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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貧窮人口中，65 歲及以上的長者比例佔最
高，在領取綜援的 28 萬個案中，有一半是年老綜援。

故此，近年扶貧委員會着力研究各種退休保障方案*，以改善長者貧窮情
況。香港大學學者周永新早前提出新的退休保障方案，建議特區政府設立
「全民老年金」。下文將探討現在的保障制度和各種退休保障方案的可行
性。

■劉彩珊老師，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

*特區政府於 10 月在退保諮詢方案的文件草擬本中，把「全民」和「非全民」改為「不論貧
富」和「有經濟需要」。扶貧會委員羅致光指，「全民退保」不夠準確，因為方案不能為所
有港人提供基本保障，也與退休無關，較準確的描述應為「老年經濟保障」。為政府提倡全
民退保方案的港大教授周永新則表示，全民退保目的是希望確保每個市民退休後有穩定收
入，但新名稱會引導市民感覺胡亂派錢。

周永新：就看政府願不願意挑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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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的香港大學學者周永新早前提出新
的退休保障方案，建議把現時的「生果
金」變成 3,000 元「全民老年金」，由特
區政府獨力承擔開支。周永新日前在電
台節目質疑當局無心推行「全民退
保」，但他亦承認無法說服僱主和僱員
為退休保障供款。他希望當局慎重考慮
其新提議，並將之納入退保諮詢文件。
新方案建議把「生果金」加碼成 3,000
元「全民老年金」，領取年齡由 65 歲延
遲至 70 歲，並將領取年齡與預期人口壽
命掛鈎，估計特區政府每年支出會增加
60億元至70億元。

現時保障制度限制多

新 聞 背 景

僱主僱員無意供 再問嘥氣

周永新表示，不清楚當局想如何進一
步保障老人退休生活，但他承認接觸過
多個僱主僱員團體，實在無辦法說服僱
主和僱員就退休保障供款，若特區政府
再就這種供款方式進行諮詢是無用的。
他指，新建議概念簡單，無須再另寫
建議書，否則會拖延時間。他又預計特
區政府年底才就「全民退保」進行諮
詢，尚餘約半年時間，若特區政府有心
考慮，應有足夠時間把新建議納入諮詢
文件，「這個計劃可以即時實行，不需
要諮詢僱主和僱員，甚至不需要諮詢公
眾意見，問題是特區政府是否願意花這
筆錢，解決一個爭議幾十年的問題。」

強積金應改善行政

公共資源
人口老化
社會保障
生活素質

Public resources
Population ageing
Social security
Quality of life

（表一）

由私營機構、個人和家庭承擔的退休保障

由特區政府承擔的退休保障#

強積金（2000年推行）

高齡津貼（生果金）

內容：供 款 率 最 高 為 僱 員 薪 酬 的 10%
（僱員及僱主各 5%），受保障範
疇為受僱和自僱人士
限制：1. 對於低收入人士的退休保障不
足
2. 沒有收入（例如家庭主婦）或
現時已退休的長者無保障作用
3. 回報率受投資市場影響，供款
可能會出現虧損

個案數目（截至2015年7月）：217,144
內容： 分為普通高齡津貼、高額高齡津貼兩種，每月可獲發 1,235
元*
普通高齡津貼適用於 65 歲至 69 歲長者，須符合入息和資產
規定才可申領；高額高齡津貼適用於任何 70 歲或以上的長
者，無須申報經濟狀況
限制： 生果金以象徵式的金額表示對長者的敬意，未能維持基本
生活

個人退休儲蓄

個案數目（截至2015年7月）：422,015
內容： 年滿 65 歲而有需要的長者，經簡單的入息和資產申報後，
每月可獲2,390元*
限制： 比生果金的金額為高，但仍未能維持基本生活

內容：通 過 個 人 儲 蓄 習 慣 ， 或 購 買 基
金，累積退休所需的資金
限制：1. 屬自願性質，倚靠個人理財能
力
2. 基層家庭或未能作儲蓄計劃

家庭資源
內容：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着重孝道，
父母年老時由子女供養，稱為
「養兒防老」
限制：1. 基於家庭子女數目減少，大部
分父母只生育一個至兩個孩
子，子女或未能承擔供養父母
的開支
2. 部分長者沒有生兒育女

2011

表一和表二呈現了支撐退休保障制度的內
容，唯每項政策均有限制，涵蓋範圍不夠全
面。故此社福界提倡實施全民退休保障，令長
者不用審查收入和資產也可獲退休福利，沒有
經濟需要的人同樣可領取。
雖然全民退休保障可確保所有長者的生活得
到保障，並節省審查時所耗用的行政費用。然
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對本港財政有深遠影
響，在制定政策時需要考慮以下因素：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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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概 念

制度須可持續
確保老有所養

全民退休保障的重點在於「全民」，意味着這計劃涵蓋所有市民，無須通過收入和資產審查。要明白周永
新學者和民間組織為何會提倡全民退休保障，我們先要認識現時退休保障制度的內容和限制。

年人口普查主要統計數字
（政府統計處）

對於有建議「全民老年金」剔除較富裕人士，周
永新表示曾經考慮過，但被剔除人數不多，意義不
大，又稱無謂令社會更分化。他又說，強積金應考
慮改善行政而非取消。
扶貧委員會日前開會後公佈，退保諮詢文件會同
時提出「不論貧富」和「有經濟需要」兩大政策方
案建議供公眾考慮，其中「不論貧富」方案會參照
周永新團隊建議的「老年金」方案。

■全民退保方案年底進行諮詢
全民退保方案年底進行諮詢。
。圖為
本港拾紙皮變賣的長者。 資料圖片
本港拾紙皮變賣的長者。

維持市民生活水平
退休保障的金額須能協助市民維持退休前的
生活水平，至少能維持基本生活所需，在研究
時可與綜援所確認的生活作比較。

長者生活津貼（2012年推行，俗稱特惠生果金）

平衡財政
特區政府的理財原則為量入為出，以達致收
支平衡。退休保障涉及長遠公共開支，理想做
法是開拓多方的財政來源，如個人及僱主供
款，不依賴單一公共財政。然而，特區政府向
僱員或僱主徵收供款，有可能遭到強烈反對。
措施在推行後，特區政府在未來能否持續負
擔相關開支是關鍵。假如人口持續老化或經濟
放緩甚至出現衰退，均會對公共財政造成壓
力，令措施無法持續實行。

年老綜援
個案數目（截至2015年7月）：147,255
內容： 年滿60歲或以上的長者，每月可獲發3,200元*
限制： 長者在申領綜援時，需要子女提供聲明書表（俗稱衰仔
紙）不供養父母， 部分子女或會因道德壓力而不願意提供
有關證明

3000 元是折中點

註：#即使申請人符合資格申領多於一項的福利，也只可申
領綜援、高齡津貼或長者生活津貼其中一項，這項政策旨在避
免同時向同一人發放雙重福利。
*每月發放的金額會按物價及每年隨着物價指數作調整。





小 知 識

周永新學者提出的「全民老年金」方案，就
是考慮上述因素，平衡各方利益後作出的建
議。例如把「生果金」變成 3,000 元「全民老年
金」，是與綜援 3,200 元作比較，提出了可維持
長者基本生活的金額；把領取年齡由 65 歲延遲
至 70 歲，有助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維持制度
的可持續性。

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是指社會出生率持
續下降，平均壽命延長和人口撫養比率上升的情況。
人口老化會對社會經濟產生影響，令社會缺乏勞動力
供應，造成某些行業人手不足，影響經濟發展。此
外，人口老化會增加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的開支。
《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指出2011年
的年齡金字塔的中上部和頂部明顯較寬，底部大幅收
窄，反映香港老年人口的增長趨勢明顯。隨着生活水
平提高，醫療技術進步，人口預期壽命大幅增加，男

   
性預期壽命達80.5歲，女性預期壽命達86.7歲。


想 一 想

總 結
預計到 2031 年，香港有四分一人口達 65 歲或
以上。隨着長者年齡組群佔整體人口比例的上
升，長者貧窮的狀況將持續惡化，並推高香港
的貧窮率。社會須建立可持續的退休保障制
度，方能確保長者皆老有所養。

概 念 圖

1. 根據上文，指出全民退保方案的討論情況。
2. 承上題，指出現有保障制度的利弊。

背景

3. 「本港人口老化，老年貧窮將惡化，特區政府必須實施全民退休保障應對。」你在多
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香港大學學者周永新早前
提出新的退休保障方案，建
議把現時的「生果金」變成
3,000 元「全民老年金」，由
特區政府獨力承擔開支。整
個方案在年底進行諮詢。

答 題 指 引
1. 試指出最近對方案名稱的討論，以至內容上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2. 試討論強積金、家庭資源、個人退休儲蓄、年老綜援、高齡津貼（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的涵蓋面和限制。
3. 本題的重點是以全民退休保障應對人口老化和老年貧窮，同學須先解釋人口老化和老年貧窮，再針對解釋退休保
障是否能最有效地解決問題，避免空泛討論其利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全民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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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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