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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升院舍質素

【增加人手】

【調高罰則】
◆無牌營辦院舍的最高罰款10萬元→
100萬元

◆院舍營辦人如違反關於人手、備存紀
錄、提交圖則、提交收費詳情等規定的
最高罰款2.5萬元→5萬元

【廢除豁免】
◆社署署長現時可向個別安老院的經

營、料理、管理等發出豁免證明
書→廢除

高度照顧院舍

◆ 每30名住客須有1名保健員每天當
值至少11小時→13小時

◆ 須有1名護士同時當值現無規定→8
小時

◆ 護理員與住客1:20人手比例的時段
為每天8小時→10小時

◆ 護理員與住客1:40人手比例的時段
為每天7小時→14小時

◆ 護理員與住客1:60的人手比例時段
取消

中度照顧院舍

◆ 每天每60名住客至少有1名保健員
當值現無規定→6小時

◆ 每天11小時的助理員與住客比例1:
40→1:30

◆ 殘疾院舍至少有1名員工當值及另1
名員工在場現無規定→每天下午6時
至翌日上午7時

【增加人均面積】
◆ 護養院或高度照顧院舍：6.5平方米

→9.5平方米

◆ 中低度照顧院舍：6.5平方米→8平
方米

【加強問責】
◆ 營辦人在未來提出續牌申請時，須提

名院舍1名管理人員作為負責人

◆ 社署署長如不信納某院舍負責人是
「適當人選」，可要求指明另一負責人

◆ 營辦人若不遵守指明院舍負責人的規
定，社署署長可撤銷或暫時吊銷其牌照

◆ 營辦人若在任何地方被控或被裁
定犯任何罪行，或出現破產、

清盤等情況需要向社署申
報

資料來源：《2022年院舍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主管註冊】
◆營辦人必須僱用身為註冊主
管或註冊主管（臨時）的人士
作為院舍主管

◆註冊或續期的有效期不超過
5年

【保健員註冊】
◆設立保健員註冊制度的續期
機制

◆註冊或續期的有效期不超過
5年

◆社署署長可就有關註冊的續
期施加條件，例如須修讀持續
進修的課程

【藥物約束私隱】
◆妥善存放藥物及嚴格按處方
施藥

◆對住客使用最低限制程度、
安全及適當的約束措施

◆須提供足夠設備或採取足夠
措施，保障住客尊嚴及

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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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頑疾未除
政府八味膏方

業界冀修例可提升質素 盼解決四大痛點
因應社會要求院舍加強規管及提升質素，特區政

府昨日刊憲《2022年院舍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在人手、院舍住客人均樓面面積、

問責與註冊制度等八方面提升院舍質素。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都歡迎是次

修例，但點出了落實有關措施的四大難點，並提出

解決辦法，包括建議特區政府放寬院舍離地高度限

制及研究用綠化地帶等開拓空間；引入「外援」及

建立晉升階梯以增加人手；為基層市民增加津貼以

彌補成本上升後的床位加價；壓縮覓地建院舍的程

序，讓業界可於8年寬限期內達標。

為改善院舍住客的人均樓面面積，條例草案規定了8年的寬限期。
以高度照顧院舍而言，首4年人均面積維持在現時法定的6.5平方米，
第四個周年日起提升至8平方米，第八個周年日起增至9.5平方米
（102方呎）。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坦言，要在8年內達成目標有難度，但如果特區政府可壓縮覓地建樓的
過程，加班加點，亦有希望完成，望下屆特區政府能夠打開格局。
林正財指出，香港安老行業以往以商業化運作為主，人均面積不

足的大多是私營持牌院舍，但是隨着社會觀念轉變，安老行業需要
向專業化方向邁進，對院友的安全和舒適要有基本保障，若沒有空
間，一切都無法做到。

邁向專業「百呎」非終極
「規定一個最基本的人均面積，就是第一步，整個草案也有系統

性的方向，比如將持牌人改為營辦人，設立及完善註冊主管和註冊
保健員制度，目的是樹立專業性的行業規範。」他說。
林正財指出，9.5平方米的人均面積僅是初級要求，在行業整體

達標後，會建議再向10平方米以上升級。不過，有關要求或令私營
院舍退場，要收容更多長者，需要興建更多合資格院舍。要在8年
內完成覓地、建設及運營，政府和業界需要打破常規，「好多限制
需要突破，比如安老院樓宇有24米的高度限制，應該要放寬；開發
土地的環評時間要縮短，諮詢時間要壓縮，施工也要加快進度。」
林正財對新一屆政府有信心，相信5年時間足夠完成大部分基礎

工作，令整個行業煥然一新。

是次修例既涉及增加空間，又要增加人手，將令業界成本大
升。經營長者院舍的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執委李輝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直言，修例一旦通過，院舍的經營成本將上升40%
至50%，意味院舍床位費用或需相應增加，「以一個本來4,000
元的床位費計算，可能要加價至七八千元。若有關費用最終無法
轉嫁，隨時有逾百間安老院舍要面臨結業危機。」

小型院舍負擔更重
李輝表示，在新修訂條例下，預料整個業界需增騁370名護士

及六七百名照顧員，但市場上護士及照顧員人手均嚴重短缺，恐
怕最終會出現搶人現象，或令院舍的經營成本上升15%至
20%，而調高人均樓面面積亦將增加30%院舍經營成本，這對
小型院舍而言，擔子尤其沉重。
李輝說，業界曾提出增加補貼以挽留照顧員，但政府認為院舍

是私人營辦商，不會貿然補貼，「若新例下導致床位大幅加價，
對低收入或綜援長者，政府應加大其床位的租金津貼。」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認

同特區政府提出修例，但倘修例後床位大幅加價，特區政府應考
慮提高對院舍的資助，「加價去到那麼高對準備入住院舍的長者
或者正在住院舍的院友來講肯定是個負擔，特區政府在提升相關
安老院舍各方面標準的同時，亦應該在資助方面有相應提升，例
如提升綜援資助、入住院舍提供相應資助等。」

增加人手要求亦是是次修例重點之一，惟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
陳志育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在新例下照顧員人手需由兩
更增至三更，但現時業界出現「照顧員荒」，認為特區政府要求增
加人手的同時，須同時建議可行的配套措施。
陳志育指出，現時安老院舍正面對嚴重人手短缺，空缺多達1萬

個，尤以照顧員更是「重災區」。不少院舍早前雖然透過補充勞工
計劃，申請輸入約2,000位內地照顧員，但仍有八成職位「未有着
落」。
在建議修訂下，在指明的13小時內院舍要確保每30名住客要有1

名保健員當值，但由於要照顧員連踩13小時太辛苦，相信院舍只能
將兩更變三更，每更8小時吸引新人加入，這亦變相要更多人手。

促全盤規劃行業人手
針對有關問題，陳志育認為要設立專業職系，增加晉升階梯，

「要挽留人才，唔可以一味靠輸入外勞，特區政府要就整個安老業
界的人手進行全盤規劃，先可以全面提升業界質素。」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充足的人手對於

維持院舍良好運轉至關重要，在現有法例下，香港院舍仍長期存在
人手不足，新例要求更為嚴謹，或需要放寬引進內地及海外勞工的
政策配合，才能保證人才供應。
「以高度照顧院舍為例，原本要求保健員當值11個鐘，現在提升

到13個鐘，院舍可能需要加多一更，請更多人，才滿足要求。第五
波疫情期間，我們從內地聘請照顧員就是一次很好的經驗，相信以
後經過更多培訓，會更為順利。」他說。

增加人手
高度照顧院舍

◆每30名住客須有1名保健員每天當值至少11小時→13小
時

◆新增：多於60名住客，其間8小時內須同時有1名護士當值

◆護理員與住客1:20人手比例的時段為每天8小時→10小時

◆護理員與住客1:40人手比例的時段為每天7小時→14小時

◆取消：護理員與住客1:60的人手比例時段

中度照顧院舍

◆新增：每天每60名住客至少有1名保健員當值6小時

◆每天11小時的助理員與住客比例1:40→1:30

◆新增：殘疾院舍每天下午6時至翌日上午7時至少有1名員

工當值及另1名員工在場

增加人均面積
◆護養院或高度照顧院舍：6.5平方米→9.5平方米

◆中低度照顧院舍：6.5平方米→8平方米

加強問責
◆營辦人在未來提出續牌申請時，須提名院舍1名管理人員
作為負責人

◆社署署長如不信納某院舍負責人是「適當人選」，可要求
指明另一負責人

◆營辦人若不遵守指明院舍負責人的規定，社署署長可撤銷
或暫時吊銷其牌照

◆營辦人若在任何地方被控或被裁定犯任何罪行，或出現破
產、清盤等情況需要向社署申報

主管註冊
◆營辦人必須僱用身為註冊主管或註冊主管（臨時）的人士
作為院舍主管

◆註冊或續期的有效期不超過5年

保健員註冊
◆設立保健員註冊制度的續期機制

◆註冊或續期的有效期不超過5年

◆社署署長可就有關註冊的續期施加條件，例如須修讀持續
進修的課程

藥物約束私隱
◆妥善存放藥物及嚴格按處方施藥

◆對住客使用最低限制程度、安全及適當的約束措施

◆須提供足夠設備或採取足夠措施，保障住客尊嚴及私隱

調高罰則
◆無牌營辦院舍的最高罰款10萬元→100萬元

◆院舍營辦人如違反關於人手、備存紀錄、提交圖則、提交
收費詳情等規定的最高罰款2.5萬元→5萬元

廢除豁免
◆社署署長現時可向個別安老院的經營、料理、管理等發出
豁免證明書→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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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面積增加 壓縮建院流程

應對缺人1萬 籲設晉升階梯

應對成本大增 倡增相應資助

特區政府建議調高院舍住客的最低人均樓面面積，惟香港寸金
尺土，院舍要負擔空間的提升亦有困難。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轄下增加安老院舍宿位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陳恒鑌在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建議，特區政府應探討放寬院舍必須設在24米
以下處所的規定，及利用免地價為誘因，吸引營辦商開設院舍。
他認同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李家超提出的、研究利用綠
化地帶以提供土地興建更多長者院舍的建議。
陳恒鑌表示，特區政府修例調高每名住客的最低人均樓面面

積，令長者住客可以「住好啲」是一件好事，但在目前空間有限
的情況下，這建議並不容易做到。
他提出，基於消防安全考慮，目前安老院所有部分所處高度離

地面不得超過24米，特區政府應探討放寬規定，容許洗衣房、
廚房及儲物室等非住用部分可置於離地面逾24米的高度，以釋
放更多低層空間設置長者宿位。
陳恒鑌又指出，特區政府早在2003年已推出鼓勵在新私人發

展物業內提供安老院舍院址的計劃，但成功的例子寥寥可數，建
議特區政府應減少關卡，以加速推動有關計劃。
被問及李家超在參選政綱提出研究利用綠化地帶，提供土地興

建更多長者院舍，陳恒鑌表示非常認同，並認為特區政府應一併
檢視私人土地的運用，及加快批核現有申請。

應對空間不足 廚洗儲可遷高

資料來源：《2022年院舍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修例既涉及增
加人均空間，又
要增加人手，護
老院業界成本大
升。 資料圖片

◆ 第五波疫
情初期，經
常有護老院
長者要遷離
院舍。

資料圖片

◆按現行規定，安老院所有部分所處高度離地面不得超過24米。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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