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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調查背景

香港政府扶貧委員會屬下的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於於 2013年委托周永生教授成立研究

顧問團隊，就「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作出研究，該份研究報告自 2014年 8月公開後，政

府並沒有採納當中的建議，並於 2016年初展開為期六個月退休保障公眾諮詢，諮詢文件包含兩

個方案，分別為「不論貧富」方案和「有經濟需要」方案。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一直關注社會不同組群人士的退休生活需要，為回應有關諮詢，今年三月至五

月期間，明愛深入訪談臨近退休年齡或已屆滿退休年齡人士的退休生活狀況，了解他們對退休保

障的意見。希望政府能夠正視退休保障對長者生活的影響，以及理解社會對全民退休保障的訴求。

(二) 調查目的

2.1. 了解臨近退休及已屆退休人士的退休生活狀況，以及對退休生活的感受。

2.2. 了解受訪者對政府建議「有經濟需要」方案的意見。

2.3. 了解受訪者若政府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對他們的退休生活會有何不同。

(三) 調查方法及對象

是次調查採用「方便抽樣」方式，於 2016年 3月至 5月期間，在明愛社區發展服務轄下，

港九新界十個工作單位，以面談及電話通話訪問了共 115位 55歲以上的人士，調查對象均是

無領取綜援者。

(四) 調查限制

由於是次調查未有使用隨機抽樣或系統抽樣等方式來進行，是以調查結果只能反映受訪者

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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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調查結果

5.1. 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人數 %

男 44 38.3

女 71 61.7

總數 115 100.0

年齡：

人數 %

55-65歲以下 68 59.1

65-75歲以下 37 32.2

75歲或以上 10 8.7

總數 115 100.0

年齡中位數：63 歲

居住狀況：

人數 %

獨居 23 20.0

與家人同住 92 80.0

總數 115 100.0

與家人同住：

人數 %

配偶 24 26.1

配偶+子女 46 50.0

子女 15 16.3

配偶+子女+父母 2 2.2

父母 1 1.1

兄弟姊妹 4 4.3

總數 92 100.0

女性受訪者佔 61.7%；男性則佔 38.3%。

55 至 65 歲以下佔 59.1%；65 至 75 歲以下

佔 32.2%；75 歲或以上佔 8.7%；而受訪者

的年齡中位數是 63 歲。

80%受訪者與家人同住，20%受訪者為獨居

人士。

與子女同住的受訪者有 16.3%，與配偶同

住的受訪者則有 26.1%，同時與配偶及子

女同住的受訪者有 50%；顯示大部份受訪

者都是與配偶及子女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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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所類型：

人數 %

公屋 23 20.0

租住私樓 23 20.0

自置居所 26 22.6

寮屋 43 37.4

總數 115 100.0

5.2. 工作情況：

5.2.1 現在有冇受薪工作：

人數 %(N=115)

全職工作 49 42.6

兼職/散工 14 12.2

退休 41 35.7

侍業 4 3.5

家庭主婦 7 6.1

總數 115 100.0

5.2.2 如有工作，工資多少：

工資中位數

全職 $8,760.00

兼職/散工 $4,500.00

5.2.3退休年期

人數 %

1年以下 3 7.3

1-5年以下 14 34.1

5-10以下 9 22.0

10年以上 15 36.6

總數 41 100.0

平均退休年期：7.7年

有 37.4%受訪者居住於寮屋，22.6%受訪者

居住於自住居所，租住私樓及公屋的受訪

者分別有 20%。

有 42.6%受訪者從事全職工作，有 12.2%

從事兼職或散工；有 35.7%受訪者已退休。

全職受訪者工資中位數$8,760

兼職受訪者工資中位數$4,500

退休受訪者中，平均退休年期為 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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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六十五歲或以上仍然做受薪工作的原因：

人數

為生活需繼續工作 16

打發時間 1

總數 17

為生活需繼續工作

背景 表達繼續工作的原因

阿嬌 65 歲 清潔工，薪金 $4500 唔做點得

阿淡 65 歲 清潔工 薪金 $8700 唔做就無收入維持開支和生活

阿明 65 歲 地盤雜工， 薪金 $10000 要收入照顧全家

阿喜 66 歲 清潔工，薪金 $8760 沒打算退休，好動，做到做唔到為止，工作地點不遠路，想

儲蓄留待日後不能工作時用

阿謝 66 歲 的士司機，薪金$5000 長生津得 2千幾，未夠食飯飲茶，收入同支出不相稱

阿根 66 歲 漁民， 薪金$15000 做得到會繼續做,做慣左(做開頭)自己好有興趣,雖然腰骨

會痛,但仲做到

阿章 66 歲 玻璃安裝工，薪金 $10000 仲做得就希望繼續做

阿冰 67 歲 保安，薪金 $7000 因為我一個賺$7,000 兩個人 0-0 食，只顧得掂當下生活，無

咩積蓄，又無仔女和家產房屋依靠，又唔到最後都唔想申請

綜援。

阿權 67 歲 清潔，薪金 $8000 手停口停,唔做邊有錢傍身

阿蘭 68 歲 辦公室助理，薪金 $6500 自已仲做得，有工做有收入，可以維持每月使費

阿清 68 歲 清潔工，薪金 $8500 退休後會無錢無能力搞掂自己生活，丈夫又退休，都需要自

己供養照顧，不能沒有工作

阿棠 68 歲 清潔工，薪金 $8060 唔夠錢用，不返工會駛更多錢，不想成為兒女負擔，更想幫

補子女，想自己有獨立經濟

阿英 69 歲 清潔工，薪金$7800 冇錢,依家份工是最低工資,儲不到錢

阿開 69 歲 清潔工，薪金$8200 沒有收入,錢就不夠用

阿玲 71 歲 清潔工，薪金$8100 無錢和積蓄，要靠工作應付生活洗費，特別租金難以應付。

阿來 79 歲 清潔工，薪金 $8680 不工作就沒有收入，就難以應付生活支出

打發時間

阿鴻 67 歲 車場管理員，薪金 $4000 得閒做下兼職，幫下朋友頂更

65 歲及以上仍然工作的受訪者有 17 位，

當中有 16 位未退休的原因是為生活而

做，有 1位則是打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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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到達退休時，估計有退休金/強積金數目：

人數 %

10萬以下 47 40.9

10萬至 20萬以下 22 19.1

20萬至 30萬以下 9 7.8

30萬至 40萬以下 3 2.6

40萬或以上 9 7.8

不清楚 2 1.7

無強積金戶口 23 20.0

總數 115 100.0

65歲以下仍受僱的受訪者的強積金中位數：$ 100,000

65歲以上受訪者的強積金中位數： $ 60,000

有 40.9%受訪者有 10 萬以下的強積金/退休金，10 萬至 20 萬以下則佔 19.1%；

無強積金戶口的受訪者有 20%

65 歲以下仍然受僱的受訪者強積金中位數為 10 萬；

65 歲以上受訪者的強積金中位數為 6萬。

5.5. 到達退休時，估計有積蓄數目：

人數 %

沒有 17 14.8

10萬以下 44 38.3

10萬至 20萬以下 22 19.1

20萬至 30萬以下 8 7.0

30萬至 40萬以下 8 7.0

40萬至 50萬以下 5 4.3

50萬以上 10 8.7

不肯作答 1 0.9

總數 115 100.0

受訪者積蓄中位數： 8萬

積蓄有 10 萬以下的受訪者有 38.3%，有 10 萬至 20 萬以下的受訪者有 19.1%，

沒有積蓄的受訪者則有 14.8%；

受訪者積蓄中位數是 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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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現時的收入來源：

整體受訪者(N=115) 已退休受訪者(N=41)

人次 % 人次

工作 63 54.8 0

家人 48 41.7 28

長者生活津貼 20 17.4 15

股息 1 0.9 1

退休金 1 0.9 0

無 8 7.0 5

5.7. 覺得退休後每月的基本生活項目及開支金額：

中位數金額

每月退休基本生活費 $ 5500 (未計租金)

退休生活項目

食 $ 3000

租金 $1080 (公屋) $3300 (私樓) $2600.00(寮屋)

水電煤 $ 500

電話/通訊 $ 125

消遣/應酬/社交/交通費 $ 1000

醫療 $ 500

5.8. 積蓄加退休金/強積金能否應付退休後的生活：

人數 %(N=115)

能 12 10.4

不能 86 74.8

未知 17 14.8

總數 115 100.0

5.9. 你會點樣應付退休後的生活開支？

節省開支 搵工 依靠家人/子女 申請綜援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會 98 85.2 67 58.3 50 43.5 37 32.2

不會 17 14.8 48 41.7 65 56.5 78 67.8

總數 115 100.0 115 100.0 115 100.0 115 100.0

最多受訪者會節省開支應付退休生活開支，佔 85.2%；會搵工應付的佔 58.3%，不會的佔 41.7%；

有 56.5%受訪者表示不會依靠家人/子女，會的有 43.5%；申請綜援方面，有 67.8%表示不會申請，32.2%

則會申請。

受訪者認為每月退休基本生

活費的中位數金額為$5500；

退休生活項目以食佔最多開

支，需$3000，其次是租金，

及消遣、社交及交通費。

1000

有 74.8%受訪者表示不能

應付退休後的生活；未知

的有 14.8%；能夠應付的

則有 10.4%。

54.8%受訪者的收入來源來自

工作；有 41.7%來自家人；有

17.4%則來自長者生活津貼。

41 位已退休受訪者中，收入

主要來自家人及長者生活津

貼，有 5位沒有收入，只靠積

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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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開支項目

人次 % (N =98)

衣服/購物 40 40.8

食 33 33.7

消遣/社交 26 26.5

水電 3 3.1

受訪者表示退休後節省開支-內容節錄

受訪者背景 表達內容

82 歲亞芳，已退休： 不開心,樣樣都就住,十分擔心會花光積蓄,連棺材本都無埋

73 歲亞瓊，已退休：
擔心花光儲蓄,好慳,應洗則洗,買便宜些的東西,覺得無自由,太多限制變相

令自己興趣都減少,會羨慕可以捨得花錢享受生活的老人家

71 歲亞妹，已退休： 買少 D送,煲少 D湯, 一星期一次,衫都唔敢買黎著

67 歲亞群，已退休： 唔買新衫,有病少睇醫生,多菜少肉,無辦法

66 歲亞笑，已退休： 唔去旅行,盡量少睇醫生,政府乜都唔做令人好憤怒

66 歲亞明，已退休： 用水用電會慳 D, 有時等到天好黑先開燈

66 歲阿女，已退休
生活質素一直是下坡，以前看私家醫生，現看政府，食的穿的都唔敢要求，

也由港島搬到鄉郊。

65 歲亞歡，已退休： 夜 D去買餸, 格過價先買; 朝早食完, 下午唔食

64 歲亞妹，已退休： 唔敢唸，有日過日

63 歲亞鄧，已退休：
衫褲唔買，著了 10 幾 20 年，冇買自己零食，冇咩其他俾自己嘅生活開支，

其實現在生活 OK，有時想去玩，會因冇錢去玩

62 歲阿鉅，已退休：
其實現在都唔會亂買東西，除了租金及醫療問題，其他都可以慳到，感覺擔

憂，尤其租金。

62 歲阿容，已退休： 衫唔爛都唔會丟，繼續著，無收入就要咁過啦

61 歲亞蓮，已退休： 節省食、水電媒，少 D買衫，做人感覺好苦悶好可憐

57 歲亞好，已退休： 要勒住肚皮,咸魚仔都食一餐,著舊衫唔買衫,感覺好擔心怕無得食,無得住

62 歲亞新，仍工作： 沒有收入就要樣樣慳，很煩惱

62 歲亞薇，仍工作：
一定要慳食，最多唔出街留係屋企咁，好似四十年前自己搬入屯門，為慳錢

街都唔出街

68 歲亞蘭，仍工作： 出外少 D消費，食方面儘量慳，唔去玩。惟有一日過一日

69 歲亞英，仍工作： 而家有份工做都可以維持開支，到無得做退休時都惶恐朝不晚保

表示會節省開支的受訪者，主要是節省購物/

衣服、節省食的開支、減少消遣/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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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會搵工應付退休生活之受訪者背景

人數 %

55-64歲在職 44 65.7

65歲或以上仍繼續工作 13 19.4

已退休 10 14.9

總數 67 100.0

表示會搵工應付退休生活的部份受訪者的內容節錄

受訪者背景 表達內容

彰，退休半年 如果可以都想搵份工做幫補下

泰，退休半年 我會做到做唔到為止，無辦法要生活。

重，退休 1年 無錢用就要搵工做，唔想靠政府

玉，退休 2年 因為錢不夠用，要賺錢

強，退休 4年 依靠自己，但又未必有人請

炎，65 歲仍工作 無辦法，局住都要做

明，65 歲仍工作 想搵多幾個錢; 做得就做，直至身體機能不能負苛

嬌，65 歲仍工作 做到冇人請先算，有工返個人精神 D，時間易過，好過坐在屋企

喜，66 歲仍工作 找些勞動未至於辛苦的工作

冰，67 歲仍工作 如果一日仲有人請，一定搵工自食其力。

權，67 歲仍工作 每月有錢用，中意買野都買得到

蘭，68 歲仍工作 自己有得做有收入，即使搵得少 D都好過冇

開，69 歲仍工作 如果身體情況許可，都會想靠自己解決

英，69 歲仍工作 最好靠自己，唔想俾人幫助

表示會依靠家人/子女 應付退休生活的受訪者(N =50)表達內容

人數 %

擔心負累子女/感到無奈/難受 15 30.0

擔心子女無能力 9 18.0

相信家人到時會俾錢/現在已經有俾錢 16 32.0

無作答 10 20.0

總數 50 100.0

67位表示會搵工應付退休生活的受訪者

中，以 55-64 歲在職的居多

接近兩成為 65 歲以上仍繼續工作；

亦有一成多為已經退休的受訪者表示會

重返職工。

50 位表示依靠家人供養的受訪者中，有三成表示擔心負累子女/感到無奈/難受；

亦有一成多表示擔心子無能力供養自己；

有三成則表示相信家人會供養或現在家人已有比錢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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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會依靠家人/子女 應付退休生活的受訪者內容節錄

擔心負累子女/

感到無奈/難受

驚自己拖累子女

擔心他不記得比和收入不定

儲蓄不夠,要靠子女幫助

最緊要佢地能力，仲要佢哋識做。自己都唔想加重佢哋負擔

擔心加重子女負擔，子女收入不高

叫個女交比家用，有時會好難受，俾個女黑面

都怕佢哋不會比生活費。

子女每月給$3000，不敢要求太多子女給錢自己

仔女自己都要食，盡量唔問佢拎，但用晒都無辦法

但唔想要仔女夾錢，造成佢哋嘅負擔

會同仔女講話自己無錢係好難開口講

擔心子女無能力供養 要睇他們有冇能力

仔女有會比你，但唔比都冇佢符，佢地都要生活

唔煩到自己已經很好

望係咁望，大個都可能嫁出去，唔知比錢我

有仔女比就可以捱下，但同以前唔同，都擔心佢哋無錢供養自己

相信家人到時會比錢/現

在已經有比錢

兒子而家都有比家用

隨意他們,如果自己有困難,他們也會自動自覺幫忙

子女是可給予幫助唯一依靠的途徑

有信心仔女會持續給家用

現在佢未讀完書，過多三四年，出黎做野，應該都幫到下屋企。

表示不會依靠家人/子女 應付退休生活的受訪者－表達內容

人數

家人/子女無能力 20

不想成為負累/壓力 11

無家人/子女依靠 8

無作答 26

總數 65

65 位表示不會依靠家人或子女的

受訪者中，有 8位受訪者本身沒

有子女/家人可以依靠；

有 20 位表示家人無能力照顧，

有 11 位表示不想成為家人負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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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會依靠家人/子女 應付退休生活的受訪者(N =65)－表達感受內容節錄

家人/子女無能力 子女自己使自己

子女自己也未必夠

仔無錢比

他們不攤開手板問自己要錢及借卡數已好安落

子女無能力

子女沒有比家用，收入不夠，他自己也有家庭

仔女自己都搞唔掂，不用你貼錢已經很好

子女都係低收入家庭, 根本無辦法俾自己

個仔自己都養唔到

個女搵完都唔夠自己使, 無俾家用

子女均沒俾家用,又不能開口要求,只可靠自己節省開支,感到無奈

仔女講到明幫唔到,冇能力

無得靠，女兒自己有頭家，兒子唔問自己攞錢已好好

不想成為子女負累/

令子女有壓力

子女有其負擔，不想為他們增加壓力

子女會成家立室，不會靠兒女

屋企人有頭家負擔大，都是自己搞掂算，這是現實

女兒也有自己的家室需要照顧，不想打擾她

阿女都有自己家庭，我都唔想加重佢負擔，有餘錢都想還俾佢。

唔想依賴仔女要佢地牽掛，怕有「說話」聽個心難受，也擔心相見好同住難。

我擔心佢有心無力，令到她壓力大。

表示會領取綜援 應付退休生活的受訪者-表達內容及感受

人次

表達內容 自己的權利 2
最後關頭會申請 27

表達感受 感受無奈/難受 18

感到無尊嚴/擔心被歧視 9

37 位表示會領取綜援的受訪者中，有 27 位表示到最後關頭才會申請。亦有 18 位表示領取綜援令他們感

到無奈/難受，9位則表示無尊嚴/擔心被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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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會領取綜援 應付退休生活的受訪者-表達內容節錄

感受無奈/

難受

但感到無奈及被標籤,但維持生活開支

到時先算,如果窮到生活唔到就只好申請

無可奈何，無辦法也要申請

最後積蓄無晒，仔女無錢比，會申請。後生最艱難時候都無話去申請過政府錢，到老時候

如果個女唔比錢我，唯有申請綜援囉，都無辦法！

到無積蓄就要攞，覺得自己無用所以要攞

好無奈同難受，要不斷說服自己無辦法才這樣做，不是懶

想申請, 但同個女一齊住未申請到

如沒有退保又不能應付生活，都會逼於無奈考慮申請綜援。

真係無辦法唯有咁做，個心梗係唔舒服，攞呢 D錢俾政府查家宅，個心邊會好過？

感到無尊嚴/

擔心被歧視

感覺像施捨

怕被家人知，自己本身做白領，接受不到自己攞綜援，尊嚴面子問題

到做唔到預了要申請，擔心俾人知有仔女都仲要攞，會無面

有得揀都唔想，會比人睇低,唔衰都唔攞綜援

始終攞綜援有負面標籤，有得揀都唔想願申請

我地實衰包尾加,到最後實衰係政府手上(拎綜援),但左查右查好大壓力,去茶樓叫多兩碟

點心,去個旅行,搭的士都會比人話,無彈性,比人監管住,但會比人標籤

表示不會領取綜援 的原因

78 位表示不會領取綜援的受訪者

中，有三成多表示無打算領取；

寧願靠自己/家人/唔想靠政府；

有一成表示不想無尊嚴/被歧視。

另有 12 位表示本身不合資格申請。

人數 %

唔唸住/無打算 29 37.2

寧願靠自己/家人/唔想靠政府 25 32.1

不想無尊嚴/被歧視 10 12.8

不合資格 12 15.4

總數 7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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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領取綜援的受訪者-表達內容節錄

唔唸住/無打算 到時先算

無諗咁多

要去到無晒錢才會考慮

暫時不會，將來沒有錢就會考慮，「過一日算一日」，無辦法

年紀已很大，估計積蓄已夠用。

除非食到無晒錢，又做唔到嘢先考慮

寧願靠自己/家人/唔想靠政府 想靠自己

自食其力,希望盡量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但若身體狀況不佳會考

慮,內心會變得更抑鬱;以為自己為社會貢獻過,付出過,但老了卻得

不到保障,覺得不公平

唔想靠政府

自己還有子女及積蓄，無需要申請，留俾有需要的人

又唔使，我有自己積蓄，綜援是最後無路行先會

還未到最後都不想依靠政府

覺得不需要，就不會申請

我諗應該暫時不會行到呢步。

供完樓，靠生果金應該勉強夠使。

緊係唔想, 我平平地慳返啲長者金, 都可以頂得住

我不會依靠它, 另願食少啲。

盡量唔拎，我做到工作都會繼續做。

唔好啦，仔女比錢算，費事比人話有仔女,仲羅

不想無尊嚴/被歧視 申請綜援覺得會被人標籤，覺得不開心

唔想淪落到綜援

會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覺得拎綜援會俾人指指點點

唔想, 擔心被人指點標籤

仔女做公務員,怕影響他們,就算工作上無關,他們要簽衰仔紙都唔

好

咁好冇尊嚴

我想用積蓄來維持自己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

攞綜援比人覺得好窮自己有$1 都唔想拎

不合資格 同仔住，佢有做嘢

D仔女唔會同意，佢哋都有比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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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政府建議在長者生活津貼下，增加一層援助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即單身資產少於 8萬或夫婦 12萬
5千元，可獲$3230津貼，你有何意見？

人數 %

不接受方案 78 67.8

接受方案 28 24.3

無意見 9 7.8

總數 115 100.0

受訪者不接受政府方案(即有經濟需要模擬方案的看法)

不接受政府方案的受訪者，近半數表示

資產審查不合理者；亦有四成覺得政府

無誠意/刻薄長者，接近一成受訪者覺

得政府令到長者無安全感。

不接受政府方案之受訪者 -表達內容節錄
政府無誠意/對

長者刻薄

政府訂得太低，果 D錢真係做咗好多年嘢，好話唔好聽，成半世人儲番來，點都會有，

咁咪唧係叫 D人去攞綜援，有咩分別，只係改咗個名

少到唔少,我死左葬都唔止 8萬,好可悲,醫療費又貴。

始終逼工人把辛苦存起的積蓄用完才可申請，好過份！

不如自己搵工做，希望有老板可以請到七十歲，如困無人請請無錢寧願攞綜援好過！

雖然自己已符合資格申請，但限額訂得太低，一般老人家實超，政府好孤寒

老人家有積蓄是很正常的事，認為政府十分苛刻，不體諒和理解老人家，8萬蚊太少，

好孤寒

定咁低即係鼓勵人資產轉移同呃政府！

老人有 8萬蚊好平常,8 萬太少,不滿政府不容許長者有儲蓄及棺材本,政府不應視長者

為負擔及窮先俾錢,覺得好不尊重長者對社會和家庭的貢獻,應一視同仁,太多會好複雜

設審查好苛刻，政府樣樣計得好盡，老人家儲錢做棺材本，以備不時睇醫生做手術。好

窮的長者才有得領，很多長者都無法受惠

不應審查，應該要公平人人都有;長者有儲蓄很正常，不能等到人花光積蓄才給予退休

保障,政府太不近人情

政府好刻簿八萬蚊可以使幾耐，真係要去攞綜援先可以攞！設立來做乜！有積蓄旁身都

係 D老人家辛苦慳番來，一 D都唔過分，身體有咩事都要去睇醫生，排政府咗都唔知發

生什麼事

我聽新聞話同綜援一樣，咁即係唔去到無路行，政府都唔俾你，咁佢加嚟做咩

唔好唔公平，以前做嘢，交了稅，慳慳埋 D錢，現在話咩都申請唔到，唔公平

這個資產額太低，最好沒有資產上限，個個都可以拎取，留返份尊嚴比我哋！

如果有經濟需要都去申請綜援啦，點解生活都要限制老人家？我覺得政府想嚇人唔攞多

於真正有心敬老。

我覺得唔合理，唔合乎個個長者公平對待的原則，因為老人家都係辛苦捱過來，到現在

社會發達，點解分享唔到成果！

要銀行拎返錢出黎，再去拎津貼，欺騙都無計，政府行到呢步，迫大家都咁做，係嬲加

人數 %

認為資產審查不合理 38 48.7

覺得政府無誠意/刻薄長者 33 42.3

覺得政府令到長者無安全感 7 9.0

總數 78 100.0

不接受方案的受訪者有 67.8%；

接受方案有 24.3%；無意見的受

訪者則有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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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令到長者

無安全感

積蓄少成咁，對老人家一 D保障都冇，有咩事都冇得應急

很難拎到這津貼,很無安全感,而且八萬根本太小,無兒女養的話生活也很緊拙

變相逼長者將資產俾仔女，會令到長者欠缺安全感

不合理，自己做清潔都二十多年，收入低，但仍可儲到少許錢，自己都有十九萬，限額

不合理，最好個個有得攞，尊重老人家

根本有資產審查就會有老人家拎唔到津貼, 但又有需要, 佢地只係唔敢洗錢, 怕無安

全感

資產審查不合

理

這是長者應得,政府需照顧長者

如果有強積金大部份都會超額

審查有很多限制,不是所有長者均能受惠

始終逼工人把辛苦存起的積蓄用完才可申請，好過份

不要分多層，夠 65 歲個個應該俾，寧願俾少 d錢令到個個都有得攞

應該免審查，當係生果金

最好不要有審查，政府俾就俾，唔俾就算

政府不應審查，當是對長者貢獻社會的肯定，是一份心意

資產太少, 又要查戶口, 老人家有一筆錢傍身好正常, 唔應該要查資產

都想有筆錢保障生活, 唔好話 3200, 3000 都好。但最好係全民啦, 唔好左審右審。

有好過無, 不過 8萬上限太低, 應該要全民, 人人都有

唔應該有資產審查, 係退休人士應得的保障

多了錢固然開心,但不認為應設審查和只協助窮的長者,應大家都有份,一視同仁,8 萬

太少

又要強制人供強積金儲錢，又要設資產限額才可領退休保障，覺得政府十分矛盾，不應

設審查，人人都有退休保障的權利

我勤勞得番嚟嘅嘢做咩要審查﹖無論做邊行都有貢獻過呢個社會，佢可以攞可以唔攞，

你理得人哋啫你做咩要審查！根本唔啱！呢個係佢嘅權利，你要尊重佢過去幾十年嘅貢

獻！D官員都唔明白。

申請都不應該咁複雜，其實老人家後生時都幫社會唔少，建立香港出黎。點解無左可以

享用晚年的津貼呢！

受訪者接受政府方案(即有經濟需要模擬方案的看法)

接受政府方案的受訪者當中，有 29.6%認為有好

過無；25.9%認為能幫補到生活；贊成資產審查

及提高資產限額各有 18.5%；當中表示自己符合

夠資格領取的則只有 11.1%。

人數 %

好過無 8 29.6

能幫補到生活 7 25.9

贊成資產審查 5 18.5

提高資產限額 5 18.5

自己符合夠資格 3 11.1

總數 28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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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政府方案之受訪者 -表達內容節錄

表達內容

好過無 好過無,雖然這筆錢不太多,但是長者應得的,他們曾為社會付出

肯推行都係好事，不過 8萬資產太容易有，我懷疑唔知有幾多可以攞到

起碼有第一步

自己符合夠資格 好,覺得退休後終有一日會跌進此資產限額

肯定好，因為根本無這筆儲蓄

好，我合資格

能幫補到生活 可以幫下都好

對生活開支方面能夠有些幫助

都好的，如果真係慳慳地，都會夠用

對於我的退休財政壓力會減輕好多

贊成資產審查 都應該要有審查，確保資源

查冇所謂，真係窮先攞

我認同有資產上限，因為有些人真係很有錢，未必需要，如果個個人比反而幫不

到真正窮的人，我建議政府有長者醫療福利更理想，醫療開支對長者來說真係貴。

提高資產限額 有嘅都好,但 8萬資產真係好易超,最好提升個資產限額

如要設限額,應最少 80 或 100 萬,因為好多老人家都會有幾十萬積蓄;如要加稅去

應付開支,應加利得稅而非薪俸稅

8萬太少,自己無四、五十萬退休都唔會安心,最好比到一百萬上限,因為好多老人

家至少有幾十萬棺材本;但覺唔設審查,社會會承擔唔到,就算有學者計過,但將來

好多變數

我認為有資產上限是應該，但 8萬太低，我覺得資產約在 300 萬左右差不多，有

百幾萬退休唔係多，但資產太多的人真係無呢個需要。

無問題,有審查好正常,但定額太少,老人家得幾萬銀,之後得羅 3000 幾蚊,起碼都

300000,有 D 積蓄好重好,執一執老媽子都 40000 了(但 300000 都唔算有錢)

5.11. 若政府實施全民退休保障每月有約$3230退休金，對退休生活安排有冇不同：

退休生活感覺 退休生活開支

人數 % 人數 %

有 96 83.5 78 67.8

冇 19 16.5 37 32.2

總數 115 100.0 115 100.0

若實施全民退休保障，有 83.5%受訪者對退休生活感覺有不同；有 67.8%受訪者在退休生活開支安排

上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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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退休生活感覺

受訪者表示若實施全民退休保障會

令退休生活感覺有不同，主要是有

穩定收人對退休生活帶來安全感/

開心；其餘則表示有鬆動錢舒緩壓

力及感到被尊重。

對退休生活感覺內容節錄：

有穩定收入帶來

安全感/開心

安心,有所保障

覺得有保障,個人的心境變得更好

特別精神，無咁擔心

好過做曬 D積蓄才有收入

開心些,安心,有保障

穩定收入,不必擔心生活費

安全感,安心些

生活會變得較為開心,豐富

安心,生活穩定,有安全感

好大分別,開心了很多

梗係有唔同，個心都會定 D，每月有固定收入，好似政府長俸。

好好多，固定收入，心情會開心 D，唔使掛住搵工，人都輕鬆 D

有錢入銀行，定期俾，心會安心很多，感覺有多餘錢做想做的事，但唔知做咩

好，老人家心舒服最緊要

每月有固定有三千幾，心會安定 d，無咁惆悵

幫助不少，不夠用才取少許儲蓄，感覺安穩

安心 d，每月有錢過數銀行，感覺不會「今日唔知聽日事」

起碼舍舍月都有三千多元, 有安全感, 無咁擔心退休生活, 心理平衡 D

覺得無咁陰公, 而家成日擔心有咩急事無錢用, 會個人定 D

會覺我自己有保障, 唔洗求人, 覺我自己有用 D

唔使話生活個擔子落晒個仔度

壓力無咁大, 積蓄少的話生活壓力好重

唔使話無收入之後個誓子落左個仔度

唔會咁擔心, 交租同食都係經常開支, 無得唔使錢, 但有 D收入就安心好多

同老婆加埋每月六千幾退休金，加埋積蓄就覺安心了

有退保個心會安定啲，全民人人都有皆大歡喜，自己都會開心。

每個月有穩定收入，自己個人都定 D，安穩 D，起碼 D子女唔俾，自己都有得用。

感覺當然好，做左咁多年工，想有個保障。

有返少少保障,不用那麼快用完積蓄,有就可以自己過生法

生活無咁大壓力,就算仔女唔理,兩老加埋都有六千幾都可應付生活

起碼唔使執紙皮/執野食,安心一點

人數 %

有穩定收入帶來安全感/開心 67 69.8

有鬆動錢舒緩壓力/可作多些選擇 18 18.8

感到被尊重 11 11.5

總數 9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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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鬆動錢舒緩壓力/可

作多些選擇

鬆動 D,自在 D

認同全民不用審查感覺良好,不用擔心領取強積金後不會超額

可更鬆動的開支,或去旅行或作生活開支

起碼有 D錢去社交，不用太節儉，不會成為隱 蔽老人

好好多,鬆動些，壓力少些

可以去多些旅行,輕鬆些

都好嘅，對我哋有幫助，生活好 D

有情會好 D，安排退休生活嘅心理壓力冇咁大，開工時間長短彈性大 D，輕鬆 D。

個心定好多，起碼每個月都有穩定收入，起碼有時要睇吓私家醫生，中醫都可

以

感覺開心，因為依家根本冇錢俾自己去飲去食，冇錢係俾自己食同使，有嘅活

可以有日由自己食己使，豐富 D。可以多茶飲

多咗 D錢，起碼多點選擇

鬆 D,滿足下自己,去下旅行

出去玩都多 D,開心 D

感到被尊重 會開心些,不用再執紙皮,感覺冇咁慘,不再有被同情的感覺

人人都有份,一視同仁,感到被尊重

沒有審查覺得多些尊重長者,條氣順些

感覺被尊重和肯定，會開心 D,

沒有審查感覺好些,不用被標籤,感覺被尊重,感覺有保障些

可以唔駛攞綜援，唔駛靠政府，感覺好好多

感覺社會敬老，感到被尊重。

全民不用審查感覺良好

對退休生活開支及安排

人次 %(N=96)

改善食方面 38 39.6

多消遣/社交/旅行 26 27.1

不用壓縮開支 20 20.8

買多 D 衫/家庭用品 17 17.7

改善醫療 5 5.2

受訪者表示若實施全民退休保障會

令退休生活開支及安排有不同，主

要會改善食方面、其次是多了消遣

及社交旅行；以及買多點衣服及家

庭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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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退休生活開支有不同的受訪者內容節錄

可以鬆啲手,不用太慳錢

手頭鬆動 D,唔駛慳住慳住

生活開支方面會變得較為充裕,日常生活中包括飲食,平日的消費方面也能有所增加,在生活素質和心靈

上的安慰變得更好

不用過份節省,願意多花費,食得豐富些,在社交方面能夠有更多的消遣

早餐食好些,唔洗就住,買餸好少少

買多買新鮮的食物

可以增廣見聞,見識多些,改善生活所需

會願意買衫及想食會去食，會去短途旅行。

唔駛買最平的食物

可以食得好一 d，買了好一些的魚雞，因為不知自己有幾長命

可以疏爽 D, 買多少少餸, 煲多幾次湯

錢多左就會揀食好些,買餸買好些,飲茶叫多些野食

會買多件衫/飲多餐茶,買自己喜歡吃的東西哄自己開心

鬆動些,不用過份節省,月頭可以買好野食,捨得一、二次哄自己開心

買野鬆動些,有固定收入,有時可一兩餐食豐富些,不用每樣都計住數洗錢

鬆動些,煮餐好的或買東西送給自己,但$3000 多其實幫助不會太大,始終香港東西太貴

會於食物方面用多一些金錢，去多點旅行，用多點錢

生活安排分別好大，起碼幫到我買到優質啲嘅食物，去多啲街，得閒可以飲餐茶。

飲茶食多碟,生活各方面疏爽的

不用貼家用,飲茶安心點,叫下點心,買條魚都會靚的

捨得使錢消費，買多件衫比自己著

可以去下旅行

寛鬆些,可以有餘錢看醫生

可能會有少少剩,就可以偶然去短線旅行

起碼都鬆動 D，想去吓一天遊，大陸幾天遊都可以去多幾次

都可以選擇睇私家醫生及中醫，加上我有時可以去吓旅行，一天遊或大陸短線遊都可以報名參加

鬆 D,可以約朋友出去玩

5.12. 你對政府表明不考慮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你有何看法？

人數 %

對政府不滿/失望/憤怒 73 63.5

感到無奈/不開心 25 21.7

擔心自己成為家庭負擔 2 1.7

支持有資產審查的退休保障 8 7.0

無意見 7 6.1

總數 115 100.0

對於政府不考慮實行全民退保，有

63.5%受訪者表示對政府不滿/失望/

憤怒；感到無奈/不開心的有 21.7%；

只有 7%受訪者支持有資產審查的退

休保障，可見有較多受訪者希望政府

實施全民性的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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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失望/不滿/憤怒/無奈的受訪者表達內容

政府無能,幫唔到一般市民,政府不負責任

非常不滿,認為政府根本不會落實,只有假諮詢

覺得灰心,政府明顯只是拖延,根本不會落實

不負長者的社會責任,將問題由社會解決

很驚訝,為何不能有退休保障,對政府失望,為社會付出過,但老了之後仍要為三餐而擔心,感失望

政府不願承擔,為社會付出而得不到回報,臨老而過唔到世

政府不負責任,別的地方的長者福利也比香港好,對老人的福利不足夠,不好

漠視長者貢獻,覺得憤怒,對基層無保障

覺得灰心,政府根本沒有心去推行

對自己來說很不公平，工作時儲下的錢都係辛苦錢，都是用來生活用，點解退休後有這筆錢就好似有問

題咁，就可以斷定我夠用？不合理，個個有就最好，少 d爭拗

每個人都是辛苦工作捱返來，「全民」並不是「貪」，而是「公平」

那班有儲蓄的長者（即使有 50 萬儲蓄）都不夠退休，政府這樣變相照顧不到他們

好慘，唔敢唸退休，我以為政府會搞，因都好多年，希望我退休時就有，但仲剩幾年，有 d灰心

政府都係吹水、假諮詢，對老人家無心，唔理長者死活，掛住照顧有錢人

覺得梁振英呃人, 初初話俾五百億出黎做退休保障, 而家講左幾年都無下文

失望,氣憤,政府對長者十分刻薄

失望政府未能一視同仁,對每個老人家都作同樣的肯定,不應設有審查,有錢的長者可自行決定是否領取,

至少不能連較有錢的長者的權利也奪走.認為不能太自私

谷住道氣,氣憤,失望,退休保障不應只因窮才有,而是人人都應該享有,不公平

政府好縮骨，佢唔會真係睇到市民真正的需要。

我哋捱得好辛苦，香港政府叫得周永新做研究，花咁多心機，政府你都唔應承！

政話太多老人無錢，但係起高鐵好多億又有錢，咁政府真係有理過 D長者﹖其實揾籍口。

政府根本不尊重老人，佢不停講老人的負擔，話無錢，起高鐵又大把錢，都唔合理

如果唔照顧我哋都真係唔開心，做咗一世人，有納銳，一路都係收入，都唔想攞綜援過活，但唔做真係

唔開心，3千幾蚊雖然唔多，但總好過唔照顧我哋，一味係到過講講講，喺度拖。

福利是不會人人有，如果個個人有，有錢人成千萬身家又有，會否真的浪費資源？可能呢些錢對他們來

說沒有用。

我覺得應該要全民退保，這是對我們的尊重，有時不能說李嘉誠都可以拎,千萬富豪都可以拎，這是一少

部份的人士，可能有 10 個有錢人，但有 100 個普通人，無理由因為果 10 個人，而令其他人無呢個福利。

其實有錢人邊會拎，佢地有頭有面。不過呢個社會太多爭罵，推行到已算好。

我對政府咁看待長者有啲失望，因為政府在好多方面(如：基建)，都用好多開支，點解對老人家咁守財

奴？佢只看眼前，無諗我地一直以來對社會的貢獻。

如果設定上限，即係要老人家無哂自食能力和安全感先至攞，即係另一個綜援啫！應該個個老人無分你

我都有份。

我覺得政府剝削老人福利和權利，老人家應該個個平等，就算係有資產，有仔女養嘅係佢本事，唔應該

亦唔到政府去管和分化。

佢咁做,所有老人家都人心徨徨,將個責任放老人家身上,大家冒唔冒險去拎?迫虎跳牆,政府策略迫到老

街坊無氣抖,做足成世老來比人查,大石壓死蟹,係長者都嬲,有氣無掟抖,到時有事又係長者呃

我都唔明佢做乜咁諗,免差餉就得,有錢人反而得益,大把樓收租既就有賺,政府年年有盈餘,但只幫有錢

佬,無幫助到有而需要既基層

無奈,自己做唔到些什麼，只能拎綜援

好無奈，我們都無話事權

好無奈, 大家都有為個社會付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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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調查結果分析

6.1. 個人積蓄及退休金未能讓基層市民應付退休後的生活

受訪者估計到達退休時的積蓄中位數是 8萬；其中有二成無強積金戶，只能靠積蓄來維持退休生活。

有強積金戶口的受訪者中，65歲以下仍然受僱的強積金中位數為 10萬；65歲以上受訪者的強積金

中位數為 6萬。

若將積蓄與退休金兩者一併計算，65歲以上的受訪長者於退休時可得總金額的中位數約為港幣

140,000；而 65歲以下仍受僱的受訪者於退休時可得總金額的中位數約為港幣$180,000，較 65歲以

上的受訪長者為高。

受訪者估計每月基本的生活開支金額的中位數為$5500計算，65歲以上的受訪者只需 2年多時間，

便把$140,000的退休積蓄花光；而 65歲以下仍受僱的受訪者到達退休年年齡後，亦不消 3年(約 33

個月) 便會把所有退休積蓄用盡。雖然 65歲以下受訪者退休積蓄可維持退休生活的時間較 65歲以

上的受訪長者為長，但也未能完全應付整個退休生活。

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4年的資料顯示，香港人均預期壽命是 84歲。基層市民年屆 65歲退休年齡時，

若不繼續工作，未到七十歲已用光畢生的退休積蓄。調查亦顯示有七成多受訪者認為退休金及積蓄

不足以應付退休生活開支；有五成多更表示會繼續工作來維持生活，反映出基層長者在積蓄及退休

金嚴重不足情況下，處身於『退而不能休』的困境。

6.2 基層市民的退『休』生活變成退『憂』生活

受訪者覺得退休後每月基本的生活開支的中位數為港幣$5500，主要生活項目包括食、租金、消遣/

社交/交通費、水電煤、醫療及電話/通訊。根據上述的預算，長者退休後，每日平均僅有$100應付一

日三餐膳食費、三十多元則只能用於社交消遣及通訊費，緊縮的生活可想而見。

為了應付退休後的生活開支，有八成多成多受訪者表示會進一步壓縮生活開支，其中主要節省在食、

購物及消遣/社交等開支，例如將早、午兩餐變成一餐，無必要的話便留在家中不外出。

此外，分別有四成多及三成多的受訪者會選擇以依靠家人／子女，或申請綜援去解決退休後的生活

開支。受訪者表示選擇依靠家人／子女與否，也為他們帶來負面感受，例如擔心會負累子女，不想

成為子女的包袱，亦有受訪者擔心家人／子女根本無能力供養自己。同樣地，受訪者表示申請綜援

與否，也為他們帶來負面情緒。例如領取綜援會被標籤、感覺被施捨、擔心被歧視及沒有尊嚴。除

非到最後關頭，否則寧願靠自己或家人，也不願意靠政府。

由此可見，受訪者於退休後只能過着憂柴憂米憂心，欠缺正常社交娛樂，退休生活頓變成的退憂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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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政府有經濟需要的方案未能令長者過有尊嚴的退休生活

近七成受訪者並不接受現時政府提出有經濟需要的退休保障方案。當中，近五成受訪人士認為資產

審查不合理，四成多人士則認為政府刻薄長者，方案等同另一個綜援，令長者活得沒有尊嚴，近一

成受訪者認為政府令長者冇安全感。就算近三成接受政府方案的受訪者亦覺得，政府方案只是『好

過無』，並非最佳之選。

6.4.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能讓長者退休生活享有較多自主性

若政府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分別有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認為對他們的退休生活的感覺及開支帶來正面

的影響。退休生活感覺方面，近七成受訪者表示穩定收入為他們帶來安全感及開心，以及有鬆動錢

去舒緩生活壓力，令到生活可以有更多選擇，亦有受訪者感到被尊重。至於退休生活開支方面，有

近四成表表可以改善食方面的質素及選擇，例如可以買一些較豐富及有營養的食物，其次是有多

些的社交生活及娛樂消遣，以及不用再壓縮開支，以及可以買一些家庭日用品。可見政府推行全民

退休保障確實會改善了長者壓縮的退休生活，為生活帶來質素與選擇，同時亦為長者對一份尊重與

尊嚴。

6.5. 受訪者對政府不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對政府施政有負面影響

對於政府表明不考慮實行全民退休保障，為此約九成的受訪者充滿負面情緒，感到不滿、失望、憤

怒、無奈與不開心。受訪者認為政府表面上給予市民不同的退休保障方案，實際上市民並沒有選擇

權，政府只是單方面迫市民去接受一個沒有尊嚴、沒有選擇、充滿負面標籤退休生活方案。

(七) 調查建議

7.1. 撤回經濟審查的退休保障方案

調查顯示政府的經濟審查的方案，有超過六成受訪者不接受，認為設有資產審查是不合理。近七成

受者並不接受現時政府提出有經濟需要的退休經保障方案，認為資產審查令他們只能保留得一點積

蓄，等同變相綜援制度，令長者退休生活無安全感，方案只是將現有長者生活津貼及綜援制度作出

的修補，無助於改善長者的退休生活保障。

7.2.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方案

大部份受訪者認為推行一個沒有資產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回饋長者辛苦多年為社會貢獻而應

有的權利，令長者能過着受尊重、有尊嚴的退休生活。此外，長者能保留著積蓄，同時每月有穩定

的收入，可以令他們的退休生活安排更有自主性，長者無須壓縮生活開支，才能真正安享晚年。



22

基層市民的退休生活狀況及對政府退休保障方案意見調查
調查目的：了解臨近退休年齡及已屆退休年齡人士的退休生活狀況；對政府退休方案意見
訪問對象：55 歲以上人士 (並無領取綜援者)

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電話： 性別：□男 □女 年齡：

居住狀況：□獨居 □與家人同住：（□配偶 □子女 □父母 □其他： ）

居所類型：□公屋 □租住私樓 □自置居所 □其他(註明： )

1. 你現在有冇受薪工作？
□有職業： (□全職 □兼職 □散工) 薪金： (□固定 □不固定)

□冇點解？□已退休（退休年份： ）□其他(註明)：

2. 65歲或以上仍然做受薪工作的受訪者點解你唔退休呢？

3. 你的退休金/強積金及積蓄可以幾多？
到達退休年齡時，你的退休金/強積金大約錢： 你退休時積蓄(不包括退休金/強積金)大約錢：

$ $

4. 你而家的收入來源：□工作 家人 □其他(註明)：

□沒有(註明：

5. 你覺得退休後每月的基本生活項目及開支金額？ (須自己支付生活項目)每月基本生活費：$

□ 食 □ 租金 □ 水電煤 □ 電話/通訊 □ 消遣/應酬 □ 醫療 □ 其他 請註明

項目：

$ $ $ $ $ $ $

6. 你的積蓄加退休金/強積金能否應付退休後的生活？□能 □不能 □未知

7. 你會點樣應付退休後的生活開支？(可多項)
會 不會 請詳細描述內容及感受

節省開支 □ □

搵工做 □ □

依靠家人/子女 □ □

申請綜援 □ □

其他方法(註明)

8. 政府建議在長者生活津貼下，增加一層援助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即單身資產少於 8萬或夫婦 12萬 5千元，
可獲$3230津貼，你有何意見？

9. 若政府實施全民退休保障每月有約$3230退休金，對你的退休生活安排有冇不同？
有 冇 內容 (請詳細描述)

退休生活感覺 □ □

生活開支 □ □

其他

10. 你對政府表明不考慮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你有何感受/看法？

問卷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