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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
老人權益中心對「檢討高齡津貼」的意見書
老人權益中心（下稱本中心）由一群為香港社會貢獻一生的「邊緣老人」所組成。中心在 1997
年成立，目的是團結社區邊緣老人，鼓勵長者表達自己的意見及實際的處境，爭取合理基本生活保
障及權益。此外，中心積極團結民間的團體，倡議與老人政策有關的議題。監察特區政府對香港長
者作出的種種承諾，並推動長者以直接參與及影響社會政策等方向。

(一)「百萬退休老人，貢獻社會一生；臨老醫食有憂，捱足一世為乜」？
全港六百多萬人，有 106 萬人是 60 歲或以上的老人，他/她們貢獻社會大半生，為香港發展及
經濟繁榮付出不少青春血汗，現時約有 46 萬長者領取只有 625 元或 705 元的生果金；此外，約有
19 萬長者領取綜援金。沒有領取生果金及綜援金的長者，餘下約 40 多萬人，當然有部份是富裕長
者，但根據 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處公布，全港月入低於 2000 元的在職貧窮長者約有 32 萬人，
這正反映香港老人貧窮的情況向來嚴重，貧窮率高達 32.6%，即每 3 名長者便有一位處於貧窮狀
況。
中心會員王升余，出生於 1938 年，現年 69 歲，與兒子租住在大窩口邨一公屋單位，只依靠兒
子每月六千元的工資生活，又要供養國內妻兒，根本再沒有多餘錢供養王伯。退休前王伯在荃灣舊
區的麵檔內工作，退休後無長俸亦無退休金。
另一位中心會員郭標，出生於 1929 年，現年 78 歲，與妻子租住在大窩口邨公屋單位，退休前
都是香港第一代產業工人，紗廠、布染廠、製衣業都是當時香港主要的工業，工人每月賺取只有幾
百元，交租及餬口緊夠，郭伯一直做到 65 歲，香港工廠北移，當時只拿取不足 3 萬元長期服務金，
無退休及長俸金。隨後 3 年他轉行從事專線小巴司機，每月賺取 5000 元，直至 68 歲才正式退休。

(二)政府「劫貧濟富」施政

貧富懸殊兩極化

曾特首於今年 10 月 10 日發表施政報告，在政府上年度庫房盈餘有 500 億之多，竟向打工皇帝
每戶減免 5000 元的差餉為限，令至每年政府庫房收入減少 26 億；削減薪俸稅及公司利得稅至 15%，
令至每年政府庫房收入減少 50 億。反之，曾蔭權等一眾政府高官「諗壞腦」
，對解決老人貧窮只是
以──醫療券(1 億 5 千)及長者家居維修(2 億)，便當安老政策。
本中心長者較早批評曾蔭權『無腦』
，原以為特區政府只是「荷包算死草」
，在各界支持增加長
者「生果金」下，迴避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誰知曾蔭權機關算盡，不單「斗零都唔加」
，更
順水推舟推出「醫療劵」，將解決長者的醫療問題推向市場，用公帑為「醫療私營化」鋪路！長者
不滿曾蔭權的，不單是曾蔭權只向 70 歲的長者，每日提供「不足 7 毫子」的「醫療津貼」
，指曾蔭

權對長者「刻薄」；更不滿他「扭計師爺諗壞腦」，漠視長者多年來要求設立「長者半費醫療咭」
，
讓長者可以獲得「公共醫療」保障，反而借「醫療劵」將長者推向私人醫療市場。

(三)全球人口老化趨勢

香港老人貧窮嚴重

政府統計處公布「香港人口推算 2007－2036」報告，涵蓋未來 30 年本港人口的數字及結構變
化。統計處推算人口由去年中 686 萬人，將增至 2036 年中的 857 萬人，30 年間增長 171 萬人，平
均按年長百分之零點七；人口老化急速惡化，年逾 65 歲的人口比例，由去年一成二增至 2016 年的
一成半，推算至 2036 年，比例更增至兩成六，老化比例急增九個百分點。未來的人口將持續老化，
65 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推算將由 2003 年的 11.7% 顯著上升至 2033 年的 27%。期間，比例的上升
在 2015 年前比較慢（該年的比例為 14.3%），之後，比例的上升速度將快得多，在 40 至 50 年後，
屆時長者佔全港人口的比例將超越 30%。與此同時，15 歲以下的人口比例將由 2003 年的 16% 逐漸
下跌至推算期末的 11%。
特區政府還想迴避人口老化及老人貧窮的問題嗎？民間已有「全民養老金的方案」，政府中央
政策組及福利局長須以開放態度，盡快成立「全民養老金專責委員會」，研究有關方案，推動社會
公眾有討論的空間。

(四)公務員人工個個加

綜援金、生果金無得加？

2003 年起，社署將所有綜援人士標準金、補助金及特別津貼減了約 11.1%，部份特別津貼如
租金更減了 15.8%。至 2006 年初，社署按社援物價指數增加綜援標準 0.4% (5 元至 10 元)，加幅與
現時通脹完全不成比例。今年市面百物騰貴，通脹率平均加幅 30%，部份食品加價至 50%，豬肉、
牛肉、罐頭食品、油樣樣加，基層長者生活日日差，但社署根本沒有按通脹追加綜援金額給長者(見
附件一)。相反，曾蔭權為求「收買」公務員，今年起人人加薪，引發各行各業的「加價潮」
，百物
騰貴，近二十萬領取綜援的老人固然要節衣縮食，而幾十萬沒有「退休保障」，只靠「生果金」生
活的長者，更加百上加斤。因此，長者要求曾蔭權政府立刻「設立全民養老金」，徹底解決人口老
化擴大的老人貧窮問題。

老人權益中心強烈要求 閣下落實下列要求：
1)
2)
3)
4)
5)

立刻將綜援基本金額回復到 2003 年削減前的水平，並補回過往 3 年削減的基本金及津貼；
立刻成立「全民養老金專責委員會」
，研究有關方案，為現時 60 歲或以上退休的長者提供「全
民養老金」;
立刻設立「長者半費醫療咭」
，為長者提供「公共醫療保障」
；反對借「醫療券」轉移視線，將
長者推向「私營醫療市場」；
立刻停止急症室及藥物收費政策；就全面醫療政策改革方向，向全港市民作出諮詢；
要求 貴會主席安排負責醫療政策的周一嶽局長及負責福利政策的張建宗局長出席委員會，在
兩個月內與我們直接對話，商討各項與老人政策有關的問題。

老人權益中心謹啟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七日

＜附件一＞

長者綜援金(1 人)由 2003 年後削減的情況(扣除租金)
年 份

金

額

2003 年

$2555

2004 年

$2400

2005 年

$2280

2006 年

$2280

2007 年

$2305

長者綜援金只加 25 元(1%)難敵物價 30%以上升幅?!
編號

類別

價錢(6/07 前)

價錢(6/07 後)

升幅

1.

豬肉

$16(1 斤)

$26(1 斤)

↑62.5%

2.

急凍排骨粒

$7(1 磅)

$11(1 磅)

↑57%

3.

生油

$52(3 支)

$76(3 支)

↑46.2%

4.

雞蛋

$10(30 隻)

$19(30 隻)

↑90%

5.

罐頭(回鍋肉)

$5.20

$7.60

↑46.2%

6.

罐頭(午餐肉)

$7.20

$10.30

↑43%

7.

盅頭飯

$10

$11

↑10%

8.

燒味單拼飯

$10

$12

↑20%

資料搜集：石蔭石籬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