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婦女聯會                                                   「居家安老、正視照顧者的付出和壓力！」 1

九 龍 婦 女 聯 會                           九龍彌敦道 478號森基商業中心二字樓 

KOWLOON WOMEN’S ORGANISATIONS FEDERATION               電話：2740 9000  傳真：2740 9555 

九龍婦女聯會九龍婦女聯會九龍婦女聯會九龍婦女聯會「「「「居家安老居家安老居家安老居家安老，，，，須正視照顧者的付出和壓力須正視照顧者的付出和壓力須正視照顧者的付出和壓力須正視照顧者的付出和壓力」」」」    

問卷調查報告問卷調查報告問卷調查報告問卷調查報告    

一) 引言 

2011/12 施政報告中提到，由於戰後「嬰兒潮」出生的市民正步入退休年齡，香港人口老化

程度日趨嚴重，本港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預計會從目前約九十萬，急升至二零三零年的二百一

十萬，屆時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將達至整體人口的四分之一。 

  而根據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的結果，由於出生率和死亡率持續處於低水平，本港人口在過

去十年持續老化，人口年齡中位數已由二零零一年的 36.7 歲升至二零零六年的 39.6 歲，並進一

步上升至二零一一年的 41.7 歲。 

高齡人口劇增，對長者服務、公共醫療，甚至照顧長者的人士帶來極大挑戰。政府近年提

倡「社區養老、家居養老」的觀念，希望透過多元化的社區支援服務，鼓勵家庭成員和社區人

士好好照顧長者。 

到底市民是否認同有關理念？家庭照顧者面對什麼壓力？女性在擔任照顧者角色上有何重

要性？政府的支援服務是否足夠？本會就有關問題進行調查。 

二) 研究方法 

為了解家庭照顧者面對的難題，本會委託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 2012 年

2 月 2 日至 2 月 9 日，成功以電話抽樣訪問 510 位年齡在 30 歲或以上，在家庭中負責照顧長者

(65 歲或以上)的人士，訪問其家庭狀況、被照顧者的情況、對政府長者支援服務的使用情況、

對「社區養老、家居養老」的看法等。訪問回應率約有 40%。 

三) 調查結果 

1. 受訪者概況 

在 510 名受訪者中有接近七成(69.8%)為女性。在年齡分佈方面，年齡介乎 30-39 歲之間的有

15.3%，介乎 40-49 歲及 50-59 歲之間的分別有 30%和 28.7%，而 60 歲或以上的則有 24.7%。當中

逾七成(72.9)受訪者表示是主要負責照顧與自己同住或不同住長者的人。而有 62.9%受訪者需要

照顧一位長者，28.6%需要照顧兩位長者，需要照顧三位或以上長者的人士則有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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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照顧的長者概況 

在受訪者需要照顧的長者中，有 39.6%是受訪者的母親，21.8 是受訪者的父親，16.1%是受訪

者的配偶。被照顧的長者年齡分佈方面，年齡在 80 歲或以上的有 47.1%，70-74 歲之間的有

19.8%，介乎 75-79 歲及 65-69 歲之間的分別有 17.8%和 15.3%。 

被照顧的長者的身體狀況方面，逾五成(51%)身體狀況良好，32.5%的長者則是長期病患者(例

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等)，18.8%的長者行動不便。 

3. 數據資料 

請問您要照顧 / 最主要照顧的長者是否和您同住呢？

44%
25%

6%
1%

24%

是

否，長者是自住

 否，長者是與

其他家人同住 
否，長者是入住

安老院舍    
其他 

 

43.5%的受訪者表示是與要照顧/最主要照顧的長者同住。23.9%是長者自住；25.1%的長者是與其

他家人同住；而有 6.3%受訪者表示需要照顧的長者是居住於安老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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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七成(75.5%)受訪者需要向被照顧的長者提供情感支援(陪食飯、聊天、致電慰問)。49.8%需

要為長者提供經濟支援，25.7%受訪者則需要陪診。23.9%需要為長者準備三餐及 22.7%需要協助

長者購買日常生活用品；而需要陪伴長者外出活動的則有 23.7%，需要為長者提供個人護理，

例如梳洗、更衣、協助上廁所、餵藥、協助吃飯等則有 23.2%。 

 

 

 

 

 

 

 

超過七成(73%)受訪者照顧長者長達 10 年或以上的時間。 

 

 

 

 

您照顧了那位長者多久呢？

11%

9%

4%

73%

3%

少於1年

1-3年

4-6年

7-9年

10年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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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三個月，因要照顧長者而感覺到身心疲累的受訪者有 36.5%，35.9%受訪者失眠或睡眠差，

31.2%經常容易生氣，29.4%感到緊張不安，28.2%感到心情低落。但有四成(40%)受訪者沒有出

現不良情況。  

 

接近六成(55.9%)受訪者表示照顧長者有助雙方的相處更融洽，而有 55.5%受訪者指出照顧長者

增進了家人之間的溝通，49.4%受訪者獲被照顧的長者肯定。有 35.5%則表示獲得家人的讚賞，

反映由家庭成員照顧長者推動了家庭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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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半(54%)受訪者十分認同或認同照顧長者需要承受好大壓力。 

 

 

當被訪者在照顧長者時遇到困難，逾六成(66.7%)受訪者會找親戚或家人幫忙，可見家庭仍發揮

互相扶持的功能。 

 

您是否認同擔當照顧者承受好大壓力？

21%

33%19%

24%

3%

十分認同

認同

一般

不認同

十分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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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覺得政府的長者社區支援服務是否足夠呢？
1%

18%

13%

31%

8%

29%
十分足夠

足夠

一般

不足夠

十分不足夠

唔知道

 

近四成(39%)受訪者認為政府提供的長者社區支援服務不足夠。 

您覺得政府提供的安老院舍照顧服務是否足夠呢？

0% 9%

7%

39%20%

25%
十分足夠

足夠

一般

不足夠

十分不足夠

唔知道

 

大部分(59%)受訪者認為政府提供的安老院舍照顧服務不足夠。 



九龍婦女聯會                                                   「居家安老、正視照顧者的付出和壓力！」 7

您最希望政府可以提供什麼協助呢？

11%

27%

31%

5%

9%

9%

8%
照顧者家庭獲稅項減免

津貼補助

增加院舍服務

增加日間護理服務

增加家務助理

增加社區照顧服務

其他 (請說明)

 

三成(31%)受訪者希望政府能增加院舍服務，27%則認為政府應該提供津貼補助，11%人士希望

政府能夠減免照顧者家庭的稅項。 

您還希望得到哪一方面的協助呢您還希望得到哪一方面的協助呢您還希望得到哪一方面的協助呢您還希望得到哪一方面的協助呢？？？？

16%

18%

11%
34%

21%
專業心理諮詢

瞭解長者服務品質好壞

知道如何選擇照顧長者

所需用品

學習照顧技巧

其他 (請說明)

 

超過三成(34%)受訪者希望政府可協助他們學習更多照顧長者的技巧。18%希望可以瞭解長者服

務品質好壞，16%則需要專業的心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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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認同政府推行的「社區養老、家居養老」觀念有助

推廣孝道呢？

9%

51%10%

15%

3%

12%

十分認同

認同

一般

不認同

十分不認同

唔知道

 

過半數(60%)受訪者認同政府推行的「社區養老、家居養老」觀念有助推廣孝道。 

如果情況許可，您認為需要照顧的長者最理想在哪裡養老呢？

11%

63%

8%

5%

1%

10%
2%

家中(自住)

家中(與家人同住)

院舍

私營安老院

回內地居住

無所謂

其他 (請說明)

 

三分之二受訪者(63%)認為與家人同住是長者養老最理想的地方，反映家庭成員願意承擔照顧長

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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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38.2%)受訪者均認為，長者的意願是安排長者養老地點的最重要考慮因素，可見在決定

與長者有關的問題時，家庭成員仍是以長者為中心。 

 

三) 結論 

傳統價值觀得以保留傳統價值觀得以保留傳統價值觀得以保留傳統價值觀得以保留    

調查顯示，近六成受訪者認同政府推行的「社區養老、家居養老」觀念有助推廣孝道，反

映市民認同「社區養老、家居養老」的做法，能夠回應及弘揚傳統尊長敬老、護老的價值觀。 

家庭的核心價值在於家庭成員能夠互相支持、關愛，有近七成受訪者表示，其最主要照顧

的長者是與其本人或其他家人同住，而有三分之二受訪者認為，有家人同住的居所是最理想的

養老地點，並有近四成受訪者表示安排養老地點時，會以長者的意願作主要考慮因素，反映家

庭成員普遍願意負起照顧長者的責任，實行「家居養老」，並在作一些與長者有關的決定時，

會以長者為本。 

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角色仍以角色仍以角色仍以角色仍以女性女性女性女性為主為主為主為主    

是次訪問主要負責照顧長者的人士中，有近七成受訪者屬女性，反映在家庭崗位中，仍是

以女性擔任照顧者角色為主。根據政府 2009 年數據，香港有 68 萬名家庭照顧者，當中便有 90%

以上為女性。 

性別歧視條例早於 1996 年實施，但從「照顧者女性化」的現象可見，大眾的傳統觀念仍然

認為照顧家庭是女性天職，在家庭崗位上的平等進程有待檢討。 



九龍婦女聯會                                                   「居家安老、正視照顧者的付出和壓力！」 10

    社區支援不足社區支援不足社區支援不足社區支援不足    

根據調查結果，雖然受訪者知道政府有提供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包括：長者支援服務隊、

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活動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長者日間暫託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家務助理服務，但使用過有關服務的人士卻很少，每項服務都有近乎八成人士表現沒有使用過。 

同樣，受訪者雖然知道政府有提供安老院舍照顧服務，包括：長者宿舍、安老院 (包括護

理安老院)、護養院、長者緊急住宿服務、長者住宿暫託服務，但每項服務亦有近乎八成人士表

現沒有使用過。 

調查中，五成(51%)受訪者表示，他們主要照顧的長者身體狀況良好，估計這間接引致大部

分受訪者雖然知道政府有提供相關的安老服務，卻未有使用。 

不過，近四成(39%)人士認為長者社區支援服務不足，而近六成(59%)人士認為安老院舍照

顧服務不足，同時，逾三成(31%)受訪者期望政府能夠增加院舍服務，反映現時政府提供的長者

照顧服務出現求過於供的情況，院舍名額不敷，亦可能是引致照顧者不使用政府服務的原因。 

由此，反映政府雖推行「社區養老」，但其宣傳力度有待增強之餘，社區支援本身並不足夠。

而大部份使用過相關服務的人士的滿意程度亦屬一般，反映相關服務的質素亦待改善。 

四) 建議 

提供津貼補助或隔代免稅額提供津貼補助或隔代免稅額提供津貼補助或隔代免稅額提供津貼補助或隔代免稅額    

  就是次調查結果，近四成受訪者每月平均收入低於港幣 20,000 元，低於政府統計處二零一

一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本港家庭住戶每月收入為港幣 20,500 元的中位數。建議政府應提供津貼

補助，減輕照顧者家庭的經濟負擔。 

政府將於明年推行的首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資助身體機能屬中度缺損的

長者，自行在社區內選擇每月價值 5000 元的日間護理及家居照顧服務，接受資助的長者須經資

產審查，按其家庭入息比例每月獲取 2500 元至 4500 元的資助，但其實長者每月仍需自掏腰包

500 至 2500 元才可享用服務。 

 

欠缺生產力及收入的長者、照顧者，其實未必具能力支付有關費用。為避免長者、照顧者

因經濟因素而不選用社區服務，建議政府應給予合理的額外資助，分擔長者、照顧者的開支，

例如長者或照顧者需要支付 2500 元的話，政府可予以一半津貼。 

 此外，是次調查顯示，28.6%人士需要照顧兩位長者，8.4%人士需要照顧三位或以上長者，

當人口老化問題持續，預料未來一個家庭需要照顧的長者人數有增無減。而根據政府現時供養

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免稅額的稅務政策，任何一名受養人只可由一名人士申索免稅額，對

需要同時照顧 2 位或以上長者的人士而言，免稅效用不足。 

老年人口增加，加上出生率和死亡率持續處於低水平，未來年青一代需要同時照顧多位長

者的社會趨勢難以避免，針對此問題，建議政府設立「隔代免稅額」，即除了現時的照顧者供

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可獲稅務減免之外，其所獲的稅務優惠可轉移到較年輕、日後將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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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照顧者的家庭成員身上(條件是須與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長者同住)，以鼓勵年輕人肩

負護老的使命，弘揚尊長敬老的主流價值觀。 

增加社區長者服務增加社區長者服務增加社區長者服務增加社區長者服務    

長者步入「初老」期身體狀況仍能保持良好，「家居養老」可行性高。但隨著長者年紀增

加，身體情況漸趨惡劣，屆時照顧者的負擔亦將加重，家庭人力、儀器設備上未必能夠配合長

者於家中生活，需尋求更多資源及專業性協助，因此建議政府增加各類長者社區服務及院舍服

務，支援照顧者家庭。 

此外，根據預測，本港 60 歲或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將由 2000 年的 14.3%上升至 2025 年的

28.2%，但政府 2012-2013 財政年度內投入的服務，只是增加 1500 個「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名額及增加 185 個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額。而現時全港 18 區分別設有一間長者健康中心，共 18

間，為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綜合基層健康護理服務，部分地區老年人口密集，對護理服務需

求相應較大，政府相關服務的投入比例根本未能配合迅速增長的長者人數，建議政府應確實估

量老年人口的增長幅度，按照每區老年人口的比例，增撥資源，規劃足夠的老人服務中心，解

決供不應求的問題。 

 

另外，針對超過 30.6%受訪者表示需要為其照顧的長者提供情感支援(包括：陪食飯、聊天、

致電慰問)，反映長者渴望受到情感上關懷，建議政府應增設長者熱線，由掌握長者心理學、基

本護理知識的人士接聽，支援長者的情緒問題及提供社區設施資訊等。 

    

推廣及加強社區養老推廣及加強社區養老推廣及加強社區養老推廣及加強社區養老    

    

俗語云：「久病床前無孝子」，要打破此定律，政府應具備未雨綢繆的方針，除了加強宣傳

力度，推廣「社區養老、居家安老」觀念外，更須關注照顧者的需要及設身處地為照顧者考慮，

提供既充足又方便使用者的支援服務。 

 

針對因院舍名額不足、長者服務點不足及交通不便等因素造成照顧者較少使用政府提供長

者服務的情況，建議有關部門與區議會合作，瞭解各區對長者服務的需求，增設服務點，避免

市民因為要跨區或交通等因素而不使用有關服務。此外，政府亦應增撥資源予非牟利團體，鼓

勵有關機構開設長者護理中心，增強服務網絡。 

增加照顧者培訓及待遇增加照顧者培訓及待遇增加照顧者培訓及待遇增加照顧者培訓及待遇    

培訓可分兩個層面：一是家庭照顧者本身，一是院舍服務人員。根據調查結果，34.5%受訪

者希望政府能夠協助他們學習更多關於照顧長者的技巧，建議政府設立有關培訓課程，讓市民

有足夠能力及知識在家中照顧長者，減輕公共醫療機構的負擔。 

而按是次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七成(73%)受訪者照顧長者長達 10 年或以上，並有 26.3%受訪

者是已退休人士，反映現時許多照顧長者的人士，其實自己本身亦是長者，未能工作亦沒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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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加上近年通脹率高企，百物騰貴，「居家養老」需要大量支出，對照顧者而言經濟壓力實

在龐大，針對此情況，建議政府必須為此類照顧者提供足夠的津貼補助，幫助一直無償付出的

照顧者亦能獲取合理回報，避免因要照顧長者而影響自己生活質素。 

此外，有見院舍服務近年入行人數減少，建議政府開設更多相關的課程，培育更多具備專

業資格的人士，避免院舍因難以招聘出現營運困難或因人手不足出現服務質素下降等問題。同

時，院舍護老員的入職待遇亦應提高，以吸引更多人投身此行業。 

提升長者活力提升長者活力提升長者活力提升長者活力    

「老有所學、老有所為」，除了社區及家庭的配合，提高長者的自我照顧能力，亦有助突

破他們本身的「年齡」枷鎖，延年益壽。勞工及福利局和安老事務委員會在 2007 年年初推行以

學校作平臺的「長者學苑」計劃。現時，全港各區共成立了 106 間「長者學苑」。建議政府繼

續提供學習和進修機會予長者，力求讓長者的生活更充實。 

至於康文署推行的「活力長者計劃」，為長者提供如太極、社交舞、乒乓球和羽毛球等免

費活動，有助長者保持身體健康、提升活力、延緩衰老。建議政府應更多推廣此類計劃，提供

不同種類的課程，例如樂器班、電腦班，以至人際關係、自我認識的課程，推動長者身心靈健

康發展，減慢老化速度，有助減輕家庭照顧者、社會的壓力。 

同時，應鼓勵「初老」長者更多參與力所能及的義工服務，發揮餘熱，推動社區關愛，促

進社區和諧及守望相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