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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券基金恐數年內乾塘
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表
示，本港人口高齡化，安老服務需
求加速，輪候安老院的人數不斷增
加，而興建資助福利服務設施，需

疫情累六合彩停逾半年 收入大減影響安老設施興建

要獎券基金撥款興建的資助福利服
務設施有增無減，惟今年受新冠疫
情影響，六合彩停頓半年有多，獎
券基金收入估計會大幅減少，剩下
可動用的結餘用不到數年，是勞福
局亟需要探討解決方法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指，本港每年平
均需要增加七八間安老院，若按現

時需求模式和未來人口高齡化的速度，未
來 40 年需要興建 1,200 間津助安老院，單
是 2037 至 2047 年的 10 年間便要額外建 458
間。

兩工作解安老宿位不足
他提出有兩項工作與處理安老院宿位不
足有關，分別是如何突破安老院只可設置
於樓高 24 米以下的限制，以及如何鼓勵私
人發展項目興建安老院。
他表示，24 米的限制要求主要是基於消
防安全考慮，如何突破有待探討可行方
案。在鼓勵私人發展項目興建安老院方
面，現主要有兩個方法，包括在賣地條款
加入要求、豁免安老院面積的地價 。另
外，過往 20 年的政策討論中，還有一個方
案政府至今仍未接納，就是豁免安老院所
佔面積計算在有關地積比率限制條款。
他強調，安老服務發展將面對公共財政赤
字挑戰，2014 年 3 月 3 日時任政府長遠財政

計劃工作小組發表報告，提到政府未來會面
臨結構性赤字，原因之一便是人口高齡化。
2012 至 2013 年度政府安老服務營運開支為
49 億元，2017 至 2018 年度是 75 億元，五年
內增加53%；2020至2021年度預算是近123
億元，即三年內再增加近64%。他指開支增
幅不斷地提速，亦只是在追落後，相信未來
挑戰會更大。
此外，興建資助福利服務設施也直接影
響勞福局及社署的財政，羅致光表示這個
問題在過往一年多才開始浮現，坊間沒有
討論，當局亦正探討未來解決方向，暫未
有方案。

赤字持續 更快
「乾塘」
羅致光又說，未來服務需求增加會加速，
需要由獎券基金撥款興建的設施只會有增無
減，惟疫情下六合彩停頓半年多，獎券基金
收入估計會大減，亟需探討解決方法。
他進一步解釋，獎券基金表面上截至明年
3 月 31 日預計仍會有 212.5 億元結餘，然而
減去今年 3 月 31 日的總承擔額 109.5 億元，
剩下可動用的結餘用不到幾年，由於基金收
入約四成來自結餘的投資回報，當赤字持續
出現時，結餘、回報和收入都會減少，赤字
便會增加，更快「乾塘」。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行政會議成員林
正財昨日表示，獎券基金撥款速度快，除

◀ 林正財建議放
寬地積比限制，誘
發展商興建安老
院。圖為一安老院
內大廳。 資料圖片
用作支付興建安老院舍以及非政府機構可
申請基金作裝修及維修安老設施。他表示
目前不少安老設施開始殘舊，獎券基金結
餘一旦減少甚至出現赤字，絕對影響安老
設施的興建和維修，而他認為可由政府注
資基金或安老項目由公帑支持，但兩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仍反
覆之際，冬季流感季節又將殺到，生署本
周四（10 月 22 日）展開年度的「政府防疫
注射計劃」，呼籲合資格人士盡早接種，
生防護中心昨日表示已訂購87.8萬劑滅活流
感疫苗，而政府亦已安排公私營合作外展隊
或生署外展隊，分別於本周四及已於本月
8 日起到參與「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
（免費）」的450間小學，以及760間幼稚
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幼兒中心，為學童
接種疫苗。

25 萬劑疫苗留給小學外展
生署發言人指出，署方預留了 25 萬劑
疫苗予小學的外展服務，相關疫苗供應商
承諾確保政府訂購的疫苗供應穩定，署方
會密切監察接種情況及存量，評估及與疫

苗供應商保持緊密聯繫。
為配合政府的防疫注射計劃，醫管局亦
於周四起，分階段為合資格人士接種季節
性流感及肺炎球菌疫苗。首階段會為合資
格人士接種流感疫苗，包括 65 歲或以上在
專科或普通科門診求診人士、在醫管局轄
下門診求診的智障人士或領取傷殘津貼人
士、有高風險或需要長期服用亞士匹林的
兒科門診病人等。第二階段則在下月 2 日
展開，為 65 歲或以上居於社區的人士接
種。而由有關政府部門轉介的家禽或養豬
從業員及從事屠宰家禽或豬隻行業人士，
亦可由下月 9 日起到特定 22 間普通科門診
診所接種。
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賴偉文呼籲市
民盡早接種疫苗，指出本港去年流感個
案較過往季度少，相信大部分市民未必

有流感抗體，大大增加今年流感傳播風
險。他又指出，研究亦顯示同時感染流
感病毒及新冠病毒的病人，病情會較嚴
重且死亡率相對較高，而有接種疫苗的
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率則較無接種的
感染低。
「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和「疫苗資助
計劃」亦繼續為合資格人士提供免費或
資助肺炎球菌疫苗接種。年滿 65 歲而沒
有高風險情況的長，可接種一劑二十
三價疫苗，而合資格有高風險情況長
若未曾接種肺炎球菌疫苗，則可接種一
劑十三價疫苗，並在一年後接種一劑二
十三價疫苗。在「疫苗資助計劃」下，
二十三價疫苗資助額已提高至每劑 300
元，十三價疫苗資助額提高至每劑 760
元。

逾八成雙職婦身心疲累

林正財促免安老院地積比
他指出，政府正探討豁免安老院所佔面
積計算於有關地積比率限制條款，希望快

《港故》常展閉幕 巿民臨尾「打卡」

防疫計劃展開 署籲速接種

要立法會審批 ，程序需時，影響院舍落
成。

▲ 羅致光指，未來
40 年需要興建 1,200
間津助安老院。圖為
安老院義工在照顧院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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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鬆綁」，指出即使政府免地價，但發
展商都不太積極將土地用作興建安老院
舍，因賣樓回報較發展安老院好，但若放
寬地積比限制，不影響土地能興建的單位
數目，便能提供更大誘因吸引發展商興建
安老院舍。

■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香港故事》常設展覽關閉，大批市民把握最後機會
入場參觀，有指甚受歡迎的電車有機會保留。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歷史博物館內具 19 年歷史的《香
港故事》常設展覽，今日起關閉兩
年進行大型更新，而展覽昨日最後
一天開放，不少市民特意與子女到
場參觀，讓子女多了解香港的發
展，而館內的電車、誠濟堂百子櫃
等展品，成為不少巿民的「打卡」
勝地。
帶同兒子到來的何先生歡迎《香
港故事》展覽進行更新，認為可增
加 1997 年後的歷史事件；另一巿民
沈小姐一家昨日亦趁展覽關閉前特
意到訪，他們同意要更新展覽，
「由 1997 年到家發生好多事，沙
士係港人好重要嘅經歷。」
《香港故事》常設展覽自2001年
開幕至今，已踏入第二十個年頭，
截至今年6 月共錄得超過1,160 萬人

次入場。展館將於今日起關閉，康
文署預算用兩年時間大型更新，展
覽內容將會有改動，而工程費用高
達4億元。
現時的展覽講述本港 4 億年前
的自然生態環境至 1997 年回歸，
館方預告更新後的展覽，將延展
至本港 21 世紀的城市發展，並新
增 2003 年沙士肆虐等事件，而自
然歷史部分將大幅縮減，有指甚
受歡迎的電車有機會保留，展覽
則加入科技元素，重現本港昔日
面貌，但內容及篇幅仍有待敲
定。
香港歷史博物館表示，展覽關閉
期間，博物館保持開放，並會在 12
月中推出《香港故事》的濃縮版：
「經典再現－香港故事精華
展。」

海下遊客中心暫定12月迎賓
■調查指逾八成受訪雙職婦女表示因家庭和工作壓力感到身心疲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專 才 捐 血
疫情持續，市民傾向減少外出，令血庫
出現告急情況。為響應紅十字會呼籲，醫
護誠信同行與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昨日共
同舉辦集體捐血活動，招募超過 50 位主要
包括西醫、牙醫、護士及專業人士的捐血
者。醫護誠信同行的會員醫生昨提供場
地，香港紅十字會派出逾 10 人團隊到場處
理捐血。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行政
及醫務總監李卓廣，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
哲玄及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主席駱勇亦參
與此次活動，他們呼籲市民積極捐血，確
保本港血庫存量穩定，令有需要人士及時
得到救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本港
不少雙職婦女，除外出工作外還要
兼顧家務，而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調查發現，多數男士雖表示期望做
到男女分工，但家務最終幾乎都由
女士負責，逾八成受訪雙職婦女表
示因家庭和工作壓力感到身心疲
累，更有近三成受訪婦女需要服用
藥物。
調查訪問了 813 名每周平均工作
多於 18 小時的市民，包括 462 名雙
職婦女及 351 名有雙職婦女伴侶的
男士。結果發現，六成受訪婦女認
為最大壓力的家庭崗位工作是管教
子女，其次是教子女做功課
（35.3% ） 和 陪 伴 子 女 溫 習
（33.3%）；47.7%男士同樣認為管
教子女壓力最大，其次是賺取金錢
養家（39%）。

七成男伴認無幫手做家務
另外，雖然逾七成男士表示期望
能做到「男女各半分工」，但約七
成男士亦坦言家務最終是由另一半

負責，管教子女上真正做到各半分
工的男士不足四成。
由於雙職婦女面對工作及家庭壓
力，調查亦發現超過半數受訪婦女
睡眠時間只有五六個小時，有近三
成需要服用醫生處方藥物。
梁女士育有兩名就讀小學的兒
子，並是兼職售貨員，她表示一直
以來所有家務都是她一手包辦，丈
夫晚飯後便躺在沙發上玩手機，即
使疫情期間一個月有十多天假期仍
未有幫忙做家務，而疫情下要照顧
孩子及負責家務，令她心態不平
衡，故以下廚、繪畫等嗜好作為抒
發途徑。
女青部門主管（女青運動）阮秀
盈指社會雖倡男女平等，但「男主
外，女主內」觀念仍存在，建議雙
職婦女為自己訂立「Me Time」，讓
自己有休息空間和時間，並期望學
校着重兩性平等教育，政府為低收
入照顧提供津貼，機構亦應提供
家庭友善政策如彈性上班時間、家
庭友善假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日表
示，位於西貢西郊野公園的海下
遊客中心即將開幕，中心設計意
念源自傳統村莊的布局，着重與
大自然融合，為遊客提供悠閒、
舒適的活動空間，而中心視乎疫
情發展，暫定 12 月下旬開放予
公眾參觀。
■海下遊客中心保留大片草地，作為戶外活動之
黃偉綸昨日發表網誌介紹海下
用。
遊客中心特色，指中心位於郊野
公園內，為樹林環抱，周邊景色優美。他 草坪；辦事處後面設置有蓋的長廊、小
並引述建築署高級工程策劃經理許龍年指 庭院等，各式迴廊和庭院緊湊地交織一
出，中心旁的行山徑連接附近海下灣海岸 起，重新演繹傳統村落穿梭於小巷當中
公園，步行只需約10分鐘；另外，中心設 的氣氛。
有多用途室，可舉辦與海岸公園有關的展
至於物料運用上，中心亦盡量配合大
覽及其他活動，前方則是一片大草坪，讓 自然風格，外牆運用清水混凝土，混凝
遊人可在草地上野餐或閒坐。
土利用有木紋的模板製成，給人質樸、
自然感覺。建築師亦多運用木條作屏
設計源自傳統村莊布局
風，有助降低室內溫度和通風，加上木
他又引述建築署高級建築師劉天行 造地台和天花，帶給遊人自然涼快感
指，中心的設計概念源自傳統村莊的布 覺。中心並引入了多項可持續發展設
局，「因地制宜」而興建，不同設施因 施，包括太陽能發電板及燈柱，補助中
應地勢和現場環境配置，打破以往把所 心的用電；雨水收集及循環再用系統，
有設施放在一個四方盒子建築物內的做 減少浪費用水；生物污水處理系統，自
法，例如把多用途室、管理員辦事處及 行處理製造的污水；以及可供公眾人士
接待處分別設於用地兩旁，圍繞中間的 使用的飲水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