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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金句：
我的政綱主張敬老、愛老、護老。政府將向一間位於深圳並由香港
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安老院舍購買宿位，讓長者自願選擇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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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特首梁
振英於昨天公布施政報告時表示，自長者
生活津貼於去年4月實施至今，已有超過
41萬名長者受惠。政府將於今年底前進行
檢討，包括研究應否放寬資產限額水平。
另外，去年10月推出的「廣東計劃」讓居
粵香港長者毋須每年返港，仍可繼續領取
高齡津貼。梁振英表示，計劃初步反應良
好，至去年年底已有約16,700名長者提出
申請，當中約7,000名長者現時已領取津
貼，政府將於今年內總結經驗，考慮將「長
者生活津貼」擴展至廣東省以外地區的可
行性。

「廣東計劃」研擴至省外

逾七成長者支持新招 遠超去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沚芊）耆康老人

福利會昨日安排數十名長者一同收看施政
報告直播，加上中心其他會員的意見，有
72%受訪長者表示支持報告內的安老措
施，顯著高於去年同類調查的逾20%。耆
康會表示，報告中的措施，仍有具體細節
需要改善。有長者認為，非常欣喜長者2
元乘車優惠擴展至綠色專線小巴，長者又
指，老人家牙患多，病痛更多，長者醫療

券「加碼」至每年2,000元都只是聊勝於
無。
耆康會主席麥建華表示，歡迎政府購

入深圳營運的安老院舍宿位，以縮短長
者的輪候時間，但建議政府同時要增加
本地的資助宿位，而新的安老院舍必需
符合最新的標準，而參與長者醫療券計
劃的醫生亦不夠普遍，只有約12%，而
牙醫就更少。同時，麥建華期望報告中

進一步落實家居安老計劃、支持退休長
者彈性就業、鼓勵逐步更換「無障礙交
通工具」，方便長者上落，但在本年施
政報告中均未有觸及。

婆婆盼醫券牙醫資助分拆
80歲的辛燕華表示，因自己擔任義工，
常到不同區開會或服務，交通開支較大，
自港鐵、巴士提供長者2元乘車優惠以

來，省下不少「車馬費」，非常欣喜計劃
擴展至綠色專線小巴。但她指，老人家需
要鑲牙、補牙等牙患問題多，自己光訂造
假牙，已花費逾萬元，所以期望長者醫療
券與牙醫分拆開，期待牙醫資助至少3,000
元，現長者醫療券「加碼」至每年2,000
元，只是聊勝於無。辛燕華又指，因擔心
內地醫療質素，故不會考慮到深圳營運的
安老院舍。

現時復康會與伸手助人協會分別
於深圳鹽田區及肇慶營運一間

私營安老院舍，分別提供約330個及
250個宿位。施政報告指出，當局將
向復康會位於深圳的安老院舍購買宿
位，並會在今年第二季邀請正在中央
輪候冊上輪候入住資助安老宿位的長
者，自願選擇入住，最快今年第三季
安排入住，計劃推行2年後將作檢
討。據了解，該院舍目前約有330個
宿位，當中半數空置。另一方面，當
局亦正與由伸手助人協會於肇慶營運
的安老院舍商討類似安排。

港機構營辦 紀錄良好
消息人士指出，該兩間院舍過去記

錄良好，宿位規格亦符合社署要求，
社署將與機構簽訂合作條款。根據去
年10月資料，中央輪候冊上約有2.9
萬人輪候入住資助安老宿位，當中
2.3萬人輪候護理安老院，其餘則輪
候護養院。
消息人士指出，當局推出是項計

劃，絕非要將長者「送往」內地，只
是希望讓他們有多一個選擇，亦強調

屬自願參與，「可能長者本身有很多
親戚居於深圳，此舉正好滿足他們的
需求，亦可令他們早日獲得宿位，宏
觀上亦可縮短整體輪候時間」。
另一方面，去年的施政報告曾提出
善用土地和靈活運用獎券基金。勞工
及福利局與社福界過去一年積極跟
進，並制定「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
別計劃」，鼓勵社福機構透過原址擴
建或重建善用其土地，特別是增加安
老和康復設施。

百億助社福擴建增宿位
有關計劃於去年9月邀請社福機構
參加，反應非常踴躍，當局至今收到
約40間機構的初步建議，涉及約60
個原址擴建或重建項目。根據機構的
粗略估算，可合共增加約1.7萬個長
者及殘疾人士的服務名額。施政報告
建議向獎券基金注資100億元及提供
所需協助，確保計劃能順利推行。
當局並會繼續透過多管齊下的方

式，增加安老宿位的供應，亦會增撥
資源，將持續照顧安排推廣至資助護
養宿位。

施政報告施政報告
20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人

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安老服務需求亦

相應增加。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

內指出，他的政綱主張敬老、愛老、護

老，故將委託安老事務委員會籌劃「安

老服務計劃方案」，在2年內為長者安

老服務作出規劃，當中包括向一間位於

深圳並由香港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安老院

舍購買宿位，讓正在中央輪候冊上輪候

入住資助安老宿位的長者可自願選擇入

住，最快今年第三季安排入住；另外，

當局亦正與肇慶一間安老院舍商討類似

安排。當局相信，

此舉除可令長者有

更多選擇外，亦有

助縮短輪候時間。

老安

深院舍：收費僅港一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港

府將向深圳的安老院買位，供香港長者入住，
工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副總主任邵建波稱，
珠三角的安老院收費僅為香港的一半，平均約
5,000港元，對香港長者來說，有很大的吸引
力。深圳頤康院安老院是由香港賽馬會全資資
助，院長莫思傑表示，目前該院仍有100多張
床位空置，可優先供港人入住。至於收費，則
每年根據物價指數適當上調。
邵建波表示，昨日在東莞與數十位香港長者

舉行領取「廣東計劃」津貼慶祝活動上，同時
收看特首梁振英公布施政報告，大家對該買位
措施也感高興。
莫思傑稱，目前該院有350張床位，共175

位院友，其中65位為香港人、35位長者與港人
有直接關係。2013年入住該院的香港長者較
2012年增長了20多人。他稱，儘管今年4月深
圳市將向社會購買養老服務，但該院仍優先接
受香港長者入住，至今年7月1日，他們將共有
100張床位供香港長者入住。目前，該院入住
價格按護理等級，每月收費在2,200港元至
8,000港元不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文鈴）鑑於人
口老化和生活習慣改變，本港大腸癌的
發病率持續上升，成為2011年本港最常
見的癌症。施政報告昨提出，由政府資
助較高風險的群組接受大腸癌篩選，衛
生署聯同醫管局正進行研究，並於今年
展開先導計劃的籌備工作。
據消息人士說，衞生署及醫管局正進行
有關研究，預計需時一年敲定細節，包括
涵蓋的年齡組別和人數。據了解，當局要
考慮是否資助大便隱血及大腸鏡等整套檢
查，前者需數百元，照大腸鏡則較貴，涉
及6,000元至10,000元。中大醫學院院長
陳家亮則建議，大腸癌篩查採用「大便隱
血測試」，檢測糞便中有沒有肉眼看不到
的血絲，認為成本較低，預計需動用公帑
約2,000萬元。

資助高危群組篩選大腸癌

醫券再加倍至2,000 牙科轉常規 住宿券3,000張 自選私人院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劉雅艷）長者

醫療券試驗計劃金額繼去年增加一倍後，使用率
持續上升。特首梁振英昨日公布新一份《施政報
告》，建議將試驗計劃納入恆常資助外，亦再次
將金額增加一倍至每年2,000元。同時，把「院
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
劃」轉為常規項目，為安老院舍及同類設施的長
者提供牙科護理。有長者聯盟對有關政策表示歡
迎。
為紓緩長者對公營門診服務的需求和加強對

基層醫療的重視，《施政報告》建議，所有70
歲或以上長者醫療券金額由1,000元增至2,000
元。據消息人士指，有關措施在今年1月1日已
實施，現時有55萬名長者使用醫療券，累積開
支6億多元，在增加金額後，估計開支會增至約
11億元。

未用金額可明年再用
針對長者牙科需要，免費牙科外展服務將會擴

大資助，可以為院舍長者補牙、拔牙及鑲假牙。

政府建議將「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牙科
外展服務先導計劃」轉為常規項目，為安老院舍
及同類設施的長者提供牙科護理。關愛基金專責
小組亦正積極研究擴大現行的一項長者牙科服
務，讓更多有經濟困難的長者受惠。據了解，今
年用剩的長者醫療券的金額可延長至下一年使
用，讓更多長者受惠。
香港老人權益聯盟主席郭矢賢(81歲)指出，原
本每年1,000元的醫療券，對醫療服務需求較多
的長者而言，實屬「杯水車薪」，往往求診3
次、4次，已將一年的醫療券「報銷」，「有時
發燒、感冒都不會到診所求診，因為擔心之後突
然患大病，醫療劵不夠支付醫療費，故很多長者
會把醫療劵留待年底才使用」。

長者盼門檻降至65歲
他歡迎政府把醫療劵金額增加一倍至每年2,000

元，並擴展至適用於牙科服務。但是長遠而言，
他促請政府把醫療劵申請年齡，由現時70歲降至
65歲，另應設牙科醫療劵，令更多長者受惠。

將軍澳建中醫院 啟德開急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新一份施

政報告昨日出爐，內容提及政府將預留將
軍澳一幅私家醫院用地興建中醫院，中醫
中藥發展委員會正研究落實細節。政府亦
計劃在啟德發展區，興建一所急症全科醫
院，以應付九龍區居民的長遠醫療服務需
求。同時，醫管局會繼續透過有限度註冊
方式，聘請海外醫生，並加快開辦護士課
程，增加醫護人手供應。醫管局主席梁智
仁對興建中醫院及啟德發展區建新急症室
醫院，表示支持。
特首梁振英昨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

告，提及政府已預留一幅將軍澳土地作發
展中醫院用途，由去年成立的中醫中藥發
展委員會研究落實細節。據悉，有關用地

位於百勝角與環保大道附近，佔地2.2公
頃。消息人士指，未有招標時間表，亦未
決定是私營或資助模式，但期望可由志願
團體自負盈虧經營。

中西醫協作模式試兩年
由於有關計劃有很多細節要考慮，很難

做到純中醫，例如醫院需要有急救服務、應
否設手術室和麻醉科，以及醫護人員的培訓
等。據了解，醫管局在2個月至3個月內，先
推行為期一年半至兩年的中西醫協作模式
先導計劃，預計有幾間醫院參與，很可能
包括廣華醫院，計劃完成後再檢討。
消息人士透露，醫管局轄下18間中醫診

所的中醫師會參與巡房，以癌症、中風等

病症為主。
中大中醫學院院長梁榮能認為未來的中

醫院應集中提供中醫服務，比採取中西合
壁營運模式好。他解釋，當區已有將軍澳醫
院，兩者可配合提供治療。他說，興建純
中醫院，可讓中醫學生有更多機會診症。
他又認為，中醫院採取公營模式較好，

因為中醫院同時肩負教學任務，若以私營
方式營運，可能會有衝突。
同時，施政報告提及政府籌備在啟德發

展區設立一所新的急症全科醫院，以應付
九龍區居民的長遠醫療服務需求，現正進
行策略性研究。據悉，該醫院將預計最少
有1,000張病床，並會設有腦科中心。有消
息人士指，暫時未有具體的興建時間表，

若連同前期研究，預期最快需時10年。
梁智仁對此表示支持，又指當局未來為

應付服務需求增加，計劃加開160張急症
病床及7張深切治療和加護病床，亦會額
外提供11,500節數的電腦斷層掃描及超聲
波檢查。
同時該局會繼續在急症室繁忙時段增加

支援診症節數，並會額外提供4,700個專科
門診新症的診症時段，改善病人輪候時間。

優化執業試吸海外醫生
另外，政府與香港醫務委員會將落實優

化醫生執業資格試的安排，包括增加考試
次數至每年兩次，以及考慮適度放寬實習
安排，以鼓勵合資格的海外醫生來港執
業。醫管局會繼續透過有限度註冊方式聘
請海外醫生執業，以及開辦護士訓練課
程，以增加人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
本港面臨人口老化的威脅，長者護
老院舍長期供不應求，長者平均需
輪候2年至3年，最長更達6年，才
可獲入住宿位。行政長官梁振英昨
日在施政報告中指出，預留8億元
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模式
擴展至住宿照顧服務，提供3,000
張住宿服務券，讓合資格長者選擇
私人院舍服務，以縮短資助護老院
舍輪候時間。
社會福利署去年推行「長者社區
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採取「錢
跟人走」的模式，讓合資格長者購
買社區服務。梁振英昨日表示，政
府將委託安老事務委員會在未來一
年，探討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券」的模式擴展至住宿照顧服務的
可行性，並向政府提交報告。
港府已預留合共約8億元，作為

支付在 2015/16 年至 2017/18 年
間，分3期合共推出3,000張院舍住
宿照顧服務券的費用，讓合資格長
者選擇私人院舍服務。政府消息人
士指出，連同此3,000張院舍住宿照
顧服務券在內，在本屆政府任期內
會增加約5,000個資助安老宿位。

引入競爭 提升服務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每張院舍住

宿照顧服務券的金額、申請資格將
有待安老事務委員會研究。他指，
目前本港約有5萬個私人護老院舍
宿位，入住率只有73%，即約有1.2
萬宿位空置。以市區甲一級的護老
院舍宿位為例，每月需10,477元。
他相信，計劃有助縮短資助護老

院舍輪候時間，同時亦可為私人護
老院舍市場引入競爭，提升服務質
素。

■麥建華期望政府可進一
步推動家居安老計劃。

彭子文攝

■辛燕華表示，非常欣喜
2元乘車優惠擴展至綠色
專線小巴。 彭子文攝■耆康老人福利會指，有72%長者支持施政報告的安老措施，顯著高於去年同類調查的逾20%。 彭子文攝

■深圳頤康園安老院為依山而建的別墅式設計，坐擁
無敵海景。 本報深圳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