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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長者高峰會 

討論內容撮要 

 

 完善的「居家安老」政策 
 

 

 

日    期：  2010 年 5 月 26 日 (星期三) 

時    間：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五時 

地    點：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尖沙咀會堂 

 

主禮嘉賓：  安老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陳章明教授,BBS, JP     

司    儀：  何炳昭        

主    持：  李貴鈿 

台上講者：  梁啟經先生、李立民先生、梁廣深先生、李偉達先生、梁橋布先生 

大會總結：  徐雅各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老年學會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合辦 長者政策監察聯席 

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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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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長者高峰會以「完善居家安老政策」為探討主題，希望可透過互相討論，

鼓勵長者對此課題更加關注及表達意見。 

討論內容 

(一)用者支付 

台上講者意見 

 居家安老是一種長期護理 

 用者支付，政府應如何規劃和如何管制壽營機構？ 

 

完善的安老政策 

 建議全民退休、統一，並應一起商討使政策更周全； 

 用者支付---使用者付費，但並非所有人可全數支付。 

 

資產審查： 
討論長期護理融資時，少不免觸及資產審查，根據長期護理融資調查(社聯，2007) 

 40%同意接受個人資產審查； 

 58%不同意對配偶進行資產審查； 

 70%不同意對子女進行資產審查。 

 

現時長者及未來長者的角度 

現時長者：不需進行資審，只需付服務所需費用。 (聯席反對) 

未來長者：因教育程度較高、工作收入隱定、儲蓄時間較長,所以較有能力承擔   

         長期護理費用。 (聯席同意) 

資產審查範圍：(1) 個人資產審查，(2) 配偶及家庭子女審查 

聯席認為只需審查流動資產：1. 現金(銀行存款)、股票、容易轉成現金的物品；   

                          2. 自住房屋(價值不高就不計)；不是自住、或超     

                             越當時市值的某一價位，任何情況下都需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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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在內。 

市民（長者)是否願意及承擔長期護理費用 

 86%受訪者沒為未來長期護理費用儲蓄(社聯，2007)； 

 30%多受訪者打算依賴政府支付(社聯，2007)。 

 

長期護理費用和醫療費用 

 身體有疾病或轉差時所擔心支付的費用是醫療費； 

 長期護理費用亦十分重要及頗大。 

 

長期護理服務融資方法： 

聯席立場：建立可持續發展方案，政府和個人均應有責任、共同和及早計劃達致 

          共同承擔的責任。 

 

建議方案 

方案（一)提高直接税：可能加重下一代的承擔，市民要交多點稅； 

方案（二)撥用公積金及強積金：在公積金及強積金內撥若干百分比金額作為長期   

                             護理保障之用，但通常太少且不夠； 

方案（三)強制性全民參與供款：全民參與由政府規管的個人長期護理供款戶口，   

                             是強積金之外的供款； 

方案（四)購買長期護理供款保險：鼓勵市民自願購買市場上的長期護理供款保 

                              險；有關供款可當作稅務寬減； 

方案（五)落實執行全民退休保障：讓整筆保障金額可支付(1)生活保障、 

                               (2)醫療保障、 (3)長期護理保障。 

 

 

未來資助系統分析 

(一) 計算長期護理費用： 

1. 計算方法清晰易明、提高有關計算的透明度； 

2. 長者必須要知道共同付款的服務價格內容； 

3. 收費需按長者不同體弱程度而作護理計劃，及列出不同收費內容。 

 

(二) 政府資助方案： 

1. 固額資助模式 

所有長者不論貧富及殘障程度，都得到劃一資助額，未能照顧不同需要的

長者和提供個人化支援。 

2. 比例資助 

以同一百份比去資助不同成本的服務費用，但未能考慮不同長者的負擔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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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產審查 

公平及客觀地按不同個案的情況作出資助。 

 

(三) 長期護理費用資助與服務質素的關係： 

基本服務 

1. 醫療護理 

�照顧特別需要及長期護理的長者�與醫療服務作出配套。 

2. 飲食方面 

�針對不同長者健康狀況的個人化設計及指引安排。 

3. 住宿方面 

�全面及加快推行友善社區及家居安全的住宿設計與支援 

�促進家居安老及提升安老院舍的服務。 

4. 行動方面 

�促進長者於社區活動及參與 �配套便利交通。 

 

 額外更佳服務 

鼓勵未來的長者以保險供款的形式繳付 �由市場提供不同類型選擇，長者自行

於市場上作出決擇。 

 

台下參加者意見 (一) 

資審有可能令支付者出現大量開支但得不到應有的服務。 

 

台下參加者意見 (二) 

救世軍護老長者服務 

長期醫療費用為長者或家庭帶來沈重壓力，希望政府支持護老，推行護它津貼、

居家安老津貼。政府應經評估而決定有需要者可獲津貼，解決其經濟困難。 

 

台下參加者意見 (三) 

油麻地長者委員會 

-- 實行扣分制，被投訴的安老院要被扣分； 

-- 加強巡查安老院人手和護理人員的專業培訓。 

認為以上措施可保證安老院的質素。 

聯席回應：未必即時有效，因需時培訓。 

 

台下參加者意見 (四) 

保良局 

-- 護理人員需由政府發牌並行扣分制以確保人員質素； 

-- 增加老人院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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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回應：不如增加社區服務，因為建院需時。 

 

 

台下參加者意見 (五) 

救世軍 

-- 用者支付方面，如果長者有經濟問題，資審會有困難； 

-- 贊成先評估長者的經濟狀況，富者多付； 

-- 直接稅和強積金太少，不足以支付長期醫療費用； 

-- 全民供款又會增加子女負擔； 

-- 很贊成長者退休後要有保障。 

 

台下參加者意見 (六) 

明愛元朗長者中心 

-- 多監察\安老院的運作並由社會福利署審查以防院舍「借人」補數； 

-- 非常同意從稅率著手，增收利得稅。 

 

台下參加者意見 (七) 

沙田明愛中心 

-- 安老院輪位時間一般都較長，建議尋求方法解決或增建院舍。 

 

 

台下參加者意見 (八) 

-- 安老院照顧未最完善； 

-- 政府未能全面照顧有需要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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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服務市場化與服務質素 

引言 

現時長期護理服務包括院舍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 

務等，只有院舍服務分別由政府、非政府機構，及私人營辦者提供。 

台上發言(二) 

服務市場化： 

 推行「錢跟人走」計劃(即資助長者) ； 

 長者是長期護理服務的大買家； 

 「市場化」的趨勢。 

院舍服務現況： 

 政府或非政府機構： �扣除政府資助，收費廉宜。 

 私人營辦者：收費、質素參差，宿位短缺。 

 

長者市場化的憂慮： 

1. 以成本及盈利為目標，忽略福祉，未能配合服務發展及政策； 

2. 私人機構以營利為主導，無長遠承擔，其服務持續性成疑； 

3. 未有良好的市場化營運模式作參考，仍未進行「家居照顧」和「改善家居及

社區照顧」服務的檢討； 

4. 監管費高於營運費； 

5. 成本較高的病患個案或遭疏忽照顧。 

 

市場化的好處： 

1. 減低服務使用者的輪候時間，降低照顧成本； 

2. 長者有議價及選擇能力，市場競爭下，影響服務質素提升； 

3. 吸引專材，有助穩定服務的質素及標準和營運靈活性； 

4. 滿足有支付能力的人，紓緩公營及津助服務不足壓力。 

 

總結 

 長者服務市場化只是其中一個方法 

 政府保証服務質素，多作監視； 

 政府須慎重考慮如何才可令長者在市場上形成足夠的議價能力； 

 政府須定時主動、更新及發放相關資訊，如輪候時間、不良經營者名單。 

 

社會企業的特點 

 企業策略加上商業模式； 

 推廣助人自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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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運作模式 

(一) 企業：牟利商業機構的附屬企業，營辦規劃社會責任計劃； 

(二) 合作社：非牟利組織的自助組織及互助小組，計劃切合市場營運模式； 

(三) 本土經濟：政府種子基金資助，自負盈虧。 

 

台下參加者意見 (一) 

-- 應多關注隱閉長者和貧窮長者； 

-- 請社工關注。 

 

台下參加者意見 (二) 

-- 服務市場化如何達到居定安老？ 

-- 長者如何留意資訊及其型態。 

 

台下參加者意見 (三) 

-- 政府應監管私營機構以確保其質素和標準； 

-- 實行發牌制(予院舍) 。 

 

台下參加者意見 (四) 

-- 對於院舍服務，應該統一評審機制； 

-- 於院舍進行突擊檢查並需公盟結果； 

-- 加快巡查進度； 

-- 成立監察委員會。 

確保院舍以長者，服務質素為本。 

 

台下參加者意見 (五) 

-- 針對稅收方面，好讓長者負擔減低且得到合適的照顧。 

 

台下參加者意見 (一) 

-- 如不跟照社會企業的營運方式，一旦資金耗畢，就不能繼續營運。 

 

台下參加者意見 (六) 

-- 提出某些安老院設施不夠完善，有的甚至沒有走火通道或沒有遵照消防條例安   

  裝必要的設施； 

-- 政府需改進發牌予院舍的準則。 

 

台下參加者意見 (七) 

-- 青少年太自我而忽略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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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缺乏家庭支援； 

-- 從教育制度著手，應教育市民敬老。 

 

台下參加者意見 (八) 

-- 政府應加強對私營機構的管制以增加其質素。 

 

台下參加者意見 (九) 

-- 同意全民退休保障，但認為融資不管用； 

-- 希望院舍人力缺乏的問題有所改善； 

-- 院舍人員態度有待改進。 

 

台下參加者意見 (十) 

-- 政府應把資金用得其所，有盈餘則應該多撥款於長者護理方面。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