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保安員在肺炎疫症下的防

疫裝備及對「抗疫辛勞津

貼」意見調查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2020 年 4 月 2 日 
 



2 
 

 

 

 

 

目錄 

 

(一)  前言 ---------------------------------------------------- P.3  

(二)  物業管理業界支援計劃 -------------------------- P.4 

「抗疫辛勞津貼」背景資料 

(三)  調查目的 ----------------------------------------------P.6 

(四)  調查方法 ----------------------------------------------P.7 

(五)  調查結果 --------------------------------------------- P.8  

(六)  分析 ---------------------------------------------------- P.14  

(七)  建議 -----------------------------------------------------P.17 

  

 

 

 

 

 

 

 

 

 

 



3 
 

(一) 前言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除了前線醫護人員、清潔及零售業等僱員外，從事物業管理及大

廈樓宇護衛工作的保安員亦極需要口罩及防疫裝備應付日常的工作。他們站在最前線的工

作崗位，不但要應付日常屋苑及樓宇巡邏工作，亦要接觸不同的住客和訪客，在疫症下亦

需配合屋苑或大廈的防疫措施，須經常清潔工作場所的高危範圍，如扶手、門把及電梯按

鈕等。若他們在缺乏防疫裝備下工作，有隨時接觸病源及受感染的風險。 

 

行政長官在 2020 年 2 月 5 日宣布成立 30 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推出 24 項措施，

以提升政府各部門及機構應對疫情的能力及向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及市民提供援助。其中，

政府推出「物業管理業界支援計劃」(下簡稱「計劃」)，目的是為私人住宅和綜合用途樓宇

的前線物業管理人員，即保安員及清潔工人，提供財政支援，協助他們加强個人防護和環

境衞生。計劃亦會向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居民組織發放津貼，以可減輕居民購買清潔物

品和防護裝備的額外成本負擔。政府預期計劃可惠及超過 200,000 名在約 33,000 幢私人住

宅和綜合用途樓宇服務的前線物管人員（涉及約 800 間物業管理公司及 / 或 10,000 個業

主組織），所需的支出總額約為 10 億元。計劃申請期為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 

 

惟計劃推出以來申請未見踴躍，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港島、九龍及新界分別已獲

批資助物業名單只共 268 幢1，與計劃目標相距甚遠。另外，有物管從業員工會批評津貼涵

蓋範圍狹窄，於商場、工業大廈、商業大廈等其他地點工作的前線物管員工均未能受惠。

為了解前線保安員在肺炎疫症下的防疫裝備及其申領「物業管理業界支援計劃」抗疫辛勞

津貼的情況，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於 3 月 20 日至 3 月 27 日分別於本港部份住宅大

廈及透過本會勞工牧民中心接觸到共 108 名於物業管理場地工作的前線保安員。 

 

據悉政府將出動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為數高達數百億元。我們期望藉是此調查結

果，讓政府及公眾了解前線保安員在疫下的防疫裝備及申領津貼的情況，以及為第一輪抗

疫防疫基金的物業管理行業擴大援助範圍及申領資格，以如實的協助前線物業管理保安及

清潔員工應對防疫及工作需要，保障他們的職業安全健康。 

 

 

 
1 參考資料: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網站。已獲批資助物業名單。 

            https://www.pmsahk.org.hk/tc/aspm/subsidy_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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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業管理業界支援計劃「抗疫辛勞津貼」背景資料 

   

行政長官在 2020 年 2 月 5 日宣布成立 30 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推出 24 項措施，

以提升政府各部門及其他相關各方應對疫情的能力，以及向受疫情重創或防疫措施影響的

企業及市民提供援助。其中，政府推出「物業管理業界支援計劃」(下簡稱「計劃」)，當中

分為「抗疫辛勞津貼」及「抗疫清潔補貼」。前者目的是為私人住宅和綜合用途樓宇的前線

物業管理人員，即保安員及清潔工人，提供財政支援，協助他們加强個人防護和環境衞生。

後者則向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居民組織發放津貼，以可減輕居民因加強清潔工作以及購

買清潔物品和防護裝備的額外成本負擔。 

 

計劃的合資格物業類別為有物管公司或業主組織（包括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和

業主委員會等）的私人住宅和綜合用途（商住兩用）物業（包括香港房屋委員會和香港房

屋協會的資助出售房屋），而申請須由合資格物業的物管公司或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

互助委員會和業主委員會等）作出。每一個物業只能遞交一份申請。政府的民政事務總署

委託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執行計劃及發放津貼。 

 

政府預期計劃可惠及超過 200,000 名在約 33,000 幢私人住宅和綜合用途樓宇服務的前

線物管人員（涉及約 800 間物業管理公司及 / 或 10,000 個業主組織），所需的支出總額

約為 10 億元。2計劃於 2020 年 2 月 24 日開始接申請，截止申請日期為 2020 年 4 月 15 日。

有關「抗疫辛勞津貼」及「抗疫清潔補貼」的內容如下:  

 

抗疫辛勞津貼 

 

⚫ 資助合資格的物管公司 / 業主組織向每名前線物管員工(前

線清潔及保安員)發放每人每月 1,000 元的「抗疫辛勞津

貼」，為期四個月（二〇二〇年二月至五月）。 

 

⚫ 每幢合資格樓宇最多六個名額。每個物業的名額為物業内合

資格樓宇幢數的名額的總和。 

抗疫清潔補貼 ⚫ 向合資格的物管公司 / 業主組織發放每幢合資格樓宇一筆

過 2,000 元的「抗疫清潔補貼」。 

 

⚫ 每個物業的補貼總額為物業内合資格樓宇幢數的補貼的總

和。 

 

 
2 資料來源: 政府新聞稿。民政事務局局長與物業管理、清潔及保安業界代表會面 2020 年 2 月 20 日。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2/20/P20200220007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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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管理業界支援計劃的上述兩項資助中，「抗疫辛勞津貼」與僱員息息相關。只要

參與物業的前線清潔或保安工作就符合資格領取每月 1,000 元為期四個月的「抗疫辛勞津

貼」。計劃的申請人為業管理公司或業主組織，所以前線物業管理員工有無須親自申請。 

 

每幢合資格樓宇最多六個名額。每個物業的名額為物業内合資格樓宇幢數的名額的總

和。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組織可根據物業的資助名額和實際情況為有關員工申請「抗疫辛

勞津貼」關員工。但當計算每個物業可獲的「抗疫辛勞津貼」名額時，只可計算含住宅用

途的樓宇幢數，當中不包括停車場、商場、會所等單位。然而，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容許同

一屋苑内的名額可靈活調配。即無論該前線物業管理員工是服務於單一住宅樓宇，還是服

務該屋苑的其他公用地方/設施，均可獲發「抗疫辛勞津貼」。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指出，若「抗疫辛勞津貼」的資助名額未能全數涵蓋所有前線物業

管理員工，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組織是不可以把「抗疫辛勞津貼」平均分配予所有前線物

業管理員工。每名計入名額的前線物業管理員工獲發的款額須為每月 1,000 元。如有關資

助名額未能全數涵蓋所有前線物業管理員工，物業管理監管局鼓勵有關物業管理公司或業

主組織支付餘下員工的「抗疫辛勞津貼」。 

 

在資助發放方面，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會向成功申請的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組織一次過

發放資助期内所有的「抗疫辛勞津貼」和「抗疫清潔補貼」。物業管理監管局沒有規定物業

管理公司或業主組織向合資格領取前線物管員工的津貼發放方式。只要確保前線物業管理

員工以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指定表格簽收款項，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容許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

組織按其認為最合適的方法發放予有關員工，例如可透過清潔或保安承辦商發放予前線物

業管理員工。3  

 

 

 

 

 

 

 

 

 

 
3 資料來源: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物管支援計劃常見問題。https://www.pmsahk.org.hk/tc/aspm/faq.html。 

https://www.pmsahk.org.hk/tc/aspm/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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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查目的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從事物業管理及大廈樓宇護衛工作的保安員亦極需要口罩及防疫

裝備應付日常的工作。他們不但要應付日常屋苑及樓宇巡邏工作，亦要接觸不同的住客和

訪客，在疫症下亦需經常清潔工作場所的高危範圍，如扶手、門把及電梯按鈕等。若他們

在缺乏防疫裝備下工作，受病毒感染的風險大大提高。 

 

行政長官在 2020 年 2 月 5 日宣布成立 30 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其中設有「物業

管理業界支援計劃」(下簡稱「計劃」)，當中「抗疫辛勞津貼」是為私人住宅和綜合用途樓

宇的前線物業管理人員，即保安員及清潔工人，提供財政支援，協助他們加强個人防護和

環境衞生。 

 

惟計劃推出以來申請未見踴躍，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港島、九龍及新界分別已獲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批准資助物業名單只共 268 幢，這與計劃目標大相逕庭。為了解前線保

安員在肺炎疫症下的防疫裝備及其申領「物業管理業界支援計劃」抗疫辛勞津貼的情況，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於 3 月 20 日至 3 月 27 日期間進行「物業管理前線保安員在疫

下的防疫裝備及對「抗疫津貼」的意見調查」。我們期望藉是此調查結果，讓政府及公眾了

解前線保安員在疫下的防疫裝備及申領津貼的情況，喚起他們對保安員職業安全健康的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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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調查方法 

(1) 調查日期 

  是次調查在 2020 年 3 月 20 日至 3 月 27 日期間進行。 

 

(2) 調查對象 

  調查對象為從事物業管理行業的現職保安員。 

 

(3)  調查方法 

是次調查採用便利抽樣方法，以量化的問卷方式進行。調查員分別於本港的部份私

人住宅大廈及透過本會勞工牧民中心接觸物業管理前線保安員。 

 

為提高調查的可靠性，在正式進行調查前，研究員進行先導問卷測試，並按被訪者

的回應及意見適度修改問卷。其次，在正式訪問前，所有訪問員需了解是問卷調查目的、

問卷內容及注意事項。在正式進行問卷調查進行時，首先由訪問員讀出問卷題目及選項，

受訪者作答後，由訪問員填寫資料。最後是次調查接觸到 108 名受訪保安員，涉及 72 個

物業。 

 

(4) 資料分析 

 

是次調查共收到 108 有效問卷，並以腦軟件 SPSS11.0 For Window 進行統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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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調查結果 

甲. 背景資料 

(1) 受訪者工作地點 

108 名受訪者的分別來自 20 個不同的工作區域，其中於油麻地(32.7%)、西灣河(14%)

及北角(14%)等地區工作的受訪者佔多數。(見表一) 

表一  受訪者工作地點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筲箕灣 6 5.6 

西灣河 15 14.0 

北角 15 14.0 

太子 6 5.6 

觀塘 2 1.9 

油麻地 35 32.7 

中區 1 .9 

中西區 1 .9 

深水埗 7 6.5 

大坑 1 .9 

青衣 2 1.9 

港珠澳大橋 1 .9 

西九龍 2 1.9 

紅磡 1 .9 

中環 2 1.9 

黃竹坑 1 .9 

大角嘴 2 1.9 

中環 1 .9 

黃大仙 1 .9 

灣仔 1 .9 

工作地點不定 4 3.7 

總計 107 100.0 

 缺失資料 1  

總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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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訪者工作地點的物業是否設有業主組織及/或聘有物業管理公司 

 

大部份(97.2%)受訪者工作的地點/物業設有業主立案法團/業主組織/管理委員會。當中，

近八成(78.71%)聘有物業管理公司擔任物業的管理工作。(見表二及表三) 

 

       表二  工作的地點/物業有沒有業主立案法團 

 頻數 有效樣本 

有效樣本 有 105 97.2 

沒有 2 1.9 

不清楚 1 .9 

總數 108 100.0 

 

       表三  工作的地點/物業的業主立案法團是否聘有物業管理公司 

 頻數 有效樣本 

有效樣本 有 82 78.1 

沒有 22 21.0 

不知道 1 1.0 

總計 105 100.0 

系統缺失  3  

總數 108  

 

(3) 受聘者的僱主身份 

    在 108 名受訪者中，雖然他們在特定的物業從事前線保安工作，但他們僱主的身

份各有不同。近半受訪者(43.5%)由物業管理公司聘用，其餘由法團直接聘用(25%)及保

安公司聘用(27.8%)。(見表四) 

 

       表四  受訪者的僱主身份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法團直接聘用 27 25.0 

物業管理公司聘用 47 43.5 

保安公司聘用 30 27.8 

不知道 4 3.7 

總數 10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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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訪者的就業模式及工時 

   在 108 名受訪者中，近八成(76.6%)屬長工(固定崗位)、其次為長期替工(工作地點不

定)(19.6%)，其餘為兼職及散工僱員。(見表五) 逾六成(63.7%)受訪者的工時達 12 小時，

其次為 9 小時(13.7%)。(見表六) 

 

        表五  受訪者的就業模式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長工 82 76.6 

兼職 2 1.9 

替工 21 19.6 

散工 2 1.9 

總計 107 100.0 

缺失資料  1  

總數 108  

 

       表六  受訪者的工時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7小時 4 3.9 

8小時 7 6.9 

9小時 14 13.7 

9.5小時 2 2.0 

10小時 5 4.9 

11小時 4 3.9 

11.5小時 1 1.0 

12小時 65 63.7 

總計 102 100.0 

缺失資料  6  

總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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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主要調查結果 

(1) 逾七成受訪者僱主要求受訪者在疫情下工作期間佩帶口罩，惟當逾五成五僱主沒有為

其提供口罩裝備 

 

調查發現，在過去的兩星期，逾七成四(74.1%)受訪者僱主(物業管理公司/法團/業

主組織)要求受訪者在疫下工作期間佩帶口罩，但當中超過五成五(55%)受訪者表示其

僱主(物業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沒有在疫情期間為他們提供口罩裝備。(見表七) 

 

若以整體受訪者分析，則逾六成(63%)受訪者表示僱主(物業管理公司/法團/業主

組織)沒有因為疫情為他們提供口罩裝備。(見表七) 事實上，大部份受訪者曾向訪問員

提及防疫裝備不足，僱主沒有為其提供口罩、眼罩等防疫裝備及在物業大廈設置洗手

液等防護設施。 

表七   疫症下，受訪者僱主要受訪者工作期間佩帶口罩及提供口罩情況 

 

過去兩星期，請問您的管理公司/法團/業

主組織有沒有因為疫情為你們提供口罩? 

總數   有 沒有 

過去兩星期，受訪者管理公司/

法團/業主組織有沒有要求受訪

者在疫情下工作期間佩戴口罩? 

有 36(45%) 44(55%) 80(74.1%) 

沒有 4(14.3%) 24(65.7%) 28(25.9%) 

總數  40(37%) 68(63%) 108(100%) 

(2) 在有口罩提供的受訪者中，七成每天不足一個口罩 

在表示有口罩的 40 名受訪者中，近三成(27.5%)表示每天一個(口罩)左右，而七成

(70%)受訪者表示每天不足一個(口罩)，當中包括表示「一星期三個」、「一個月 20 個」、

「每月兩次，每次五個」、「數量不定」等。 

       表八  在有口罩提供的受訪者中，僱主提供口罩數量 

 

 

 

 

 

 

 

 
4 每天一個或以上包括合案:一個月一盒 
5 每天一個左右包括答案: 一日一個、每月兩次，每次 15 個 
6每天不足一個包括答案: 一星期三個、一個月 20 個、每月兩次，每次五個、數量不定 

 頻數 有效百份比 

有效樣本 每天一個以上4 1 2.5 

每天一個左右5 11 27.5 

每天不足一個6 28 70.0 

總數 40 100.0 

系統缺失  68  

總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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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逾九成受訪者表示聽過物業管理界的抗疫辛勞津貼，惟不足三成表示其僱主已申請 

 

   整體受訪者中，逾九成(92.5%)受訪者表示聽過物業管理界的抗疫辛勞津貼 (見表

九) ，但只有不足三成(27.3%)受訪者表示「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已知道計劃，並

已申請」。(見表十) 

 

近兩成五(24.2%)受訪者表示，「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已知道計劃，表示跟進中」。

其餘共三成三(33.3%)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或不清潔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就津貼的

申請狀態，包括「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已知道計劃，但未知有否申請」及「不清

楚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是否知悉計劃」。(見表十) 另外，逾一成五(15.2%)受訪者表

示「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已知道計劃，但表示不會申請」。 

 

       表九  受訪者有沒聽過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劃的每月 1000 元的「抗疫辛勞津貼」 

 

 

 

 

 

 

 

表十  受訪者知不知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是否已提出申請 

 

 

 頻數 有效百比 

有效樣本 有聽過 99 92.5 

沒有聽過 8 7.5 

總計 107 100.0 

缺失資料  1  

總數 108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已知道計劃，並已申請 27 27.3 

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已知道計劃，表示跟進中 24 24.2 

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已知道計劃，但未知有否

申請 

13 13.1 

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已知道計劃，但表示不會

申請 

15 15.2 

不清楚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是否知悉計劃 20 20.2 

總計 99 100.0 

缺失資料  9  

總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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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表示僱主已申請的受訪者，全數還未收到「抗疫辛勞津貼」 

          

 在表示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已知道計劃，並已申請的受訪者的 27 名受訪中， 

全數受訪者表示還未收到「抗疫辛勞津貼」。 

 

表十一  在表示僱主已申請津貼的受訪者中，收到津貼沒有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還未收到 27 100.0 

系統缺失  81  

總數 108  

 

(5) 逾一成五受訪者因工作地點不屬私人住宅大廈而未能受惠 

 

     調查發現，逾一成五(15.2%)受訪者因所在的工作地點是商業大廈而非住宅物業，

因不合申領資格，未能受惠於抗疫辛勞津貼。(見表十及表十二) 

表十二   未能受惠原因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様本 非住宅(商業大廈) 11 91.7 

公司指不申請 1 8.3 

總數 12 100.0 

 缺失資料 3  

系統缺失 93  

總計 96  

總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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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分析 

(1) 物業管理公司/業主組織要求受訪前線保安員佩帶口罩工作，惟沒有提供足夠防護裝備 

 

調查發現，在過去的兩星期，逾七成四(74.1%)受訪者僱主(物業管理公司/法團/業

主組織)要求受訪者在疫下的工作期間須佩帶口罩，但當中超過五成五(55%)受訪者表

示其僱主(物業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沒有在疫情下為他們提供口罩裝備。事實上，

大部份受訪者與訪問員對談中，指出防疫裝不足，僱主沒有為其提供口罩及眼罩等防

疫裝備，以及在住宅物業設置洗手液等防護設施供公眾使用。 

 

即使有受訪者表示其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組織有為其提供口罩，近三成(27.5%)表

示，每天一個左右，而七成(70%)受訪者表示每天不足一個，當中包括有受訪前線保安

員表示「一星期三個」、「一個月 20 個」、「每月兩次，每次五個」、「數量不定」等。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從事物業管理及大廈樓宇護衛工作的保安員及清潔工人極需

要口罩及防疫裝備應付日常的工作。他們站在最前線的工作崗位，不但要應付日常樓

宇巡邏工作，亦要接觸不同的住客和訪客，如外賣員、維修工人、送貨員等等。在疫

症下他們亦須經常清潔住宅範圍的設施，如扶手、門把及電梯按鈕等，他們有隨時接

觸病源及受感染的可能。若他們在缺乏防疫裝備下工作，受病毒感染的風險大大提高。

因此政府「抗疫辛勞津貼」對他們而言亦十分重要，起碼在僱主(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

組織)防護裝備供應不足下，能支援前線管理員工自行購置防護裝備，保障自身的職業

安全健康。 

 

(2) 申請程序迂迴，申請主動權不在受惠者，不足三分一受訪者表示其僱主已為其申請津

貼 

 

    整體受訪者中，逾九成(92.5%)受訪者表示聽過物業管理界的抗疫辛勞津貼 (見表

九) ，但只有不足三成(27.3%)受訪者表示「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已知道計劃，並已

申請」。(見表十) 近兩成五(24.2%)受訪者表示，「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已知道計劃，

表示跟進中」。其餘共約三成三(33.3%)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或不清潔管理公司/法團/業主

組織就津貼的申請狀態，包括「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已知道計劃，但未知有否申請」

及「不清楚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是否知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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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計劃下的「抗疫辛勞津貼」的合資格的申領對象為於 2020 年 2 月至 5 月（資

助期）內任何時間受聘於物管公司、業主組織，或兩者的承辦商，並於合資格物業內

工作的前線保安員及清潔工人，但整項「物業管理業界支援計劃」的申請人為物管公

司或業主組織，受惠計劃的名單是由他們決定及填交。換言之，申請的主動權不在受

惠於計劃的業前線保安員及清潔工人。前線保安員及清潔工人能否申請津貼取決於非

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組織的決定。故有受訪前線保安員感到有心無力，同時擔心即使

合資的申領，也最終未能獲得津助。另外，受訪者表示，即使他們主動向物業管理公

司或業主組織查詢及提出請求，也未能確定或不清楚物管公司或業主組織有否為其由

申請資助。 

 

此外，計劃規定每幢合資格樓宇最多六個名額，但當中只計算含住宅用途的樓宇

幢數，停車場、商場、會所等建築不計算在内。每個物業的名額為物業内合資格樓宇

幢數的名額的總和。雖然計劃容許同一屋苑内的「抗疫辛勞津貼」名額可靈活調配。

無論該前線物業管理員工是服務於單一住宅樓宇，還是服務該屋苑的其他公用地方/設

施，只要不超出物業内含住宅用途的樓宇幢數名額的總和，理論上前線物管人員均可

獲發總和額的「抗疫辛勞津貼」。不過，對於部份聘有大量前線物業保安員及清潔工人

的多幢住宅物業或大型屋苑，「抗疫辛勞津貼」的資助總名額則未能全數涵蓋其所有前

線物業管理員工。在名額不足下，部份在合資格住宅大廈或物業從事定期兼職及定期

替班替假工作的保安員及清潔工人恐怕最先被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組識排除於申請名

單上，而未能獲得津貼。 

 

(3) 表示已知物業管理公司/業主組織已申請津貼者中，全數還未收到津貼 

 

    在表示「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已知道計劃，並已申請」的受訪者的 27 名受訪

中，全數受訪者表示還未收到「抗疫辛勞津貼」。這是由於計劃下津貼不是直接發放予

受惠前線物管員工。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成功批核合資格的物業期內的「抗疫辛勞津貼」和「抗疫清潔

補貼」後，須經由物業管理公司及業主組織將「抗疫辛勞津貼」，或兩者承辦商轉發前

線保安員及清潔工人。計劃申請已非受惠者直接作出，加上涉多個涉事單位，在多個

單位的行政程序下，津貼延後發放予物業管理保安員及清潔工人實屬預計之內。 

 

再者，物業管理監管局沒有規定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組織向合資格領取前線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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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發放津貼的方式。受惠對象根本不知道或不清楚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組織是按月

或一筆過向其發放。受惠對象根本無所適從，而在迂迴及不確定的發放方式下，計劃

不能即時支援他們購買防疫物資，這變相減低他們應對疫情的防護能力。 

 

(4) 防疫辛勞津貼成效不彰  受惠人數不似預期 

 

根據政府的資料，截至 3 月 21 日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只收到 761 份申請，當中已

獲批核申請僅 50 宗，涉及 82 幢樓宇及資助金額 1,230,000 元。有關結果分別只佔政府

預期受惠住宅區樓宇物業及資助金的 0.25%及 0.123%。 

 

另外，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網站公佈的資料顯示，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港島、

九龍及新界分別已獲批資助物業名單共 58 個、121 個及 89 個，即共 268 幢私人住宅

和綜合用途樓宇，涉及的物管公司及業主立案法團分別約 38 及 78 個。這與政府期望

惠及超過 200,000 名在約 33,000 幢私人住宅和綜合用途樓宇服務的前線物管人員之目

標大相逕庭。該計劃將於 2020 年 4 月 15 日截止申請，我們擔心在申請程序迂迴的情

況下，在不足兩星期內，政府能否追及與達到預期目標。 

 

(5) 津貼未能惠及於非住宅物業的商場、工業大廈、商業大廈等地方工作的前線物管人員 

 

是次計劃合資格對象只限於私人住宅和綜合用途（商住兩用）物業工作的前線管

理人員，其他於非住宅區物業如商場、工業大廈、商業大廈等工作的前線物管員工則

被排拒在外。故調查發現，逾一成五(15.2%)受訪者表示「管理公司/法團/業主組織已知

道計劃，但表示不會申請」，原因是他們在工廠大廈或商業大廈工作，工作地點的物業

並非計劃合資格的物業類型，即私人住宅和綜合用途（商住兩用）物業。 

 

須知道於非住宅區物業如商場、工業大廈、商業大廈等工作的前線物管員工同樣

有清潔工人及領有保安牌照的保安人員，日常都須與不同人士接觸，亦須協助加強大

廈的清潔防疫工作。若只因他們在工廠大廈或商業大廈工作而不符合申領資格，則津

貼措施並非人人有份，實有欠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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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建議 

 

據悉政府將出動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為數高達數百億元。我們期望藉是此調

查分析結果，讓政府及公眾了解前線保安員在疫下的防疫裝備及申領津貼的情況，以

及政府在第二輪抗疫防疫基金下，擴大物業管理行業支援計劃抗疫辛勞津貼的覆蓋範

圍及申領資格，以便如實的協助前線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員工應對防疫及工作需要，

保障他們的職業安全健康。 

 

(1) 延長申請期至少三個月時間 

 

    由津貼計劃成效不彰，受惠人數與政府的目標相去甚遠。我們建議延長申請期至少

三個月，以讓物業管理公司及業主立案法團與員工溝通，使有更多時間準備文件及遞交

申請。 

 

(2) 放寬計劃的覆蓋範圍  令商場、停車場、工廠大廈及商業大廈工作的前線物管人員受

惠 

 

由於「抗疫辛勞津貼」覆蓋物業類型狹隘，使受惠對象有限，並非每名從事物業管

理前線員工受惠，因此我們建議將合資格物業及申領對象放寬至於至住宅及非住宅物

的商場、停車場、工廠大廈及商業大廈，而且不限名額，使在該類型物業或大廈工作的

物業管理業前線保安及清潔人員可以人人受惠。 

 

(3) 容許前線物業管理人員直接申請「抗疫辛勞津貼」 

 

「抗疫辛勞津貼」的合資格受惠對象雖為前線物業管理人員，但申請不是他們直

接提出，而是假手於物業管理公司或業主立案法團，致使受惠者不清楚或不知道能否

受惠。此外，津貼發放過程或涉及多個單位，如物業管理公司、業主立案法團，及兩

者的承辦商，津貼亦不是直接發放予受惠對象。 

 

為確保所有從事物管理工作的前線保安及清潔人員能受惠津貼，我們建議容許前

線物業管理人員親自直接申請「抗疫辛勞津貼」，只要他們領有保安員牌照，並能出

示期內(2 月至 5 個)的在職記錄，如強積金供款紀錄、僱主證明及糧單等(由於清潔工

人沒有註冊牌照，可提交相關強積金供款紀錄或僱主證明等)，便可直接向物業管理

業監管局申請「抗疫辛勞津貼」，並由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把津貼直接發放予其戶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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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受惠對象直接提取。 

    

(4)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列入僱傭補償條例受保障職業病範圍內 

 

最後，本會建議政府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列入僱傭補償條例職業病範圍內。本港

的疫情仍未受控，社區爆發如箭在弦，除醫護人員外，前線僱員，如清潔、保安及零

售業工人等因經常與不同顧客接觸，在防護裝備不足下，工作受感染的風險與日俱增。 

 

本會再次促請，政府必須吸取沙士的經驗，防患於未然，從速檢視本港的《僱

傭補償條例》，即時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納入《僱員補償條例》附表 2 中、列為可

補償職業病之一，除保障醫護及高風險感染新型病毒人士外，亦應擴大保障至任何

因受僱維持公共衛生，以及需與顧客有緊密接觸而有高風險染病人士，包括清潔工

人、保安、零售服務業僱員等，好讓不幸染病者透過勞工保險盡快得到更好的權益

和福利保障，並使不幸離世者家屬得到妥善的生活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