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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轄下的 「長者政策關注組」是由約10名公公、婆
婆組成的小團體，他們以長者身份出發考慮老人家的需求，
建議更切合實際需要。長者政策關注組的尹伯伯表示，長者
在醫、食、住、行四件事，各遇到不同困難。在醫療方面，
大部分長者無法負擔私立醫療服務，只能依靠較廉宜的公營
醫療服務；不過，政府門診服務未能滿足長者需求。

長者組成關注組提意見
關注組稱，有不少長者反映，即使電話預約看診，仍需

在診所內等候2至3小時，甚至有長者抱怨： 「明明有5間醫
生房，最多只有3個醫生當值，更多時間只有1個醫生看症。
小病都等到大病啦！」至於專科醫療服務，如眼科等，大部
分長者更無力承擔私家醫療服務，但輪候人數更多、排期更
長，長者乾脆拖延病情不求醫。關注組期望政府在預算案增
撥資源，如增加各區門診及專科醫生數目，或是批出長者專
科津貼。

在住屋方面，協助關注組的社工邱先生表示，不少長
者居於舊區，樓宇老舊又無力維修，生活環境差，加上舊
區欠缺長者設施，認為政府長年無有效措施改善長者的生
活環境，是忽視長者住屋問題。近年舊區重建，不少長者
被迫遷，他們無力支付租金，只能前往深水等舊區落腳
。舊區單位因而僧多粥少，有個案顯示，一名領綜援的老
翁雖有政府1,300元租金津貼，但最平只找到月租2,800元的
50呎房，他只有再從綜援中節衣縮食支付租金。關注組
希望政府在每年預算案中，預撥資金把部分新落成的公屋
單位，以合理租金讓長者租住。

天橋建電梯方便外出
在食和行方面，尹伯伯認為不少長者經濟拮据，寧願隱

蔽在家減少消費。他形容，長者津貼即使增多，但面對 「日
加夜加」的通脹，有關措施仍是 「到喉唔到肺」，沒法解決
長者入不敷支問題，倒不如政府將部分盈餘撥予各非牟利機
構，以增加長者中心，或延長中心服務時間，讓長者有廉價
，甚至免費的活動，以免長期瑟縮在家，衍生各式的情緒或
身體健康問題，變相減輕政府的醫療負擔。

尹伯伯特別提到，長者其實最希望擴闊自己的生活圈子
，多外出走動，不過卻遇到不少困難， 「簡單如走天橋過馬
路，不少長者膝蓋老化，步行上天橋甚難，寧願減少外出；
此外，愈來愈貴的交通費也令長者不敢遠行。」

他續謂，梁振英上台後宣布在一些行人天橋加建升降機
設施，甚獲長者歡迎，但數目顯然還不足夠，希望當局能將
計劃範圍擴大。此外現時的長者2元乘車計劃也有必要擴大
，如乘電車可以全免，對港島的長者肯定是一大支援。

另外，關注組的邱社工希望政府推行協助長者就業措施
。按人口結構，未來5年將會出現退休潮，屆時將有大批知
識型長者退休。邱先生認為政府需增加資源，研究措施協助
退休人士適應退休後生活，例如鼓勵企業以兼職方式聘用退
休人士，令長者發揮餘暉，亦避免長者一時間失去寄託，造
成心理壓力，影響身心健康。

盼提高幼園津貼
陳女士：雖然女兒

將會升小一，推出也不
會受惠，但仍希望當局
盡快推行15年免費教育
，如果不行，也希望政
府提高幼稚園學費津貼
，即使只是津貼一半也
好。

促推15年免費教育
鄧先生：女兒來年

就讀幼稚園K1，預料學
費一年需30,000多元，希
望政府可推行15年免費
教育，減輕經濟負擔。

冀有課外活動資助
黃太：現時養小朋

友不只要供書教學，更
要提供課外活動，擴闊
孩子眼界，現時孫女的
課外活動開支每月逾千
元，希望政府可為課外
活動提供資助。

冀實際措施解決醫食住行困難

長者不要糖要貼心政策
去年的財政預算案推出多項

支援長者措施，諸如醫療券、家
居服務津貼，梁振英履新後再推
出長者特別生活津貼，但令人意
外的是，有受惠長者認為 「派糖
」 僅是次要，貼合長者生活的政
策才更 「窩心」 。有長者組織表
示，長者關注的事不外乎醫、食
、住、行，因此他們更希望當局
增加診所當值醫生，不用 「有病
等餐死」 ；冀望梁振英擴大天橋
加建升降機計劃，讓長者外出時
更加方便；也希望當局盡快擴大2
元乘車、乘船優惠，讓他們擴闊
生活圈子。
本報記者梁康然 林曉晴 譚月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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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家屬也須支援
香港人口老齡化將日趨嚴重，除影響社會

生產力、政府需撥出更多資源照顧長者，從老
年化更早更嚴重的日本得出的經驗，原來照顧
長期病患者和長者的子女或親友，也亟須社會
支援，在日本因為照顧長者，令年輕人精神、
經濟陷入困境的情況已成為嚴峻的社會問題，
有社工認為前居可鑑，香港當局有必要及早制
定應對措施，防患未然。

年老體弱，不少長者都需要家人照顧。有
中年婦女照顧患上肺癌的丈夫8年，直至丈夫
病逝，過程中盡嘗長者照顧者的辛酸。事隔10
年，燕姐（化名）憶述當日經歷，仍眼有淚光
稱： 「我站在窗口，很多次想就此跳下去，因
為沒人幫到我，好辛苦。如果不是有宗教信仰
，我愛丈夫，怕沒人照顧他，可能我已經自殺
了。」

現燕姐以義工身份，協助其他類同經歷的
長者。她稱政府至今，對長者照顧者仍然不足
，希望在預算案中，政府有措施支援長者照顧
者，令家人有能力照顧長者，減輕政府負擔。

10年前，燕姐原本與丈夫維持一個小康之
家，她是精品店經理，月入1.2萬元，她兩名
女兒在海外攻讀學位。但好景不常，她丈夫在
50歲確診患上肺癌，自此小康之家幾乎崩潰。
幾十年夫婦恩情，首先為留院床位的事發生第
一次吵架。考慮到長期留醫，使費不菲，丈夫
終於屈服留在二等病房。最初，燕姐為供養女
兒，仍然一邊工作，一邊照顧病夫，最後丈夫

病情惡化，她只好放棄工作，夫婦兩人同時失
去收入，女兒被迫回港放棄升學。燕姐為此，
自責至今。而醫療費、生活費只靠積蓄維持。

及後燕姐的積儲也用得七七八八，丈夫被
迫由二等病房轉至三等病房。同時，燕姐亦開
始年老力衰，體力開始不足以照顧他人。期間
，兩名女兒打工兩年後，終於儲存充足金錢繼
續留學。燕姐不忍女兒再錯失機會，決定 「死
撐」稱自己可以獨力照顧丈夫。

在丈夫病逝前三年，婦女獨力照顧丈夫，
無論經濟及心靈都求助無門，看到丈夫越來越
辛苦，自己生活也捉襟見肘，壓力大至多次萌
生自殺念頭。事隔10年，她批評政府對長者照
顧者的支援服務，毫無進展，甚至是無支援，
她希望政府在預算案提出支援措施，令更多人
可以由家人照顧長者，毋須由政府照顧長者。

救世軍長者政策關注組社工邱先生表示，
上述個案並非罕見例子。有很多長者需要他人
全日照顧，並非家人不想照顧，而是一旦照顧
長者，照顧者就會沒法工作，毫無收入。家人
陷入兩難下，最後為求生計，只會把長者交給
政府照顧。

關注組希望，預算案向社區長者設施增撥
資源，例如增加長者日間中心、延長中心的服
務時間，讓家人可以保有工作，同時又可以在
家供養長者。此外，香港老齡化趨勢將會加劇
，當局也應及早考慮支援長者照顧者的全面政
策。

貧富懸殊學習差距拉大
中學校長籲助窮學生

即將出台的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預料將會以
「扶貧」為主要目標，而其中一個 「亮點」就是

向 「關愛基金」注資巨額，金額並有可能逾百億
元。有小學校長指出，現時學生之間的學習差距
愈來愈大，主要是因基層學生缺乏支援，建議當
局或關愛基金投放資源支援基層學童的學習生活
，包括聘請導師任教功輔班，延長學校開放時間
等，以拉近學生們的學習距離。

富學生有錢升學補習
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表示，現時香港最大

的教育問題就是學生之間的學習差距愈來愈大，
主要原因是受家庭經濟的影響，如家庭富有的，
家長可用很多資源去栽培孩子，例如成績不好可
去補習，花錢讓孩子上補習班令孩子可多元化發

展，提高升大學的機會，萬一子女在香港未能升
學，也可送孩子往外國讀書，富有家庭可透過金
錢提升教育水平，保持其階層。但與此同時，基
層家庭的孩子可能未有資源輔助他多元學習，在
本港晉升大學又只可 「一試定終生」，沒有機會
再向上流動。

梁紀昌續稱，基層家庭的家長大部分教育水
平較低，未能指導孩子的家課，令孩子在家中遇
有功課問題亦無人可問，因此梁紀昌建議，政府
或關愛基金可撥款資助學校成立課後功課輔導班
，讓學生在放學後可在導師的指導下完成家課。
梁紀昌相信，如學生們每天可認真完成功課， 「
成績亦差不到那裡！」

他建議，學校無需再以高薪聘請老師任教功
輔班，可以時薪形式去聘請學生或退休人士作兼

職。梁紀昌透露，現時鮮魚行學校亦有提供課後
功輔班，由校內老師擔任導師，但梁紀昌指，長
遠會加重教師工作量，因此建議另外聘請導師。

增學校資助幫基層學生
梁紀昌亦建議政府可增撥資源延長學校開放

時間至晚上7時，他解釋，不少家長們要為口奔
馳，未有時間管教子女，延長學校開放時間，可
讓學生留在學校，家長亦較放心，而不少基層家
庭的居所亦較狹窄，缺乏學習空間，學校便可為
學生提供較好的學習空間。

而亦有家長希望關愛基金資助貧童午膳的項
目，能擴展至中學生。現時關愛基金資助的其中
一個項目是資助低收入家庭小學學童午膳費用，
但受助人必須在學生資助計劃下，獲得全額津貼
。現時育有1子1女的侯小姐，兒子正就讀中二，
而女兒則就讀小學一年級，侯小姐指，雖然女兒
的午膳已獲津貼，但兒子的午膳費用相當昂貴，
「每天最少都要30多元」，希望關愛基金的在校午
膳津貼可擴展至中學生，減輕基層家庭的負擔。

市 民 意 見

上月公布的施政報告中，特首建議成
立專責委員會研究推行15年免費教育。目前
中小學已全面提供免費教育，唯一問題是
如何向3年幼稚園教育提供資助，香港幼稚
園協會指出，在政府未能推出相關政策時
，建議 「財爺」在新一份財政預算中增加
幼稚園學券津貼至每校26,000元，以提升幼
師薪金，挽留人才。

無論歐美發達國家，或與香港相鄰的
澳門，均已實行15年免費教育，香港作為國
際城市卻在教育方面落後於人，仍在籌劃
階段，香港幼稚園協會會長唐少勳相信政
府擁有足夠資金，推行有關政策，只不過
是技術上拖延撥款而已。該會就有關問題
已向政府提出8個方案，她估計，現時政府
每年撥款20億元資助幼稚園。若要推行15年
免費教育，便要增加資源，每年需多撥至
少8億元，即總共28億元，作補助幼師薪酬
之用。

由於政府沒有設立幼師薪級表，令薪
金由低至9800元至16300元不等，差距頗大
，無論是學士或碩士學位畢業的幼師，均
未獲薪酬保障，導致人才流失，打擊幼師
士氣。若要推行15年免費教育，唐少勳認為
首要改善幼師的薪酬問題。

她解釋說，28億元內還未包括幼稚園其
他開支，如租金等，由於各校地區不同，
租金額有異。針對幼園租金問題，該會提
交的方案中，有建設政府計算租金比率，
劃一津貼差餉資助；至於超過政府津助差
餉的幼園，可由學校自己透過家長繳付學
費補貼差額。

在未落實15年免費教育之前，就即將公
布的財政預算的期望，唐少勳希望財政司
能增加現行幼稚園學券金額的撥款，將全
年16800元增至26000元，補償幼師薪酬的不
足，挽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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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紀昌校長建議政府投放更多資源拉近貧富學生學習
距離

本報記者 林曉晴攝

▲本港人口老化，長
者在醫食住行等方面
都需要照顧 資料圖片

◀由公公、婆婆組成
的長者政策關注組希
望財政報告提出實際
支援長者的措施
本報記者 梁康然攝

▲市民希望政府推行15年免費教育，幼
稚園小朋友不用交學費 資料圖片▲侯小姐希望關愛基金午膳津

貼擴展至中學生
本報記者 林曉晴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