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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護理政策護理小組
立法會議員台鑑:
私營安老院

私營殘疾院舍 服務質素何時能改善???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15 年 5 月劍橋安老院事件(長者被集體露天沖涼), 2016 件 10 月康橋殘疾
院舍事件(智障人士被性侵事件), 2017 年 6 月 6 日, 筲箕灣發生陳氏年老夫婦不
願入安老院, 最後發生殺人事件,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關注長者安老議題超
過廿七年, 社協不明白要大幅改善「私營院舍服務質素」, 長者還要等多久?「劍
橋事件」苦候至今, 勞福局才表示 2017 年 6 月剛成立了工作小組作出檢討, 即是
兩年後才成立工作小組, 不知何時才再具體政策檢討及大幅改善???而「殘疾人
士院舍條例」要待 2019 年才全部發牌極不合理。
(表一) 「私營院舍服務質素」政策檢討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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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福局以「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為由拖延檢討
由 2015 至 2016 年, 有個叫「安老服務計劃方案」, 中間又提到安老院條例要檢
討, 據勞福局表示此「安老服務計劃方案」 ("計劃方案 ")的報告, 估計將於 2017

年第二季完成，政府當局會因應其結果，才開展檢討「安老院法例」及「殘疾人
士院舍條例」的工作, 社協認為因此要等兩年並無必要, 而且沒有檢討時間表,
至今不知政府何時才再具體檢討報告。
政府安老服務私營化決心
比「改善院舍服務質素」要大得多
政府「推行服務私營化」的決心非常明顯及具體, 政府繼續大力推行院舍服務劵
(2017-2019 年增加 3000 張「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劵」), 由 2016-2017 年增加
社區照顧劵至合共 5000 張, , 但政府何時要具體改善私院質素則不知道, 政府的
背後的思考是服務劵會鼓勵私院改善質素, 包括甲一級/甲二級會獲得更多政府
資助, 其他人手比例較低的院舍會慢慢減少或被淘汰, 但過個假設性的緩慢過程
需要多久呢? 至今沒有具體時間表。
政府消極做法 未能檢討法例 不能改善私院資素
從政府今天文件只是消極做法, 加強巡查 50,673 個私院宿位, 而加強巡查是被動
做法, 即是當中有良莠不齊的私院院舍服, 政府部門試試是在一年中巡查 7 次(見
表 2), 看看是否巡出問題來? 而非主動做法, 例如何時可修改法例增加人手, 或
者在安老服務中進行工資補貼, 改善人手質素, 到今天, 長者最具體知道的是輪
候資助院舍平均是 37 個月,(見表三) 而護養院等候 24 個月看似不及輪資助院,
實際是因為「輪資助護養院」是被評定為「嚴重缺損長者」, 他們更體弱可能更
快入私院, 更可惜是, 2016 年輪候資助安老院巳突破至 6104 名長者等候時去世。
(見表三: 2017 年尚有 36,426 長者輪候資助院舍)
(表二)

私營安老院 及 私營殘疾院舍宿位(至 2017 年 5 月)
私營

及社署監管辦法

現時社署監管方法: 巡查或發牌

安老院

547 間(50,673 宿位, 佔 4 支專業督察隊進行巡查, 平均每間私營
全部 72,000 宿位 68%) 院舍每年巡查 7 次, 另一專責隊伍會加
強巡查個別違規院所;

殘疾院舍

私營 67 間
非私營 241 間

308 間殘疾院舍中, 只有約 100 間在 2018
年能符合發牌規定;

(表三) 「輪候資助院舍」長者人數及時間(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
輪候人數

輪候時間

資助護理安老宿位

30,101

37 個月

護養院宿位

6,325

24 個月

合計 36,426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對院舍服務質素建議
1) 定具體「安老院條例」及「殘疾院舍條例」檢討時間表;

2) 大幅改善院舍人手比例;
3) 政府檢討增加「居於院舍長者綜援金`額」, 令在法例改善的前提下, 院舍有
足夠資源增加人手;
4) 考慮引入工資補貼, 增加安老人手及改善質素。

資助殘疾院舍嚴重短缺，精神病康復者無奈入私院
根據醫院管理局的數據，現時在醫管局接受治療的精神病患者，由 2011/12 年度
187,000 人，增至 2015/16 年度 226,000 人，過去 5 年增加 21%，有不同住宿需
要的人數亦相應增加，今年 4 月發佈的《精神健康檢討報告》，亦沒有探討及研
究改善精神病康復者住宿服務。由 2011 年至今，中途宿舍的名額沒有增加過，
維持 1,509 個宿位，長期護理院則由 2011 年 1,507 增至現在的 1,587 個名額，部
份有住宿照顧需要的康復者被迫住質素差劣的私院，現在輪候中途宿舍人數達
721，長期護理院則有 2111，政府只計劃未來 5 年增加 485 個宿位，缺乏長遠規
劃下，資助宿位長期供不應求1。
「殘疾院舍條例」形同虛設，豁免牌照不停延長寬限期
《殘疾人士院舍條例》
（下稱條例）於 2011 年 11 月 18 日開始生效，旨在透過由
社署管理的發牌制度，管制殘疾人士院舍，確保院舍的住客所獲得的服務，能令
他們在體格、情緒及社交方面均達到可接納的標準。可是條例生效至今將近第 6
年，只有 15%資助殘疾院舍及 31%私營殘疾院舍獲發牌。政府現在將寬限期延
至 2019 年年底，寬限時間太長。
「殘疾院舍條例」要求過低，缺乏復康元素
除了基本設施，作為提供照顧護理院舍，人手是重要影響服務質素的指標，院舍
分為低度、中度及高度照顧類別。可是，即使以 30 名住客的高度照顧院舍為例，
條例要求最低人手要求，晚間 10 時後只有 1 名主管及 1 名保健員，日間最高要
求只有 1 名主管、1 名助理員、2 名護理員及 1 名保健員，共 5 個職員2。沒有足
夠的人手配合，院舍無法提供個案輔導及活動，協助院舍內的精神病康復者康復，
融入社區。舍友之間遇有衝突或情緒不穩的情況，亦沒有受過相關訓練的人員處
理，社署正研究院舍主管需具備專業資格的要求，此建議需要盡快展開，並增加
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的人數，提升院舍質素至合理水平。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對殘疾宿舍建議：

1. 制定殘疾人士長期護理政策：評估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數目及服務需求，制定
1

社會福利署網頁
社會福利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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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的護理政策。
2. 政府增加資助院舍名額，承擔照顧殘疾人士責任。
3. 縮短殘疾院舍豁免證明書的寬限期，嚴格執行《條例》
，期限屆滿後不再續發
豁免書。
4. 提升條例要求，特別人手比例要求，增加專業及輔助專業人手，加強監察及
懲處違規院舍，(強制私營院舍必須開放予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入內為康復
者舍友提供服務)。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17 年 6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