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北上养老  不如优化本地服务  

人口老 化的 问题 逼在 眉睫 ，政府 早前 宣布 ，计 划向 两间 分别 位于

深圳及 肇庆 、由香 港非 政府 机构 营运 的安老 院舍 购买 宿位 ，吸引

长者移 居内 地。  

 

促内地生活  悭公帑纾宿位  

然而 ，香 港集 思会 一项 有关「 年轻 长 者」的调 查发 现 ，超过 8 成

半受访 者不 会考 虑回 内地 长住 ，认为 在当地 没有 亲友 ，而内 地的

医疗服 务及 治安 也不 达标 ，并 非理 想 的养老 地方 。  

 

十年前 ，港人 拿着 数十 万元 积蓄 回乡 养老 ，已 能换 取中 上层 的生

活水平 。特区 政府近 年亦 推出 多项 措 施，例如于 2013 年 增设「广

东计划 」， 让移 居广 东的 长者 可  申 领高龄 津贴 ，近 日更 研究 将

长者生 活津 贴扩 展至 广东 省区 ，藉此 鼓励长 者北 上定 居 。政 府认

为此举 既有 助减 省库 房开 支 ，又 能纾 缓本地 安老 宿位 不足 的问 题 。 

 

可惜，这个如 意算 盘未 必打 得响。集 思会早 前访 问了 1 , 002 名 55

至 74 岁的 「年 轻长 者」 ，结 果显 示 会考虑 回内 地生 活的 受访 者

仅得 5%，高 达 86%直言 不会 考虑（表 一）；而 在较 年长 的 65 至

74 岁的 受访 者中，更有约 9 成 人不 愿 到内地 长住 ，可 见有 关安 排

并不吸 引。  

 

文化不同缺照顾  长者却步  

事实上 ，近年 在内 地居 留的 长者 有减 少的趋 势 。根 据政 府统 计处

于 2011 年 公布 的《 在中 国内 地居 留 的香港 长者 的特 征》 调查 报

告，约 有 11 . 6 万名 60 岁及 以  上长 者 在内地 居留 ，较 2007 年 减

少了 5 . 1%。有 社福 界人 士指 出， 部分 长者因 不适 应内 地生 活，

选择回 流香 港 ，以 今年头 4 个 月为 例，工联会 在内 地的 中心 合  共

护送了 27 名长 者回 港。  

 

尽管多 年前 已有 港人 在内 地营 办安 老 院，但入 住情 况一 直未 如理

想。以政 府计 划买 位的 颐康 院为 例 ，该院位 于深 圳盐 田 、由 本港

非政府 机构「 香港 复康会 」经营 ，据 本地传 媒报 道称 ，颐康院 自

2006 年 开业 以来从 未住 满，目前 入住 率仅 65%，共 住有 210 名 长

者，当 中 4 成 是香 港人 。  



 

值得注 意的 是 ，相 对于 其他 由港 人经 营的内 地安 老院 ，颐康 院的

交通已 算便 利 ，由 九龙 塘乘 直通 车到 达沙头 角关 口 ，再 换乘 一个

多小时 的院 舍专 车即 达，较 很多 动辄  要 3、4 小 时车 程才 到达 的

院舍方 便得 多 。然 而 ，其 相对 有利 的 位置 ，似 乎未 能提 升院 舍的

吸引力 。业内 人士 认为 内地 的医 疗质 素欠佳 ，而港 人在 当地 独资

或合资 的  医院 却收 费高 昂， 令不 少 本欲移 居内 地的 香港 长者 却

步。  

视港为家  难信任内地医疗  

集思会 的调 查亦 显示 ，受 访者 不会 考 虑到内 地生 活的 因素 中，「 内

地医疗 服务 欠佳 」位 列第 三（表 二），有人 语带 讽刺 地说：「搬

到大陆 ，假 若有 甚么 事发 生， 如果  无钱、 无按 金， （医 院） 真

的不会 医你 。」至 于排 名第 一及 第二 的原因 ，分别 是「 不习 惯内

地生活 环境  /  文 化」 及「 在内 地无 人照顾 」。 有受 访者 听到 北

上养老 即耍 手摇 头道 ：「在 大陆 没有 置业 ，又 没有 亲人 ，加 上医

疗费很 贵， 所以 不会 考虑 到内 地退 休 。」  

 

很多年 轻长 者在 香港 土生 土长 ，早就 视这里 为唯 一的 家 ，要 他们

离开生 活数 十年 的小 区 ，前 往陌 生的 地方重 新生 活 ，真 的是 一件

好事吗 ？  

 

与其盲 目鼓 励他 们北 上养 老， 倒不 如 集中 优 化 本 地 的 安 老 服 务 ，

提升公 营医 疗系 统的 效率 ，增加 政府 资助安 老院 舍的 供应 ，营造

更适合 长者 生活 的社 会环 境， 让他 们 在这个 「家 」安 享晚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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