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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聘外傭 研資助半薪
獨居公屋先眷顧 連購護理限額 8000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社會面對人口
老化，解決安老問題刻不
容緩。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早前表示，特區政
府正研究以現金券的方
式，資助獨居長者聘請外
傭。行政會議成員、安老
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昨
日表示，目前有 9 萬名獨
居長者居於公屋，相信其
中約 2 萬人為體弱長者，
建議政府初步的資助金額
為外傭月薪的四分之一至
一半，金額擬彈性處理，
每 月 由 3,000 元 至 8,000
元不等，局方會與房屋署
商討單人公屋單位的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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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限制，以便外傭與長
者同住。
人愈來愈長壽，推算直至 2047
港年，本港每
3 人便有 1 人達 65

歲或以上。羅致光早前在接受傳媒訪
問時指，特區政府正考慮資助居於公
屋的獨居長者聘請外傭，並有信心能
在本屆政府 5 年任期內推行試驗計
劃，惟現時未有定論。
為了確保計劃有彈性，初步建議由
長者可自行決定如何使用，包括：可
聘請外傭、購買護理服務或向其照顧
者提供津貼等等。

涵蓋私樓恐遭濫用
林正財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有關計劃仍在醞釀階段，正收集各界
意見。他說，現時有 9 萬名獨居長者
居於公屋，相信當中約 2 萬人為體弱
長者，建議初步資助金額為月薪的四
分之一至一半，要視乎需要申請。
他續指，政府亦可考慮從現時的

「社區照顧服務券」撥款，讓公屋的
獨居長者自行決定是否聘請外傭。
他相信，隨着人口老化，未來輸入
外傭的需求或會達至數十萬，而輸入
高專業性的安老院舍照顧員外勞需求
則為數千人。對於社會上不少雙老家
庭，亦有居於公屋以外的有需要長
者，外界擔心計劃無法涵蓋他們。
林正財說，了解有不少並非公屋住
戶的長者，其居住環境欠佳，惟承認
若涵蓋居於私人樓宇的長者，遇到遭
濫用的機會較高，政府同時亦要避免
濫用資助的情況，會聽取社會意見，
現階段持開放態度。

單人屋撤人數限制
他續指，需要避免資助是否遭濫
用，需特別留意外傭工作範圍是否只
是照顧長者，或會兼顧照顧其他家庭
成員及做家務等等。局方會與房屋署

商討單人公屋單位的住客數目限制，
以便外傭與長者同住。
針對安老院舍人手短缺持續多年，
現時亦有輸入外勞紓緩人手不足。林
正財解釋，外傭與安老院舍護理員的
工作性質雖然相似，惟後者的專業性
較高，部分人或具有大學的學位資
格、來港前曾在醫院及院舍工作，針
對不同的市場，他不擔心兩者會有競
爭。
勞工及福利局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指，就資助公屋獨居長者聘請外傭
及安老院向高空發展的可行性，目前
仍在初步探討階段，暫時未有具體細
節。

入息等操作需放寬
人力資源仲介協會主席廖翠蘭對有
關計劃表示歡迎，但認為各政府部門
亦需配合政策。她以入境處的規定為

例，現時在審批外傭來港的申請時，
須要求僱主家庭總收入不少於 18 萬
元，憂慮獨居的基層長者收入及資產
未必能符合有關要求，促請處方放
寬，又認為房屋署目前審批臨時居住
人申請需時數月，希望能加快申請程
序。
出席同一個電台節目的香港社區組
織協會幹事阮淑茵認為，現時大部分
的長者均傾向選擇居家安老，計劃能
讓長者多一個選擇。然而，在實際操
作上有不少問題需解決，包括：需計
算外傭的生活費及節日回鄉及放假的
安排如何處理，她擔心若政府未能解
決操作問題，會令長者卻步。
現時外傭需求愈來愈大，有市民致
電節目指，擔心計劃會加劇難聘請外
傭的情況。他說，近年外傭流轉快
速，難以聘請外傭，不時需付中介費
用聘用新外傭。

僱主：解聘負擔重 「老友
老友」
」難招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勞工及
福利局有意資助公屋的獨居長者聘用
外傭，有外傭僱主認為計劃原意雖
好，但現時外僱政策漏洞多，憂基層
長者無法應付。另外，有安老院舍負
責人指，資助計劃配合政府推行的居
家安老方向，不擔心會形成競爭，但
憂政府「好心做壞事」，因外僱未必
能妥善照顧機能缺損較嚴重的長者。
本港雖有 30 多萬名外傭，惟近年不
少僱主反映難以聘請外傭。香港家庭
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表示，歡
迎政府資助基層獨居長者，可促進長
者居家安老。不過，她說，現時外傭
政策流弊多，連雙職家庭的僱主亦面
對聘請外僱困難的問題，擔心基層長
者缺乏支援難以招架。

籲政府簽約做僱主
外傭虐待長者事件時有發生，她建議
由政府代替長者，與外僱簽署僱傭合
約，並派社工跟進外傭的照顧情況，

街坊多贊成
資格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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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据，故應以住戶的資產及收入計算。

倡設體能評審機制

■ 本港現有 30 多萬名外
傭，但近年不少僱主反映
難以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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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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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外傭發生意外，醫療保險也不是
全數保障，政府應為長者包底。」
政府早前推出資助基層的殘疾人士
聘請外傭措施。容馬珊兒表示，曾有
受政府資助聘請外僱的殘疾人士反
映，其外僱工作態度欠佳「每天也好
像博炒（解僱）一樣」，但僱主無法
支付解僱及機票等費用，且憂慮辭退
外傭後不獲社署資助再聘用新人，無

奈只好繼續聘用。
她指，聘請外傭的手續繁多，除了月
薪外，更需計算回鄉機票、中介費用、
醫療保險及食宿費用等，平均每月介乎
1 萬至 2 萬元，政府提出 3,000 至 8,000
元的資助水平不足以應付開支。她建議
資助金額不宜少於每月1萬元。
她又認為，受惠對象為公屋住戶有欠
公平，不少擁有自置物業的長者亦生活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李輝則表
示，計劃能鼓勵居家安老，認為外傭
與安老院舍照顧「是兩條隊伍」的長
者。她解釋，社會的人口老化嚴重，
且土地資源珍貴，對宿位的需求日益
增加，不擔心兩者產生競爭。
她又指，一般入住院舍的花費亦較
聘請外傭為低，現時每月 8,000 元已可
入住普通牌照院舍。
她又說，該政策原意雖好，但憂政
府「好心做壞事」，認為外僱未經專
業的安老服務訓練，未必能妥善照顧
機能缺損或患有長期疾病的長者，且
一對一的照顧，亦未必最適合長者，
「一對一會失去長者集體及小組活
動，未必對長者是最好。」
她建議局方可引入評審機制，根據
申請人的身體機能，分辨出機能缺損
較輕的長者較適宜以外傭照顧。

■何先生

是做居家安老，贊成政府
資助公屋獨居長者聘請外
傭。最好不用做資產審
查，香港人如此勤力，退
休時有 50 萬、60 萬元不
出奇，希望政府不要計
較。
黃先生：請外傭照顧獨
居長者未必是最好的方
法，一來公屋單位細，兩
個不熟悉的人共處一屋，
可能有很多磨擦，而且外
傭未必對長者有愛心，建
議政府不如直接資助照顧
長者的家人，或增加稅務
寬減。
今年74歲的何先生：同
齡的太太仍然做清潔工，
早前工傷甩骹去了瑪麗醫
院醫治，休息六個星期再
開工，我們這些基層手停
口停，仔女又未必有能力
照顧到我們，如果政府能
資助長者請外僱一定好。
鄭女士：自己是做家居
照顧服務，很多長者行動
不佳，如有外傭哪怕只是
斟杯水都不錯，希望政府
公帑用得其所，確保申請
者必須至少在港居住十年
或以上。
鄭女士：政府資助獨居
長者聘請外僱當然好，因
為很多老人家身體欠佳，
需要有長期照顧者。在旁
的李女士擔心外僱未必善
待長者，始終老人家年紀
大，被人欺負都未必知
道。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鄭女士

星發津貼 台要培訓
長者護理人手不
" 足問題並非香港獨
有，由政府資助長
者聘請外傭在亞洲國家及地區早有先
例，鄰近的台灣及新加坡已推行優惠
政策，為聘用外傭照顧家中長者的家
庭提供稅務寬減，新加坡更有一半 75
歲以上的長者靠外傭照顧。
根據立法會秘書處早前發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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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籍家庭傭工及家庭照顧責任的演
變」的《研究簡報》指出，新加坡在
去年共有約 24 萬名外傭，佔當地工作
人口 11%。當地法律規定，僱主向外
傭支付最少每月 570 新加坡元 (3,200
港元 )的工資。
除了支付每月工資，外傭的僱主須
向當地政府繳納外籍勞工稅 265 新加
坡元 (1,489 港元 )。不過，自 2004 年

起，聘用外傭照顧家中長者的家庭，
每月可獲 205 新加坡元(1,152 港元)的
外傭稅寬減。低收入家庭如有成員需
要接受長期護理，包括：長者及殘疾
人士，可申領每月 120 新加坡元(674
港元)的特別津貼，以支付聘用外傭的
部分開支。
聘用外傭照顧長者的情況在當地十
分普遍，2012年，75歲或以上的新加
坡人中，約一半表示在日常護理方面
依賴外傭。

與香港僅一海之隔的台灣亦有向長
者及有需要的家庭發放類似的津貼。
照顧長者的外傭更需接受相關訓練。
當地政府規定，申請工作簽證前，外
傭先接受最少 90 小時的護理服務訓
練，以及參加 24 小時至 70 小時的中
文培訓課程，確保他們能與受照顧者
溝通。而護理服務及中文課程的培訓
均在外傭的原居地進行，申請人須通
過有關評核，才能前往台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鄭女士（左）及李女士（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