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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每月出糧 老友記有錢使
長者，在本港泛指65歲或以上的退休人

士。根據政府統計處所示，2018年年中，本
港65歲或以上人口約127萬，佔整體人口數
17.1%，比2016年中期增長1.1%。
與此同時，社會年齡中位數也由2016年
中期43.4增長至44.4，同比增幅2.3%。面
對人口老齡架構的急速增長，無疑令社會面
對較大的挑戰。
首先，在財富分配方面。長者在退休後一般
都會獲得退休金保障，以應付晚年生活所需。
事實上，近年長者貧窮問題尚未得到完善的解
決。長者貧窮佔據總貧窮總人數比率由32.2%
（2016年）增至34.6%（2018年），期間增
長了2.4個百分點，與2009年的27.1%相比，
10年之間足足增長了7.5個百分點。

每月支付 直至終身

有見及此，金管局早前推出「香港年金計
劃」保險產品。受保人（長者）在繳付一筆
過保費後，可即時享有保證定額的收入，每
月支付，直至終身。這一來是為了令長者在
退休之後可以獲得連續不斷的收入，再者用
以保證「只要在世上活一天，就一直有錢
花」的長者收入來源。
年金與普通儲蓄保險的最大區別是，「年

金」更加偏重於長壽風險的轉移，而「儲蓄
保險」則更加強調財富的累積與傳承。
社會近年熱議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增加
長者生果金津貼等議題，一方面為有效解決
長者的貧窮問題，滿足其日常所需。
另一方面，為實現「能者多付」分配原

則，藉以助貧窮長者維持生活。然而，面對
社會每年物價通脹的影響，無疑忽視了預期

所需面對更多資金消耗的負面因素。與此同
時，對於公共財政的支出也造成較大影響，
長期來說難以有效地解決長者貧窮問題。

虐老出現 政府有責
其次，在醫療保障方面。隨着「老年群
體」文化的興起，越來越多子女願意將父
母交託安老院照顧。安老院設立初衷在於
促使長者能夠有尊嚴地生活及獲得適當照
顧。
由於近年來安老院在社會上出現供不應求

的情況，加上政府現時對該行業的法例規管
不足等問題，令不少安老院出現虐老事件。
事實上，這些事件的責任也不能完全歸咎

於安老院僱員。換個角度而言，倘若他們工
作環境舒適、壓力適中且報酬滿意，或許類

似的事情會減少發生。據立法會資料所示，
政府有意在稍後運用300億元預留款項，進
一步加強安老服務質素。
最後，在精神建設方面。政府一直致力於
改善長者安老，加強對長者的社區關愛服
務、確保知情選擇及為長者提供適時的資源
素質服務。例如在長者家中裝設「24小時平
安鐘熱線」、改善及增設屋苑康樂設施、提
升長者對科技資訊的應用能力等。作為21
世紀新人類的我們，每天正接受各種新鮮的
事物，更多時候會變得較為自我。
社會可曾記得昔日為社會出過一分力的先

驅者？多點關心他們，讓他們心中感受到愛
的力量，這比一切更為可貴。

■潘浩榮 中國政法大學大二法學系學生
香港中學文憑試通識教育科5★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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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漸浮現，但在寸金尺土的環境下，

安老宿位嚴重缺乏。根據社會福利署統計，至2018年8

月底，中央輪候冊上共有39,950人
，津助院舍平均輪候

時間為37個月，部分長者更於輪候期間不幸去世。在

「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如何可以利用現有資源及空

間，以建構和諧而平等的生活環境，已成為政府面對的一

大難題。 ■李文靖 通識科副科主任 青松侯寶垣中學

尖 子 必 殺 技

高齡海嘯將至高齡海嘯將至
安老院舍待增安老院舍待增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在2017年曾指出，10年後香港將出現
「高齡海嘯」。2016年，全港人口約為734萬，當中約116萬
為65歲以上的長者，預料未來20年將倍增至237萬，而到
2050年，每7名港人當中就有1人是80歲或以上，2064年更演
變成每1.5名成年人供養一名長者，老年撫養比率將不斷上
升。在考慮增加長者津貼或補助的同時，長者的實質生活需要
亦不可忽視。部分長者無兒無女，或與子女分開居住，獨居的
情況令長者意外頻生，以2013年的數字為例，香港65歲以上
居住於社區的長者，平均每年每5人中，便有1人試過跌倒，
其中有10%至15%更會嚴重受傷，如頭部創傷或骨折。
2017年，政府公佈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下稱《方

案》）的四大策略方針，第一項是「大幅加強社區照顧服務以
達至『居家安老』和減少住院比率」。
現時，有長期護理需要的社區服務與院舍服務的名額比例，
約為1比3，而在《方案》中，政府訂下了中期目標是將比例
調整為1比1.5，長遠目標為1比1；而於院舍服務以外，「居
家安老」的照顧者主要為外傭或家人。
然而，由於照顧長者需要付出大量時間及精神，部分年輕子
女未必願意放棄工作，全職照顧年長父母，又無經濟能力聘請
外傭，令長者的居家意外機會提升，當中亦不乏獨居長者的意
外新聞。在人口老化問題逐漸浮現之際，如何處理「長者」逐
漸成為政府「重中之重」的其中一項議題。

2000年起，社署實行「安老服務
統一評估機制」，按長者護理需要
評估結果編配合適的長期護理服
務，包括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 單
位、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綜
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護
理安老院及護養院。根據社署統

計，至2018年6月，本港有約7.4
萬個安老宿位，當中約 4.2 萬個
（56%）為非資助；至2018年8月
底，中央輪候冊上共有39,950人，
津助院舍平均輪候時間為37個月，
由於輪候時間長達3年，在輪候期
間死亡人數每年多達近6,000人。

(a) 香港政府現時提供的長者生活保障是否足夠？參考資
料Ａ及就你所知加以說明。(6分)
．足夠
現時政府會為長者提供多項經濟上的津貼，如高齡津貼

（俗稱「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廣東計劃、長者卡
計劃、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等，為長者生活提
供最實質的保障和支援；
金錢以外，政府亦鼓勵老人在家安設「平安鐘」，提供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及關懷服務，保障長者的身心健康；
亦以「乘車優惠」鼓勵長者外出，活躍於社區，保障長者
的身心健康。
．不足夠
現時政府會為長者提供生果金、綜援等生活津貼，但相
關津貼所得不是大數目，津貼僅僅能維持基本生活，如長
者要支付租金，津貼相當不足；
除金錢上，長者的照顧問題亦應關注，香港院舍服務的
宿位不足，長者要輪候多年；即使長者能入住院舍，亦未
必能夠即時適應生活，因每個長者的自理能力不一，需要
亦不同。

(a) 香港政府現時提供的長者生活保障是否足夠？參考資料Ａ及就你所知加
以說明。 (6分)

(b)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以提升現時的安老服務
質素。 (8分)

模 擬 試 題
資料A

除了以上的院舍服務，香港政府
亦有提供社會保障和長者福利，包
括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
長者生活津貼、醫療券、廣東計
劃、長者卡計劃、綜援長者廣東及
福建省養老計劃等。
另外，長者亦可選擇在家中安設

「平安鐘」，除了24小時緊急支援

服務外，亦包括關懷服務，如電話
慰問、預約門診、提醒預約覆
診、 註冊護士提醒飲食須知等，保
障長者的身心健康。
除此以外，政府積極推動「居家
安老」，如提供長者「2元乘車優
惠計劃」，期望長者不只是留在家
中安老，還可以在社區中生活。

資助院舍的配對
類別 適合的長者

安老院 不能獨自生活，但不用依賴他人照顧或護理，身體機能、記
憶及溝通能力等被評為沒有或輕度缺損

護理安老院 健康欠佳、身體殘疾、認知能力稍為欠佳及被評為中度缺損

護養院 健康欠佳、身體殘疾、認知能力欠佳及被評為嚴重缺損

2015年5月，有傳媒揭發大埔劍橋
護老院安排長者露天脫光等洗澡，
有損長者尊嚴和私隱。
一項調查發現，私營安老院舍人

手普遍不足，服務質素參差，更有
不少院舍每兩天才會為院友洗澡。
面對香港人口老化情況，老人院的
服務供不應求，面對工序緊迫、長
工時、低待遇的工作條件，照顧長
者的行業已成為厭惡性工作，故此
虐待長者的問題經常出現。
目前私營安老院由社署負責規管，

以大埔劍橋護老院為例，2010年至
2015年間，曾收過12宗投訴，其中
突擊巡查96次，一共發出15封警告
信，但從未就當中的個案進行檢控，

可見現行的監管及跟進不足。
有評論指，社署雖然發現不少私

營老人院的問題，但提出檢控有機
會令私營老人院結業，屆時將無法
處理大量失去住院照顧的老人。
一群港大社工系學生曾以神秘顧

客方式，調查九龍城區33間私營安
老院，了解當中的營運環境及服務
質素，發現超過七成院舍兩日才為
院友洗澡一次，批評院舍質素十分
參差：「最好那間院舍會用酒店來
形容；但最差那間一進去是很大的
糞味、尿味，甚至煙味……有院舍
的老人家表情呆滯，整間院舍氣氛
沉寂，所以有些事情是騙不到
人。」

資料Ｂ

模 擬 試 題

題 目 拆 解

a題拆解：
此題為說明題，學生需要利用資料Ａ

的內容進行分析，於討論長者生活保障
是否足夠的同時，需要提出合理而詳盡
的原因以作說明。學生亦可以利用「駁
論」方式展示多角度思考。

b題拆解：
題目為建議題，學生需要就題目賦予

的目標出發（提升現時的安老服務質
素），於回應題目時可先指出現時安老
服務不足之處，並提出「補救性」、
「預防性」、「發展性」的方法以作改
善。另外，「建議題」需要包括以下項
目：1.目的、2.對象、3.具體內容、4.成
效、5.可行性，以令答題更為完整及充
實；題目並沒有要求學生提出多少項建
議，一般8分題目建議提出三個詳細的
建議。

參 考 答 案

(b)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提出一些可行
的方法以提升現時的安老服務質素。 (8分)
．加強巡查及跟進 （補救性）
增加例行巡查及突擊巡查次數，如有發現

違規行為則不獲續牌，如大埔劍橋護老院；
．檢討現行機制 （補救性）
改用「認證制度」，要求所有現時私營護

老院進行認證，以令市民分辨不同級別及質
素的安老院；
．鼓勵青少年投入安老服務行業 （發展
性）
針對現時行業人手不足問題，增加安老服

務行業的人手，如使用「先聘用後培訓」的
方法，提高津貼，吸引年輕一代入行；
．加強 / 擴大「廣東計劃」和「綜援長者廣
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發展性）
鼓勵香港老人移居內地，減少對本港安老

服務的需求，同時亦可減少香港獨居老人的
意外數字。

新 聞 背 景

長者居家安老 子女未必願意

．居家安老：香港特區政府一直以來推廣「居家安老為本，
院舍照顧為後援」的發展方向，希望體弱長者不只留在家中
安老，還可以在熟悉的社區環境中生活，如長者「2元乘車
優惠計劃」就是其中一項推動「居家安老」的政策。
．老年撫養比率：老年撫養比率指65歲及以上人口數目相
對 15 歲至 64 歲人口的比率。根據《香港人口推算
2017-2066》估計，長者人口超過230萬的情況將維持最少
30年，推算至2066年，長者人口達總人口的36.6%，即約
259萬；老年撫養比率由2016年每5名勞動人口撫養2名長
者，惡化至2066年每5名勞動人口撫養4名長者。

概 念 鏈 接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大埔劍橋護老院被揭發安排長者露天脫光等洗澡。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