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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九：人口老化

導論導論
相關課題：公共衛生（2）-科學、科技與公共衛生
1.背景
老化(Aging) 是人類生命的歷程。傳統上，老人亦是社會的瑰寶。應該是經驗、成熟和榮譽的
象徵。可是，現在這些觀念卻受到考驗，現代社會所強調的特質似乎直接及間接削弱了老人
的社會地位。長者是重要的社會資本，幫助社會發展，工作不是長者必需的一種條件，只是
給長者一個選擇的空間，老年生活不應受社會規範影響而有所限制，有權利選擇自己應該過
的生活。不少長者在退休後在社會擔任不少義務工作，為自己找尋人生意義；而大部分長者
工作希望退休後除了義務工作外，仍能擔任有酬工作，用自己能力保持經濟獨立，減少對政
府援助的依賴，肯定自己的價值，重新建立自信。

2. 香港現況
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愈見嚴重，人口老化指在香港的65歲或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長速度
較其他年齡組別為快，人口高齡化源於持續的低出生率和預期壽命的延長。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1 年人口普查指出長者人口及佔總人口比例的數目由1961 年至 2011 年不斷上升，長者
佔總人口比例由2.8%升至13.3%。

長者在社會上常被視為弱勢的一群，政府集中在政策上為長者提供福利及醫療的服務，而忽
略他們退休生活的實際需要，包括身心發展、就業需要等，人口老化帶來更嚴重的社會問
題，如長者獨居、抑鬱，甚至自殺等。在香港汰弱留強的機制下，僱主普遍以工作效率及能
力作為聘請的主要考慮因素，都不會僱用長者，使長者否定自己的價值。

政府針對著重老人福利。無疑補救性功能方面，特別保障、照顧、尤其對當中貧弱、疾病、
和獨居生活陷於困境的老人，以公共救助或社會福利服務的方式提供適當的服務；在預防性
方面，則指向全民退休保障的設立；只是在再發展性方面，卻是指向健康整全的退休生活，
發展老人的經驗和學識，以及讓他們自發自主參與社交活動，甚至再次投身市場，透過工作
換取自信和經驗等。可是，政府政策卻缺乏對長者提供就業培訓，使他們在不同行業有所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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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九：人口老化
3.老年人口就業：成就不一樣的老年生活
銀髮就業(Silver-hair industry)不但能把長者的特長轉化成人力資源，還是一項長者服務，為
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工作機會，並提供培訓機會，從中賦予長者一個社會角色，社會角色有助
幫助建立一個人的自我概念，社會角色的改變會直接影響自尊，建立社會角色可幫助長者自
我實踐及向自己生命負責，重拾生活的意義和自我價值，使生命有所增值，促使長者生活獨
立、積極、健康、快樂、有價值，讓他們為自己的人生創造另一高鋒。
面對人口老化問題，策動銀髮就業的社企提供一個有建設性的方式，根據長者能力、專長及
經驗，靈活善用，應付社會變化，為市場引入老年勞動人口，成就不一樣的老年生活體驗，
帶來長者的內在轉化，並長者就業中介服務，讓長者就業於更多行業，推動「銀髮就業」的
概念至各行各業。

4. 人口老化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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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人口老化

學習主題 面對人口老化及相關政府政策，如何影響長者的生活質素 

建議教授年級 中四至中六

學生須具備的前設知識 •	 醫療科技的進步與人口老化的關係
•	 世界人口老化的概況

學習目的 知識建構

1. 人口老化的基本定義
2. 香港人口老化的概況
3. 認識香港現行與長者相關的人口政策

批判性思考

1. 分析香港現時有關人口老化的政策的模式是否合宜
2. 訂立政策時需包括哪方面的考慮？
3. 分析長者的不同需要（可輔以課程中常用的理論馬斯洛的

需求金字塔）
→安老、照顧、社會地位、別人的認同、成就感、退休生
活

價值觀的建立

1. 學習「以人為本」的關顧方式
2. 尊重長者的意願，
3. 學習欣賞長者的能力，不要只標籤他們為弱勢

創意思維學習

1. 打破對於長者的刻板印象，顧及長者的全人發展，給予他
們機會表現自己

2. 「銀髮就業」如何回應長者的需要及幫助長者全面個人發
展

預期學習成果 •	 了解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問題及訴求，以及香港相應的解決
方法

•	 分析如何有效提高長者生活素質
•	 社會創業如何幫助長者達致全人發展

議題九：人口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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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九：人口老化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 內容 所需時間 教學資源

課前預習 認識全民退休保障 預習 預習工作紙－全民
退休保障

課一 
及課二
（40 + 
40分鐘）

人口老化的概況與長者需要

活動設計
【一】
《對長者
的印象》

活動簡介

認識大家對長者的印象及香港人口老化的概
況。

建議步驟

1. 讓同學完成工作紙（一）的腦圖，寫出對
長者的印象，再請同學分享自己或身邊人
對長者的看法。

2. 播放影片《老吾老以及人老鏗鏘集(2004) 
》介紹長者生活情況及用簡報與學生討論
有關長者的問題。

3. 介紹人口老化的現象及影響，並用數據展
示及播放影片《香港老了 》概括香港人
口老化的現象。

4. 回答工作紙（二）思考人口老的問題。

活動解說

讓同學反思個人及社會對待長者的態度及了
解長者的期望、想法和感受，以及認識人口
老化的嚴重性。 

40 分鐘 1. 工作紙（一）
長者的想像 

2. 建議影片： 
《老吾老以及
人老鏗鏘集
(2004) 》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 
6m0iP8PuvJs 
（13:20 - 
14:50 & 16:00 
- 22:07） 

3. 《老吾老以
及人老鏗鏘集
(2004) 》簡報 
（頁1 - 6） 

4. 《人口老化概
況 》簡報 
（頁1 - 8） 

5. 建議影片：《
香港老了 》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 
tiJZBu2Lkf4 
（全段） 

6. 工作紙（二）
－今時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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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設計
【二】
《20年
後的香港
與長者政
策》

活動簡介

想像20年後香港的長者情況，思考如何制
定適合的長者政策及評論香港現行的安老政
策。

建議步驟

1. 讓同學畫出他們心目中2035年，已成為
「超老齡化社會」的香港。 
（醫院不夠床位、安老院不足、勞動人
口下降等）

2. 讓同學自由發表，並一同列出人口老化
會帶來的影響及嘗試總結一下長者所面
對的社會問題 / 壓力，以作人口老化問
題小總結，引發他們思考長者需要。

3. 派發香港現行安老政策的補充資料，與
同學一同討論。
思考方向：
•	 政府主要的政策是甚麼？
•	 這些政策的目的是甚麼？
•	 它們能針對長者的哪些需要？
•	 它們不能解決哪些需要？

•	 這些政策多大程度能滿足長者的需要？ 

→ 只針對物質需要 

→非物質需要未有面對

•	 「人口老化」所衍生的問題，不能單從數

字可以反映；而人口老化換個講法，其實

可以是說一個自尊感低、自我形象低的階

層日漸膨脹」。

•	 讓同學思考長者的想法是怎樣呢？不想退

休的長者有何出路呢？。

•	 讓同學思考政策能否幫助全部長者。
4. 進行角色扮演遊戲，把同學分組，派發

不同的角色卡予不同組別，一共有4個需
要服務的對象，每組別各抽一個，讓同
學代入政府的角色，以服務該角色卡的
人物為目標，訂立出他們理想中的措施
和政策。
思考方向：
•	 討論你最關心的長者需要是甚麼？/針對

一個角色作回應？
•	 試解釋長者所身處的家庭、社區和整個香

港社會的哪些現象導致這種需要出現？
•	 試具體地舉出多個可以滿足他們這些需要

的方法？
•	 試從這多個方法裏面，找一個在香港社會

最可行的方法？
•	 試估計這個方法需要甚麼資源？（時間、

地方、人手、錢.....）
5. 請每組報告他們的理想措施
6. 一起討論安老政策的必備元素（經濟、

醫療、人文關懷等）

活動解說

讓同學了解人口老化是一個逼切而且牽涉甚
廣的現象，會引發長者個人及社會問題，請
同學思考理想長者政策應包含的元素，讓同
學了解到長者分有很多種類，嘗試從規劃
者的角度思考設定政策時應顧及哪方面的需
要，啟發他們思考更多能達致全面關顧的措
施。

40 分鐘 1. 工作紙（三）
－20年後的
香港

2. 角色卡

3. 香港現行的安
老政策補充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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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三 
及課四
（40 + 
40分鐘）

長者需要與社企角色

活動設計
【一】
退休，還
是退而不
休？

活動簡介

討論老人退休後的生活，為何堅持拾荒而不
領取綜援的原因

建議步驟

1. 播放影片
2. 分析老人拾荒的原因
3. 講解工作與長者生活質素有何關係
4. 讓同學自由發表，他們覺得長者的想法是

怎樣呢？不想退休的長者有何出路呢？

活動解說

使學生了解工作如何令老人重拾尊嚴，思考
如何提升他們非物質的生活質素。

30 分鐘 1. 建議影片：
《16/8/2009 
升斗之歌: 拾
荒老人》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 
bY3UxN_XJFY 
（全段）

2. 《升斗之歌：
拾荒老人》簡
報（頁1 - 4）

活動設計
【二】
《銀髮
就業》

活動簡介

社企如何幫助長者尋回自身價值，面對人口
老化問題，策動「銀髮就業」的社企提供一
個有建設性的方式，根據長者能力、專長及
經驗，靈活善用，應付社會變化，為市場引
入老年勞動人口，成就不一樣的老年生活體
驗，帶來長者的內在轉化，並長者就業中介
服務，讓長者就業於更多行業，推動「銀髮
就業」的概念至各行各業。

建議步驟

1. 播放影片（銀杏館）
2. 介紹不同的社企
3. 與學生討論社企如何改善長者的生活質素

活動解說

讓學生跳出傳統定型，思考有別於政府資助
的模式去幫助長者身心上的發展。

35 分鐘 1. 《個案分析-銀
杏館 》簡報 
（頁1 - 12）

2. 建議影片： 
《社企 - 銀杏
館》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t8g-
BeP5nKh4 
（全段）

3. 建議影片： 
《個案分析-銀
杏館［成就．
創未來］仇鉅
和（銀杏館）
》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 
e4s1qelrx0g 
（全段）

總結 讓學生整合課題所得，試以本課題所學，繪
畫一個以人口老化為中心的概念圖。

15 分鐘 總結工作紙 
－概念圖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預習工作紙
全民退休保障

請先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

[全民養老金]方案簡介
方案以政府、僱主及僱員的三方供款為基礎，令整個計劃持續運作。
 
政府的供款分為三個部分：
i)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簡稱綜援），用於65歲或以上受助人的標準金額的開支；
ii) 「公共福利金計劃」中，用於高齡津貼的開支；及
iii) 一筆過撥款500億的啟動基金。
＊2010年，政府用於以上(i)及(ii)兩個項目的開支大約為港幣118億元。往後，政府供款部份將會跟隨老年人口的
增長率而相應調整。

僱主的供款分為兩個部份：
i) 按每位僱員計算，僱主的供款比率為僱員每月薪金的2.5% (入息上限設為30,000元)。
ii) 應評稅利潤高於1,000萬的企業,每年額外繳交約1.9%的利得稅，以2010年計算，款額大
約為68億元。
為了不增加僱主的整體供款負擔，方案同時建議將僱主的強積金供款水平相應減少一半，
即2.5%;原來供款的另一半(即 2.5%)注資到本計劃。根據此安排，僱主為每位僱員提供的供
款金額基本維持不變。

僱員按個人入息計算，供款比率為每月薪金的 2.5% (入息上限設為30,000元,下限則為
6,500元,即每月入息少於6,500元的僱員不需供款)。
為了不增加市民的整體供款負擔，方案同時建議將僱員的強積金供款水平相應減少一半，
即2.5%;原來供款的另一半（即 2.5%）注資到本計劃。根據此安排，僱員的每月供款金額
基本維持不變。

資料二：

「全民養老金方案」公眾諮詢文件1/2012

A：在坊間建議三方（勞、資、官）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下，財團、富豪亦需要就全民
退休保障供款，所謂發財立品，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既然富豪長者曾經參與供款，之後
當然有權拿取 養老金，「我地出豉油，佢地出雞」，試問有何不可？

B：倘若工作人口相對於退休人口的比例不斷下跌，便會使到支撐着這個福利制度的納稅人
不勝負荷，沒有足夠的人繳交稅金。即我現在支付已退休長者的福利，日後都不一定能有
同樣水平的福利，很吃虧。

C：「全民退休保障制」不如強積金，自給自足不是更好嗎？

議題：人口老化



問題：

1. 根據資料二，支持及反對「全民退休保障制」的理據是什麼？

2.  根據資料一、二或就你所知你多大程度上支持「全民退休保障制」嗎？試加以解釋。

議題：人口老化



補充資料
香港現行的安老政策

1.醫療服務

長者醫療券計劃 為醫療服務資助計劃，於2009推行為期3年的試驗計劃，年滿70歲
的長者每人每年會獲發5張面值50元的醫療券，旨在通過提供財政誘
因，讓長者可以選擇合資格的私營醫療服務。

2.生活照顧服務

資助長期護理服務
中央輪候冊

社會福利署於2003年底起實施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集中處理
為長者而設的受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申請和服務編配。涵蓋服務包括
社區照顧服務(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長者日間護理中心)、住宿照顧
服務(如安老院、護養院)。

3.改善買宿位計劃

政府向私營安老院
購買宿位

由1998年起，政府向私營安老院購買宿位，鼓勵私營安老院舍改善
護理質素，透過改善員工比例和人均面積標準，以進一步提高私營安
老院的服務水平，同時提供更多資助宿位以縮短長者輪候入住的時
間。

4.護養院宿位買位計劃

購買空置的護養院
宿位

社會福利署於2010年起推行計劃，向非牟利及非政府機構營辦的自
負盈虧護養院購買空置的護養院宿位

5.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試驗計劃）

社會福利署於2013年底推出為期兩年的第一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採用「錢
跟人走」的資助模式，發出1200張服務券，服務券每月價值約6,000元，讓長者憑券自行
選擇切合個人需要的服務提供者、服務種類及服務組合。

6.經濟支援

高齡津貼（生果
金)

凡年齡在70歲或以上的長者，可每月獲發$1180。社會福利署於2013
年10月推出廣東計劃，方便長期居於廣東省的合資格香港長者同樣可
以領取津貼。年齡65至69歲而通過資產審查的人亦可領取，70歲或以
上人士則不須通過審查。

7.長者生活津貼

凡年齡在65歲或以上的長者，而收入及資產並沒有超過規定的限額，可每月獲發$2285。

8.長者咭計劃

由社會福利署推出，凡年滿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均可申請，領取費用全免。
長者咭為長者提供年齡證明，方便持有人享用政府部門、公共運輸機構及商舖提供的優
惠、折扣和優先服務等。優惠涵蓋交通、飲食、銀行服務、旅遊、進修等，包括以$2票價
乘坐巴士、綠色專線小巴、港鐵等。

議題：人口老化



9.退休保障

強積金 由2000年開始實施，《強積金條例》規定，所有在職者須每月供款，
於65歲退休年齡便可提取強積金的累算權益。強積金強制規定員工將
部份工資儲蓄，至年老才取回，有積穀防饑之效。

10.長者支援服務隊

由社會福利署設立，附設於長者地區中心，尋找有需要的長者，透過定期的電話或探訪慰
問，給予長者一份關懷和相關的支援。設立「長者義工」計劃，鼓勵長者成為義工，發揮
老有所為精神。

11.「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由社會福利署透過撥款資助社會服務機構、地區團體及教育團體等舉辦各式各樣活動，推
廣老有所為的精神及倡導關懷長者的風氣。團體可構思各類型能達到計劃目的活動以獲
取資助，活動類型包括社區教育活動、服務院舍長者活動、促進身心健康活動、學習和訓
練、跨代共融活動、保存及發揚傳統文化等。

12.「長者學苑」計劃

為推動積極學習，勞工及福利局和安老事務委員於2007年初開創這個以學校作平台的計
劃，資助中小學成立「長者學苑」，利用其現有資源及基本設施，為長者提供課程，使他
們可以在學校的環境進修；並安排學生作義務導師，以促進長幼共融。

資料來源：通識網http://www.liberalstudies.hk/hongkong/ls_hongkong_86.php#links

議題：人口老化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一）
長者的想像

以你對長者的印象，請在以下腦圖用六個字詞描述長者的形象，然後在課堂與老師及同學分
享。

你為甚麼對長者有這些印象？試舉例說明。

議題：人口老化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二）
今時往日

根據你在課堂上所學的知識回答以下問題。

1. 2004年與今日社會有沒有甚麼變化？

2. 長者面對的問題有甚麼不同？

3. 長者在物質與非物質生活質素上有甚麼需要（具體例子）？

4. 社會嘗試怎樣回應長者的心理需求？這些嘗試的最大阻礙是甚麼？

5. 不同階層對他們的負面觀感怎樣加深長者面對的心理問題？

議題：人口老化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三）
20年後的香港

（一） 請同學畫出你們心目中已成為「超老齡化社會」的2035年香港。 
（如：醫院不夠床位、安老院不足、勞動人口下降等）

20年後的香港

議題：人口老化



（二） 請列出人口老化會帶來的社會影響。

 
（三） 人口老化會為社會帶來影響，但為長者也會面對社會問題 / 壓力。請嘗試總結一下長

者所面對的社會問題/壓力？

 

議題：人口老化



角色卡

假設政府現在成立了長者事務委員會，專門協助長者解決問題。若你是長者事務委員會會
長，試根據下列角色的背景資料，策劃最適合他們的政策和措施，並列在下面空格內。（可
以是香港現行的安老政策或自由創作）

人物（1）：吳婆婆

背景資料

年齡： 84歲

身體狀況： 曾經中風，行動不便，需接受物理治療，另患有輕微抑鬱。

家庭狀況： 丈夫過世後獨居，沒有子女。

經濟狀況： 住在舊式唐樓，沒有電梯。靠綜援維生。

生活狀況： 家居無人打掃，十分凌亂，甚至欠缺衛生。偶爾有鄰居和社工上門探訪及
陪同去醫院做物理治療。

最大困難： 已輪候安老院超過兩年半，還未有床位。

我認為，最適合吳婆婆的政策是......

議題：人口老化



空白頁



角色卡
議題：人口老化

假設政府現在成立了長者事務委員會，專門協助長者解決問題。若你是長者事務委員會會
長，試根據下列角色的背景資料，策劃最適合他們的政策和措施，並列在下面空格內。（可
以是香港現行的安老政策或自由創作）

人物（2）：陳伯伯

背景資料

年齡： 66歲

身體狀況： 良好

家庭狀況： 與兒子、媳婦同住，但兩人均要工作，不能經常陪伴他。

經濟狀況： 住公屋，由兒子照顧起居飮食，但生活僅能糊口。

生活狀況： 當了三十年保安後被逼退休，覺得生活苦悶而且失落。

最大困難： 想找工作幫補家計，但無奈沒有人願意聘請。

我認為，最適合陳伯伯的政策是......



空白頁



角色卡
議題：人口老化

假設政府現在成立了長者事務委員會，專門協助長者解決問題。若你是長者事務委員會會
長，試根據下列角色的背景資料，策劃最適合他們的政策和措施，並列在下面空格內。（可
以是香港現行的安老政策或自由創作）

人物（3）：黃婆婆

背景資料

年齡： 75歲

身體狀況： 患有腦退化症，曾多次試過走失，需定期覆診。

家庭狀況： 與丈夫同住，沒有子女。

經濟狀況： 住板間房，領取綜援維生。

生活狀況： 由丈夫照顧起居飮食，生活拮据。

最大困難： 腦退化症的藥物昂貴，能以長期負擔。曾試過入住安老院，但因不願與丈
夫分開，而且受到護士粗暴對待，希望能繼續留在自己社區。

我認為，最適合黃婆婆的政策是......



空白頁



角色卡
議題：人口老化

假設政府現在成立了長者事務委員會，專門協助長者解決問題。若你是長者事務委員會會
長，試根據下列角色的背景資料，策劃最適合他們的政策和措施，並列在下面空格內。（可
以是香港現行的安老政策或自由創作）

人物（4）：何伯伯

背景資料

年齡： 78歲

身體狀況： 患有輕微風濕，對於將生活影響不大。

家庭狀況： 與患有腦退化症的妻子同住，沒有子女。

經濟狀況： 住板間房，領取綜援維生。

生活狀況： 每天清早都會去拾紙皮幫補家計，其餘時間寸步不移地照顧妻子。

最大困難： 因照顧妻子而經常感到勞累不堪，而且經濟上受到極大壓力。

我認為，最適合何伯伯的政策是......



空白頁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總結工作紙
概念圖

試以本課題所學，繪畫一個以人口老化為中心的概念圖。

 
圈出研習本課前對長者的印象

有夢想 需要別人協助 身體較弱 麻煩

有自理能力 能夠幫助他人 有主見 欠自理能力

沒有自信 沒有耐性 節儉 傳統

有活力 難以理解 合作 安靜

圈出研習本課後對長者的印象

有夢想 需要別人協助 身體較弱 麻煩

有自理能力 能夠幫助他人 有主見 欠自理能力

沒有自信 沒有耐性 節儉 傳統

有活力 難以理解 合作 安靜

議題：人口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