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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念到實踐

「建設一個仁愛共融的社會，關愛兒童、支援家庭、照

顧病者和扶貧安老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長者對香港的繁榮作出重大貢獻。政府應繼續投放

資源及運用創新科技，讓長者得以安享晚年的黃金歲

月。」

「香港社會一向敬重自力更生的人士，亦認同政府為協

助市民適應新經濟和新工種而致力提供教育、培訓及

再培訓。對於無法自給的人士，政府已設立可持續的

福利制度，以提供適切的協助。」

「我們體會到青年人對香港未來充滿盼望，亦明白他們

對社會問題有其看法和見解。青年人正學習自立，並

為貢獻社會作準備，我們應理解他們的感受和需要。」

適時投放資源可以減少因延後處理問題而招致的龐大開支。基
於這個理念，本屆政府以高瞻遠矚的目光，果敢推出涉及經常
開支的新政策措施，加強基層醫療、長者支援和就業支援。
用於社會福利和醫療的政府經常開支分別由2017 –18年度的
653億元及626億元， 上升至2021–22年度的1,057億元及
959億元，大幅增加62%及53%。

為監察政府扶貧計劃的成效，我們每年均會就香港的貧窮情況
發表報告。為加強支援在職家庭，政府已大幅放寬「在職家庭
津貼計劃」的資格，約有61	900個家庭獲發津貼。

在長者方面，65歲或以上人士中，有75%正在領取政府的現金
援助，其中最多長者領取於2018年推出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截至2021年8月底，共有57萬名人士受惠；而政府長者及合
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通常稱作「2元計劃」）會



由2022年2月起擴展至60至64歲人士，並覆蓋紅色小巴、街
渡和電車。然而我們需要加大力度提供指定用途處所，以作安
老院舍。為此，我們已推出多項措施，包括「私人土地作福利
用途特別計劃」，以及在公共屋邨撥出更多總樓面面積作福利
用途。我們亦已增加資助家居照顧服務的名額和「長者社區照
顧服務券計劃」的數目，以推動居家安老。

在勞工福利方面，我們已把法定有薪產假由10個星期延長至
14個星期，並會向僱主發還該段延長產假的薪酬，同時也落
實推行五天有薪法定侍產假。我們已改善政府服務承辦商非技
術工人的待遇，他們的平均時薪已增至45.5元，遠高於每小
時37.5元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我們亦制訂法例，逐步增加法
定假日的日數（現時為12天），使其與公眾假期日數（17天）看
齊。免經濟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已經實施，以減輕
市民日常出行的交通費負擔。

在醫療服務方面，我們採用了新安排，以三年為一周期的撥
款，讓醫院管理局作出更長遠的規劃。為應對高齡化社會，
我們已額外預留4,700億元撥款，在兩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
下，改善醫院和醫療設施。我們設立地區康健中心，支援市民
在社區內處理健康問題，避免不必要的住院情況。

為迎合青年人不同的志向，政府決心為他們締造理想的環境，
讓他們健康成長、安居樂業、一展抱負、發揮所長。為了開拓
更廣闊的空間讓青年實現夢想，我們通過「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和「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資助青年人在大灣
區的內地城市工作和創業。青年人亦踴躍參與我們推出的「青
年委員自薦計劃」，至今約有440名青年人獲委任為不同政府委
員會的青年委員。各政府委員會的女性成員人數，已在2021年
6月達到所訂35%的目標。



長者
安老服務的經常開支

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2元乘車優惠計劃）

• 由2022年2月起，擴展至60至64歲人士

• 受惠人士：由 122萬人(2017年)增至 214萬人(2022年)

每月現金支援
在65歲或以上人士中，有75%正領取
政府的社會保障金額

免經濟審查的計劃
• 高齡津貼，每月1,475港元

• 傷殘津貼
 （高額傷殘津貼：每月3,770 港元 /

 普通傷殘津貼：每月1,885 港元 )

設經濟審查的計劃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每月平均約 7,700港元)

• 長者生活津貼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每月3,815港元/普通長者生活津貼：每月 2,845港元)
 * 最多長者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在62萬名受惠人中，有92%正領取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非現金支援

醫療券
‧ 141萬名使用者(佔合資格長者約98%)

‧ 逾 10 400個醫療服務提供者，超過

27 800個服務地點

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 資助家居照顧服務名額增加 60%，
由8 365個(2017年7月)增至13 365個
(2021年4月)

• 社區照顧服務券增加167%

‧ 資助宿位增至29 841個(2021年8月)

‧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的使用者增至 

2 155個 (2021年8月)

‧ 正開展47個發展項目：提供約 8 800個
 院舍照顧宿位

院舍照顧服務

3 000張

2017年7月 2020年10月

8 000張

$
安老及康復護理的科技應用

‧ 向 1 300個服務單位批出3.8億港元購置或

租用超過9 600件科技產品

85%

77億港元

142億港元

2017-18年度 2021-22年度

$$

醫療券Health Care Voucher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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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發還 5,600萬港元

‧ 超過 2 500名在職母親受惠

政府發還4個星期薪酬︰ 

每名僱員上限為  8萬港元

10星期    14星期(自2020年12月起)

(截至2021年8月底)

家庭及兒童

在職家庭津貼

產假、侍產假及法定假日  

27 600
個住戶

2018年3月 2021年8月

家庭

兒童

母乳餵哺

家庭影響評估

其他家庭福祉事宜

加強就歧視和騷擾行為提供的保障

主題贊助計劃

‧《2020年歧視法例(雜項修訂)條例》

‧《2021年性別歧視(修訂)條例》

‧ 批出900萬港元贊助12個項目，逾12萬人受惠

‧ 自2017年起評估 超過 400項政策措施和項目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 逾 44 000名幼兒受惠
（由 2017-18 至 2020-21 年度）

產假

5天(自2019年1月起)

逐步劃一法定假日及公眾假期 兒童發展

兒童發展基金 

‧ 注資3億港元(2018-19 年度)

‧ 批出 240個項目，逾 21 000名
兒童受惠

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

‧ 批出1,800萬港元資助 逾 60個項目
(2019-20和2020-21年度)

幼兒照顧

幼兒中心

‧ 受資助獨立幼兒中心資助名額增加15%，
由744個（2017年）增至852個（2021年）

‧ 在2019年優化幼兒工作員的人手比例：

0歲至2歲以下幼兒 1:8    1:6
2歲至3歲以下幼兒 1:14    1:11

12天    17天

侍產假

‧ 已將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收費減免名額轉為恆常項目

‧ 豁免全費名額：

2 100個(2019年）   超過 3 400個(2021年3月)
 

課餘託管服務

61 900
個住戶

124%

$
$$

$$

$

‧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
及特殊幼兒中心名額：

增加 62%，由9 938個（2016-17年度）增至16 112個（2020-21年度）

‧ 在2018年10月把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常規化：
服務名額：

‧ 57隊 社工

‧ 725個 學前機構

‧ 13萬名兒童及其家庭受惠

學前社工服務

學前康復服務

3 000個 
(試驗計劃) 

8 000個 
(2020/21學年)

10 000個 
(2022/23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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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五年，相關資助計劃涵蓋

‧ 31個內地省市

‧ 全球41個國家和地區

‧ 每年超過 70 000名青年人受惠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 撥款3.76億港元

‧ 在2021年1月推出，提供3 494個職位空缺，接到超過
兩萬份求職申請

青年共享空間計劃

‧ 12個項目共提供超過15萬平方呎樓面面積

‧ 三個物業業主免收租金或只收取象徵式租金

‧ 逾5 000名青年創業者和藝術家受惠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 向16家非政府機構合共撥款1.3億港元

‧ 將資助230家青年初創企業，涉及超過800名香港青年創業者

‧ 4 000名青年人將受惠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

‧ 向15家非政府機構合共撥款500萬港元

‧ 700名青年人將受惠

青年發展基金

青年
交流和實習

戶外歷奇訓練活動

就業及創業

生涯規劃

‧ 試行計劃預計約 2 600人受惠 參與公共事務

‧ 兩個項目在2022年年中可提供 1 760個宿位，
包括位於大埔的首間宿舍的80個宿位（2020年起啟用）

‧ 另外五個正在進行的項目提供 1 600個宿位

青年宿舍計劃
青年大使計劃

‧ 200名大使

首輪資助

‧ 向九個創業項目合共撥款2,400萬港元

‧ 資助 100家青年初創企業

‧ 逾95%在資助期結束前仍在經營 

青年委員自薦計劃 

‧ 收到逾 6 800份申請
‧ 270名青年獲委任至諮詢及法定組織，擔任約440個職位
‧ 諮詢及法定組織青年成員的整體比率

     7.8%(2017年)    14.8%(2021年年中)

$$

在2021年7月
推出試行計劃

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

‧ 撥款1.12億港元

‧ 360所中學+24家非政府機構伙伴

‧ 318 000人受惠

‧ 在疫情期間為促進青年人的身心健康舉辦了

超過 620項電子學習活動

中學生/離校生個人升學和就業
支援服務

‧ 撥款720萬港元

‧ 逾 400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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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款1.12億港元

‧ 360所中學+24家非政府機構伙伴

‧ 318 000人受惠

‧ 在疫情期間為促進青年人的身心健康舉辦了

超過 620項電子學習活動

中學生/離校生個人升學和就業
支援服務

‧ 撥款720萬港元

‧ 逾 400人受惠



少數族裔

弱勢社群

貧窮及失業人士

向錄取非華語學童的幼稚園
提供額外資助

‧ 486間幼稚園

‧ 自2017/18學年起共發放3.41億港元

為錄取較少非華語學生的學校
增加額外撥款

‧ 1 363名學生受惠

‧ 自2020/21學年起共發放5,340萬港元

多元種族
就業計劃

‧ 自2020年11月起
為 481名
求職者提供服務

非華裔學生政府
部門實習計劃

加強支援服務
中心的服務

‧ 自2019年起有
19 550人次
受惠

通過外展服務
加強福利支援

‧ 自2020年3月起有
2 869人受惠

加強融匯—少數族裔
人士支援服務中心的
翻譯服務

‧ 5 500次（2018-19年度）    
     9 200次（2020-21年度）

‧ 在2019年6月增設越南語翻譯服務

有特殊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
支援津貼

‧ 1 153名學生受惠

‧ 自2019/20學年起共發放6,700萬港元

殘疾人士

資助日間康復、暫顧
及住宿照顧服務名額

自閉症人士
支援中心 

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

‧ 於2019年3月推出

‧ 向59個項目撥款3,600萬港元

特殊需要信託

‧ 於2019年3月推出

家長/親屬資源
中心

6間     19間

3間     5間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

‧ 大幅增加租金津貼，並放寬申請補助金和
特別津貼的資格

‧ 作為疫情期間的額外紓緩措施，由2020年6月
至2021年5月，把適用於身體健全人士的資產
上限上調 100%，並由2021年4月至9月，
豁免把身體健全申請人的保險計劃現金價值
計算為資產，為期一年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
一次過生活津貼

‧ 在2020-21年度推出兩輪津貼

‧ 首輪津貼惠及 115 000個住戶

「特別‧愛增值」計劃

‧ 自2019年起為6萬名學員提供培訓及津貼

‧ 84%完成全日制職業技能課程的學員已就業 
(2021年6月底)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

‧ 自2018年，共有 139 800 人次受惠

2016-17年度 2020-21年度

31 346

37 626
+20%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16

30
35

12 600宗
失業個案 

（2020年1月）

19 200宗
失業個案 

（2021年8月）

學生

就業展才能計劃

‧ 3 729 名
殘疾人士已受僱
(2017 年 7 月至
2021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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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醫院管理局的經常撥款 

與醫療相關的新設施 

2017-18年度 2021-22年度

556億港元

807億港元

地區康健中心

已啟用：葵青及深水埗

將於 2022 年或之前啟用：黃大仙、屯門、
荃灣、元朗及南區

為兩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撥款4,700億港元 

第一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

‧ 新增超過 6 500張病床

‧ 新增 94個手術室

‧ 全年所增加的服務人次：

438 800普通科門診服務人次

2 857 800專科門診服務人次

‧ 14 400名會員

‧ 服務超過 73 400人次

‧  已進行15 100次 基本健康風險評估

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

‧ 新增超過 9 000張病床

中醫藥

中醫醫院：

由2025年第二季開始分階段投入服務

政府中藥檢測中心：

建造工程在2025年完工

首間
地區康健
中心

45%

 (截至2021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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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45%

 (截至2021年3月31日)

施政成果

醫療

基層醫療健康

•	分別於2017年11月及2019年3月成

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及基

層醫療健康辦事處，推動基層醫療健

康服務的發展。（食物及衞生局）

•	葵青及深水埗的地區康健中心已分

別於2019年9月及2021年6月開始

營運；已批出另外兩間地區康健中心

（黃大仙及屯門）的營運服務合約。

（食物及衞生局）

•	已於其餘所有地區預留用地以設立地

區康健中心，其中十區的選址已獲得

相關區議會支持。（食物及衞生局）

•	已批出設於11區（即中西區、灣仔、

東區、油尖旺、九龍城、觀塘、北

區、大埔、西貢、沙田和離島）的「地

區康健站」的營運服務合約。（食物及

衞生局）

•	籌備於2021年下半年在深水埗地區

康健中心開展「地區康健中心公私營

協作先導計劃」，為初次確診糖尿病

或高血壓的會員提供受資助的醫務諮

詢服務。（食物及衞生局）

疾病防控

•	於2018年5月推出《邁向2025：香港

非傳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動計劃》。（食

物及衞生局）

•	在2018/19季度擴大「疫苗資助計劃」

以涵蓋50至64歲人士，並為小學學

童提供到校外展接種服務，令季節性

流感疫苗的接種率較2017/18季度上

升46%。「學校外展疫苗接種先導計

劃」已分別由2019/20及2020/21季

度起轉為恆常項目，涵蓋小學，以及

幼稚園和幼兒中心。（食物及衞生局）

•	由2019/20學年起，為就讀小學五年

級的女童接種子宮頸癌疫苗，並由

2020年7月起為懷孕婦女接種百日咳

疫苗。（食物及衞生局）

•	於2019年7月推出《香港癌症策略》。

於2020年7月推出網上資源中心，提

供與癌症相關的健康資訊。（食物及

衞生局）

•	採用風險為本的方式進行乳癌篩查，

由2021年9月起為44至69歲的合資

格婦女提供篩查服務。（食物及衞生

局）

•	於2020年10月推出《2020 –2024年
香港病毒性肝炎行動計劃》，藉以減

少病毒性肝炎患者。（食物及衞生局）

•	於2019年2月向立法會提交《2019年

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例草案》，

以禁止進口、製造、售賣、分發和宣

傳另類吸煙產品，包括電子煙、加熱

非燃燒煙草產品及草本煙。（食物及

衞生局）

•	已把隧道出入口範圍內或通往快速公

路或隧道的11個巴士轉乘處劃為禁止

吸煙區。（食物及衞生局）

精神健康

•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獲「禁毒基金」的

撥款支持，於2021年7月邀請機構提

交加強精神健康支援的計劃書。（食

物及衞生局）

•	「醫 教 社 同 心 協 作 計 劃 」 已 由

2017/18學 年17間 學 校 推 展 至

2021/22學年210間學校。（食物及衞

生局）

•	「智友醫社同行計劃」已於2019年轉

為恆常項目，並推展至所有長者地區

中心。在2017至2020年間，已有約

4	700名長者及其照顧者受惠。（食物

及衞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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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展分別涵蓋兒童、青少年及長者的

全港性精神健康調查，收集精神健康

相關數據，以協助發展相關服務。調

查工作預期在2023年完成。（食物及

衞生局）

•	由2020年7月起， 推出名為「陪我

講」的持續精神健康推廣及公眾教育

計劃，以提升公眾對心理健康的理解

及關注。（食物及衞生局）

•	已加強五個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聯網

內精神科專科門診跨專業團隊對一般

精神病患者的支援。（食物及衞生局）

•	醫管局已在兒科和兒童及青少年精神

科試行協作醫療模式，為病情輕微及

穩定的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患者

提供更佳的醫護管理服務及適時的治

療，並已加強對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病

患者的專職醫療支援服務。（食物及

衞生局）

•	已增加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門診

服務的容量，額外提供1	500個新症

就診人次，並提供更個人化及適時的

跨專業支援服務。（食物及衞生局）

中醫藥的發展和定位

•	確立中醫藥在本港醫療系統的定位，

並資助將來中醫醫院提供的住院和門

診服務、18間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中醫診所）提供的門診服務，以及醫

管局轄下特定公立醫院提供的中西醫

協作住院服務。（食物及衞生局）

•	在食物及衞生局轄下成立中醫藥處，

與業界保持聯繫，統籌和推進各項促

進中醫藥發展的策略和措施。（食物

及衞生局）

•	增撥資源興建中醫醫院及政府中藥檢

測中心兩項旗艦設施：中醫醫院的

營運服務契約及建造工程合約已於

2021年6月批出，預期在2025年第

二季起分階段投入服務；而政府中藥

檢測中心的臨時中心已於2017年3月

投入運作，永久檢測中心則預期在

2025年落成。（食物及衞生局）

•	自2020年3月起，每年於18間中醫

診所提供約62萬個資助門診服務配額

（每項按次收費120元）。（食物及衞生

局）

•	在醫管局「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下的

參與醫院已增至八間，涵蓋醫管局全

部七個醫院聯網。（食物及衞生局）

•	在5億元的「中醫藥發展基金」下推

出多項資助計劃，惠及中醫藥業界的

不同層面，包括非牟利機構和學術

機構，至今已批出約3	000宗資助申

請。（食物及衞生局）

•	促進落實於2021年8月宣布的簡化

審批安排程序，容許在香港已註冊的

傳統外用中成藥產品在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註冊及銷售，以及若干大灣

區公共醫療機構聘請香港中醫師的安

排。（食物及衞生局）

醫院管理局

•	自2018 –19年度起以每三年為一周
期，按人口增長和人口結構變動逐步

增加醫管局的經常撥款。在2021 –
22年度向醫管局提供的經常撥款為

807億元，較2017 –18年度的撥款增
加45%。（食物及衞生局）

•	醫管局自2018年起籌備第二個「十

年醫院發展計劃」，預算費用約為

2,700億元，以期在2026年或之前逐

步展開計劃下工程的籌備工作。（食

物及衞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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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落實醫管局大會轄下專責小組制訂

的建議，包括簡化資源申請程序及決

策程序，以提高醫管局的行政效能。

（食物及衞生局）

•	天水圍醫院自2018年11月起推出住

院服務，以及提供24小時急症室服

務。（食物及衞生局）

支援有需要的病人

•	香港兒童醫院自2018年12月起分階

段推出各項服務，以處理複雜、嚴

重、不常見及需要跨專科治理的兒科

病症。（食物及衞生局）

•	通過增加「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

基金醫療援助項目」安全網所涵蓋

的藥物或醫療項目，以及於2019及

2021年兩度優化經濟審查機制，擴展

受惠群組，並降低病人須分擔的藥費

水平。（食物及衞生局）

•	在臨床診斷、跨專科護理、引入藥

物、藥物資助、公眾認知及科研發展

等方面推出針對性措施，以加強支援

不常見疾病患者。（食物及衞生局）

•	香港基因組中心已於2020年5月成

立。「香港基因組計劃」先導階段已於

2021年7月展開，對象為患有未能確

診的遺傳病症及遺傳性癌症的人士。

（食物及衞生局）

•	為提升癌症診斷及治療服務，醫管局

已於2020–21年度推出措施，包括
增聘14名癌症個案經理，擴大「癌症

個案經理計劃」至涵蓋婦科及血液科

癌症病人，額外服務1	400個新症；

放射診斷服務增加6	000人次；專科

門診診所及護士診所的腫瘤服務增加

約2	200人次；以及增聘醫務社工提

供心理社交支援，使有關服務增加約

5	800人次等。（食物及衞生局）

•	於2018年7月修訂有關條例，容許於

香港進行配對及匯集器官捐贈。醫管

局已於2018年第四季推出「腎臟配對

捐贈先導計劃」。（食物及衞生局）

•	已完成有關晚期照顧服務就預設醫療

指示和病人在居處離世所作立法建議

的公眾諮詢。相關法例草擬工作正在

進行中。（食物及衞生局）

牙科服務

•	自2018年7月起推行為期三年的「護

齒同行」計劃，並已將該計劃延長三

年，為18歲或以上的智障成年人士

提供免費牙科服務。截至2021年8月

底， 約有3	200名智障成年人士受

惠。（食物及衞生局）

•	在社會福利署轄下的特殊幼兒中心推

行牙科外展項目，為六歲以下的智障

兒童提供實地免費口腔檢查及口腔健

康教育。截至2021年7月底，約有

1	000名學前兒童已接受口腔檢查，

其中約200名兒童獲轉介至香港兒童

醫院特殊口腔護理服務接受跟進治

療。（食物及衞生局）

•	在「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下，十間

非政府機構成立了23支牙科外展隊，

為安老院、日間護理中心及同類設施

的長者提供免費牙科外展服務。截至

2021年8月底，該計劃的服務人次約

為281	200。（食物及衞生局）

•	於2019年2月把「長者牙科服務資

助」項目擴展至涵蓋65歲或以上正領

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並優化項目

的內容。由2021年7月起推行進一步

的優化措施，包括增加可獲資助的診

療分項，以及為75歲或以上於五年

前或更早之前在項目下曾接受牙科服

務的長者提供第二次免費鑲配活動假

牙及其他相關的牙科診療服務。截至

2021年8月底，約有46	200名長者

已參與項目。（食物及衞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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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系統可持續發展

•	醫管局已聘請所有合資格的本地醫科

畢業生，並向他們提供相關專科培

訓。 在2017–18至2020–21年度期
間，醫管局聘請了約1	700名本地醫

科畢業生。（食物及衞生局）

•	醫管局與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合作，讓

未在香港正式註冊的非本地培訓醫生

繼續接受專科培訓（包括社會醫學、

急症科、家庭醫學、內科、婦產科、

眼科、兒科、病理學和精神科）。（食

物及衞生局）

•	《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已提交立法會，以另闢新途徑讓合資

格非本地培訓醫生在香港執業。一俟

草案獲立法會通過，會成立一個法定

的特別註冊委員會，負責訂定非本地

醫學院頒授的認可醫學資格名單，目

標是在2022年下半年把該名單交由

醫生註冊主任（即衞生署署長）公布。

（食物及衞生局）

•	政府已委託香港大學（港大）進行「醫

療人力推算2020」，更新13個醫療專

業的供求推算數字，以便制訂相關的

人力政策，預計於2021年第四季會

有專科醫生、專科牙醫、註冊護士和

登記護士的人力推算結果。（食物及

衞生局）

•	香港護士管理局已於2021年年初就

護士專科發展推出「自願註冊計劃」，

為最終就護士專科訂立法定註冊制

度奠定基礎。截至2021年9月初，

12個專科已開放申請，其餘四個專科

預計將於2021年10月起接受申請。

（食物及衞生局）

•	邀請輔助醫療業管理局及其轄下各委

員會跟進《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

策略檢討報告》的建議及專業相關事

宜，以期在諮詢各有關專業後提交建

議。視光師管理委員會已於2021年

7月1日推出強制性持續專業發展計

劃。（食物及衞生局）

•	在2018 –19及2019 –20立法年度，
政府獲立法會批准約20億元的基本

工程項目撥款建議（佔為此預留的

200億元的10%），以提升和改善港

大、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的

醫療教學設施。政府已於2020 –21立
法年度就兩個新項目向立法會申請撥

款，涉及約1.13億元。（食物及衞生

局）

•	於2019年4月推出「自願醫保計劃」

（自願醫保）。截至2021年3月底，

自願醫保保單已達791	000份。 截

至2021年5月底， 認可產品共有

78款，合共提供296種方案。（食物

及衞生局）

完善公共衞生規管

•	於2018年11月通過《私營醫療機構

條例草案》，對私家醫院、日間醫療

中心、診所和衞生服務機構實施新的

規管制度，以確保公共安全並改善消

費者權益。所有私家醫院牌照及第一

批日間醫療中心牌照已於2021年1月

1日生效。（食物及衞生局）

•	《2020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條例》

已於2021年8月生效，就先進療法

製品訂立清晰的特設規管架構，以保

障公眾健康和促進有關的科研發展。

（食物及衞生局）

勞工福利與支援

勞工保障

•	自2019年4月起推行新措施，包括在

評審標書時增加工資水平的比重，以

加強保障受僱於政府服務承辦商的非

技術員工。有關措施令批出合約中的

工資增加逾24%。（勞工及福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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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保障因工受傷僱員的權益，包

括加強「個案支援服務」，在2020年

1月至2021年8月處理了7	471宗工

傷爭議；自2019年12月起推行優化

工傷病假跟進程序先導計劃，截至

2021年8月加快完成了388宗個案；

以及加強執行《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章）。（勞工及福利局）

•	籌備於2022年推出為期三年、以建

造業為對象的「工傷僱員復康先導計

劃」，以個案管理模式提供適時及妥

善協調的私營門診治療及復康服務，

協助工傷僱員盡早康復。（勞工及福

利局）

•	於2018年12月推出《站立工作和服

務櫃檯設計指引》。（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17年12月推出《手挖隧道工作

的安全與健康指引》。（勞工及福利

局）

•	於2019年3月推出網上職安健投訴平

台，方便僱員及市民舉報不安全的工

作環境。截至2021年8月，平台共接

獲約3	700宗投訴個案。（勞工及福利

局）

•	於2020年1月加強風險相對較高的裝

修及維修工程的通報機制，以便勞工

處能適時進行針對性的安全巡查。截

至2021年7月，勞工處通過機制收到

約11	200宗通報。（勞工及福利局）

•	自2018年起，針對涉及危險工序或

安全表現欠佳的工地進行更全面和深

入的突擊巡查，以及更多參與工務工

程地盤安全管理委員會會議。截至

2021年7月，勞工處共進行了107次

突擊巡查及參與1	349次工務工程地

盤安全管理委員會會議。（勞工及福

利局）

•	自2021年9月17日起，通過立法調

高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就每名申索人

申索款額的司法管轄權限至不超過

15,000元。（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20年9月在勞工處成立專責科，

加強對外籍家庭傭工的保障及向其僱

主提供更佳支援。（勞工及福利局）

僱員再培訓

•	於2020年向「僱員再培訓基金」注

資25億元，讓僱員再培訓局（再培

訓局）加強支援受經濟不景影響的僱

員。再培訓局分別於2021年1月和

7月推出第三期和第四期「特別		愛增
值」計劃，合共為4萬名學員提供培

訓及津貼。（勞工及福利局）

•	再培訓局已調整「先聘用、後培訓」

計劃下培訓和工作時數的安排，並於

2021年3月實施有關安排。（勞工及

福利局）

加強就業支援

•	於2020年9月推行試點計劃，向年長

人士、青年人及殘疾人士發放留任津

貼，鼓勵他們接受及完成在職培訓。

（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18和2020年加強「就業展才能

計劃」，鼓勵僱主聘用及培訓殘疾求

職人士，包括提高給予僱主的津貼及

延長最長津貼期。（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18年12月把「殘疾人士在職培

訓計劃」、	「陽光路上」培訓計劃及輔

助就業服務的就業後支援跟進期由

6個月延長至12個月。（勞工及福利

局）

•	自2018年起公布殘疾人士與其他人

士投考公務員職位的成功率，以增加

政府聘用公務員的透明度，並已倍增

「殘疾學生實習計劃」的名額，由平均

每年50個增至100個。（公務員事務

局）

僱員福利

•	自2019年1月18日起實施五天法定

侍產假。（勞工及福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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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1年7月7日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2021年僱傭（修訂）條例》。法定假

日將逐步增加至17天，使其與公眾假

期日數看齊。首個新增的法定假日將

會是2022年的佛誕日，預計會有超

過100萬名僱員受惠。（勞工及福利

局）

•	於2020年3月在公務員診所推出「綜

合治療計劃」和「簡易配」先導計劃，

加強對患有慢性疾病的公務員及合資

格人士的醫療服務。（公務員事務局）

•	於2020年3月推行「公務員中醫診所

先導計劃」，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

免費提供每年約63	000個中醫內科門

診和針灸的診症名額。（公務員事務

局）

退休保障

•	於2018年7月 推 出「香 港 年 金 計

劃」， 並自2020年2月起， 把最低

申請年齡由65歲下調至60歲。截至

2021年8月底，已銷售約12	500份

保單，保費總額逾89億元。（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

•	「積金易」平台於2025年左右全面實

施後，政府將為月入少於最低有關入

息的低收入人士代供5%的強積金供

款。（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社會福利規劃及行政

•	於2019年4月推出新一期「私人土地

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使非政府機

構可就其擁有的土地申請發展或重

建，以增加有殷切需求的福利設施。

第一期「計劃」下有六個項目已經完

工，共提供約260個新增安老服務名

額及約1	020個新增康復服務名額。

（勞工及福利局）

•	就關乎宗教團體的地價政策實施新安

排，以鼓勵這些團體提供社會服務，

善用土地資源。（民政事務局）

•	預留200億元，目標是購置120個處

所，以提供約160個福利設施。社署

現正評估可供出售的處所是否適合購

置。（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21年7月完成有關優化整筆撥款

津助制度的檢討工作，並提出建議。

（勞工及福利局）

•	制訂有關康復服務的規劃比率，以在

2021 –22年度納入《香港規劃標準與
準則》。（勞工及福利局）

•	全力推展在2026–27年度或之後落成
的公營房屋項目增加總樓面面積作福

利用途。已完成一個概括檢討，以確

立於個別項目推行這項新措施的可行

性。此措施將可於大多數項目推行。

（勞工及福利局、發展局、運輸及房

屋局）

愛護兒童政策

•	於2018年6月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

以處理多方面的兒童相關事務。有關

措施包括：

	- 於2019年4月推出「兒童福祉及

發展資助計劃」，至今已資助超過

60個推廣及公眾教育項目；

	- 於2019年年底委託顧問進行有關

在香港發展中央兒童數據資料庫的

可行性研究；以及

	- 自2021年1月起，每季舉辦公眾

參與活動，就兒童相關事務收集意

見。（勞工及福利局）

•	在2018 –19年度向「兒童發展基金」
注資3億元，以推出更多計劃，幫助

基層兒童提升動力、增強自信和規

劃未來。該基金至今已資助240個項

目，讓超過21	000名兒童受惠。（勞

工及福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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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2019年10月起，設立五間共享親

職支援中心，以加強對離異父母及其

子女的支援。截至2021年6月，五間

中心共為685宗個案提供支援服務，

並進行了約5	600節子女探視╱交接

安排。（勞工及福利局）

兒童照顧服務

•	自2017年9月起，為約260間日間及

留宿幼兒中心提供額外資源，以提高

合資格幼兒工作人員的薪酬，藉此挽

留和吸納這些人員。（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18年11月完成幼兒照顧服務的

長遠發展研究，並提出一系列短期及

長期措施，以改善幼兒照顧服務的質

量。（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20年3月以人口為基礎，為幼兒

中心資助名額制訂合適的規劃比率，

並把新訂的比率納入《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勞工及福利局）

•	在2019年4月推出的新一期「私人土

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中加入幼兒

中心，作為其中一類社會福利服務。

（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19年9月把資助幼兒中心合資格

幼兒工作員的人手比例提高至1:6（零

至兩歲以下幼兒）和1:11（兩至三歲

以下幼兒）。參考日間幼兒中心的情

況，留宿幼兒中心的人手比例亦在

2019年9月作出調整。 自2021年

2月起，亦加強對資助幼兒中心的督

導支援。（勞工及福利局）

•	在2020年2月推出「幼兒中心家長

津貼」，以資助家長繳付部分服務

費用。 截至2021年5月， 有超過

4	700名兒童受惠。此外，在2020 –
21年度，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獲資助的

水平已由20%提高至40%。（勞工及

福利局）

•	在2020年10月把「關愛基金」的「放

寬『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下低收

入家庭入息上限及增加減免名額試驗

計劃」轉為恆常項目，並推出減免三

分之一收費，加強課餘託管服務。截

至2021年6月，約有3	450名學童受

惠。（勞工及福利局）

•	自2020年1月起增加「鄰里支援幼兒

照顧計劃」所需的專業及支援人員，

以加強對社區保姆的培訓，並增加服

務獎勵金，以鼓勵更多義工參與成為

社區保姆。（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20年4月完成在合適的福利設施

內為三至六歲幼兒提供課餘託管服務

的可行性研究，並自2020 –21年度起
分階段重整互助幼兒中心，為學前兒

童提供課餘託管服務。（勞工及福利

局）

•	在2018/19學年推出為期三年的先導

計劃，分階段為全港725個資助學前

單位合共約13萬名學前兒童及其家庭

提供社工服務，以及早識別和支援有

福利需要的學前兒童及其家庭。（勞

工及福利局）

•	增加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名額。 在

2017 –18至2020 –21年度期間， 合
共增加了194個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名

額，包括60個兒童之家服務名額、

10個緊急╱短期兒童之家照顧服務名

額和124個男╱女童院╱宿舍服務名

額。（勞工及福利局）

•	自2018 –19年度起增撥恆常資源，讓
130多個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單位增加

人手，從而加強對接受該等服務的兒

童和青少年的照顧和支援。（勞工及

福利局）

•	自2017 –18年度起增加經常撥款，用
以支付所有資助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單

位的冷氣開支；並自2019–20年度
起，為108所兒童之家推行「環境改

善計劃」，照顧住宿兒童和青少年日

常生活所需。（勞工及福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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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康復服務

•	在2018年10月把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恆常化，服務名額由約3	000個分

階段增至2020/21學年逾8	000個，

並會在 2022/23 學年進一步增至

10	000個。（勞工及福利局）

•	自2017年10月起，豁免輪候特殊幼

兒中心（包括住宿特殊幼兒中心）的幼

兒在申請學習訓練津貼時的家庭入息

審查，並增加學習訓練津貼的名額。

（勞工及福利局）

•	在2020/21學年開展幼稚園╱幼稚園

暨幼兒中心第一層支援服務試驗計

劃，為有關參與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提供早期

介入服務，對象為正在輪候兒童體能

智力測驗中心評估或經該些中心評估

為有邊緣成長發展問題的兒童等。

（勞工及福利局）

支援家庭政策

•	於2019年3月 成 立「特 殊 需 要 信

託」，為有特殊需要子女的家長提供

可負擔的信託服務。（勞工及福利局）

•	自2019年3月起把殘疾人士家長╱

親屬資源中心的數目由6間逐步增至

19間。（勞工及福利局）

•	把「加強支援自閉症人士及其家長╱

照顧者先導計劃」恆常化，並設立五

間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勞工及福

利局）

•	自2017年11月起簡化「社區投資共

享基金」的申請及項目管理程序，以

鼓勵更多機構申請撥款，推展社會資

本發展計劃。（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19年4月，通過「社區投資共享

基金」，把新公共租住房屋社區支援

計劃恆常化，以協助新入伙的居民和

家庭融入社區，至今已有17個新屋邨

的居民受惠。（勞工及福利局）

•	在2020年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額

外注資5億元，以支持社會資本發展

計劃，以及在社區建立互助網絡。有

關注資預計可惠及超過14萬人。（勞

工及福利局）

•	自2020/21學年起把學生津貼恆常

化，每名中學日校、小學和幼稚園

學生每年可獲津貼2,500元，惠及約

90萬名學生。（教育局）

婦女事務

•	自2020年12月11日起，法定產假由

10個星期延長至14個星期，並由政

府向僱主全數發還已支付的額外法定

產假薪酬，上限為每名僱員八萬元。

（勞工及福利局）

•	自2018年10月10日起延長所有女性

政府僱員的全薪產假至14個星期。

截至2021年3月31日 ， 已有超過

4	000名政府僱員受惠。（公務員事務

局）

•	自2018 –19年度起，在所有商業用地
賣地條款中加入新規定，訂明必須提

供育嬰間和哺集乳室。（發展局）

•	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在2018年

發布《董事會和董事指引》，就董事會

和董事在促進董事會成員多元化和其

他方面的角色提出建議。由2019年

1月1日起，上市公司須披露董事會

成員多元化（包括性別多元化）政策。

聯交所於2021年4月發表諮詢文件，

建議引入新規定，訂明上市公司董事

會成員必須多元化，不得只有單一性

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位於和合石墳場的首個流產胎安放設

施於2019年4月投入服務，哥連臣角

靈灰安置所亦於2021年8月提供類似

設施。（食物及衞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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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擔任諮詢及法定組織非官方委

員的比例，由2015年的31%上升至

2021年6月底的35.2%，已達至35%

的目標。（勞工及福利局）

扶貧及社會保障

•	在2018年6月推出的高額長者生活津

貼（現為每月3,815元），約有57萬人

受惠。（勞工及福利局）

•	在2018年4月推出「福建計劃」，向

移居福建省的合資格長者發放高齡津

貼。（勞工及福利局）

•	在2020年1月於「廣東計劃」和「福建

計劃」下推出長者生活津貼。現約有

13	000名領取可攜長者生活津貼的受

助人居於兩省。（勞工及福利局）

•	就「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

進行自1999年以來的首次大型檢

討，並在2021年2月全面落實多項改

善措施。（勞工及福利局）

•	在綜援計劃下推行具時限的「援助失

業人士特別計劃」，包括在2020年

6月至2021年5月期間，放寬健全人

士的資產限額一倍；以及在2021年

4月至9月期間，豁免計算健全申請

人的保險計劃現金價值為資產，寬限

期為一年。（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18年4月增加「低收入在職家庭

津貼（低津）計劃」的津貼額，大幅放

寬其申請資格，以及把計劃易名為

「在職家庭津貼（職津）計劃」。津貼額

由2020年7月申領月份起大幅增加。

截至2021年8月底，職津計劃約有

61	900個活躍受惠住戶，較前低津計

劃增加超過一倍。（勞工及福利局）

•	在2020年6月於「防疫抗疫基金」下

為合資格職津受惠住戶和領取設入息

審查的學前和中小學學生資助的住戶

提供一筆過特別津貼，約有20萬個住

戶受惠。（勞工及福利局）

•	在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的申領

月份，限時降低職津計劃非單親住戶

的工時要求（把基本津貼的要求由每

月144小時降至72小時），預計約有

24	000個新增住戶受惠。（勞工及福

利局）

•	自2018年 起 向「短期食物援助服

務計劃」撥款合共6.59億元，共有

139	800人次受惠，並自2021年8月

起把計劃恆常化，每年的經常撥款為

4.15億元，預計每年有六萬至八萬名

服務使用者受惠。（勞工及福利局）

安老服務

•	增加5	000個資助家居照顧服務的服

務名額（由2017年7月的8	365個增

至2021年4月 起 的13	365個 ）。「長

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下的服

務券亦由2017年7月的3	000張增至

2020年10月起的8	000張。（勞工及

福利局）

•	自2019 –20年度起， 透過「改善買
位計劃」增購5	000個甲一級宿位，

以增加資助安老宿位的供應，並提升

私營安老院的整體服務質素，至今已

增購約2	900個甲一級宿位，當中約

1	700個已在2021年8月底或之前投

入服務。（勞工及福利局）

•	在2018年12月推出10億元「樂齡及

康復創科應用基金」，至今已批出約

3.8億元，資助約1	300個安老及康復

服務單位購置或租用9	600多項科技

產品。（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21年1月委聘由10間機構組成

的合作聯盟為協創機構，負責在「社

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下建立和營

運一站式樂齡科技平台，以促進樂齡

科技在本港的應用。（效率促進辦公

室╱創新及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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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0–21年度起的五年內，在「青
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下額外提供合

共1	200個培訓名額； 並優化該計

劃，以鼓勵更多青年人投身安老及康

復護理工作。（勞工及福利局）

支援長者

•	於2021年1月公布「政府長者及合資

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二元優惠計劃）的優化和防止濫用措

施，包括把計劃的合資格年齡由65歲

下調至60歲， 惠及約60萬名60至

64歲人士；以及把計劃擴大至包括

紅色小巴、街渡和電車。優化和防止

濫用措施的實施日期為2022年2月

27日。（勞工及福利局）

支援復元人士

•	自2018年10月起，在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開設新的臨床心理學家職位，以

加強對復元人士和懷疑有精神健康問

題人士的專業支援；並自2019年10月

起把服務擴大至包括有精神健康需要

的中學生。（勞工及福利局）

支援弱勢社群

•	在2018–19年度向「攜手扶弱基金」
注資4億元，以推動跨界別協作，扶

助弱勢社群。注資款額已分配予基金

的恆常部分和課餘學習及支援項目專

款部分，約有13萬名基層學生受惠。

（勞工及福利局）

•	資助非政府機構設立五支網上青年支

援隊，接觸高危及隱蔽青年，及早介

入和提供支援。有關服務已於2018年

12月1日開展。（勞工及福利局）

•	自2018–19年度起，把「地區青少年
發展資助計劃」的現金援助上限提高

至每人每年2,000元，並把計劃的名

額增至每年一萬個，從而更妥善回應

弱勢社群兒童和青少年的成長需要。

自優化措施推行後，約有33	000人受

惠。（勞工及福利局）

•	在2020 –21年度發放兩輪非公屋、非
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

首輪津貼惠及約115	000個住戶，第

二輪津貼正陸續發放。（民政事務局）

•	在2018年向「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

症信託基金」注資5,000萬元，以繼

續支援患者，超過120名患者受惠。

（勞工及福利局）

加強支援殘疾人士

•	自2019 –20年度起，為額外1	800名
居住於社區的殘疾人士提供家居照顧

服務。（勞工及福利局）

•	日間、住宿康復、暫顧服務和「私營

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的名額已

由 2016 –17 年度的 31	346 個增至
2020 –21年度的37	626個。（勞工及
福利局）

•	於2021年透過「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

位計劃」增設45個指定住宿暫顧服務

宿位。（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19年3月注資2.5億元， 推出

「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已批出約

3,600萬元，資助50個服務單位推行

59個藝術項目。（勞工及福利局）

•	籌備推行試驗計劃，安排有需要到日

間配對展能中心接受服務的舍友留在

其嚴重弱智人士宿舍接受服務。（勞

工及福利局）

•	與特殊學校商議能否在有剩餘宿額的

特殊學校宿舍部提供住宿暫顧服務。

（教育局）

青年發展

青年發展委員會

•	在2018年4月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擔任

主席的青年發展委員會，負責監督青

年政策的制訂和統籌工作，並督導相

關政策局和部門推展有關措施。（民

政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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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0年起安排與相關政策局舉行

政策專題會議，務求進一步優化青年

發展委員會的運作，以更開放、直接

和互動的方式與青年人溝通。（民政

事務局）

•	分別於2017年推出「慶祝特區成立

二十周年青年大使計劃」和於2018年

推出「YDC青年大使計劃」，招募合

共約200名青年大使。已舉辦一系列

培訓課程和活動，包括專題講座和境

外交流及培訓活動；亦已安排青年大

使以義工身分參與政府舉辦的大型活

動和國際盛事。（民政事務局）

•	於2021年7月推出試行計劃，為青年人

提供本地戶外歷奇訓練活動，以期惠

及約2	600名青年人。（民政事務局）

增加大灣區就業和創業機會

•	於2021年1月推出「大灣區青年就

業計劃」，提供2	000個月薪不少於

18,000港元的職位，供大學畢業生到

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	417家企業提

供合共3	494個職位空缺，當中約有

一半為創科職位。計劃接到超過兩萬

份求職申請。（勞工及福利局︑創新

及科技局）

•	於2018年在深圳推出青年創業試行

計劃，並於2019年在「青年發展基

金」下推出兩項新資助計劃，支持青

年初創企業在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

創業。「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

計劃」共資助16個非政府機構推行青

年創業項目，為約230家青年初創企

業（涉及超過800名香港創業青年）提

供資本資助，並向約4	000名青年提

供創業支援及孵化服務；而「粵港澳

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

則資助15個非政府機構舉辦大灣區內

地城市創業基地短期體驗項目，預計

約有700名青年人受惠。（民政事務

局）

青年宿舍及工作空間

•	通過「青年宿舍計劃」下的措施紓緩在

職青年的短期住房需要，有關措施包

括放寬規定，容許青年宿舍租戶申請

公屋；於2020年啟用位於大埔的首

間青年宿舍；以及分別在元朗、上環

和佐敦動工興建三間青年宿舍，當中

最大的元朗青年宿舍預計在2022年

落成啟用，提供1	680個宿位。各個

青年宿舍項目合共提供約3	300個宿

位。（民政事務局）

•	於2017年首次推出「青年共享空間計

劃」，至今已推出12個項目，合共提

供約15萬平方呎的樓面空間，以優惠

租金租予青年創業者和藝術家，並予

以配套支援，讓超過5	000人受惠。

（民政事務局）

青年交流和實習

•	已擴闊和加深各個青年交流和實習計

劃，每年有超過七萬名參加者受惠。

重點如下：

	-「內地專題實習計劃」已由2017年

的兩個計劃擴大至2019年合共七

個計劃，另有五個計劃正在籌備

中；（民政事務局）

	-「聯合國志願人員組織—香港大學

生義工實習計劃」已進一步擴大，

每期資助30名香港大學生到更多

海外地區的聯合國機構從事短期工

作；（民政事務局）

	- 於2018年推出「企業內地與海外暑

期實習計劃」，每年為超過200名

學生提供境外的優質實習機會；（民

政事務局）以及

	- 過去五年，各經濟貿易辦事處推出

的計劃為高等教育學生安排超過

500個海外實習機會。（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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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8 和 2019 年 分 別 與 荷 蘭 和

意大利簽署「工作假期計劃」協議，

把計劃擴展至包括14個國家， 至

今約有97	000名香港青年人和超過

14	000名外地青年人受惠。（勞工及

福利局）

參與公共及社區事務

•	已把「青年委員自薦計劃」（自薦計劃）

轉為恆常項目，至今已有50個諮詢及

法定組織參與「自薦計劃」，合共提供

101個名額。現時約有440個諮詢及

法定組織的職位，由通過「自薦計劃」

直接或間接獲委任的青年人擔任。諮

詢及法定組織青年委員的整體比例已

由2017年的7.8%增至2021年年中

的14.8%，逐步邁向本屆政府所訂立

15%的目標。（民政事務局）

•	自2019 –20年度起，向13個受資助機
構額外提供約1,000萬元的經常資助，

以加強支援其青年發展工作，當中包括

11個制服團體和兩個參與青年發展工

作的非政府機構。（民政事務局）

•	多元卓越獎學金名額增至40個，以推

廣多元卓越的文化。（民政事務局）

加強支援少數族裔人士

•	於2018年年中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擔

任主席的少數族裔事務督導委員會。

在委員會的監督下，已推出約30項

加強支援少數族裔的新措施，涵蓋教

育、就業、社會福利、醫療和社會共

融等範疇。（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教育相關的支援

•	向錄取非華語學生並參加幼稚園教育

計劃的幼稚園，以及錄取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非華語學生的公營普通學校和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提供分層階的資

助。在2020/21學年，約5	700名非

華語幼稚園學生和約1	000名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非華語中、小學生受惠。

（教育局）

•	由2020/21學年起，為所有錄取較少

非華語學生（即普通學校十名以下和

特殊學校六名以下）的學校提供分兩

個階層的新資助，並提高有關額外撥

款。在2020/21學年，約有400所學

校獲得資助。（教育局）

•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包括提供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校本專業支援服

務、學與教資源等措施，以助推行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以及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不同的語文學

習機會，增強他們學習中文的信心。

此外，追蹤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進度

的縱向研究亦已展開。（教育局）

•	加強非華語學生家長的教育，讓他

們明白盡早讓子女入讀中文幼稚園

的重要性，以及加強與學校溝通，

妥善安排子女的日常學習生活。自

2020/21學年起，為非華語學生的家

長提供教育活動，協助他們支援子女

學習、鼓勵子女學好中文，並加深理

解子女的多元出路。（教育局）

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社會及就業支援

•	再培訓局由2019–20年度起加強對少
數族裔人士的培訓支援，包括擴展專

設的語文及特定行業培訓課程，並增

加入讀課程教育程度要求的靈活性。

（勞工及福利局）

•	在2019 –20年度委託一所非政府機
構，通過公眾教育活動，加強少數族裔

對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意識，並鼓勵受

害人求助，預期每年惠及約400名少

數族裔人士。（勞工及福利局）

•	由2020年3月起，委託非政府機構設

立三支聘用少數族裔人士的外展隊，

主動接觸少數族裔人士，協助當中有

需要者與主流福利服務聯繫。（勞工

及福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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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為少數族裔人士翻譯並製作更多

宣傳教育物品，協助他們使用衞生署

服務，以及更有效地推行健康教育。

（食物及衞生局）

•	在2019–20年度提升為少數族裔人
士提供的翻譯服務，包括增加人手

和增設越南語翻譯服務。「融匯」中

心的翻譯服務量由2018 –19年度的
5	500次顯著增加至2020 –21年度的
逾9	200次。在為新來港和年青的少

數族裔人士而設的服務方面，少數族

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在2019年4月至

2021年6月期間，合共安排了692項

迎新活動和514項青少年活動，分別

為約12	800人次的新來港少數族裔人

士，以及約6	700人次的少數族裔青

少年提供服務。自2019年推行「地區

為本種族融和計劃」以來，非政府機

構獲撥款舉辦逾110項活動，鼓勵少

數族裔與本地社群接觸交流；過去兩

年的活動共吸引超過22	000名參加

者。（民政事務局）

•	由2020年10月起，為九個較多少數

族裔人士居住的地區推展為期三年的

「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試驗計劃，增加

社會福利署和非政府機構的少數族裔

人手，優化地區中心╱服務單位為少

數族裔人士提供的服務，協調和深化

與相關持份者的溝通和合作。（勞工

及福利局）

•	委聘兩所非政府機構由2020年11月

起推行「多元種族就業計劃」，向少數

族裔求職人士提供一站式就業服務。

截至2021年8月底，共有481名少數

族裔求職人士參加計劃。（勞工及福

利局）

少數族裔公務員

•	完成全面檢視各公務員職系的中文語

文能力入職要求，以期為少數族裔人

士提供更多加入政府工作的機會。自

2019年推出為少數族裔學生而設的實

習計劃，至今已有約80名少數族裔專

上學生參加。（公務員事務局）

•	加強新入職公務員和前線員工有關文

化敏感度╱平等機會的訓練。（公務

員事務局）

消除歧視

•	於2021年3月通過《2021年性別歧視

（修訂）條例》，加強保障餵哺母乳的

女性，讓她們免受騷擾。（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

•	於2020年6月通過《2020年歧視法

例（雜項修訂）條例》，以加強四條反

歧視條例就歧視和騷擾行為的保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	支持平等機會委員會加強防止性騷擾

的工作，包括成立專責的反性騷擾事

務組，負責全面檢討相關的法律保

障、提升公眾對性騷擾的認識，以及

作為支援受害者的第一站。（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

•	優化《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為

所有政策局、部門和相關機構提供指

導，讓所有香港居民，不論種族，皆

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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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基層醫療健康

地區康健中心

•	推展黃大仙、屯門、南區、元朗和荃

灣的地區康健中心及其餘11區的「地

區康健站」，以加快推進地區為本的

基層醫療健康服務。（食物及衞生局）

基層醫療健康藍圖

•	全面檢討並完善基層醫療健康發展各

方面的規劃，以期為基層醫療健康服

務制訂可持續發展藍圖並展開諮詢，

聽取持份者的意見。（食物及衞生局）

醫療服務

基因組醫學

•	於2022年展開「香港基因組計劃」主

階段，為更多涉及遺傳因素的病症患

者及家屬進行全基因組測序和分析。

計劃將進行大約五萬個全基因組測

序，讓病人得到更準確的診斷、更個

人化的治療。長遠而言，更可促進本

地基因組醫學的臨床應用和創新科研

發展。（食物及衞生局）

香港的抗菌素耐藥性問題

•	檢討首份《香港抗菌素耐藥性策略及

行動計劃（2017–2022）》的實施經
驗，擬訂第二份計劃，以制訂下一階

段的應對策略。（食物及衞生局）

病毒性肝炎

•	落實《2020–2024年香港病毒性肝炎
行動計劃》，以減少此種病患的病人

數目。（食物及衞生局）

中醫藥的發展

中醫醫院

•	推展中醫醫院開院前的籌備工作，包

括簽訂服務契約、訂定詳細設計、採

購所需家具及設備、設立資訊科技系

統，以期在2025年第二季開始分階

段投入服務。（食物及衞生局）

政府中藥檢測中心

•	推展設立永久政府中藥檢測中心的籌

備工作，預期在2025年啟用。（食物

及衞生局）

中西醫協作住院服務

•	加強公立醫院的中西醫協作住院服

務，增加參與醫院數目和病種數目，

並把有關服務常規化，以配合中醫藥

長遠發展的政策方向。（食物及衞生

局）

中醫藥發展基金

•	就5億元的「中醫藥發展基金」的整體

落實情況進行檢討，以期進一步優化

基金項目和善用資源，務求為中醫藥

業界提供更有效和具針對性的支援。

（食物及衞生局）

中醫師處方

•	探討賦權中醫師指示病人接受診斷成

像檢測（例如Ｘ光）和化驗檢查，以推

動中醫藥業的長遠發展。（食物及衞

生局）

分享醫療數據

•	在醫管局設立專責團隊，協助更多機

構探討如何應用醫療數據，與醫管局

協作進行研發，並廣泛利用醫管局轄

下的醫院作研究和臨床試驗。（食物

及衞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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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專業的專業發展及規管

•	與相關的法定管理局及委員會跟進於

2017年發表的《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

發展策略檢討》的多項建議，並促請

他們盡快推展部分討論已久的建議，

例如無須醫生轉介而讓病人直接尋求

醫療專業人員（包括物理治療師和職

業治療師）的服務，以及強制性持續

專業教育及持續專業發展。（食物及

衞生局）

•	藉著包括更新法定監管組織的組成，

使業外委員的比例最少達到25%的舉

措，優化監管架構和提升相關醫療專

業的專業水平。（食物及衞生局）

社會福利規劃及行政

•	在2021–22年度把有關長期院舍照顧
服務、日間康復服務、學前康復服務

及社區支援服務的規劃比率納入《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勞工及福利

局）

家庭

•	在葵涌火葬場附近興建流產胎專用

的火化設施及紀念花園， 預計在

2021年年底前完成工程，在2022年

第一季投入服務。（食物及衞生局）

•	訂立法例，推行家事司法制度的訴訟

程序改革，以縮短程序所需時間及減

少受影響各方的訟費。（政務司司長

辦公室）

愛護兒童

保護兒童

•	推展強制舉報虐待兒童個案機制的立

法工作，以期在2023年上半年向立

法會提交法案。有關專業的工作者會

接受適當培訓，以提升他們及早發現

和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的能力。（勞工

及福利局）

•	推展法律改革委員會在2021年9月就

導致或任由兒童死亡個案所提出的建

議。（勞工及福利局）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	探討把「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第一層支援服務試驗計劃」與到校學

前康復服務融合的可行性，以更全

面、靈活及持續地支援有不同程度特

殊需要的學前兒童的訓練需要。（勞

工及福利局）

安老及康復服務

•	在2022年下半年合併普通及高額長

者生活津貼，全面劃一採用普通津貼

較寬鬆的資產上限，而合資格申請人

將領取高額津貼的金額。措施將惠及

約五萬名正領取普通津貼的長者，新

申領的長者也將領取高額津貼。（勞

工及福利局）

•	探討擴大「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

劃」的範圍至涵蓋其他在大灣區內地

城市的安老院，有關院舍須由服務記

錄良好的香港非政府或私人機構營

運。（勞工及福利局）

•	探討放寬公共福利金計劃的離港限

制，為有意申請相關津貼（包括高齡

津貼和長者生活津貼）並在內地養老

的長者提供更大彈性。（勞工及福利

局）

•	完成照顧者支援研究，並探討如何整

合政府已投放的資源（包括長者社區

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及其他相關服

務），為體弱長者和殘疾人士的照顧

者提供更多支援。（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22年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

案，以提升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的

服務質素。（勞工及福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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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福利與支援

勞工保障

•	在2022–23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條
例草案，推進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制度

下「對沖」安排的工作。優化政府資助

計劃，更具針對性地協助僱主（特別

是中小微企）適應政策轉變。（勞工及

福利局）

•	進一步加強保障工人的職業安全及健

康，包括在建築工程中推廣採用建築

設計及管理，並修訂相關法例，提高

職安健罪行的罰則。（勞工及福利局）

•	於2022年推出「工傷僱員復康先導計

劃」，協助工傷僱員盡早康復並重投

工作。（勞工及福利局）

•	與物業管理及建造業界合作，推廣於

住宅單位進行的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

採用輕便工作台，以提升離地工作的

安全。（勞工及福利局）

•	與相關業界合作，於工作場所推行健

康友善措施，鼓勵物業管理及建造業

界的僱員妥善管理健康及患上心腦血

管疾病的風險。（勞工及福利局）

•	檢討《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的成效，

提高職業介紹所的專業水平和服務質

素。（勞工及福利局）

•	檢討《僱傭條例》（第57章）下連續性

合約的規定。（勞工及福利局）

正確認識毒害

•	加強灌輸毒害的正確資訊，包括與醫

學專業團體更緊密合作，以求更廣

泛地向公眾闡釋毒品禍害；以及於

2022年年中完成翻新香港賽馬會禁毒

資訊天地，讓參觀人士獲得全面的禁

毒資訊。在學校教育方面，會與學校

攜手，協助學生正確認識毒品的禍害

和保持警惕，免受引誘吸毒及參與毒

品相關的違法行為。（保安局、教育

局）

青年發展

提升青年的正向思維及身心健康

•	邀請青年發展委員會研究推出全新資

助計劃，資助合資格的非政府機構，

舉辦有助培育青年人正向思維的項

目，特別是一些涉及跨界別協作，或

以青年為主導並可推動社區建設的項

目。（民政事務局）

•	視乎2021年7月展開的試行計劃的成

果，推出全新的戶外歷奇訓練活動主

題資助計劃，讓更多非政府機構為青

年人提供有系統和具質素的戶外歷奇

訓練活動。（民政事務局）

青年創業

•	成立「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聯盟」，邀請粵港兩地往績良好的機

構，包括創業中心、大學、非政府機

構、科研單位、專業團體、創投基金

等加入聯盟，攜手建立一站式資訊、

宣傳及交流平台，以支持在大灣區創

業的香港青年。（民政事務局）

拓闊青年視野

•	進一步擴展內地和海外的實習和交流

計劃的闊度和深度，例如與內地科研

及文化機構合作的「內地專題實習計

劃」，以協助香港青年人認識和把握

國家發展的機遇，讓他們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民政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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