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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年陸續出現以長者為目標住戶的住宅，在日本，這類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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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需要的私營長者住宅數目亦與日俱增。此類住宅每月收費最低
139,800 日圓，內含租金及膳食，讓長者的居住模式有多一個選
擇。另外，當地亦非常重視長者與社區的連接，故一些包含了長者
住宅、殘障兒童託管設施及學生住宿的共生社區陸續出現。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仲慧緣

介護保險未雨綢繆
崩潰恐釀連鎖災難

自付額上升 難負擔如虛設
然而，由於近年日本國內生產
力不足，內需減少，國債沉重，
令政府國庫空虛，縮減財政開
支，使介護保險的自付額百分比
愈升愈高，由一至三成，升至三
至五成。
岑啟灝認為，如果自付額持續
上升，令很多人負擔不起，那介
護保險便形同虛設。

專門研究日本老人介護及社會福祉制度的「鐵樹銀花」
創辦人岑啟灝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日本對長

者住宅的需求愈來愈大。由 2012 年的少於 1,000 棟，到
2016年已增加至超過6,000棟，提供合共逾20萬個單位，
仍供不應求，有申請人要排隊一年才能入住。
長者住宅入住條件寬鬆，大部分只要年滿 60 歲已可申
請入住。岑啟灝列舉了其中一間名為「銀木犀」的長者住
宅，其入住費用按照不同樓層區分，一個面積為 18.42 平
方米的單人房間，最平不計稅為每月 139,800 日圓。住宅
內亦設有緊急服務及生活顧問服務，回答住戶在護理及情
緒方面的需要查詢。有護理需要的長者，則可通過政府的
介護保險服務，按照本身的護理計劃，支付原價的一至三
成，請專人提供上門服務。

人事先表明對長者的無約束方針，故家屬必須同意才會安
排入住，讓長者有絕對的自主權。
為了避免長者住宅或院舍自成一角，促進長者、特殊需
要社群與社區的連繫，日本政府亦在各巿積極推行共生社
區政策。岑啟灝稱，當地十分着重教育民眾社區觀念，故
大家對存在各群體的共生社區十分接受。除了社區上的共
生，長者住宅或一些安老院舍亦會設置一些小賣店，售賣
糖果及小玩具之類，吸引住在區內的小孩前去購買，並讓
長者負責做店員，使兩個世代有所交流。

小規模大機能 全天候居家護理

岑啟灝曾到此長者住宅參觀，發現當中有不少認知障礙
症患者居住，但住宅實施的是「門常開」政策，讓長者像
住在自己家中可以自由出入。岑啟灝解釋道，長者會經過
專業人士評估，以確定能否不受規管。住宅一方也會和家

岑啟灝特別提到，日本自 2006 年開始，出現了一種地
區型全天候24小時居家護理機構，它既提供上門居家護理
服務，如煮飯、餵食、打掃等，也同時是日間照顧中心，
照顧有需要的長者。若長者臨時有留宿照顧需要，機構也
能容納長者過夜，人數以 9 人為上限，服務非常全面。這
類機構一般只接受 25 人至 29 人登記，條件是必須為區內
居民，使用者可以介護保險繳付費用，減輕家人的照顧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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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長者和孩子多點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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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患者自由出入

為 港 長 者 謀 福 祉

特赴日本學護老
■ 岑 啟 灝在日本時
與一位伯伯特別投
緣 ， 他教對方用平
板電腦。
板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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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為兩
人同到京都遊覽。
人同到京都遊覽
。
受訪者提供

監管嚴謹 可匿名舉報
岑啟灝指出，由於日本長者
在使用服務時大多能以介護保
險付費，為確保各機構的服務
質素，當局設有通報機制，讓
職員或家人作匿名通報，一旦
接獲通報便會派人調查。另一
方面，政府也會審視各服務機
構的文件，了解其對介護保險
的索賠情況，若發現有違規情
況出現，便會大大收緊機構對
介護保險的索賠額度。

■日本人口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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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只 有 30 歲 的 岑 啟
灝，於 2015 年毅然赴日本
修讀社會學碩士，研究日本
老人介護 (即護理)、社會福祉制度及民間動
向。那時只有27歲的岑啟灝，為達至理論與實
踐並重，更毅然到當地的安老院舍工作，照顧
長者起居飲食之餘，希望深入了解當地安老院
的理念及運作模式，並把所學帶回香港。

在「靈堂」吃飯 學懂平常心
岑啟灝在日本留學期間，最難忘的經歷要數
和各長者相處的點滴。他坦言很多人以為老
了，或患了認知障礙症，人生便等同走到尾
聲，但他和老人家接觸時，卻發現他們其實很
可愛，甚至有些中度認知障礙症患者即使不是
天天見面，也會記得他的名字，叫他十分感
動。也有一位70歲的伯伯和岑啟灝特別投緣，
待他如兒子一樣，更笑言要做岑啟灝的「日本

爸爸」，不但常找他一起吃飯，還親自駕車幫
忙搬屋，也教了他很多做人的道理。
岑啟灝剛開始在安老院工作不久，發生了
一件小插曲。那時他看到同事都在一間放了
幾張長者遺照的房間裡吃午飯，後來他才知
道那是安老院內專門為已逝老人做法事的
「靈堂」，不過員工們都不會忌諱，也不會
覺得在裡面吃飯是不尊重，反而很明白生老
病死是人生必經階段，這平常心也為岑啟灝
帶來了深深的啟發。
被問到與日本長者相處和與香港長者相處有
否什麼不同時，岑啟灝坦言，兩地長者都非常
親切，但香港長者給他一種「沒有選擇」的唏
噓，彷彿總會說「人老就是這樣子了」，「因
為很辛苦，所以死也沒所謂」的話，令人聽了
心痛。日本長者對於死亡卻是一種「我這輩子
已能活到這年紀，離開也不會有太大遺憾」的
態度。

成立「鐵樹銀花」 改善護理文化

日本政府於 2000 年起實行強
制性的介護保險制度，當中分為
七個護理級別，最底層的，是要
支援的第一及第二級別，然後是
五個級別的要介護級別，數字愈
高，需要的照顧愈多。
介護保險中把保險人分為兩
類，40 歲至 64 歲需要按不同年
齡每月供款 5,300 日圓至 6,500
日圓不等。65 歲或以上則毋須
供款，若被評定為要介護，便可
使用服務，每個級別可使用的保
險額不同，以一級要支援級別為
例，每月服務金額上限是49,700
日 圓 ， 當 事 人 要 支 付 4,970 日
圓，即相等於約10%，部分自付
額會佔最高約30%。
介護保險覆蓋的範圍非常廣
泛，入住安老院、上門居家照
顧、交通、用品、甚至家中改裝
都覆蓋。以家中改裝為例，每名
長者的服務金額上限是 20 萬日
圓，長者的自付額為當中的一至
三成，餘額則由介護保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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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日元包長者食住 促進世代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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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互相幫助
長者互相幫助，
，圖中住戶正為其他行動不便的老人家取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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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根 據 日 本 NLI 研 究 所 (NLI
Research Institute)一項統計，日
本每一小時便有三人孤獨死。只
要在家中死了四天沒人發現，便
屬於孤獨死。
為了杜絕孤獨死，日本政府推
行了「零孤獨死」政策，例如在
日本巿內各區設立一個類似區代
表性質的民生委員，專門負責區
內事務。他們經遴選後被委任，
義務為巿民服務。
岑啟灝稱，這些民生委員會不
時上門探訪，以防長者在家中孤
獨死，也會讓居民上門表達意
見。早前上演的日本電影《小偷
家族》中，一位先生上門探訪花
枝婆婆，他便是民生委員。
此外，在地區上還有組織實施
「有償義工制度」，當中會提供
「傾聽服務」，讓傾聽義工陪伴
長者聊天，當中不少義工也是銀
髮族，他們還會代為遛狗，陪伴
購物。這些義工在提供服務後會
獲得點數在日後換取其他服務，
或獲得小額金錢或社區券作為心
意，讓他們在區內的一些小店購
物，保持與社區的連繫及互動。

中產
「共生社區」
老幼樂活新模式

義務民生委員探訪
冀杜絕孤獨死

■膳食簡單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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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岑啟灝成立

了社會企業「鐵樹銀
花」，積極把日本一
些值得借鏡的經驗和
意念帶到香港，期望
改善香港的一些護理
文化，為長者帶來更
幸福的生活。他解釋
道，「鐵樹銀花」中
的「鐵」和「銀」都
代表了長者，鐵樹開
花雖是百年難得一見
的景象，但只要有提
供適合的條件，鐵樹
也能盛開漂亮的花

■ 岑 啟 灝與表演的
老友記合照。
老友記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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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這意味長者其實
擁有無限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