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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誓

本小冊子概述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的申請

資格、援助金類別、申請手續，以及其他有關資料。

綜援計劃的目的，是以入息補助方法，援助因年老丶

殘疾、患病、失業、低收入或其他原因引致經濟出現

困難的人士，使他們能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這項

由社會福利署負責推行的計劃，是為在經濟上無法

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申請人無須供款，但必須接受

經濟狀況調查。



1 申請資格 I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方可獲得援助：

居港規定

申請人必須： 

(1) 是香港居民； 

(2) 取得香港居民身分不少於－年；及 

(3) 在取得香港居民身分後，在香港總共居住滿－年（即由取得香港居民

身分至申請日前）。居港－年的日數無須連續或緊接在申請日前。

申請日前多達 56天的離港日數（不論連續或間斷），亦視為在港居住。

註： 

(i) 非香港居民並不符合綜援計劃的申請資格。這些人士包括非法在港

居留的人土，以及並非以居留目的獲准合法在港逗留的人士，即那些

須受《入境規例》（第 115A章）第 2條訂明的逗留條件規限的人士

（例如訪客及輸入勞工）。 

(ii) 18歲以下的香港居民可獲豁免上述 (2)及 (3)項的居港規定。 

(iii) 在特殊情況下，社會福利署署長可考慮運用酌情權，向未符合居港

規定的綜援申請人發放援助。

經濟狀況調査

申請人必須通過入息及資產的審查。申請人如與家人同住，便須以家庭

為單位提出申請。在決定－個家庭是否符合資格領取綜援時，本署會考盧

整個家庭的資源和需要。換言之，本署會把所有家庭成員的每月收入和

所需開支一併計算。 

(1) 入息審查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每月可評估的總入息不足以應付他們在綜援

計劃下的每月認可需要總額，才符合領取綜援的資格。在評估入息

時，培訓 l 再培訓津貼及符合指定資格的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的工作

入息，其中部份可獲豁免計算（豁免計算入息只適用於領取綜援不少於

兩個月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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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產審查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所擁有的資產＊（包括土地／物業、現金、銀行存
款、保險計劃的現金價值、年金計劃的投保保費金額／退保金額、股
票及股份的投資及其他可變換現金的資產）總值不得超過本署所定的
限額。

＊包括在香港，澳門，內地及海夕卜務摧有約賁產

身體健全成人的附加準則 

15至 59歲身體健康正常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其中－項條件： 

(1) 在本署認為合理的情況下不能工作（例如就學或須要在家照顧幼兒丶

患病或殘疾家人）；或 

(2) 每月從工作中所賺取的入息及工作時數不少於本署所定的標準；或 

(3) 失業或每月從工作中所賺取的入息或工作時數少於本署所定標準的

人士，正積極地尋找全職工作及依照本署規定參加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見註）。 

15歲以下或 60歲或以上的人士，則無須符合上列條件。

（註：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的目的，是鼓勵和協助健全的失業人士及沒有

全職工作的低收入人士尋找有薪的全職工作，達致自力更生。詳情

請參閲有關小冊子或向社會保障辦事處查詢。） 

1 援助金類別 I 

援助金大致可分為三類：

標準金額

不同類別的綜援受助人可獲發不同的標準金額，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補助金 

(1) 長期個案補助金

有年老、殘疾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成員的受助家庭，如連續領取

援助金達 12個月或以上，可按家庭中這類合資格成員的人數，獲發

每年－次的長期個案補助金，作為更換家居用品及耐用品之用。 

3 



(2) 單親補助金

單親家庭每月可獲發單親補助金，以顧及單親人士獨力照顧家庭所

面對的特別困難。 

(3) 社區生活補助金

非居於院舍而年老、殘疾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的綜援受助人，每月

可獲發社區生活補助金，為他們留在社區生活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4) 交通補助金

年齡介乎 12至 64歲並經醫生證明殘疾程度達 100%或需要經常護理的

嚴重殘疾人士，每月可獲發交通補助金，以鼓勵他們多些外出參與

活動，從而促進他們融入社會。 

(5) 院舍照顧補助金

居於非資助院舍而年老丶殘疾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的綜援

受助人，每月可獲發院舍照顧補助金，以減輕他們的院費負擔。 

(6) 就業支援補助金

年齡介乎 60至 64歲而身體健全的成人受助人每月可獲發就業支援
補助金，以鼓勵他們投入勞動市場及持續就業。

特別津貼

申請人可獲發特別津貼，以應付個人或家庭的特別需要，例如租金、學費

及其他教育費用、必需的交通費用、醫生建議的膳食、康復及醫療用具等

支出。健全成人／兒童可獲發的特別津貼，只限於租金、水費及排污費、與

兒童就學有關的支出、幼兒中心費用及殮葬費用。

租金津貼是按合資格的家庭成員人數計算，受助人可獲發的租金津貼金額

為實際繳付的租金或按合資格的家庭成員人數可得的租金津貼最高金額，

兩者以金額較少者為準。居住在公營房屋的受助人如獲任何免租優惠或

減租優惠，在優惠期間本署不會發放租金津貼或只發放減租優惠後實際

需繳付的租金，但仍以有關的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為上限。

就須繳付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轄下的出租公屋（包括中轉房屋）

單位租金的綜援戶而言，在一般情況下，本署會將其在綜援計劃下可

獲發的租金津貼，每月以自動轉帳方式直接存入房委會的銀行戶口，以

支付公屋單位的租金（包括暫准租用證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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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援助金顗 I 

援助金額是按照個人或家庭的收入及需要而定。申請人可得的援助金額

是個人或該家庭在綜援計劃下「認可需要」與「可評估收入」的差額。

「認可需要」包括綜援計劃下認可的基本需要和特別需要，即是申請人和

家庭成員符合資格領取的各類援助金。「可評估收入」包括薪金及其他

收入減去可豁免計算的工作入息或培訓 l 再培訓津貼。 

1 申謂手續 I 

申請人可親自前往其區內的社會保障辦事處，或用電話、傳真、電郵

或郵遞方式提出申請，或由政府部門或其他非政府機構轉介。在接到申請

後，本署職員會安排約見申請人和進行家訪，以查核申請人的實際情況

及所提供的資料。當調查工作完成後，本署會發出申請結果通知書給

申請人。所有申請手續均須在香港辦理。在一般情況下，如申請人或其

監護人」受委人能提供一切所需資料，全部手續可在四星期內完成。 

1 開始發放援助金的日期 I 

開始發放援助金的日期是由本署收到申請的日期（如申請書是由其他機構

轉介，則為申請日期或轉介日期）或由申請人符合資格的日期起計算，

但以較後的日期為準。如果申請人是 15至 59歲身體健全的失業人士，

必須依照本署規定參加自力更生支援計劃，才符合資格領取援助；而開始

發放援助金的日期通常為申請日期起計－個月之後。但如申請人有真正

困難，社會福利署署長可酌情由申請日期起給予援助。 

1 發放援助金的方法 I 

援助金一般會每月－次存入申請人或其監護人／受委人的指定銀行戶口

（不接納聯名銀行戶口）。在特殊情況下，本署可安排將現金直接送交

申請人。社會保障辦事處亦可發放現金給有緊急需要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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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能親自提出申讀的人士 I 

如申請人未滿 18歲而沒有家長或法定監護人，或申請人年滿 18歲但經

醫生證明身體狀況不適宜親自提出申請，其申請可由社會福利署署長委任

－名受委人代其辦理。 

1 在領款期間的離港寬限 I 

綜援受助人短暫離港並不影響其可得的援助金額，但其在付款年度內

（即每年 7月 1 日至翌年 6月 30 日），離港的總日數不得超出下列寬限： 

(1) 年老或殘疾受助人的離港寬限為每年 180天； 

(2) 其他類別受助人的離港寬限為每年 60天。（受助人如因特殊理由而須

在年度內離港超過 60天，社會褔利署署長可行使酌情權，把有關的

離港寬限延長至最長達 90天。）

（註：如受助人因從事有薪工作而要離港，而其每月從工作中所賺取的

入息及工作時數不少於本署所定的標準，且能提供文件予以證明，

有關的離港日數可獲考慮豁免計算。） 

1 醫療費用的篇免 I 

申請人及其他符合資格領取綜援的家庭成員在香港的公立診所或

醫院（包括急症室）接受醫療服務，可獲豁免有關費用。當求診或辦理

入院手續時，申請人／符合資格家庭成員須向診所或醫院職員表示其

綜援受助人的身分，及出示申請綜援時使用的身分證明文件（例如香

港身份證、香港出生證明書、豁免登記證明書、香港出入境許可證、單

程證、護照或其他國家出生證明書等） 。 

1 綜援長者廣東及褔建省養老計畫~ I 

選擇到廣東或福建省養老的綜援受助長者，可申請「綜援長者廣東及

福建省養老計劃」援助。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在廣東或福建省居住期間，

可獲每月發放－次的標準金額及每年發放－次的長期個案補助金。詳情

請參閲有關小冊子或向社會保障辦事處查詢。

如申請人不同意本署所作出的決定，可向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該委員會是－個由行政長官委任的非政府人員組成的獨立機構。上訴必須

在社會福利署署長發出決定通知書的日期起計四星期內提出，上訴程序

可向社會保障辦事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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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人／監護人／受委人的責任 I 

申報狀況的改變
綜援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的狀況有任何改變，例如就業情況或入息的轉變、

家庭成員人數的增減、離港日數超出寬限等，可能影響其應得的援助金。

因此，如已提供的資料有任何改變，申請人或其監護人／受委人應立即向

有關的社會保障辦事處申報。

所提供的資料必須真確及完整
申請人或其監護人／受委人所提供的資料必須真確及完整。任何人士以欺詐

手段獲得財物／金錢利益 l 任何利益，或為使自己或另一人獲益，或意圖使
另一人遭受損失，而不誠實地以欺騙手段促致在銀行的紀錄內記入記項，均
屬違法行為。申請人或其監護人／受委人如明知或故意作蠡假陳述或隱瞞任
何資料以騙取援助金，或已申幸展的資料如有所改變並可能導致援助金額減少
或申請人不符合資格領取綜援，而申請人或其監護人／受委人蓄意不向本署
申報有關資料的變更，可能困觸犯盜竊罪條例而被檢控。任何多領的援助金
均須退還本署。

資料核對機制及特定個案抽查
本署在調查綜援個案的過程中，會詳細核實申請人或其監護人／受委人所

提供的資料。此外，本署會定期／按需要與其他政府部門、銀行和有關機構

進行資料核對程序，以核查申請人或其監護人／受委人所提供的資料。本署

亦會以不同形式（包括家訪）覆檢特定的綜援個案。 

1 其他有關資料 I 

本署各社會保障辦事處備有「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指引」，詳列本計劃的

資料，供市民參閲。市民亦可向社會保障辦事處索取有關居港規定 1 資產

限額 l 豁免計算入息 l 標準金額 l 租金津貼的單張。 

1 查詢 I 

如欲查閲綜援計劃的其他資料，請瀏覽本署網頁 http://www.swd.gov.hk 。

如有任何疑閤，可致電 2343 2255 或傳真 2763 5874 至社會福利署部門
熱線服務，亦可向就近的社會保障辦事處查詢。 

1舉輾涉嫌欺詐及濫用綜援的個案 I 

如果你知道有任何人士涉嫌以欺詐手段騙取綜援，請你向各社會保障

辦事虞丶詐騙案調查隊、舉報詐騙熱線 23320101 或利用「舉報欺詐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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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wd.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