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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與 監護制度及財產管理關注組 
聯合問卷調查  

評估特殊需要信託在香港的需求 
 

背景資料 
 
我們誠邀您參與是次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李穎芝副教授及何錦璇教授主理的研究調查。 
 
研究目的 
以下問卷調查的目的是為了評估家長或照顧者對現⾏行為智障⼈人⼠士⽽而設的財務安排及個⼈人關顧之法律
機制、以及對於在香港成立特殊需要信託的可⾏行性之看法。 
 
程序 
您將會以不記名⽅方式填寫以下問卷，需時約為 30 分鐘。 
 
將潛在風險／不安減⾄至最低   
您在填寫問卷的過程中，有可能會回憶起個⼈人經歷⽽而引起不快或不安；但此類的不安感不會⾼高於平
日我們所遇的事。 
 
參與的報酬 
您是完全出於自願性質參與本調查。您的參與將不會換來任何⾦金錢上的報酬。 
 
潛在利益       
您的參與將會幫助我們了解 (1) 您為了供養智障⼈人⼠士⽽而尋找⼀一個安全可靠的長遠財產管理機制時所
遇到的困難， 及 (2) 您對為智障⼈人⼠士成立特殊需要信託的意願及選擇。這些資料將會進⼀一步推動相
關法律在未來的發展。 
 
資料保密及儲存 
所有在本問卷調查所得的資料將會被嚴格保密，及僅用於研究用途。問卷內不含任何個⼈人識別資料，
⽽而我們確保在使用問卷資料時將不會從您的個⼈人回應中識別出您的身份。本調查所得的資料會以匿
名⽅方式，並從研究項目第⼀一份⽂文獻出版後起計算，最多保留三年 。 
 
參與及退出 
由於您是出於自願性質參與本調查，所以您可以隨時退出訪問，有關決定將不會帶來任何不良後果。 
 
查詢 
如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或顧慮，請聯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李穎芝副教授或何錦璇教授：  
聯絡地址：香港薄扶林道百週年校園鄭裕彤教學樓  
聯絡電話： 3917 2951 
聯絡電郵：snt.support@hku.hk 
 
如您想知道更多有關研究參與者的權益，請聯絡香港⼤大學研究操守委員會 (聯絡電話: 2241 5267) 
 
⽂文件準備日期: 2016 年 3 月 1 日 
香港⼤大學研究操守委員會批准到期日: 2019 年 12 月 8 日 
香港⼤大學研究操守委員會參考編號: EA151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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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與 監護制度及財產管理關注組 
聯合問卷調查 

評估特殊需要信託在香港的需求 
 
致：各智障⼈人⼠士的家長或照顧者 
 
 根據政府統計資料顯示，全港約有 7 至 10 萬名智障⼈人⼠士。在法律上，他
們雖然可以擁有資產；但是，對他們來說，管理自⼰己的資產是⼀一件複雜的事，
需要家長或照顧者的幫忙及指導。當照顧他們的⼈人不在世時，他們更需要⼀一個
安全可靠的資產管理機制。隨著照顧者年事漸⾼高，這⽅方面的安排更是刻不容緩。 
 
 為了解香港社會對此等機制的需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聯同監護制度及
財產管理關注組現正透過以下問卷進⾏行調查，以了解在多個現有的機制中的應
用，包括遺囑、監護令、持久授權書等，及閣下對於在香港成立特殊需要信託
的可⾏行性之看法。                     
 
 為免重複點算，請智障⼈人⼠士的主要照顧者只為每⼀一位家庭中的智障⼈人⼠士
填寫⼀一份問卷。此問卷也會從 3 月 9 日起上載於 http://snt.support，家長或照

顧者可以從該網⾴頁下載問卷填寫。︒｡我們保證問卷收集所得的資料和數據保密並

且不涉及可識別  閣下身份的個⼈人資料。我們亦保證  閣下提供的資料和數據只
會用作上述用途。 
 
 請將已填妥的問卷交到你所屬的機構或郵寄⾄至香港薄扶林道百週年校園
鄭裕彤教學樓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註明：特殊需要信託]。我們非常感謝  閣下協
助是次調查。如有任何疑問，請電郵⾄至 snt.support@hku.hk 聯絡李穎芝副教授
或何錦璇教授。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李穎芝、何錦璇 

 
監護制度及財產管理關注組 

 
請在 2016 年 5 月 28 日前交回此問卷。 
 
附註: 「監護制度及財產管理關注組」是⼀一個由智障⼈人⼠士家長以及照顧者發起
的小組，關注現時香港成⼈人監護制度的漏洞，並爭取完善相關制度及政策，小
組期望能有⼀一個更完善的監護制度出現，讓智障⼈人⼠士在個⼈人照顧或財產管理⽅方
面能夠得到更妥善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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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受訪者基本資料 
 

1. 請提供有關你的資料。 
 

性別： ! ⼥女   ! 男 
 
年齡： ! 20 歲或以下  ! 21 ⾄至 29 歲   ! 30 ⾄至 39 歲 

! 40 ⾄至 49 歲   ! 50 ⾄至 59 歲   ! 60 ⾄至 69 歲 
! 70 歲或以上 

 
2. 你現正供養的智障⼈人⼠士年齡是多少?  
 

! 20 歲或以下  ! 21 ⾄至 29 歲   ! 30 ⾄至 39 歲 
! 40 ⾄至 49 歲   ! 50 ⾄至 59 歲   ! 60 ⾄至 69 歲 
! 70 歲或以上 
 

3. 你現正供養的智障⼈人⼠士，其智障程度是 (請選 1 項)： 
 

 輕度 
 中度 
 嚴重 
 極嚴重 

 
4. 除了智障以外，他/她有沒有其他殘疾 (可以選多於⼀一項)： 

 
 沒有其他殘疾 
 肢體殘疾 
 自閉症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  

5. 你現正供養的智障⼈人⼠士有沒有接受政府公共福利⾦金的援助? 
 

 有，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有， 傷殘津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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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現正供養的智障⼈人⼠士是與家⼈人同住，或是住在院舍?  
 

 與家⼈人或親戚同住 
 獨立居住並由全職／兼職的家務助理照顧 
 獨立居住並由全職／兼職的專業護理⼈人員照顧 
 在政府資助院舍居住 
 政府支持營辦的自負盈虧院舍 
 在私營院舍居住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___) 

 
 

************************ 
⼄乙部：現有適用於智障⼈人⼠士的財務安排及個⼈人照顧機制 

 
遺囑（平安紙） 
 
根據香港法律，你可以訂立遺囑，按你的意願在你去世後分派你的遺產。在訂
立遺囑時，你需要委任⼀一個可信賴的遺囑執⾏行⼈人，執⾏行你的遺囑。你可以將遺
產留給任何⼈人，例如你的配偶和⼦子⼥女，包括有智⼒力障礙的⼦子⼥女；但是由於他們
未必能夠自⾏行管理財產，你便有需要委任監護⼈人代勞。你亦可以選擇在遺囑裏
成立⼀一個信託，不把遺產直接分派給智障⼦子⼥女，⽽而是由遺囑執⾏行⼈人兼任受託⼈人
或委任其他⼈人為受託⼈人，繼續管理指定的遺產，以供養他們。  
 
如果你沒有訂立遺囑，你的遺產將會根據香港的法例進⾏行分配。⼀一般情況下，
你尚存的配偶將會繼承你的非⼟土地實產（如個⼈人⽣生活用品、家品、汽車、珠寶
等）及剩餘遺產的首五⼗十萬，之後再剩餘的遺產，⼀一半會由你尚存的配偶繼承，
另⼀一半由⽽而你所有的⼦子⼥女（包括智障⼦子⼥女）平分 。如果你的配偶在你離世時
已經去世，你的⼦子⼥女將會平均分得全部遺產 。 
 
7. 你是否已經訂立遺囑? 

 
 已經訂立遺囑   
 沒有訂立遺囑 

 
8. 你認為你所訂立的遺囑能否滿⾜足你去世後照顧智障⼦子⼥女的經濟需要? 

 
 完全滿⾜足（請跳⾄至第 10 題） 
 部份滿⾜足 
 未能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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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沒有訂立遺囑或你認為遺囑未能滿⾜足你需要的原因是什麼? （可以
選多於⼀一項） 

 
 不想談不吉利的事 
 我還年輕，未曾想過  
 對遺囑認識不⾜足 
 費用昂貴 
 ⾦金額不⾜足以應付未來智障⼦子⼥女開支 
 擔⼼心執⾏行⼈人的誠信 （如濫用他的地位以及侵吞我的遺產）  
 擔⼼心執⾏行⼈人的持續性，例如意願或者健康狀況 
 無遺囑的法定遺產分派已經適合我的意願 
 已有其他完善安排  

 
 
監護令 
 
作為⽗父母，在智障⼦子⼥女年滿 18 歲前，你是他們的法定監護⼈人。當他們年滿 18
歲時，你的監護⼈人身份會自動結束。在有需要時，你或另⼀一親屬可以向監護委
員會申請成為他的監護⼈人，為他的⽣生活、醫療及財政事項作決定。但是，由於
監護委員會只會在智障⼈人⼠士有需要作決定時才接受監護申請，所以你不能夠在
智障⼦子⼥女剛年滿 18 歲的時候便預先申請做監護⼈人。此外，監護⼈人的職責是代
表認知能⼒力不⾜足的當事⼈人作決定，他沒有責任協助或輔助有輕度或中度智障的
當事⼈人自⼰己作決定。  
 
監護⼈人可以為指定被監護的智障⼈人⼠士決定他的住所及醫療安排，亦有權每月為
他處理不超過港幣$15,000 的⾦金錢。這個⾦金額的上限是基於統計處所公布的每
月就業收⼊入中位數⽽而定，受法例規定，並會定期調整。基於此⾦金額上限，監護
⼈人不可能為當事⼈人管理物業。  
 
10. 你知不知道監護制度的存在?   

 
 知道 
 不知道 

 
11. 你認為每月港幣$15,000 元的⾦金額上限是否⾜足夠供養你的智障⼦子⼥女?  

 
 ⾜足夠 
 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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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你認為你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監護⼈人嗎?  
 

 能夠 
 不能夠 

 
13. 假如你不是你所供養的智障⼈人⼠士的監護⼈人，你是否希望監護⼈人先徵

詢你的意見，才為該智障⼈人⼠士作任何決定? 
 

 希望 
 不希望 

 
 
持久授權書 
 
每個⼈人都有可能因病或意外失去精神⾏行為能⼒力(認知能⼒力)。你可以在你健康時，
成立持久授權書，委任受權⼈人/代理⼈人在你失去認知能⼒力時，處理你的財政事
務，甚⾄至出售和運用你擁有的物業或財產，以供養你的智障⼦子⼥女。 
 
與監護⼈人不同的是，受權⼈人/代理⼈人處理的財產沒有⾦金額上限，但是他無權處
理授權⼈人的居住或醫療事項。與監護⼈人相同，受權⼈人/代理⼈人也不需要在處理
財產前徵詢授權⼈人的意見 。 
 
14. 你知不知道持久授權書制度的存在?  

 
 知道 
 不知道 

 
15. 你有沒有成立持久授權書? 

 
 有 （請跳⾄至丙部第 17 題） 
 沒有 （請繼續回答第 1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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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你沒有成立持久授權書的原因是什麼？（可以選多於⼀一項） 
 
 不想談不吉利的事 
 不認識持久授權書 
 我還年輕，未曾想過 
 費用昂貴 
 找不到合適的受權⼈人/代理⼈人 
 擔⼼心受權⼈人/代理⼈人侵吞我的財產 
 已有其他完善安排  

 
 

************************ 
丙部：特殊需要信託 

 
信託制度，是由委託⼈人將自⼰己的資產轉移給受託⼈人，同時吩咐受託⼈人為受益⼈人
的利益去管理資產。你可以在有⽣生之年成立信託，亦可以在遺囑訂明，把自⼰己
的財產在死後轉讓給受託⼈人，由他管理，以供養受益⼈人。但在實際上，我們很
難找得到可靠、義務、有持續性的受託⼈人。⼤大部分⼈人亦難以承擔商業信託公司
/專業⼈人⼠士為智障⼦子⼥女個⼈人量身訂造和管理信託的⾼高昂費用。為了克服上述的
困難，⼀一些國家成立了特殊需要信託 。香港政府亦在 2016 年施政報告中提到
勞⼯工及福利局將成立⼯工作小組，探討設立公共信託機構的可⾏行性，以提供可負
擔的信託服務。 
 
特殊需要信託是專為特殊需要⼈人⼠士（包括如智障⼈人⼠士）設立⽽而收費相宜的信託， 
把不同家長或照顧者設定的資產集中管理和投資，以分擔個別受託⼈人需要承擔
的管理費。為減低管理費，這些信託也只限於管理資⾦金，⽽而不管理股票或物業。 
 
在參與此類信託時，家長會在受託⼈人及個案經理協助下訂立⼀一個照顧⽅方案及寫
下⼀一份意向書。照顧⽅方案列出受益⼈人每月所需的支出，意向書則列出家長希望
受託⼈人如何根據照顧⽅方案，運用資產，以及在受益⼈人離世時由誰⼈人獲得剩餘的
資產。 訂立好這兩份⽂文件後，家長會轉移⼀一筆較少的款項（如港幣$5,000 ) 以
成立信託帳⼾戶，同時訂立遺囑讓財產在家長去世後轉移⾄至信託之內。例如，家
長可以指示遺囑執⾏行⼈人出售他⽣生前的住宅，以套換現⾦金⾄至信託。像強積⾦金⼀一樣，
每⼀一位受益⼈人的信託⾦金額將會獨立分開記帳，⽽而受託⼈人會利用組合起來的資⾦金
投資，以防通脹 。 
 
每個家長成立的信託會在他們去世時啟動。受託⼈人會根據意向書及照顧⽅方案定
期把⽣生活費發放給受益⼈人的照顧者。信託的個案經理可以定期（如每年兩次）
探訪受益⼈人，監督和支援照顧者。當受益⼈人去世時，受託⼈人會把剩餘的資⾦金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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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意向書分發。 
 
特殊需要信託的主要優點是，有關財產由專業⼈人⼠士管理，但收費合理，讓普羅
⼤大眾都可以參加；⽽而且，家長也可以在意向書內列明，要求受託⼈人讓受益⼈人可
隨時參與決策 。 
 
為智障⼦子⼥女規劃的財務安排 
 
17. 當你再不能照顧受養⼈人時，你會希望他得到怎樣的照顧? (請為你的

選項排列優先次序，以 1 為最先, 不用排列所有選項，但請勿把多於⼀一個
選項列為同序) 
 
____  由家⼈人或親屬照顧 
____  獨立居住並由全職/兼職的家務助理照顧 
____  獨立居住並由全職/兼職的專業護理⼈人員照顧 
____  在政府資助院舍居住 
____ 政府支持營辦的自負盈虧院舍 
____  在私營院舍居住 
____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你現在有沒有能⼒力聘請⼀一位平均每年收費約港幣五萬的專業受託⼈人

/找到⼀一位可信賴的朋友義務作為受託⼈人，以成立⼀一個獨立、並為
受養⼈人利益度身訂造的私⼈人信託?  

 
 有  
 沒有，因為  專業受託⼈人收費昂貴 

    找不到可信賴的義務受託⼈人 
 
成立及管理特殊需要信託  
 
19. 假如在香港成立特殊需要信託，並由政府部門擔任特殊需要信託的

受託⼈人，你是否信賴由政府擔任此角⾊色?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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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假如政府未能擔任受託⼈人，你會信賴以下哪⼀一類的非政府組織來擔
任受託⼈人這個角⾊色?  (請為你的選項排列優先次序，以 1 為最先, 不用排
列所有選項，但請勿把多於⼀一個選項列為同序) 
 
____ 只信賴由政府擔任受託⼈人 
____ ⼀一個由政府監察的現存知名慈善組織 
____ ⼀一個由政府監察並由智障⼈人⼠士家長代表和專業⼈人⼠士（如律師、會

計師和社⼯工）組成的新成立慈善組織 
____ ⼀一個由智障⼈人⼠士家長代表組成的新成立慈善組織 
____ ⼀一間私⼈人⾦金融機構 
____ 其他 (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1. 如果由第 20 題所列非政府組織來擔任受託⼈人,你願意向該受託⼈人支
付多少管理費用? (請選擇相應的⽅方格。如果你不打算支付任何信託管
理費用，請填選“不適用”。下述答案的 1%代表每管理港幣⼀一百萬元的資
產，將每年收取港幣⼀一萬的費用，如此類推。) 
 

 不適用 
 每年受管理資產的 1.0% 以下  
 每年受管理資產的 1.0% ⾄至少於 2.0%  
 每年受管理資產的 2.0% ⾄至少於 3.0%  
 每年受管理資產的 3.0% ⾄至少於 4.0%  
 每年受管理資產的 4.0% 或以上 

 
22. 如果可以成立⼀一個特殊需要信託，你會希望它提供甚麼服務? (可選

多項) 
 

 隨著你的意願看管及運用你的信託資⾦金  
 謹慎地投資信託資⾦金 
 提供個案經理，以監察及審核在社區與家⼈人或獨自居住的受養⼈人需要 
 提供個案經理，以監察在政府資助院舍居住的受養⼈人所享有的照顧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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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如果⼀一個由政府擔任受託⼈人的特殊需要信託具備第 22 題所述的特
點，你會否參與該信託?  

 
 機會很微 (請繼續回答第 24 題) 
 機會不⼤大 (請繼續回答第 24 題) 
 不肯定 (請繼續回答第 24 題) 
 有機會（請繼續回答第 25 題） 
 很⼤大機會（請繼續回答第 25 題）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你對參與由政府擔任受託⼈人的特殊需要信託仍有保留的原因是什麼? 

(可選多項，並請把所選項目按順序排列，以 1 為最主要原因, 不用排列所
有選項，但請勿把多於⼀一個選項列為同序)) 
 
____   信託財產沒有最低回報保證 
____   我仍需要作出其他安排來應付受養⼈人的個⼈人照顧需要 
____   擔⼼心信託的可持續性和政府挪用信託財產 
____   其他 (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 其他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問卷完成！感謝您的寶貴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