。
(3) 數字包括作住宿用途的非住宅屋宇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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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 有關交通範疇之措施

復康巴士

交通費支援計劃

學生交通津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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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4 有關就業範疇之措施

青少年見習及就業計劃

青年自僱支援計劃

中年就業計劃

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SFS) 深入就業援助服務

直接就業計劃(Direct Employment Scheme) 

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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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4 有關就業範疇之措施（續）

最低工資及標準工作時數？？？

再培訓及持續教育 (VTC & 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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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 有關社會福利範疇之措施（續）

▪ 家庭支援網絡隊

▪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 醫務社會服務

▪ 安老服務

▪ 殘疾人士服務

▪ 違法者服務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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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 有關社會福利範疇之措施（續）

▪ 社會企業 – 伙伴倡自強

▪ 社區共享投資基金 (CIIF)

▪ 攜手扶弱基金

▪ 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

▪ 課餘託管計劃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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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 有關社會福利範疇之措施（續）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CSSA)

▪ 高額傷殘津貼

▪ 普遍傷殘津貼

▪ 高齡津貼

▪ 普通高齡津貼

▪ 暴力及執法傷亡之賠償計劃

▪ 交通意外傷亡援助金 (TAVA)

▪ 緊急援助問題

▪ 食物銀行

➢直接資助



65

B5. 其他有關香港扶貧的工作計劃

B5.1 兒童發展基金
B5.2 食物銀行



B5.1 兒童發展基金 (CEF)

66

地區／區域 營辦機構

港島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九龍東 基督教勵行會

九龍西 工業福音團契

新界東 東華三院

新界西 香港青年協會

東涌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天水圍 東華三院

營辦首批先導計劃的7個非政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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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區域 營辦機構

香港島，葵盛 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

深水埗，九龍城，油尖旺 東華三院（善膳堂）

觀塘，黃大仙，西貢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拾落穗者）

沙田，大埔，北區 香港婦聯有限公司（膳糧行動）

天水圍，元朗，屯門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恩澤膳）

B5.2 食物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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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高中課程之活動形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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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高中課程之活動形式建議

1. 參觀社會服務單位

2. 與服務使用者面談

3. 體驗式活動

4. 舉辦相關活動

5. 角色扮演練習

6. 影片觀賞及小組討論

7. 與持份者面談

8. 建立個人目標

9. 關懷及關心貧窮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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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觀社會服務單位

目的： 提升學生有關本港社會服務提供情況之知識。

內容： 讓學生了解所參觀的服務單位／計劃之服務理
念，運作，成效以及效益等。完成參觀後可安
排工作紙予學生填寫以作評估學生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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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服務使用者面談

目的： 讓學生體會貧窮人士第一身的感受和他們的看
法，以及關心他們的需要。學生亦可得知個別
服務或計劃對他們來說有何效益。

喚醒學生去反省他們自己的生活模式。

內容： 具指引的訪談，服務使用者與學生直接對話，
學生的個人分享。



72

3.  體驗式活動

目的： 強化學生對貧窮人士所處的艱苦生活之體會。

提升學生對貧窮人士之同理心。

內容： 安排學生以小組形式與貧窮人士去體驗一天或
一節的生活：如到街上拾廢紙皮，吃一頓簡樸
的午餐或到沒有空調的房子睡覺，然後與其他
同學分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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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舉辦相關活動

目的： 建立學生對貧窮問題的責任感。

協助其他同學體會到貧窮人士之困苦。

內容： 協助學生在校內或社區中籌備活動，如展覽，
為貧窮人士籌款，義工服務，影片欣賞以及模
擬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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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角色扮演練習

目的： 增強學生對有關貧窮議題的建構性因素的意識。

引發學生去探討一些不同層次上滅貧的方法。

內容： 分配學生飾演不同背景的角色，如內地新移民，
老人，來自貧窮家庭的兒童等，並安排他們參
與不同模擬社會系統的活動，如不同的工作場
所，教育系統，銀行及企業等。

在活動後安排深入的解說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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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影片觀賞及小組討論

目的： 引發學生在不同範疇上的反省，如：個人生活
模式，個人對此貧窮議題的責任，有關此議題
的促成因素等。

提高同學對貧窮議題之理解。

內容： 在播放影片或片集後可安排小組討論或安排學
生撰寫個人反省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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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與持份者面談

目的： 深化學生對貧窮議題之認識。

提供另類角度，讓學生了解貧窮人士的需要，
以及在進行滅貧工作上之限制。

內容： 安排學生與持份者會談，如：服務機構的前線
同工，輔導員，贊助人，社會企業管理層員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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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立個人目標

目的： 協助學生在個人生活上採取積極正面的行動去
協助滅貧事工。

內容： 為個人訂立目標，如參與捐助計劃，恆常參與
義務工作及在社企消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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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懷及關心貧窮人士

目的： 鼓勵學生給予貧窮人士一些社交及情感上的支
援。

內容： 送「打氣」咭予貧窮家庭成員，恆常探訪他們
或安排一個同樂日活動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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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 香港統計資料

http://www.censtat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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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xfam.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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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頁（續）



83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