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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老年學會於 1986 年由一群熱心安老服務工作的專業人士成立，在過去 20 年

一直致力改善長者的生活質素。 我們更於 2000 年成立香港老年學學院，為安

老服務專業人員及前線工作人員提供培訓，並於 2005 年開展香港安老院舍評審

計劃，以提升本港安老院舍的服務水平。 

「2007 年長者高峰會」以對談形式，討論「持續就業」、「退休保障」、「長者醫

療」及「虐老問題」等四項長者關注的課題，希望從不同角度探討安老服務未來

的走向。 

 

討論內容 

(一)  持續就業 

引言 

近年，特區政府開始提出發展社會企業，有特定專才或豐富生活經驗的長者是發

展社會企業的重要資源。長者們認為怎樣才是他們在退休後繼續貢獻社會的最有

效方法？ 

 

台上講者意見 

I.  長者持續就業的原因：  

  因生活需要 

  貢獻社會而工作 

II.  長者持續就業所需之配合： 

1. 長者自身條件 

  需要擁有健康的身體，僱主才樂意聘用。 

  長者須朝向持續學習，因具有技術及能力的長者仍受人歡迎，例子有

中醫、理髮師。此外，多參與社會事務，提昇自己與社會步伐並進，

避免社會上對長者的存有偏見，例如：能力不足，追不上潮流等負面

形象；而其中的好方法就是參與義工，為長者持續就業作好準備。 

2. 政府方面 

  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及，呼籲政府在公平機會下讓人競爭。 

3. 社會方面 

  希望商界或社福團體大力參與和支持。同時，政府可讓聘請長者的公

司或團體享有稅務優惠，推動商界支持長者持續就業。 

III. 持續就業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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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屆退休的長者大部份都是有能力，亦願意運用自己的技能，專業知識

而繼續貢獻社會。此外，亦有部份長者希望享受生活，或做義工等一些

自己喜歡的事情，目的是滿足自己的生平素願。故此退休年齡應以彈性

為佳，不必硬性規定，因為長者身體質素及時間安排都不盡相同。 

 工種方面，因應退休人士的特點及專長，例如業務管理、服務、技術等

而提供多元化選擇，簡而敝之，就是善用長者的人力資源。 

 應鼓勵商界支持長者再就業，因為他們的支持是極其重要，懇請商界加

大支持力度，繼續以半職或其他方式聘用長者，給予薪酬，肯定長者的

勞動力，善用長者的人力資源。 

 社會企業方面，政府應提供實質援助，給社會服務機構開辦社會企業，

並懇請保險界探討長者保險事宜。 

 修定持續進修基金的申請制度，使能惠及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亦可與第

三齡大學接軌。 

 

嘉賓意見(梁智鴻醫生) 

作為醫生而言，繼續工作可令身體及腦袋進步，是有這需要的。就業有兩方面，

其一是有工資的，其二是做義工。現時的長者大部份仍然是很健康，有知識及經

濟充裕。但論及延長退休年齡時就要注意，不可讓年青人誤以為長者搶去年青人

的工作機會。 

本人覺得雙贏的方案就是以較低工資令長者受僱，可以使用其經驗教導年輕人。

至於持續進修基金方面，由於條例是到 60 歲以下的，但仍可有其他運作的。安

老事務委員會最近推出以學校為本方式令長者有機會學習。以學校為址，用其學

生為老師，社福界轉介長者去學習，又可增加長幼溝通。 

 

台下參加者意見(一) 

本人現正修讀嶺南大學副學士課程，整個課程費用需要 8 萬多元，對退休長者來

說是很昂貴。本人曾向立法局表示意見，希望有贊助或援助，但回覆說持續進修

基金是供增強謀生本能的人申請，並不供長者申請。 

除學費昂貴外，60-65 歲長者又不能申請長者咭，車船費亦沒有津貼。然而有此

需求的人將會越來越多，但政府卻亳無回應。其實放寬了持續進修基金，對長者

是很有好處。 

 

台下參加者意見(二) 

就長者就業本人有以下意見： 

1) 不要呆坐家中等待，要向外推廣自己的專長 

2) 要有心理準備，不要與退休前的工作做比較，包括職位，時間等 

3) 當工作時要全力以赴，不要保留自己的實力，否則僱主情願請年輕人 

4) 工作完畢，要主動向僱主提供售後服務，例如：保持聯絡，提出如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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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樂意提供免費解答，留給僱主好印象，日後如有合適工作會再僱用。 

 

台下參加者意見(三) 

請商界響應特首提出開辦多些社會企業的構思，同時成立多些就業基金，既可吸

引更加長者出來再工作，又可以增加就業的機會，這樣可變成雙贏局面。 

另一方面，也希望社福機構開辦多些社會企業如合作社，鼓勵服務對象為長者，

這樣，長者可以幫助長者，彼此之間增加聯絡，長者參與的渠道又多了，生活圈

子大了，積極參與就大很多。 

 

台下參加者意見(四) 

在社會企業的構思尚未成熟時，建議合作社可運用現時的長者中心作為監管，其

可為之處是能夠切合不同地區的長者之需要而做，如送飯、清潔、買餸等服務。

本人亦曾經向長者中心負責人提及此建議，答覆是不想長者辛苦，故不考慮這些

服務。其實本人亦明白其背後壓力是來自保險的問題。故希望商界及保險界能共

同協調，尋求解決方法，支持長者持續就業。 

 

 (二)  退休保障 

引言 

社會上一直有聲音促請政府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讓已退休的長者能即時得到退休

保障，但政府一直沒有採納這個建議。長者們又有何意見？ 

 

台上講者意見(一) 

香港的長者退休之後缺乏基本生活保障，而強積金最少亦要 30 年後才可成熟運

作，不能令現時的長者及己經到達退休的人士受惠，加上綜援及高齡津貼金額偏

低，長者只能維持最基本生活，而中老年勞工儲蓄所得的強積金金額太少，不能

保障晚年生活，如果我們不制定完善的退休生活，政府就要花上龐大的資金解

決。在此強調以下三點意見： 

1. 退休保障的基本精神是回饋長者對社會的貢獻 

2. 保證長者在退休後的經濟狀況能維持在一個合理水平 

3. 退休保障並非是一種福利或救援，相反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退休後缺乏

生活保障是打工仔的共同憂慮，單靠強積金不能足夠維持退休後的生

活。收入低的打工仔，如單靠那一筆每月數百元的供款，前景更不堪設

想。 

4. 現時越來越多工人以外判合約形式受聘為自僱人士，無僱主的供款，這

些人絶對不可能靠強積金維持生活。所以，政府既然擁有豐厚的財政儲

備，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政府應適量增加對長者的承擔，讓每一位

長者都能安享晚年，生活有尊嚴。 

5. 政府應該成立全民養老金，盡快檢討退休保障的制度，令打工仔無後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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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憂，這是政府不可逃避的責任。建議由僱主及僱員供款的強積金內取

出一半，加上綜緩金及高齡津貼重新整合，為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每月

提供$2500-$3000 養老金，確保長者晚年的生活質素。全民退休保障的

建議，其好處是可保障未能強積金制度下受惠的低收入人士及無酬工作

者如家庭主婦。 

 

台下參加者意見(一) 

強積金是不可靠的，有機會被子女取去，更影響了兩代關係，最終增加了綜援的

壓力。如有完善的養老金制度就可以解決將來的家庭及社會問題。 

 

台下參加者意見(二) 

贊成設立全民退休金制度。此外建議政府能提高生果金金額，因有些長者會避開

麻煩的申請綜援要求及要保持子女的體面。 

 

台上講者回應 

保留增加生果金的建議，因全民養老金己含生果金在內，全民養老金亦可避免把

申領綜緩而被標籤化的問題。 

 

台下參加者意見(三) 

不應標籤取綜援的人士。全民退休保障：雖然短期內不會實現，但仍要努力不斷

爭取。 

 

台下參加者意見(四) 

以自己為例，現年 77 歲，身體狀況漸差，認為要盡快成立老人退休金制度，最

好每月有$2000。 

 

 

 (三)  長者醫療 

引言 

隨着人口不斷老化，本港的醫療服務越趨緊張。在最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特區

政府便提出發展離院照顧服務，以完善整體醫療系統。長者們對於本港的醫療服

務，如收費、輪候時間等方面有何看法？ 

 

台上講者意見(一) 

就長者醫療問題，希望政府能考慮以下事項： 

1. 對非領綜緩的長者，能以半價收費接受醫療服務 

2. 在醫院內設立藥房方便長者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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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撥資源增加離院的服務如社康護士 

4. 增加每區的長者健康服務中心或縮短輪候時間 

 

台上講者意見(二) 

就長者醫療問題有以下意見： 

1. 照顧貧者 

政府應全面承擔領取綜緩長者的醫療開支，至於非領綜援的中產長者，此

類邊緣人士可用者自付，有能者自付一部份費用。但不論經濟狀況如何，

政府應撥出部份資源，資助長者的醫療開支。 

2.  平衡公私營醫療服務方案 

關注政府作為監察的角色，包括收費水平及服務質素。 

  收費方面： 長者隨著年紀漸長，身體漸弱，醫療費用上升，醫療成為

長者生活的必需品，佔生活費用一大部份。建議政府設立

安全網，資助中產的長者，避免落入綜援網內。 

  質素方面： 提供公私營醫療的資料，讓長者在可負擔的能力範圍內選

擇。此外，建議洐接公私營醫療服務，讓病歷互通，方便

長者及中產長者選擇。同時提供離院服務，設立中轉站，

讓手術後離院長者得到適當照料。 

 

 

台下參加者意見(一) 

本人認為預防勝於治療，身體健康應由基層做起。另外，乘著政府醫療融資方案

的諮詢，長者應多向政府反映意見 

 

台下參加者意見(二) 

想提出一個問題給大家思考：1. 政府對就業人士收稅，但到他們退休後又向患

者取醫療費，累進稅制是讓收入不好的人得到資助的。2. 醫療倒退現象：政府

用電話預約代替輪籌，令到部份不懂用電話服務的長者困擾，寧願輪籌，但又不

可。最後是有一個個案，在瑪嘉烈醫院非緊急個案需輪候 8 小時才可應診。 

 

台上講者回應 

個人意見認為上述人士只佔少部份，大部份人士對電話預約覺得是方便，令不適

長者不用再辛苦排隊；有一個個案是早上 8 時致電，10 時就可看醫生了。鼓勵

長者多學習。 

 

台下參加者意見(三) 

以自己為例，長期覆診服食止痛藥，但自行購買時，外面藥房不一定有得買，有

的價錢亦很貴，甚至會有假貨，希望政府可以有措施方便長者購買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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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講者回應 

建議政府設立一站式門診專為長者服務，方便長者覆診，亦可減低支出，節省時

間，並方便醫護人員。 

 

台上講者回應 

1. 互通病歷： 

現時市民可以與醫院有掛鈎的私家醫生，利用醫院提供的密碼，使私家私

生能進入醫管局的電腦資料庫取得病者醫療紀錄。至於私家醫生，病人亦

有權利向醫生取回自己的病歷文件。 

2. 中轉站： 

醫院的醫生會轉介病人到復康醫院或護理醫院，視情況而定。 

3. 藥房： 

政府己計劃在醫院內讓承辦商開設小藥房，透過控制措施，小藥房只會賺取 

合理利潤。 

4. 急症室分流： 

不會每次都要等候 8 小時才可看到醫生。由於分流系統會把不同病程的病人

分成三類，一些緊急、有生命危險的個案會優先處理。 

5. 電話預約： 

6. 建議政府可多派些人手到長者中心，敎導長者使用該服務又或者可拍成影碟

播放，或用真人接聽電話，或把電話輸入程序簡單化。同時，亦建議政府

提高市民健康知識 

 

 

(四) 虐老問題 

引言 

將於 4 月在立法會通過的《家庭暴力條例》並不包括對虐老的保障，長者對於以

立法還是以調解來應付虐老問題有何看法？ 

 

台上講者意見(一) 

虐老問題，一直是聯席六大議題之一。2007 年 1 月 8 日立法會討論了家庭暴力

條例，聯席認為家庭暴力條例要加入長者類，使長者獲得保護。以 2004 年為例，

舉報虐老的數字有 329 宗 ， 2005 年為 528 宗 ，而 2006 年上半年為 190 宗。

以上數字不包括無舉報及無被發現的個案。 

中國人多抱著以和為本，家醜不出外傳的傳統思想，而這思想使虐老個案數字被

低估。聯席支持立法的原因是人權與生俱來，不應年紀老邁而削弱，有機制包括

保護長者在內，可令被虐者即享有保護令(是指居住權，以及傢俬的享用權)、財

物令(是保贘損失)。立法後，公眾人士會更加關注虐老問題，更可提高敬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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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要加強公民教育，讓社區人士注視虐老問題。 

 

台上講者意見(二) 

虐老的定義並不單指打或鬧，而且包括言語之間如令人扎心的話，故此贊成剛剛

講者所說要制定守則處理虐老問題。 

其實探究虐老原因，可能是施虐者受工作壓力影響，於是長者做錯了少少事，令

他不滿意便虐待長者，這乃社會問題，希望政府能增力多些社工、心理支援等給

在職人士。 

 

台上講者意見(三) 

自 1986 年以來並沒有修改過家庭暴力條例，故建議政府要改革此條例，包括： 

1. 加入家庭暴力定義 

2. 加入家庭關係如加入父母及同住的成年子女在內 

3. 保護令代替強制令 

4. 法庭強制施虐者參加輔導 

 

台下參加者意見(一) 

不明白條例內為什麼不包括長者在內，香港有保護動物條例，難道長者連動物都

不如? 

 

台下參加者意見(二) 

應支持立法，讓長者知道何謂虐待。當發生虐待時，鄰舍亦可協助舉報。 

 

台下參加者意見(三) 

不贊成在家虐條例中加入長者類的人士認為，長者不想家醜外傳及長者想跟家庭

成員生活。但我認為不是，由於長者無經濟收入，故此才依賴有經濟收入的家人。

此外，希望被虐的長者知道這狀況是無止境的，他們要勇敢站出來 

 

台下參加者意見(四) 

擔心一旦立法，會做成對抗的局面，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當家庭有問題時，可

否用和解的方式，使用中介人作調停，嚴重的情況才引用條例，因為被虐長者未

必會告上法庭，哪麼立法後是否能達到如期的效果呢? 

 

台上講者回應 

回應剛才發言者的意見，被虐長者不是喜愛跟施虐者同住，而是因為他們沒有經

濟能力，所以才不能離開施虐者。假如政府能安置這些被虐長者，他們是很願意

離開的。當然我們亦支持政府的仲和計劃。但立法後並非迫使很小的事也鬧上法

庭，此乃最後防線。同時亦希望政府能教育公眾不要虐老，要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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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一)   持續就業 

1. 不論長者自願或非自願，年屆退休年齡就要離開工作崗位，這令長

者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變化包括無收入、得不到社會認同等。究竟

年屆 50-60 歲就退休，是否適合呢?這值得各方繼續探討。 

2. 由於壽命延長，長者退休後仍有很多時間，長者仍可透過敎育、培

訓等令他們繼續有收入。幸運的長者不用繼續工作賺取收入，但仍

可發揮人生，工作等經驗為社會作貢獻。 

3. 人總要退休的，在這裡帶出一個問題，無收入的長者，由誰人負責

其以後的開支呢? 

 

(二) 退休問題 

綜覽綜援金、生果金、強積金的金額，不會是一個漂亮的情景，故此要

認真再思考退休金保障的問題，要有合理安排。 

 

(三) 醫療服務 

1. 長者退休後生活的各方面都可縮減開支，惟獨醫療開支會隨年齡而

增加。當老年人口少，政府尚可完全承擔醫療費用，但當老年人口

增加就不能單靠公營體制，私營的又不知是否可靠，又收費昂貴。 

2. 醫療體制及融資的問題特區司長曾蔭權表示，在 7 月 1 日上任時會

優先處理，大家應積極反映意見。 

 

(四) 虐老問題 

不論起因如何，一些環境會催使長者受害，然而他們需要的是被關懷。

尤其當社會進入老年化，長者不能自顧時，更需社會、社區及家人關心。

在迎接老年化，社會要有充足準備，作出制度上安排，以應付長者退休

後可長達 20 多年的照顧需要。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