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社會服務專業聯盟有限公司」（下稱社專聯）為非牟利

組織，於 2019 年 7 月 16 日按公司條例註冊成為有限公司。社專聯的使命是發揮

香港社會服務專業的優勢，深化香港與內地合作交流，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社會

服務的發展、創新與融合；參與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如欲進一步了

解社專聯的工作，歡迎瀏覽 http://www.gbsspa.org。 

社專聯轄下成立有不同的專責小組和工作小組協助推展工作，「政策及研究

工作小組」的工作範圍主要負責與社會服務相關的政策研究及倡議工作，希望能

通過研究進行政策倡議工作，推動大灣區融合及改善市民福祉。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安老研究》由政策及研究工作小組負責制訂及統籌，社

專聯秘書處連同研究顧問王軍芳博士負責執行研究訪談及資料收集分析等細節

工作。研究的目的是探討跨境安老的機遇和面對的挑戰，特別是兩地安老服務的

服務標準和質素評審制度，並向有關當局提出建議。經過一年時間，研究終於完

成。 

我在此謹代表社專聯向王則翠慈善基金慷慨資助是項研究，致以衷心感謝。

同時，我非常感謝對抽出寶貴時間參與是次研究和接受訪談的政府部門、機構和

個人，他們對研究課題的認識和經驗，對我們有莫大裨益。 

最後，我向政策及研究工作小組召集人林一星教授及團隊成員包括洪雪蓮教

授、林景怡博士及李淑慧女士致以萬分謝意，感謝各位無私奉獻，令研究能夠得

以順利完成，期待研究建議能夠落實，為粵港澳大灣區的跨境養老服務開創新篇。                                     

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邱浩波先生 GBS, JP 

http://www.gbss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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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統計處根據入境處出入境的資料估計，2019 年年中，約有 53.8 萬名香

港永久居民經常在廣東省生活1，當中 16.5%（即約 8.9 萬人）為 65 歲或以上。

根據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資料，截至 2020 年 5 月，已有超過 23 萬香港居民

申請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證2，在中國內地通常居住／長期逗留，當中 83.8%是居於

廣東省3。 

 香港居民選擇去大灣區内地城市養老，有很深的歷史情意結。十九世紀五

十年代間，戰後的香港是内地居民來避難棲身的地方，當時 200 多萬人，大半以

上都是逃難來港的。到六十年代初，香港人口超過 300 萬，約有三分之二都是從

中國内地來港4。1974 年 11 月，港英政府開始實施「抵壘政策」，此後由中國大

陸偷渡到香港市區（界限街以南）即可取得香港居民的身份。雖然，他們逐漸把

香港視為長遠安身之地，但血濃於水，家鄉才是根之所在。不難理解，他們會選

擇回到大灣區内地城市養老。 

中山大學消費與發展研究中心（2010）在《香港居民退休後到内地養老及

生活》5的研究報告中指出:「香港長者在内地養老是一種典型的人口遷移行為，

受到地理因素、社會文化因素、社會支援網絡、經濟因素等相關推拉因素的影響」。

這顯示長者跨境養老並非是新興事物。近年來，推拉因素的影響愈加明顯：隨著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特別是交通愈來愈便捷，一個小時內已可以到達大灣區的

 
1 過往一年逗留在廣東省六個月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 

2 2020 年 6 月 17 日立法會第九題質詢 

3 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35 號報告書 (2008) 

4 周永新（2019）。《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5 中山大學消費與發展研究中心（2011）。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香港居民退休後到内地養老及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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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方，大灣區內地城市相對香港生活成本較低，居住空間也較大，專業養老

服務亦快速發展，到内地養老的“拉力”進一步增大。與此同時，香港人口老齡化

進一步加劇，但香港居住空間有限、住屋成本高、醫療費用高昂以及專業護理人

員不足，優質的養老服務的供應有限，這讓香港居民選擇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生活

的“推力”，也進一步加大。 

根據政府統計處於 2020 年 6 月出版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71 號報告

書：在粵港澳大灣區生活的意向》的調查報告顯示，在其經科學方法抽選的約

10,000 個住戶中，推算出香港 700 多萬市民中，估計約有 699,400 名 15 歲及以

上人士有想過將來離開香港到其他地方生活（包括居住或退休、工作或做生意、

讀書或進修），佔所有 15 歲及以上人士的 11.2%；而約有 266,200 名 15 歲及以

上人士極有興趣／頗有興趣將來到內地大灣區城市生活，佔所有有想過將來到香

港以外地方生活的 15 歲及以上人士的 38.1%。在所有有想過將來到香港以外地

方居住或退休的 15 歲及以上人士中，極有興趣／頗有興趣將來到內地大灣區城

市居住或退休的比率，以 65 歲及以上人士為最高，達 59.6%。從這組數據可以

看出，有不少港人會考慮到大灣區生活，而 65 歲以上的長者組群的選擇比例更

是接近了 60%。 

除了港人的主觀意願，客觀上，香港作為一個地域有限、人口龐大、老齡化

日益加劇的大都市，在考慮市民的養老規劃時，亦須將養老地域向毗鄰的城市延

伸。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極需探討如何讓有意欲往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的香

港居民有一個真正的選擇，讓今天已經在大灣區内地城市生活和養老的長者可

以擁有優質的生活質素，頤養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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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專家學者、政治團體、新聞傳媒在這方面的研究探討為數不少6。

目前的探討比較聚焦於福利難過境所帶來的困難和挑戰。居住内地的香港長者

既無法再享受香港的種種福利，又因無當地戶口而無法享受醫保和社保等中國

公民福利，使長者處於“兩難”的境地，其中尤其以醫療問題為甚，有些長者因

此而返港。總體而言，目前到内地城市養老還未成為香港長者一個真正對等的

選擇，而已經選擇到内地居住的長者也未能長久在内地真正“安老”。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基於讓香港長者去大灣區獲得更有質素的養老服務、安

享晚年為出發點，制定相應的政策。如果政府以同樣的財政支出，可以令香港

長者在周邊城市獲得更高質素的養老服務，同時，亦為香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騰出更多的土地空間，可謂是多贏的局面。 

 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及「提高香港長者社會保障措

施的可攜性」，同時亦提出「深化養老服務合作，支援港澳投資者在珠三角九

市按規定以獨資、合資或合作等方式興辦養老等社會服務機構，為港澳居民在

廣東養老創造便利條件」。香港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 2021 年施政報告》中，

亦提出「為便利長者在內地養老，政府會研究將『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

劃』擴展至其他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符合資格的安老院」。在社會政策支持推動

大灣區跨境安老的背景下，非常需要對跨境安老進行具體研究，以令政策落實

執行。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社會服務專業聯盟有限公司（社專聯）就此展開研

究。 

 
6 2019 年，民建聯發佈了《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安老規劃建議書》；2014 年，香港新家園協會發佈了《港歸

長者在穗養老狀況研究；2018 年，一國兩制青年論壇發表《粵港澳大灣區社會保障跨境可携性研究》；2020

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發表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养老服务提升的质性研究》；以及

各大報刊對大灣區跨境安老的相關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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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通過系統性的政策梳理以及在香港和大灣區内地城市選取養老

機構、安老院舍以及政府部門做個案研究訪談。此報告分為四個章節：第一章，

中國養老發展歷史和政策沿革，為大灣區養老提供更廣闊的社會環境背景的理解；

第二章，香港與大灣區内地城市的安老政策對比，包括服務質素體系的對比，為

探討建立大灣區的養老合作提供可行依據；第三章，個案研究與分析，通過分析

被訪個案來探討大灣區養老的可行對策和思路；第四章，研究總結和政策建議。 

是項研究有不少局限。一是研究中的「跨境養老」是指從香港居民跨境到大

灣區内地城市養老，未有包括内地城市的長者到香港養老；二是研究只聚焦在長

者入住安老院舍，並沒有含蓋其他社區支援服務；三是研究並沒有直接接觸在大

大灣區養老的個別長者，而主要是訪談養老機構。社專聯希望日後有研究機構可

從長者的角度探討跨境養老安這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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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國養老發展歷史和政策沿革 

自 1949 年新中國成立至今，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中國的養老服務發展

經歷了以下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1949 年-1977 年）：孕育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實行鼓勵生育的政策，於是加速了人口增長，帶來了中

國的社會老齡化。因為這個階段的老年人口不多，所以對養老的需求並不大，但

這個階段的人口政策，引致了之後龐大的老年人口基數的形成。 

在 1949 年到 1977 年間，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政策，與之相適應的是傳統

的「國家—單位保障制度」。「單位」（機關事業單位與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

包辦了城鎮居民「從幼兒到老年」的福利保障，鄉村人口則主要依靠農村集體組

織内部成員之間互助共濟。與此同時，中國傳統的孝道文化，強化的家庭家族以

及敬老、尊老和養老的觀念等發揮了強大的社會保障功能，加上當時的社會流動

少，大家庭或大家族多同住一起，並以孝道文化為生活基礎，子女都願意供養老

人，家庭養老成為當時除了「單位」和「集體互助」養老之外的重要支撐。 

這個時期實行的養老政策是與計劃經濟互相呼應的，以單位、集體互助及

家庭為主要依托傳統養老方式。政府只是為特別困難人群提供機構養老，這些

養老機構為今後養老服務的社會化和市場化奠定了一定基礎，可謂中國養老服

務之孕育階段。 

第二階段（1978 年-1999 年）：探索發展階段 

這個階段，中國開始嚴格執行計劃生育，「獨生子女政策」（夫妻雙方為獨

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一孩半」（第一個孩子為女孩，可生育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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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孩子政策）、「雙獨二孩」（允許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生育兩個孩子）

政策等大大地降低了中國人口的出生率。與此同時，營養、衛生和醫療保健條件

的改善，也讓人的預期壽命延長。出生率急劇下降，死亡率進一步降低，導致這

個階段的中國較快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1982 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顯示，65

歲以上的人口佔 4.9%；1990 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顯示 65 歲以上的人口佔比

已經上升到 5.6%；到 2000 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該比例已經到達 6.96%；

2001 年，中國正式進入了老齡化社會7。 

1978 年，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開始實施一系列以經濟為主導的改革

措施。這些經濟改革，讓「單位」和「集體」瓦解，城市職工逐漸失去了在計劃

經濟體制下享有的終其一生的社會保障，農村也減少了集體互助。與此同時，中

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也開始加速，數以萬計的農村青壯年「流動」到繁忙

的製造業中心，女性也投入到「外出打工」的浪潮中。此時，高考制度恢復，跨

地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流動也逐步形成，這一切人口的流動削弱了「大家庭」

以及家庭照顧功能的發揮。這一階段的養老責任，從單位集體脫離了出來，與此

同時，家庭養老的功能也在弱化。 

鑒於人口迅速老齡化的趨勢以及改革開放帶來的集體及家庭養老功能的弱

化，亦意識到需要及時採取相應的對策，於是在 1994 年 12 月，國家衛生和計劃

生育委員會、民政部等部門聯合制定了《中國老齡工作七年發展綱要(1994—2000

年)》，提出「要堅持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相結合的原則」，「要增加老年福利設

施，擴大老年社會化服務」、「要積極興辦托老所、敬老院、福利院和各種照料

 
7 根據 1956 年聯合國發布的《人口高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報告的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 65 歲及以

上老年人口數量佔總人口比例超過 7%，則為老齡化社會。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tag/%E9%AB%98%E9%BD%A1%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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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社區服務組織」。1996 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保護老年人權益的法律，

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誕生，讓保障老年人權益，發展老年事

業有了法律依據，也將家庭成員在養老中的責任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1997 年，

政府推出《農村敬老院管理暫行辦法》，以規範敬老院的管理，同時也指出了有

條件的敬老院可以向社會開放，吸收社會老人自費代養。1999 年底，民政部制定

了《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暫行辦法》，指出社會福利機構可以由國家、社會組織和

個人興辦，需要堅持社會福利性質，規定社會福利機構必須先申領《社會福利機

構設置批准證書》，才能營業，並且明確了「國務院民政部門負責指導全國社會

福利機構的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是社會福利機構的業務主

管部門，對社會福利機構進行管理、監督和檢查」的監管機制。與此同時，1999

年，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成立，開始籌劃從中央到地方的老齡工作網絡，系統地

開展老齡工作。 

在這個階段，人口逐步老齡化，單位集體和家庭照顧功能逐步弱化，政府開

始探索養老服務社會化。政府一方面讓政府開辦的福利機構（敬老院）逐步向有

需要的社會人士開放，另一方面開始允許社會組織和個人興辦福利機構，開始探

索服務社會化，並積極做好法律法規和規範方面的準備。這個階段的養老發展探

索，為下一階段養老服務進一步明晰發展方向和形成發展體系作了良好的鋪墊。 

第三階段（2000 年-2015 年）：逐步形成發展體系的階段 

前兩個階段截然不同的生育政策帶來這個階段的人口結構加速轉變，這個階

段呈現的特點是：老齡人口基數大，老齡化程度明顯加快。2000 年全國第五次人

口普查的數據顯示，60 歲及以上人口達 1.3 億，佔總人口 10.2%；65 歲及以上老

年人口達到 8,811 萬人，佔總人口 6.96%。2010 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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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60 歲及以上人口已達近 1.78 億，佔總人口的 13.26%；65 歲及以上人口則已

達近 1.19 億，佔總人口的 8.87%。2016 年底，全國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有 2.3 億，

佔總人口的 16.7%8。由此可見，這十五年間，中國老年人口數量快速增加。 

中國政府深刻意識到老齡事業總體上仍滯後於人口老齡化下的服務需求和

社會經濟的發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老齡事業發展機制尚待建立和完

善。2000 年，中央制定了《關於加强老齡工作的決定》，提出了要「建立以家庭

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託、社會養老為補充的養老機制」。這是中國第一次

提出要建立一個包含家庭、社區、社會三者在內的養老機制 ;同時也指出了堅持

「政府引導與社會興辦相結合，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積極發展老年服務

業」的發展原則，明確了「老年服務業的發展要走社會化、產業化的道路，逐步

形成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力量興辦、老年服務機構按市場化要求自主經營的管理

體制和運行機制」。 

2001 年，政府制定了《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五」計劃綱要（2001-2005）》，

提出要大力推進老年福利事業「社會化、產業化和法制化」進程。强調政府開辦

的老年福利事業也要引入市場機制，並積極探索公辦民營等委託運作形式。 

2006 年，政府制定了《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2006-2010）》，

明確了中國老年福利事業的定位和發展方向：「立足發展補缺型的老年社會福利

事業，兼顧發展面向全體社會公眾的普惠型老年福利事業」。同時，亦提出要「基

本建立相對完善的老齡政策法規體系」。 

 2011 年，政府首次推出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規劃：《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

規劃（2011-2015 年）》，當中提出「採取公建民營、民辦公助、政府購買服務、

 
8 民政部解讀國家標準《養老機構服務品質基本規範》的編制背景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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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貼息等多種模式，引導和支持社會力量興辦各類養老服務設施」;同時提出

「區分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加強對社會養老服務機構的登記和監管」;且確定公

辦機構的基礎性、保障性作用，鼓勵公辦養老機構實行公建民營，但強調負責運

營的機構應堅持公益性質。與此同時，政府也加強對非營利性社會辦養老機構的

培育扶持，採取民辦公助等形式，給予相應的建設補貼或運營補貼，支持其發展;

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建設專業化的服務設施，開展社會養老服務。 

2012 年，《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二次修訂（2013 年實施），提出「國家

建立和完善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託、機構為支撐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明

確了家庭成員的照顧責任的同時，也提出了國家要為家庭成員照顧老年人提供幫

助。此外也提出「制定養老服務設施建設、養老服務品質和養老服務職業等標準，

建立健全養老機構分類管理和養老服務評估制度」。 

2013 年，《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提出了一系列針對

私人投資者投資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的養老機構的優惠政策，其中包括土地供應優

惠政策、稅收激勵政策和支持補貼政策等，對非營利機構的支持力度要大於營利

性機構。2013 年 7 月開始實行《養老機構設立許可辦法》和《養老機構管理辦

法》，規定設立養老機構需要申請《養老機構設立許可證》。 

2014 年，民政部、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等 5 部門發佈《關於加強養老服

務標準化工作的指導意見》，將養老服務標準化建設工作提到議事日程，提出主

要任務是：加快健全養老服務標準體系；加強養老服務標準化研究；抓好養老服

務標準的貫徹實施；推進養老服務領域管理標準化；健全規範養老服務市場秩序。 

這個階段，中國老齡化漸趨形成，政府為了加速養老服務發展的步伐以及建

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匹配的養老事業發展機制，於是明確了養老服務社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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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方向及實現路徑。這個階段還是非常强調民辦養老機構的非營利性質及公益

屬性，更多支持民辦非營利性養老機構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政府亦逐步明確了

家庭、社區、養老機構在整個養老體系發展中的定位，逐步將角色重心從直接提

供服務轉移到宏觀規劃以及規範管理上。這是政府逐步釐清養老發展思路的階段，

為下一階段的快速深化發展提供了體系框架和基礎。 

第四階段（2016 年-2021 年）: 逐步規範化標準化的快速發展階段  

由於第一階段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的龐大人口群體陸續進入老年階段，且他們

的下一代大部分是獨生子女，「4-2-1」家庭結構普遍，於是在此階段，養老壓力

巨大。隨著中國教育的普及, 經濟的發展以及生活成本的增加，獨生子女組建的

家庭通常為雙職工家庭，且當中很多家庭是遠離父母，於異地安家就業9，這導致

空巢家庭不斷增多，子女照護失能、半失能的父母力不從心。根據民政部公佈的

《2015 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 2015 年底，全國 60 歲及以上老

年人口 22,200 萬人，佔總人口 16.1%；其中 65 歲及以上人口 14,386 萬人，佔總

人口 10.5%10。第七次最新的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1 年，60 歲及以上人口

的比重已經達到 18.7%；其中 65 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也達到了 13.5%。人口老化

的加劇伴隨著人口流動及家庭結構的核心化，社會養老的需求與日俱增。能否滿

足這巨大的養老需求，不僅關係長者的生活質素，也關係到子女的工作生活。 

基於以上的嚴峻現實，政府意識到必須再進一步加快養老服務的發展速度，

全面開放養老服務市場是發展的必經之路。2016 年，政府在《國務院辦公廳關於

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提升養老服務品質的若干意見》提出持續深化簡政放權、

 
9 2021 年的最新的七次人口普查數據表明，居住地與戶籍所在地不一致的現象已相當普遍，2020 年我國人

戶分離人口達到 4.93 億人，約佔總人口的 35%。其中，流動人口 3.76 億人，10 年間增長了將近 70%。 

10 民政部《2015 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2022 年 4 月 11 日，取自：中國民政部網頁 

http://www.gov.cn/xinwen/2016-07/12/content_50902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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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簡稱「放管服」），目標是：「到 2020 年，養老服

務市場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和産品有效供給能力大幅提升，供給結構更加合理，

養老服務政策法規體系、行業質量標準體系進一步完善，信用體系基本建立，市

場監管機制有效運行，服務質量明顯改善，群眾滿意度顯著提高，養老服務業成

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能」。在全面開放養老市場方面，提出：「降低准入

門檻」、「放寬外資准入」（在鼓勵境外投資者在華舉辦營利性養老機構的基礎

上，也鼓勵其設立非營利性養老機構，與境内的非營利性組織享受同等優惠政策）、

「精簡行政審批環節」（全面清理、取消申辦養老機構的不合理前置審批事項，

優化審批程序，簡化審批流程）、「加強行業自律」（民政、質檢等部門要進一

步完善養老服務標準體系，抓緊制定管理和服務標準。落實養老機構綜合評估和

報告制度，開展第三方評估並向社會公佈結果，評估結果應與政府購買服務、發

放建設運營補貼等掛勾）等非常有力的措施。2019 年民政部發佈《關於貫徹落實

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通知》（民函〔2019〕1 號），

明確提出各級民政部門不再實施養老機構設立許可，依法做好登記和備案管理，

將事前的審核許可的監管重心更多轉移到事中和事後的監管。 

在全面開放市場的過程中，政府必須配合制定相應的規範和標準以規範市場

的發展，提升服務質量。2017 年，民政部、公安部、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

和全國老齡辦實施了為期四年的養老機構服務品質建設專項行動，專項行動以

115 項養老機構服務品質指標為主要內容，開展了全國大檢查、大整治工作。2017

年底，政府發佈了《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基本規範》，填補了養老機構服務品質國

家標準的空白，明確了養老機構服務品質的基本標準，為全國養老機構服務品質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安老研究》調查結果報告 

12 
 

提出了最低要求，成為今後全國養老機構服務品質等級管理的第一塊基石。緊接

著，國家在 2018 年年底發佈了《養老機構等級劃分與評定》。2019 年底，國家

發布了《民政部關於加快建立全國統一養老機構等級評定體系的指導意見》，要

求 2020 年啟動實施養老機構等級評定工作，確保 2022 年底前建立全國統一的養

老機構等級評定體系， 鼓勵養老機構在保證基本服務品質基礎上，實現更高質

量、更多元化的發展。2019 年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進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

（國辦發〔2019〕5 號）為主體的近 100 部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範性文

檔相繼發佈11；地方政府也發佈與養老服務有關的地方法規規章、政策 300 餘部。

2019 年 12 月 27 日，中國養老服務領域第一項強制性國家標準，《養老機構服

務安全基本規範》公佈，明確了養老機構服務安全“紅線”，用於防範、排查和整

治養老機構服務中的安全隱患，推進養老服務品質發展。2020 年 11 月，全國實

行新修訂的《養老機構管理辦法》，載述有關養老機構的服務規範、運營管理、

監督檢查以及法律責任。2020 年 12 月，國務院頒布《關於建立健全養老服務綜

合監管制度促進養老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以加強資金監管, 强化運營秩序

監管, 壓實機構主體責任, 並發揮標準規範引領作用。2021 年 12 月 30 日，根據

《養老機構服務安全基本規範》，民政部研究發佈了 8 項養老機構服務行業標

準，包括《養老機構老年人跌倒預防基本規範》、《養老機構膳食服務基本規範》

及《養老機構洗滌服務規範》3 個行業標準，以及《養老機構服務禮儀規範》、

《養老機構崗位設置及人員配備規範》、《養老機構接待服務基本規範》、《養

老機構老年人營養狀況評價和監測服務規範》及《養老機構康復輔助器具基本配

置》。這 8 項行業標準與《養老機構服務安全基本規範》強制性國家標準都於

 
11 主要的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範性文檔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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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 

這個階段老齡化程度加劇，社會養老需求進一步凸顯。而政府也意識到養老

服務發展是迫切的，於是開始全面開放養老服務市場，降低准入門檻，鼓勵外資

和私營企業進入養老市場服務。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制定養老服務質量基本規範

以及開展質量檢查，加强對養老機構的事中（服務過程中監查）及事後監管(服務

質素評估)，促進養老機構的規範化發展。同時，通過出台各方面的服務規範和操

作指南以及開展機構等級評定，促進養老機構規範化發展，以不斷提升服務質量。 

通過對中國養老服務及相關政策沿革的梳理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內地

的養老服務在近年來有了很大的進步和發展。隨之進入全面市場化以及服務規範

化和標準化發展階段，與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安老服務形成了更好的對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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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香港與大灣區内地城市養老政策對比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安老的實現，有賴於各地政策層面的相互配合。就安老院

舍服務而言，有三個方面是比較重要的，分別為：養老機構的規管、服務質素標

準以及相關的資助政策。 

養老機構的規管 

1.1 香港 

香港的《安老院條例》（第 459 章）於 1995 年 4 月 1 日生效，1996 年 6 月

1 日正式實施，透過發牌制度規管安老院的住宿照顧服務，以達致可接納的標準。

所有的公私營院舍必須取得牌照才能合法運營。 

《安老院規例》（第 459 章附屬法例 A）根據《安老院條例》第 23 條訂立，

載述有關安老院的經營、管理及監管的規定。私營安老院必須根據《商業登記條

例》(第 310 章) 向稅務局為有關業務申請商業登記。如安老院由法人團體經營，

則須同時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註冊處處長註冊。  

社會福利署署長根據《安老院條例》第 22 條發出《安老院實務守則》12，列

出經營、料理、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控制安老院的原則、程序、指引及標準，以便

安老院的經營者遵守。 

《安老院條例》授權社會福利署署長可委任社會福利署任何人員、屋宇署任

何人員、任何註冊為醫生的人，或任何根據《醫生註冊條例》(第 161 章)第 29 條

當作已註冊為醫生的人；及名列根據《護士註冊條例》(第 164 章)第 5 條備存的

註冊護士名冊的人對安老院進行督察。署長、消防處任何人員，或任何督察都可

 
12 該實務守則不斷修訂更新，本文參考版本為 2020 年 1 月修訂，2021 年 9 月更新的版本。2022 年 3 月

24 日，取自：香港社會福利署網頁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923/tc/cop_rche_chi_202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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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視察安老院。署長可指示糾正措施，以確保該安老院的經營及管理情況令人滿

意；安老院以恰當方式促進其住客的福利；該安老院備有足夠的所需器材及設備，

以預防火警或其他相當可能危害住客的生命或健康的災患；及條例的條文獲遵從。

如署長覺得任何安老院內住客遇到危險或可能遇到危險；或根據第 19(1)條就任

何安老院發出指示，但該項指示內的規定未有在根據該條送達的通知內所指明的

期限內獲遵從，可下令停止將處所用作安老院(俗稱釘牌)。 

1.2 大灣區内地城市 

大灣區養老機構的管理是與中央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的，經歷了一段歷史的

沿革過程。1999 年，中國民政部出台《社會福利機構暫行管理辦法》，規定營辦

養老機構要申領《社會福利機構設立批准證書》；2013 年 7 月 1 日，實行《養老

機構設立許可辦法》和《養老機構管理辦法》，規定需要申請《養老機構設立許

可證》；2018 年，《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三次修訂，取消養老機構設立許可，

實行登記備案。2019 年，民政部發佈《關於貫徹落實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通知》，明確提出各級民政部門不再實施養老機構設立許

可，依法做好登記和備案管理。不同性質的養老機構需要向不同部門申辦，取得

的證書亦不同13。民辦公益性養老服務機構申辦民辦非企業單位，中國內地投資

者投資、營辦的養老企業向企業所在區的區級民政局申請，國外資本及港澳台資

本的養老企業須向企業所在地的市級民政局申請，登記後取得《民辦非企業單位

登記證書》；經營性養老服務機構，申辦企業法人登記，須向市場監督管理部門

申請，登記後取得《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公辦公營養老機構申辦事業單位設立

登記，須向機構編制管理部門申請，登記後取得《事業單位法人證書》。完成登

 
13 具體流程詳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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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程序後，不同性質的機構都要統一到區級民政局養老服務部門完成備案。完成

備案後，申請人會得到備案回執，養老服務機構運營基本條件告知書和備案公示

書、市和區現行養老服務扶持政策措施和地方性標準清單，並會被要求每年 3 月

31 日之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作報告，內容主要包括服務範圍、服務品質以及運

營管理情況等。  

2020 年 11 月，中國民政部實行新修訂的《養老機構管理辦法》，載述有關

養老機構的服務規範、運營管理、監督檢查以及法律責任，這類同於《安老院規

例》。 

2017 年，政府頒發《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基本規範》（GB/T35796-2017），規

定了養老機構服務的基本服務項目、服務質量基本要求、管理要求等內容，是養

老機構服務質量管理的首個國家標準，提出了全國養老機構都要達致的最基礎的

要求，是保障養老服務品質的基準線，這類同於香港的《安老院實務守則》。 

2019 年 12 月 27 日，《養老機構服務安全基本規範》強制性國家標準公佈，

這是中國養老服務領域第一項強制性國家標準，明確了養老機構服務安全“紅線”，

用於防範、排查和整治養老機構服務中的安全隱患，以推進養老服務品質發展。

標準主要內容包括基本要求、安全風險評估、服務防護和管理要求等。其中，基

本要求部分明確了養老機構應當符合消防、衛生與健康、環境保護、食品藥品、

建築、設施設備標準中的強制性規定及要求。同時，對養老護理員培訓、建立晝

夜巡查和交接班制度等基礎性工作提出了要求。安全風險評估部分明確了老年人

入住養老機構前應當進行服務安全風險評估及評估的相關要求。在服務防護部分，

對養老機構中迫切需要統一規範的噎食、墜床、燙傷、跌倒、走失、他傷和自傷

等九類服務安全風險，明確針對性的預防和處置措施等相關要求。在此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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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研究制定的一系列配套行業標準，於 2021 年 12 月 30 日發佈了 8 項養老

機構服務行業標準，包括《養老機構老年人跌倒預防基本規範》、《養老機構膳

食服務基本規範》、《養老機構洗滌服務規範》3 個行業標準，以及《養老機構

服務禮儀規範》、《養老機構崗位設置及人員配備規範》、《養老機構接待服務

基本規範》、《養老機構老年人營養狀況評價和監測服務規範》以及《養老機構

康復輔助器具基本配置》。這 8 項行業標準與《養老機構服務安全基本規範》強

制性國家標準，都於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 

由此可見，與香港對養老機構的監管要求集中體現在《安老院實務守則》中

不同，内地對養老服務機構的監管要求，是體現在很多不同層面的政策文件中。

本研究以香港最新修訂的《安老院實務守則》的内容作為基礎，比對内地的相關

政策文件。對比後發現，香港政府對安老院的要求，内地政府亦有推出相應的規

範、標準等文件（附件三）14。 

安老養老機構的服務質素標準 

2.1 香港 

香港政府透過發牌監管機制，確保安老院舍的基本服務質素。除此之外，所

有接受政府資助的津助院舍都要遵守社會福利署的服務表現監察制度。監察制度

在 1999 開始推行，訂立了明確的衡量準則，以確保非政府機構須就公帑的運用

負責，並確保有需要的人能得到優質的社會福利服務。2003 年 4 月，社會福利

署出版了服務表現監察制度《服務表現評估手冊》15，改善監察制度下的服務表

現評估方法，以鼓勵服務營辦者在機構管治下就其轄下服務單位的表現承擔更大

 
14 對比詳情請參考附件三 

15 2022 年 1 月 20 日，取自：香港社會福利署官網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ngo/page_serviceper/sub_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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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並透過風險管理，及早察覺和介入表現有問題的服務單位，以及透過一

站式的管理，在服務表現監察方面取得成本效益。該手冊於 2012 年作出更新，

當中加入了因應整筆撥款獨立檢討委員會就服務表現評估提出的建議而進行的

措施。 

對於接受整筆撥款及其他社會福利資助的服務單位，在服務表現監察制度下，

社會福利署按照與服務營辦者之間需要簽訂《津貼及服務協議》，及一套清晰界

定的服務質素標準，以對其表現作出評估。現時共有 16 項服務質素標準，當中

每項均有一套「準則」及「評估指標」說明，均為一般性基本要求。服務營辦者

可根據各要求，採用合適的方法應用於個別服務類別或服務單位中，以符合所有

服務質素標準的要求。服務表現評估方法包括供所有服務單位在一般情況下使用

基本方法，包括自我評估、統計報告、評估探訪和突擊探訪。在適當情況下適用

於特定服務／服務單位有：實地評估以及服務使用者滿意程度調查／收集服務使

用者意見。服務營辦者如被評定違反任何協議條款，便須擬訂改善計劃，按照議

定的時間表改善服務。倘若屬服務營辦者未能按照與社會福利署所定的協議作出

任何改善，以達致合理的服務表現標準，社會福利署有權扣減撥款或終止向其提

供撥款。16 

另外，香港社會福利署推出了自願參與的安老院評審機制，以評定營運者達

到的服務質素水平。目前，香港的自願性安老院舍服務質素評審有四個計劃，分

別是：香港老年學會評審部的《香港安老院評審計劃》、香港品質保證局的《安

老院舍認證計劃》、香港醫護學會的《優質長者服務計劃》以及職業安全健康局

的《香港安健院舍確認計劃》。 

 
16 服務表現監察制度《服務表現評估手冊》 2022 年 1 月 20 日，取自香港社會福利署官網 

https://www.swd.gov.hk/doc/ngo/Manual/Performance%20Assessment%20Manual%20September%202012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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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計劃均提供予院舍營辦機構以自願形式參加，機構亦需自行承擔評審費

用，這令機構在沒有誘因的情況下，參與評審的積極性不高。為了鼓勵私營安老

院持續提升服務質素，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於 2019-2020 年度推出了為期五

年的「私營安老院認證資助計劃」，為參加香港認可處認可並經社會福利署核准

的認證計劃的私營安老院提供全數資助。前文所提及的香港老年學會評審部《香

港安老院評審計劃》及香港品質保證局的《安老院舍認證計劃》獲得了本資助計

劃的認可。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獲得香港品質保證局《安老院舍認證計劃》

的有效獲認證的安老院舍有 64 家17。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獲得香港老年學

會評審部《香港安老院評審計劃》的有效評審認證的院舍有 148 家18。為了方便

比較，我們就以參與認證較多的香港老年學會評審部的《香港安老院評審計劃》

作為與大灣區内地城市服務質素比較的基礎。 

2.2 大灣區内地城市 

2016 年 12 月廣東省政府印發《廣東省養老機構質量評價技術規範》，並以

此為依據於 2017 年開啟首次養老機構星級評定。2018 年 7 月，廣東省制定了

《廣東省民政廳關於養老機構星級評定的管理辦法（試行）》，繼續開展養老機

構星級評定。這兩個辦法的評定標準都是按照《養老機構質量評價考核指標及分

值表》進行評分，其基礎指標由結構性指標、過程性指標和結果性指標構成，滿

分為 1,000 分。其分值設定為：結構性指標，滿分為 250 分；過程性指標，滿分

為 500 分；結果性指標，滿分為 250 分。 

2018 年 12 月，中國發佈了《養老機構等級劃分與評定》的國家標準。2019

 
17 根據《獲認證安老院舍名單》，2022 年 4 月 11 日，取自：香港品質保證局官網 

18 2022 年 4 月 1 日，取自：香港老年學會官網 

https://www.hkqaa.org/cmsimg/SQM-ES/RCHE_CS_cert_list_202112.pdf
https://www.hkag.org/about_R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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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民政部關於加快建立全國統一養老機構等級評定體系的指導意見》

要求 2020 年啟動實施養老機構等級評定工作，確保 2022 年底前建立全國統一的

養老機構等級評定體系。文件明確規定「對於地方已實施養老機構等級評定制度

的，要求做好與國際標準及全國等級評定體系的銜接，遵循『内容只增不減、標

準只升不降』內的原則適當調整，已經評定的三級及以下養老機構，可與國家標

準的三級及以下養老機構進行轉換或平移；四級及以上養老機構，有效期滿後應

當按照國家標準重新評定；尚未開展養老機構等級評定的地區，一律採用國家標

準進行評定」。 

2021 年，在《廣東省民政廳關於開展 2021 年度養老機構星級評定工作的通

知》的文件中，廣東省的養老機構將按照《養老機構星級評定實施內容與分值（試

行稿）》，該標準基本上與 2020 年頒佈的《<養老機構等級劃分與評定>國家標

準實施指南（試行）》保持了一致。等級評定總分為 1,000 分，其中環境 120 分，

設施設備 130 分，運營管理 150 分，服務 600 分。 

本研究以《廣東省民政廳關於開展 2021 年度養老機構星級評定工作的通知》

中包含的《養老機構星級評定實施內容與分值（試行稿）》作為廣東省最新的服

務質量標準，與香港老年學的《香港安老院評審計劃》中的評審標準進行了對比

（詳見附件四）19。通過比較，可以得知有以下幾點的主要差異： 

（1）廣東省的服務質量標準，對於環境和硬件設施的要求更高，而香港對

於環境和硬件設施的要求，更多已經在《安老院規例》和《安老院實務守則》中

做出了相應的規定，在評審計劃中並沒有提出更高的要求。 

（2）香港的服務質量評審在服務理念和服務流程的要求上更為深入和細緻，

 
19 對比情況詳見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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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求訂立明確的指引文件；廣東省的星級評估有提及相關要求，但並沒要求有

明確的指引文件，在排泄處理、餵食、扶抱等方面則要求做現場考核。 

（3）在對長者的權利、隱私和尊嚴方面的規定，香港更為具體，要求有相

應的政策和程式；廣東省的養老機構星級評定内容只是提及護理時要保護隱私。 

（4）香港對使用約束物品和藥品方面更為嚴格具體，要求有使用原因、醫

生指示及使用期限、評估記錄等；廣東省的養老機構星級評定内容只是要求建立

管理制度。 

（5）在藥物管理、感染控制方面，廣東省的養老機構星級評定内容對這些

的要求很少，這些要求更多體現在專項的規範和標準文件中。 

以上差異和兩地的地域特點以及養老服務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 

養老資助政策 

3.1 香港 

香港現時的安老院主要由非政府機構或私營機構營運，按營運模式可分為：

津助院舍、合約院舍、非牟利自負盈虧安老院以及私營安老院舍（詳見表 2-1）。  

表 2-1：相關院舍的類型（按營運模式分） 

院舍類型 營運模式 

津助院舍 營運經費由政府資助，主要提供是政府資助宿位。 

合約院舍 自 2001 年開始，由社會福利署以公開競投形式選取合適機構營辦的安老院舍，收費按

合約投標時所定的檟格釐定，院舍同時提供政府資助及非政府資助宿位。 

非牟利自負

盈虧安老院 

以非牟利形式提供政府資助及非政府資助宿位，予不同經濟及健康狀況的長者。 

私營安老院 由私人機構開辦。自 1998 年開始，政府透過「改善買位計劃」，向部份私營院舍購買

宿位供長者入住。根據員工比例和人均面積標準的不同，可以分為甲一級和甲二級。 

根據社會護理署對安老院舍照顧服務的總計，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由各

類型院舍提供的宿位共有 74,114 個，其中資助宿位佔 40%，非資助宿位佔 60%

（詳見圖 2-1）。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安老研究》調查結果報告 

22 
 

圖 2-1 香港安老院舍照顧服務概覽 （截至 30.9.2021）20 

 

香港在安老服務的發展過程中，首先是六十年代由數間宗教團體開辦老人院，

即現時的安老院，以慈善形式提供有限度的服務。之後，非政府機構發展了護理

安老院以及護養院，以照顧不同體弱程度長者的需要。自 2005 年開始，政府根

據持續照顧的政策方針，開始推行轉型計劃，將一些沒有長期護理元素的院舍宿

位轉型為可提供持續照顧的宿位，讓長者能夠在現居的院舍繼續居住，而毋需因

身體狀況轉差而遷往護養院21。目前，除了私營安老院提供的非資助宿位，香港

仍有安老院、護理安老院及護養院這三個不同護理類別的宿位（詳見表 2-2），

而以護理安老院（包括可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院）為主，佔 81%；護養院佔

了一小部分，佔 17.5%；而安老院只佔 1.5%。 

表 2-2：香港不同類別院舍22提供的不同護理類別的宿位數量23 

 
20 安老院舍服務概覽(資助與非資助宿位之比率)。2022 年 1 月 20 日，取自：香港社會福利署網頁 

21 香港大學研究團隊（2009）。安老事務委員會就長者住宿照顧服務所進行的顧問研究最後報告。2022

年 1 月 20 日，取自網頁。 

22 不含私營安老院的非資助宿位 

23 安老院舍照顧服務統計總覽。2022 年 1 月 20 日，取自：香港社會福利署網頁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overviewon/
https://www.elderlycommission.gov.hk/sc/download/library/Residential%20Care%20Services%20-%20Final%20Report(chi).pdf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overview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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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位名額總數(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津助院舍、 

自負盈虧院舍及 

合約安老院舍內的

資助宿位 

改善買位計劃下

的資助宿位 

非牟利 

自負盈虧院舍/ 

合約安老院舍內的

非資助 

宿位 

總數 

安老院 67 - 462  529 

護理安老院24 15,505 9,907 3,022 28,434 

護養院25 

  
4,367 -  1,767   6,134 

總數 19,939 9,907 5,251   35,097 

在資助院舍中，政府根據不同護理級別，提供不同的宿位資助標準，並訂立

不同的自付額（長者入住時需要個人承擔的費用）。根據社會福利署公佈的支出

和預算統計以及最新的自付費用，情況如表 2-3。 

表 2-3：各類別的資助宿位的每月資助額及自付額（港幣/月）26 

安老院類型 2019-2020 

實際受資助 

2020-2021 

（修訂預算） 

2021-2023 

(預算） 

2021 

自付額 

安老院  未提供 未提供 未提供 未提供 

護理安老院及提供持續照顧

的護理安老院 

$17,373 $18,096 $18,315 $2,06027； 

$1,87128； 

$1,66029 

護養院（含護養院宿位買位

計劃購買的資助護養院宿

位） 

$24,979 $25,689 $26,094 $2,054 

參加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

老院 

$14,315 $15,991 $16,030 $1,763（甲一級） 

$1,656（甲二級） 

合約院舍 $19,006 $19,840 $21,303 $2,060 

另外，社會福利署自 2014 年起推出「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30，

 
24 包括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宿位 

25 包括「護養院宿位買位計劃」下的護養院宿位 

26 總目 170-社會福利署-財政預算案，2022 年 1 月 20 日，取自：香港社會福利署網頁 

27 已轉型/提升為提供持續照顧服務的護理安老宿位 

28 傷殘津貼受助人(包括已於 2013 年 4 月 1 日前入住現時宿位的傷殘津貼受助人，但於 2013 年 4 月 1 日

或之後轉為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人士) 

29 非傷殘津貼受助人 

30 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2022 年 1 月 20 日，取自：香港社會福利署網頁 

https://www.budget.gov.hk/2017/chi/pdf/chead170.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781/en/AnnexFeb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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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已申請或於中央輪候冊上、正輪候資助護理安老宿位的合資格長者，可選擇

入住兩間由本港非政府機構於廣東省營運的安老院，包括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

頤康院和香港賽馬會伸手助人肇慶護老頤養院。政府的資助已包括長者在院舍的

食宿、護理服務、個人照顧以及基本醫療等費用，長者在入住後，無須再支付這

些費用。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2021 年在深圳市的每個宿位平均成本約

為港幣每月 9,700 至 12,000 元，視乎不同護理級別，與參香港改善買位計劃的院

舍比較，每個宿位平均每月少港幣近 4,030 元(少約 25%)至 6,330 元(少約 39%)。 

除了直接資助院舍的模式之外，2017 年 3 月香港政府推出「長者院舍住宿

照顧服務券(院舍券)試驗計劃」(試驗計劃)31。試驗計劃採用「錢跟人走」的原則，

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一個選擇，讓他們可揀選接受由不同類別安老院的院舍照顧

服務。只要經社會福利署的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中度缺損及

正在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 (中央輪候冊) 輪候護理安老宿位的長者，就可以

使用該計劃。參與試驗計劃成為認可服務機構的安老院，必須符合社會福利署指

定的空間、人手及過往服務紀錄的指定要求。現時有不同類別的安老院成為認可

服務機構，包括符合資格的津助院舍、合約院舍、非政府機構營辦的自負盈虧院

舍、「改善買位計劃」甲一級院舍及其他符合資格的私營安老院。院舍券面值為

每月 15,909 元（2021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並會與「改善買位計劃」的甲一級

宿位的每月成本掛鈎而按年調整。由 2020 年 8 月 1 日起，認可服務機構可按個

別院舍的每月實際收費作為院舍券服務費用，為長者提供院舍券面值下的「標準

服務」，並以現行院舍券面值為上限。本著「能者多付」的原則，負擔能力較低

的院舍券持有人可獲得較多的政府資助。社會福利署會採用八級（由級別 0 至級

 
31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院舍券)試驗計劃。2022 年 1 月 20 日，取自：香港社會福利署網頁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psr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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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7）的層遞式共同付款安排。以院舍券申請人個人為單位接受經濟狀況審查，

而入息和資產均會計算在內，以定出共同付款級別。7 個級別使用者需要承擔的

付款比率分別為 0%、10%、20%、30%、40%、50%、62.5%及 75%。院舍券持有

人可向認可服務機構額外付款購買升級或增值服務，如單人／雙人房寢室、針灸

等，而額外付款的款額上限，為當時院舍券面值的 150%。 

另外，社會福利署於 2013 年 9 月推出「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32，

鼓勵和資助擁有土地的非政府機構，透過擴建、重建或新發展，增加福利設施，

當中包括了持續照顧安老院，有關成本由獎券基金承擔。 

3.2 大灣區内地城市 

廣東省的養老機構，分為由民辦非企業單位營辦的民辦公益性養老機構、由

企業法人營辦的經營性養老服務機構以及由事業單位法人營辦的公辦公營養老

機構。從第一章中國的養老發展歷史所述，見中國內地早前以公辦公營養老機構

(民政局為三無長者提供的福利院)居多，到後來大部分公辦公營的養老機構都轉

變為由民辦非企業單位承接，變為公建民營的民辦公益性養老機構。 

此三種類型的機構，得到的資助政策均有不同。屬公辦公營的養老機構只收

住本地戶籍的長者，在此不作討論。政府對於民辦非企業和企業法人兩個主體的

資助政策還是有差異，本文將從兩個方面探討：「土地支持和稅費優惠」以及「補

貼政策」。 

土地支持和稅費優惠方面： 

2019 年廣東省民政廳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進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

 
32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2022 年 1 月 20 日，取自：香港社會福利署網

頁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ws/papers/ws20200608cb2-1117-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ws/papers/ws20200608cb2-1117-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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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廣東省現行養老服務領域相關投資扶持政策進行梳理匯總，編制了《廣東省養

老服務投資扶持政策措施清單》。在土地的使用上，規定「對社會資本舉辦的非

營利性養老機構和政府舉辦的養老機構，均享有相同的土地使用政策，可以依法

使用國有劃撥土地或者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對營利性養老機構建設用地，按照

國家對經營性用地依法辦理有償用地手續的規定，優先保障供應」。在稅務優惠

上，規定「對非營利性養老機構自用房產、土地免征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

對符合稅法規定條件並經認定為非營利組織的養老服務機構，其取得的符合條件

的收入按規定免徵企業所得稅。對非營利性養老機構建設免徵有關行政事業性收

費，對營利性養老機構建設減半徵收有關行政事業性收費，養老機構用電、用水、

用氣按居民生活類價格執行」。 

由以上的土地使用以及稅費政策優惠中可知，政府對於非營利養老機構的支

持遠大於營利機構。但值得一提的是，文件中明確規定「非本地投資者舉辦養老

服務項目與當地投資者享受同等政策待遇，境外投資者設立的非營利性養老機構

與境內投資者享受同等優惠政策」。 

補貼政策： 

因為補貼是由市區兩級財政共同支持，所以廣東省未推出統一的規定，每個

城市都會根據該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來制定相應的補貼標準。儘管補貼標準不同，

但是補貼的類別基本一致，主要包括：護理補貼、新增床位補貼、等級評定補貼

及醫養結合補貼。以下為根據 2020 年《廣州市民辦養老機構資助辦法》和 2018

年的《深圳市民辦養老機構資助辦法》為例，說明的各項補貼的情況。 

護理補貼按照收住長者的照顧需求等級給予不同的補貼標準，收住重度失能

長者為一級護理，補貼最高。廣州現行補貼金額為人民幣每人每月 500 元，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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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民幣每人每月 600 元；輕度、中度失能長者為二級護理，補貼數額低於一級

護理，廣州為每人每月 300 元，深圳為每人每月 450 元；能力完好的長者為三級

護理，廣州補貼數額為每人每月 200 元，深圳為每人每月 300 元。廣州要求申請

機構的床位費和護理費收費標準，不高於廣州市價格行政主管部門確定的公辦養

老機構收費標準的 5 倍，深圳要求不高於深圳市價格行政主管部門確定的公辦養

老機構收費標準的 3 倍。 

新增床位補貼，指新建、改建和擴建養老機構而新增加的床位，廣州對擁有

房屋自有產權的新增床位每張床位補貼 15,000 元，租賃場地的新增床位每張床

位補貼 10,000 元。深圳規定養老機構每新增一張床位的資助額度為 4 萬元，分 4

年資助，每年 1 萬元。 

醫養結合補貼，醫養結合機構是指登記為同一法定代表人，內設醫療機構且

持有《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養老機構或者內設養老機構且持有養老機構備案

回執、或在有效期內的《養老機構設立許可證》的醫療機構。醫養結合機構已實

際收住服務對象並具備醫保定點資格的，廣州按照 20 萬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補

貼，深圳按照 30 萬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資助；未具備醫保定點資格的，廣州按

照 15 萬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補貼，深圳按照 20 萬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資助，取

得醫保定點資格後，按照 10 萬元的補差標準給予一次性資助。 

等級評定補貼，根據國家標準《養老機構等級劃分與評定》（GB/T 37276-

2018），按規定評定為三級（三星級）以上等級，且在評定有效期內的養老機構，

可享受等級評定補貼。等級評定結果到期後，重新評定為同一等級的，不再另行

補貼；重新評定為更高等級的，則按照更高等級補貼標準給予補貼。當中五級（五

星級）養老機構，廣州按照 20 萬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補貼，深圳的補貼標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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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萬元；四級（四星級）養老機構，廣州按照 10 萬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補貼，

深圳為 20 萬元；三級（三星級）養老機構，廣州按照 5 萬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

補貼，深圳為 10 萬元。 

2020 年，《廣州市民辦養老機構資助辦法》已經規定公益性民辦養老機構與

經營性民辦養老機構享受同等補貼標準。深圳目前的補貼政策仍僅是針對民辦非

企業開辦的公益性養老機構。但深圳市民政局已於 2021 年起草了《深圳市民辦

養老機構資助辦法（徵求意見稿）》，目前正公開徵求社會公眾意見。徵求意見

稿擴大了資助對象的範圍，而民辦營利性養老機構也將進入資助範圍。由此可見，

政府的補貼政策開始趨向同時覆蓋民辦營利性養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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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粵港澳大灣區養老機構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安排 

1.1 個案研究目標及個案（受訪機構）選擇 

為了瞭解粵港澳大灣區各地養老機構對大灣區養老的看法、養老服務質素監

管情況以及在實踐大灣區養老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從而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議，研

究團隊分別於大灣區內不同城市選取了幾間養老機構進行個案研究。 

與此同時，為了瞭解政府對於大灣區養老的發展規劃以及養老服務質素標準

制定的情況，研究團隊亦訪談了個別政府部門及(安老院舍評審機構)。 

1.2 個案（受訪機構）介紹 

研究團隊總共選取了廣東省 5 間養老機構/公司、香港 4 間社會服務機構以

及 1 間安老院舍評審機構、澳門 1 間社會服務機構以及 1 個政府部門 。 

廣東省受訪的 5 間養老機構/公司分別是廣州泰康之家粵園養老服務有限公

司、廣州僑頤養老集團、復康會頤康護理（深圳）有限公司、江門市銀業養老策

劃服務有限公司以及中山大信控股集團。 

粵園養老服務有限公司是全國連鎖的大型民辦養老機構，用保險與養老相結

合的方式發展持續照顧養老社區（CCRC)。 

廣州僑頤養老集團旗下有廣州首間民辦養老機構，首間港人獨資養老機構以

及首間公建民營養老機構，見證了廣州各種類型養老機構發展的歷史過程。 

復康會頤康護理（深圳）有限公司運營的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是由

香港的非牟利機構香港復康會興建，是香港機構探索大灣區跨境養老先行先試的

機構之一。頤康院是香港政府推行「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的首批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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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院舍。 

江門市銀業養老策劃服務有限公司是江門市一間民辦養老機構，旗下有四間

幸福養老連鎖院舍。 

中山大信控股集團打造的大信活力城是聚焦大灣區退休人士的核心需求而

打造的康養商業住宅綜合體項目，於大灣區市場提供服務式住宅康養模式。 

以上幾間養老機構/公司所處的廣州、深圳、中山、江門都是比較多港人選擇

居住的內地城市。同時，以上幾間養老機構/公司的養老模式各有特點。透過這些

個案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廣東省各地的養老服務發展狀況，以及他們對於大

灣區養老的看法與準備。 

香港選取的 4 間社會服務機構分別是：香港伸手助人協會、東華三院、香港

復康會、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這幾間機構都有在大灣區運營或參與發展養老服

務的經驗。我們希望瞭解他們的經驗及遇到的挑戰，聽取他們作為前線先行實踐

者的政策建議。與此同時，研究團隊還訪談了香港老年學會，以瞭解香港安老院

評審計劃以及其在大灣區參與養老服務質素評審的經驗。 

此外，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研究團隊邀請了澳門明愛及澳門社工局參與訪談。

澳門明愛在澳門提供社會服務的歷史悠久，亦是澳門開辦養老院最多的一間社會

服務機構。研究團隊希望訪談澳門明愛以瞭解澳門的機構養老發展情況，和他們

對於大灣區養老的看法與佈局。與此同時，研究團隊訪談了澳門社工局，以瞭解

澳門政府在大灣區養老方面的推進情況，以及其對養老機構的規管和服務質素的

要求。 

1.3 個案研究方法 

本次訪談由社專聯對研究個案機構進行邀約。受疫情影響，此次的研究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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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視頻的形式進行半結構訪談。受訪者是各研究單位的主要負責人，每個訪談

的時長為 60-90 分鐘。 

有部分訪談的過程經被訪者同意後進行了錄音和錄影，其他未錄音錄影的，

也進行了現場記錄。訪談記錄以摘要的形式進行謄寫，謄寫後的記錄發予一起參

與訪談的研究團隊成員進行補充修訂，以增強所獲信息的準確性和完整性。 

個案研究情況  

    根據研究目標，個案訪談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一）對於大灣區

跨境養老的看法，主要談及實現大灣區養老跨境所面臨的挑戰及解決路徑；（二）

養老機構的監管情況和服務質素標準；（三）關於各機構在大灣區養老方面的經

驗、遇到的困難以及所需要的支持。 

2.1 對於大灣區跨境養老的看法 

對於大灣區跨境養老，粵港澳不同城市的養老機構大部分都表達了正面的看

法。大部分被訪者認為大灣區跨境養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港澳地區空間有限

的難題，同時亦認為這有利於增進大灣區幾地的社會服務交流，從而促進大灣區

養老服務質素的提升。 

 “為長者提供多一個選擇，他們可以不限於在港養老，舒緩香港長者

輪候院舍之壓力，達至共享發展，改善民生；同時，促進粵港不同管理

文化及專業知識交流，有助推動社會服務發展；並促進兩地人員交流，

提供就業機會和培訓基地。” 

亦有被訪者認為有意願選擇跨境安老的長者會是其中的一部分組群，提醒制

定大灣區養老政策的前提是需要先了解和掌握這人群的分佈及其數量佔比。 

 “我們首先要思考哪些人群會選擇去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可能

主要是在内地有家人，有内地生活經驗，或者有需要養老院照顧但是又

排不到隊入住政府資助的宿位的長者。雖然從性價比來說，肯定是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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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養老院更好，但是龍床不及狗窩，如果子女在香港，内地的環境再好，

長者也不願意選擇。現在更多的金齡長者（指 50-65嵗長者）可能會選

擇去内地養生，但到真的需要有人照顧時，還是會希望回到香港，回到

子女身邊。我們父母一輩的長者可能本身就是從内地移民來香港，他們

會有可能選擇，但是我們這一代，已經和内地沒有太多連結，在我們老

的時候，讓我們抽離了之前的支持網絡去内地入住養老院，真的是很多

長者未必會選擇的。所以我們在推動這個政策時，都要想一下有多少長

者，是哪一批長者會去。”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大灣區的迅速發展，年輕的一代選擇到大灣區發展的人數

也在增加，父母可能隨子女移居大灣區養老，這會增加對跨境養老的需求。受訪

者亦表達了大灣區養老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跨境就醫

問題；（二）福利跨境携帶的問題；（三）對大灣區養老認知的不足和存在偏差

的問題。 

2.1.1 跨境就醫問題 

跨境就醫問題嚴重影響長者的安老選擇，有部分已經在廣東省常住的港澳長

者，每年會返回到港澳地區就醫。當長者年紀漸長，身體狀況難以應付長途跋涉

跨境往返的就醫安排時，就會選擇重新回到港澳地區安老。 

“目前入住的港人有 10人左右，他們的反饋不錯，住得舒服，服務

好。只是他們可能每隔半年就要回港去體檢就醫拿藥等，感覺不是太便

利。” 

“對於港人到大灣區養老，認為醫療是最大的阻礙。我們也有收住

10 多個香港長者，他們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回港檢查身體和就醫，逐漸

有些覺得不方便就會留在香港養老了。” 

疫情下，跨境就醫的問題更加凸顯。在防疫政策下，有些住在廣東省養老院

的香港長者，因為要回港就醫而需要接受隔離，有些長者因為難以承受長時間的

隔離而滯留在香港。 

“這次新冠疫情，令我們深刻意識到如果醫療問題不解決，很難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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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跨境養老。以前我們是用民間力量去解決醫療，但疫情已經清楚說明

我們之前的解決方案是不行的。有些長者因為要回港看病就無法回到內

地的養老院居住。” 

長者為何不能留在廣東省就醫，甚至疫情下也要回港？被訪者也説出了其中

的重要原因。 

第一，醫療福利大部分還未能實現跨境携帶 

香港公立醫院收費因獲得公帑高額補貼，收費廉宜，而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

75 歲以上的長者，在香港公立醫院就醫費用全免。當這些醫療福利不能跨境携

帶時，長者會選擇返回到原居地就醫。 

“他們回去香港看醫生拿藥，費用很少，因此他們都會傾向回港看

醫生及拿藥。” 

“因為澳門長者 65歲以上就能在澳門享受免費醫療，所以即使買了

内地的醫保，65 歲以上長者如果有長期病患，仍然會回來澳門看專科

和覆診，長者可以定期取藥。” 

 雖然香港政府於 2015 年 10 月推出試點計劃，讓合資格的香港長者可以使

用醫療券支付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指定科室提供的門診醫療護理服務的費用33，並

在 2019 年 6 月將試點計劃恆常化。但是，由於目前符合使用醫療券的只有這一

間醫院，以及服務券的金額有限，難以解決長者跨境就醫的問題，尤其是有長期

病患的長者，需要多次覆診，醫療券的資助金額不足以支持其費用。 

“雖然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可以使用醫療券，但是我們送長者到那裏

就醫路程非常遠，一般需要約 1.5小時。而且，就醫的費用也比較貴，

兩三次就用完了醫療券的金額，2020 年起每年醫療券的金額為港幣

2,000元。” 

 
33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推出長者醫療券計劃，資助年滿 65 歲並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或香港特區

政府入境事務處發出的《豁免登記證明書》的香港長者使用私營基層醫療服務。現時，每名合資格長者每

年可獲發的醫療券金額為港幣 2,000 元，每年未用完的醫療券金額可累積至其後年份使用，累積上限為港

幣 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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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跨境就醫安排困難重重 

    為了突破跨境就醫這一難題，有服務機構安排了跨境車輛定期接送長者回港

就醫及覆診。雖然這個安排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長者更便利回港就醫，但是也面

臨著很多挑戰。比如陪診員的簽證問題、長者的體力問題等。在疫情封關的情況

下，這種安排就被迫停止了。 

 “最大挑戰是醫療，雖然頤康院距香港北區醫院的車程只是 45分鐘，

但我們需要配置陪診員陪長者到香港就醫，因為陪診員過關時也需要簽

證，因為我們的機構還沒有盈利，未曾向深圳市政府交利得稅，所以辦

理簽證比較困難。” 

第三，兩地就醫安排存在區域差異，沒有醫保醫療費用高 

    長者對内地的醫療技術的信心以及兩地醫療安排的區域差異都會影響長者

的養老地點選擇。但是，大部分被訪者都表示這並非主要原因，認為内地的醫療

水平日益發展，香港長者也逐步瞭解和接納。 

“兩地的體制文化不同，比如就醫，內地的醫院的醫生護士是負責

專業醫護，通常都要病人自行請陪護，要額外給陪護費。而且，出於責

任的考慮，醫院經常要讓子女去簽字（知情同意書）。” 

“長者和家人對於内地的醫療逐漸接受，安排香港的長者在内地就

醫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沒有内地醫保，對他們來說，費用太高。目前的

情況不是長者抗拒在内地就醫，而是因為費用等問題影響了他們在内地

就醫的選擇。” 

第四，内地醫療保障與港澳地區醫療保障存在差距 

2020 年 1 月 1 日，中央政府正式實施《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地參加社會

保險暫行辦法》，規定在內地就業、居住和就讀的港澳台居民，可擁有社保卡，

與內地居民一樣，可參加社會保險及享有合法權益。若在內地工作及繳費不足 15

年的港人，也可按照規定延長繳費或者補繳，以符合領取社保的資格；並且規定

在內地居住且辦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的未就業港澳台居民，可以在居住地按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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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由各級財政按照統籌地

區城鄉居民相同的標準，給予補助。 

雖然允許港澳台居民享有内地醫保是一個推動港澳居民在内地就醫重要舉

措，但因為内地醫保只能報銷一部分的醫療費用，所以，有部分的用藥和醫療費

用需要自付，而有一些項目的治療並不包括在醫保中，這與港澳居民在原居地能

享受到的免費醫療還是有一定差距。 

“即使可以購買内地的醫保，但對於有長期病患的長者來說仍有經

濟困難。一方面是因為澳門對於 65歲以上的長者就醫福利好，可以免

費就醫；另一方面因為内地的醫保只能報銷百分之六、七十，而且有些

項目是不保的，比如洗腎（血液透析）。” 

 由此可見，只有長者在養老當地享有與原居地同等的醫療福利時，長者跨

境就醫的問題才可能得到更大程度的解決。如果政府支持香港長者到廣東省獲得

内地醫保，也需要考慮如何補充醫保不能覆蓋的醫療支出。 

對於跨境就醫問題的解決，各被訪者也提出了以下建議： 

第一，醫療問題一定要通過政府層面的對接才可以解決 

跨境就醫並非單一個機構憑藉一己之力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而必須要在政府

層面達成合作，形成有效的機制和推出有效的政策。 

“關於醫療的問題，我們養老機構是很難靠一己之力去解決，一定

要政府統籌去解決。” 

“本澳長者對澳門的醫療制度相對熟悉，返回內地養老普遍關注醫

療服務。珠海市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接受居住於市內的澳門居民參

加基本醫療保險計劃，而計劃所需費用中的財政補貼部分由珠海市政府

承擔，至於餘下的個人繳納部分，則由特區政府全額津貼。現時的津貼

金額上限為 490 澳門元，受惠對象包括居於珠海市年滿 65歲或以上的

本澳長者。” 

“我們和深圳社保局瞭解，如果香港長者以前沒有在內地工作及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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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社保的話，現在是無法參加深圳醫保或者社保的。” 

由以上的訪談可以看到，政府在解決醫療問題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雖然内地政府推出了政策，讓港澳居民可以在内地享受醫保，但是要真正落

實，還是需要香港政府與大灣區各地方政府作出具體的協商，在承保的範圍

和保費上作出更多的承擔。 

第二，建議擴大醫療券跨境使用的金額及就醫網絡 

被訪者認為需要完善深圳港大醫院的現有模式，包含可報銷醫療費用金額以

及適用範圍，故建議香港政府與内地有資質的醫院實現直接支付，以方便在各個

城市的香港長者，可以在養老所在地就醫。此外，被訪者認為很多長者都需要就

長期病進行覆診，這方面可以通過擴大内地的就醫網絡來解決。同時，被訪者也

提出實現這一策略的前提，是要實現兩地支付系統的連結以及兩地醫療病歷信息

的互通。 

“醫療券的運用，現在只有在深圳市，應該通過試點，增加一些城

市，否則肇慶要到深圳就醫是不切實際。香港的病歷如何與內地進行互

通也需要研究，同時要研究醫療的其他資助或津助計劃。目前限制太多，

醫療券實質幫助並非預期那麼大。另外，可考慮香港政府對內地醫療做

一些認證，讓長者有信心。內地的醫療現在是怎樣，需要讓香港人多些

瞭解，多些信心，多些誘因，要政府出面。” 

“其實長者有很多是有長期病例如高血壓、糖尿病等等，基本上需

要覆診和取藥，如果能做到在内地拿藥，就不用長途跋涉回港覆診。但

是因為香港和内地的醫療支付系統不兼容，兩個系統要融合不容易。另

外，有些藥物香港有，内地可能沒有，但這可以逐步解決。” 

第三，需要政府推動覆蓋大灣區的商業醫療保險 

如果長者個人購買可以覆蓋跨境就醫的商業醫療保險是比較昂貴的。政府需

要與保險公司商談可行的、且覆蓋大灣區的商業醫療保險。 

 “另外一條路徑是購買商業醫療保險，但是如果長者私人單獨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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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貴的；都可能出現道德風險，沒有信任基礎，可能會濫用了醫療費用。” 

“肇慶護養院的長者之前的醫療保險是政府資助的，帶有慈善性質，

因為當時只有三、四十人，政府可以資助保險公司包下來，但人多了就

不行了。可以考慮香港的保險公司與內地的醫療機構談合作。” 

2.1.2 跨境服務福利携帶的問題。 

在服務福利的可携性上，政府於 2014 年推出「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

計劃」，長者可選擇入住的兩間由本港非政府機構於廣東營運的安老院。 

“買位之前(指「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入住的大概有

60%是内地的長者，香港長者大概只佔 40%。政府買位之後到現在，大

概有 60%是香港長者，40%是内地長者。我們目前還是有長者排隊輪候

的，約有 60多位。” 

機構在獲得政府買位後，港人所佔比例大幅上升，説明政府對於跨境養老的

需求有賴於福利的跨境携帶政策的支持。但是，這個試驗計劃推出至今，長者在

廣東省可選擇入住的機構還只是維持最初的兩間，長者在大灣區選擇入住其他院

舍還不能獲得政府的資助。 

“可以加強可攜性的福利。現在長者去內地能攜帶的福利以及能在

香港獲得的福利還是差距很大的，所以可以逐步放寬，讓多些福利可以

攜帶。” 

“要令到長者去到内地養老後也可以取得在香港能拿到的福利。” 

“如果香港政府能允許香港居民，把他們在香港能得到的入住院舍

的政府資助，以及醫療等福利也能携帶到大灣區（內地城市）使用，那

麽就比較好。” 

由此可見，讓長者跨境安老可以獲得與在香港安老同等的福利，是長者作出

跨境安老選擇的重要考慮。 

2.1.3 認知不足和認知偏差 

很多香港長者並不知悉跨境安老這個選擇。這是因為在「廣東院舍住宿照顧

服務試驗計劃」下，目前只有兩間由本港非政府機構於廣東省營運的安老院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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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政府並沒有作出廣泛的宣傳。同時，有些香港居民對於内地近年的發展認

知不足。 

關於這方面，被訪者建議政府要增加跨境安老選擇的宣傳。機構的被訪者都

建議在恢復正常通關之後，組織多些活動，令香港長者對大灣區的養老環境有更

多客觀的認知。 

“政府需要安排香港的長者去參觀内地的養老機構，尤其是由香港

NGO在内地運營的養老院，要提升香港長者對於内地養老狀況的認知 ，

其實内地有些養老院的環境真的很理想，空間也比較大。” 

“疫情後，應該多組織實地探索或者體驗，讓大家知道目前內地的

養老服務發展是很快的，服務質素也不錯。” 

為了增加港澳居民對於跨境養老的瞭解和體驗，有些養老公司以吸引港澳長

者過去「養生」和「玩樂」開始，從而增加了長者選擇跨境養老的可能性。 

“香港的長者要到大灣區養老，需要對大灣區有一個瞭解和熟悉的

過程，如果一下子讓有需要照顧的長者離開香港到大灣區（內地城市）

入住院舍會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礙，但當長者在還能「玩」的階段入住養

老公寓，體驗好了，之後他們需要長期照顧服務時，也會更容易選擇留

在內地城市養老。” 

儘管有些機構在努力提升香港長者對於跨境安老的認知，但畢竟幾個機構的

力量有限，要大幅度推動跨境安老，還必須有賴於政府的參與，以擴大宣傳。同

時，亦有被訪者提議建立一個大灣區安老服務資訊平台，讓大家更容易獲得正確

客觀的資訊。 

“建議搭建一個安老服務資訊平台，讓大家對大灣區的安老有更多的

瞭解。” 

2.2 養老服務機構監管及服務質素標準的差異 

第二章中，我們在政策上分析了廣東省和香港在養老服務機構監管、資助政

策以及服務質素標準上的差異。在個案訪談中，我們也提問了廣東省的養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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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營服務過程的經驗。 

 2.2.1 養老機構監管和支持  

 整體上，被訪者認為廣東省對於養老機構監管的要求是頗為嚴格的。儘管

廣東省隨著國家的政策取消了註冊許可制度，執行登記備案制，但其實質素的要

求還是一樣的，只是多了一些彈性，以解決之前在註冊許可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除此之外，廣東省各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對養老機構在日常運作中嚴加監管，尤

其是在消防、食品、防疫、防跌等的安全方面。 

（1）從註冊許可到登記備案的轉變 

廣東省的被訪機構普遍認為，雖然註冊許可轉成了現在的登記備案制，政府

對於機構的要求仍是相同的。 

“從許可制轉到備案登記，在對機構的監管要求上沒有實質性的影

響，做養老事業，長者的行動和自救能力都比較弱，要求還是要高一點

好。我們做養老必須要買機構責任險，如果達不到住建（住房建設）、

裝修和消防等要求，就拿不到許可或備案證書，那也就買不到責任險。” 

廣東省政府在對養老機構進行登記備案的過程中，也將管理權下放到地方政

府，這對機構也帶來一些便利。 

“實行備案其實都會幫到我們，比如備案做了之後，年審就不需要

去廣東省民政廳，直接在區級政府就可以，即使有什麽需要我們修改，

也會方便很多。” 

雖然廣東省目前實行的是登記備案制度，與香港和澳門的牌照制度不同，但

是登記備案制度對於機構的實質要求相同，還是需要符合建築、消防、食品安全

等很多基本要求。 

（2）政府對養老機構發展的支持情況 

 此外，被訪者認為現在內地政府非常支持養老機構發展，外資機構開始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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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與本地機構同樣的支持。有些地方政府也已經在補貼政策上做出改革，工商註

冊的養老企業和民辦非企業如果收住本地的長者，亦開始享有同樣的護理補貼。 

“政府的政策現在是對以各種資源開辦養老的機構非常支持和歡迎，

包括外資，也給予各種稅收優惠、床位補貼、五星評級獎勵等。” 

“政府對於各種性質的機構支持開始變得統一，之前工商企業註冊

的是沒有護理補貼的。後來我們向政府反應，無論何種性質都是需要做

護理的，為何企業辦的就沒有補貼，而民辦非企業就有。提了意見之後，

去年政府就開始統一了標準。” 

 這些政策，也為香港的社會服務機構到大灣區內地城市開辦養老機構提供

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3）日常的監管 

廣東省整體對於消防、食品、疫情防控等安全方面比較重視，在這些方面監

察比較嚴格，檢查項目繁多，有些地方政府檢查頻率也頗高。 

“政府目前對養老機構的監管重點是放在安全和風險控制上，比如

消防、食品衛生、防疫等，注重管理痕跡，要求有記錄和台賬（流水賬），

對於各種自然災害天氣和疫情的風險管控非常嚴格。” 

“每個季度政府會做一次檢查，有 125項，關於消防、食品、經營

管理和服務之類的都融合在裏面了。” 

“政府對養老機構的監管，真的很多，我們基本上每周都會有人來

檢查。比如消防檢查、安全檢查，還有一些跨部門的檢查等。120多條

的服務監察指標，是每個月都要做的。” 

“我們的主管部門雖然是民政部，但是消防部門、食藥監（國家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環衛等部門都是要來檢查，因爲政府部門監管嚴

格是正常的。養老院也必須要做好防火、防跌、放走失。” 

由此可見，與前兩章的政策分析一致，廣東省政府目前非常支持養老市場的

發展，且對服務質素的監管嚴格。雖然取消了註冊許可制度，但是對養老機構的

申請及營運過程中(事中及事後)的監管非常嚴格，以不斷促進養老機構規範化發

展，這為大灣區跨境安老奠定了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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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養老機構服務質素評審 

如第二章政策分析所示，在廣東省，目前主要的服務質素認證標準是星級評

定制度；在香港，佔主體的是香港老年學會的安老院評審制度。被訪者主要集中

在以下三方面闡述他們對於這兩個評審制度差異的體驗和理解：一是評審激勵機

制，二是評審標準，三是評審安排。 

（1）評審機制 

    質素評審是機構自願參與的，因此有一套能促進機構參與評審的激勵機制很

重要。 

“五星評定，也是對於機構管理和服務的促進，廣州執行的是一筆

過獎勵，5星給 20萬，4星給 10萬。而廣州周邊的城市，例如順德，

他們就是把五星評估和護理補貼的高低結合起來的，這個誘因很大，大

家就會積極去參加評星（星級評定）。” 

“關於評估，主要也是根據星級評定標準。幾年前，我們也有向省

（廣東省）提建議，認為政府給不同服務質素的養老機構一樣的資助標

準不太合理，而是應該用星級評定的標準，根據服務質素水平給予不同

標準的資助。後來，政府也採納了建議，並推出了與星級評定掛鈎的補

貼政策。” 

廣東省主要是通過星級評定獎勵，以及將服務補貼標準與星級評定結果掛鈎，

來提升養老機構參與評定的積極性。在香港的情況與之有所不同。  

“ 2005年 3月正式開展「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我們盡量游説

先前參加先導計劃的院舍參加，而新增加的大概有 15間。參加評審的

單位不多主要是因為沒有誘因參加這個評審計劃，而參加了評審計劃的

政府的津助院舍和私營院舍的比例大概是 7：3, 政府津助的院舍，由政

府統一派位分配院友。而私營院舍，有 7至 8成是收取靠綜援金入住的

長者，院友無法再多交院費，院舍亦不會因此多收院費而有誘因參加評

審。到 2009年，參加計劃的院舍突然增多了 20多間，是因為當時政府

想檢視院舍的服務質素。一直到 2018、2019參加評審的院舍都是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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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0間左右。” 

“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於 2019-20 年度推出一個為期五年的

「私營安老院認證資助計劃」(資助計劃)，為參加香港認可處認並經社

會福利署核准的認證計劃的私營安老院提供全數資助。因為香港老年學

會的評審計劃已取得香港認可處 「安老院服務提供者管理體系認證機

構」的認可資格，及獲社會福利署納入「資助計劃」下的核准認證計劃，

所以參加評審的院舍開始激增，到現在為止一直都是維持有 200多間，

其中有八、九成都是私營院舍，只有一成多是政府資助院。這是因為私

營院舍中很高端的收費不會有動機參加，而收費很低的院舍（大部分接

收領取綜援的長者）也是沒有動機參加，只有收費中檔的院舍，希望通

過認證進而得到政府的買位資格，才會願意參加。” 

從香港參與評審機構的數目變化過程可以看到，資助評審費用及將評審結果

與政府給予的資助政策掛鈎等措施，對於機構參與評審的積極性有很大的影響。

有被訪者提出，如果在大灣區建立一套服務標準，也必須考慮評審結果可以與甚

麽機制掛鈎。 

“建立標準，首要考慮的是機構是否必須跟從，其次是考慮與甚麽

掛鈎，適用的範圍，建立監察和管理系統。” 

（2）評審標準 

廣東省的星級評估與香港老年學會開展的養老服務評審標準有一些差異。綜

合來説，星級評審比較注重硬件管理，老年學會的評審比較注重服務的理念和細

節上的要求。 

“星級標準中 60%左右都是注重硬件，要求很嚴。例如要求門框有

多寬，就用尺子去量度得很精確。有時有一點差距，就要用比較多經費

更改硬件的設置。” 

“在服務流程細節的安排也有一些差異，例如老年學會評審標準是

要求用滴液餵食的，而星級評定標準中的餵食是要求用大針筒的。” 

“内地的標準比較多注重硬件。在軟件方面，香港是做得更加成熟

和細緻。内地(如北京、上海等城市)大概 5年前都在强調標準，每個省

市都開始有自己的標準，他們的標準都有些地方特點。内地的標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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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硬件等標準上做規定，而在服務質素以及對長者怎麽做到尊重等方

面就比較少涉及。如上海就參考了香港的標準做了一套上海的標準，我

們看到他們的標準還是保留了很多硬件的要求。” 

“評審認證都是自主參與的，如果只是符合法例法規的要求是不夠

的。我們幫他們做評審時，幫他們做好文件管理、日常考勤、職員培訓、

保障長者的權益等基礎標準之後，接著就會幫忙建立更加人性化及尊重

的管理服務文化。” 

“醫療、護理的技術要做到並不難，反而日常的照護中的態度，如

何提升安全和尊重等元素做好是較難的。如内地可以有很先進的器材設

備，我們在此基礎上要求建立使用指引，令到工作人員以及長者覺得照

顧人性化和安全。所以，我們主要是强調臨床護理的態度、流程和指引。” 

基於以上的差異，如果一間機構同時滿足兩套標準，是會增加一定的行政成

本及出現一些困難。因此能夠形成一套適合大灣區不同城市的服務質素標準，將

有助於推動大灣區安老服務。 

“我們是用香港老年學會的評審標準來做管理。雖然當地政府一直

希望我們可以參加星級評定，但是我們至今仍然沒有參加。沒有參加的

原因是覺得員工應對不同的管理標準會很辛苦。” 

“對於院舍來說，同時滿足兩種要求難度較大，因此建議滿足較高

水準的服務質素更理想。服務質素方面，香港和内地怎樣可以互相認證

和認可也要考慮。” 

以目前來看，在硬件的要求方面，廣東省的養老機構的標準更高；而在服務

過程的要求方面，香港會更完善和細緻。如果要建立一套大灣區的服務質素標準，

那就需要取各地較高的標準，逐步分階段落實。這也符合機構期望提高自身服務

質素和標準的要求，也滿足用者和家屬要求的優質服務。 

“在建築與服務標準方面，因為我們在內地發展，肯定是先跟從內

地的標準。同時，也希望引入香港或者海外的更高的標準，但有些標準

到了内地也需要本土化。目前我們也有和香港的護老集團談合作，也有

請香港的治療師進行培訓，這些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導入香港的標準。

在績效管理系統、大數據系統、科技運用方面，內地已經走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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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能在大灣區的一些城市進行一些買位的試點，設定一些

標準和示範，那會是很好的嘗試，我們也非常樂意在這個過程中去執行

香港更高的標準，以提升我們的整體服務水準和服務質素。” 

（3）評審安排 

除了評審的標準有差異之外，兩地的評審安排亦有差異，包括評估人員的構

成、評估周期的安排等。 

“星級評定是每 4年才重新評估一次，相隔時間太長，服務質素沒

有持續有效的監測，這樣不太有利於服務質素的監測。老年學會的評審

標準有 40條，第一年查 40條，第二年會繼續監察其中的 20條，第三

年繼續監察另外的 20條，這樣對服務質素的保證比較有效。” 

“現在的星級評估比較注重硬件建設。評審隊伍只有行政人員、文

職和一名護士，評審人員的資質有待提升。另外，評審是一天完成，評

審的全面性和客觀性還有待加強。” 

由此可見，廣東省的星級評審人員構成的專業性不足，評審的周期間隔较长

亦不利於服務質素的持續監測。 

雖然在以上幾方面都存在差異，但對於香港老年學會的評審計劃是否可在廣

東省落地和被接受這個問題，受訪機構的反饋還是比較積極的。 

第一，内地的機構為了獲取養老市場的競爭力，有較强的動機去爭取獲得國

際標準的認可。 

“接觸我們的境外機構還是比較多的，他們想獲得認證的動機是因

為我們的標準是可以同國際接軌。他們為了獲得更大的養老市場競爭力，

會努力獲得多一些國際標準的認證。” 

第二，目前的實踐表明，香港老年學會的評審機制在內地是可操作的，只是

在某些要求上，機構的管理和培訓理念如果沒有更新，在執行上會有所挑戰。 

 “如果再看回已經參加我們評審計劃的院舍的效果，其實是不差的。

可以說，我們的標準補足了内地沒有那麽重視的細節地方，他們的反饋

是，我們的標準對於他們來説是不離地的。只是在管理和訓練上需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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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的理念。” 

“深圳有 一間參與我們評審計劃的院舍的負責人，就帶了一位社工

來參加我們的評審員培訓。據他們反饋，如果完全按照我們的要求去完

成是有難度的，因為我們要求很多培訓。但是我們其實更多的是希望給

管理者多一些角度去看安老服務，使服務更加人性化。在硬件上，他們

要達到我們的要求就不難，因為他們的標準會比我們的要求更高。” 

 香港的服務標準在内地是可執行的，只是需要服務和管理理念的革新，這

也有助於推動大灣區養老服務質素的提升。 

2.3 機構在發展大灣區養老方面的經驗、遇到的挑戰以及所需要的支持 

     對於大灣區的跨境安老，廣東省的機構和香港的機構大部分都樂於參與，

但他們亦遇到挑戰和困難，需要政府在各個層面給予實質性的支持和推動。 

 2.3.1 廣東省的機構 

廣東省養老機構的受訪者都比較看好大灣區的養老。他們認為，廣東省近年

在養老服務方面有了較大的發展，為發展大灣區養老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同時，

他們認爲，廣東省的養老機構在發展大灣區養老方面具有一定優勢，首先是養老

成本相對低，包括在土地和人力資源方面的成本都較低。第二，廣東省有些城市

是僑鄉，不少港澳長者的家鄉都是在廣東省，語言飲食習慣等都類似，到當地養

老比較容易適應。因此，他們機構都有在為大灣區養老積極做好準備。 

他們的積極應對策略有：在離香港更近的地方設點，比如廣州的機構開始在

深圳、中山設點。其中一間受訪機構表示，他們在尋找與香港機構合作的機會，

力求有更多的長者可以在疫情緩和、通關之後到當地參觀和體驗服務。同時，另

一間受訪機構尋求和香港的私營院舍合作，計劃由香港的私營院舍在香港招募長

者，然後他們在内地提供場地和服務，其合作模式還在探討中。 

廣東省養老機構的受訪者普遍認為，如果能以目前香港買位的價格在内地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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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養老床位，他們已經可以提供較高標準的服務。他們表示只要政府買位的行政

流程簡單，在服務和收費安排上他們都可以做出彈性的安排。 

“中山的養老院也希望有多些港人入住，希望在經營管理上進行創

新，創造好的環境，提升服務質素。香港政府可以在一些港人比較多聚

集的區域，選定一些院舍，定點購買床位會比較簡單，行政流程上要儘

量簡單，否則養老機構也會不願意參與。” 

“如果香港長者能支付每月大約人民幣 8,000 元的服務費用（不包

含床位建設費），應該就能享受到相對有質素的服務。目前我們實行的

收費方式不是一次性收取床位建設費幾十萬，而是把費用攤分到每一年，

每一年交一萬多的床位建設費，然後再每月收費。如果將來港人的付費

方式都是可以做彈性調整的，以能做好服務為目標。” 

“江門對於港人來養老最大的優勢在於：江門是最大的僑鄉，可以

縮短心理上的距離，同時江門的土地、建築和工資成本都比較低，消費

也比較低。如果香港政府能夠向我們買位，且買位費用高過我們現行的

收費，那我們完全可以做更好的配置和服務，比如配置生活管家，提供

更貼心周全的服務。” 

    雖然廣東省的受訪機構都看好大灣區養老，也在積極準備，但覺得目前的發

展不如預期。被訪機構認為他們本身可以做的是做好佈局和做好服務，以增强服

務的吸引力，希望政府可以做更多的推動工作。 

“對於在大灣區養老，有點望洋興嘆，覺得是有市場，但不知道突

破點在哪裏，覺得政府的政策（如廣東計劃）就是隔靴撓癢，作為養老

企業，除了在服務上盡量做好準備（比如在飲食上符合港人口味），其

他方面能做的非常有限，希望政府在政策上可以有所突破和推進。目前

對於港人到大灣區養老的預期和現實還是有較大差距的。希望政府在對

港人到大灣區養老上有政策扶持，給予更多便利。” 

    2.3.2 香港的機構 

香港的大部分被訪機構認為他們去發展大灣區養老的優勢在於服務和管理

相對成熟，但是會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需要政府的支持。這些支持包括以下三

個方面：註冊登記；土地、硬件建設以及服務運營經費；以及人才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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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冊登記所需要的支持 

雖然内地政府近年已經在簡化登記備案程序上作出了很多調整，但由於内地

的行政架構體系和香港不同，香港的機構要到廣東省註冊登記養老機構，仍然會

面臨不少困境。 

“我們在過程中，比如要在内地找哪些部門去對接，都是要靠自己

去摸索，這個很不容易。目前的情況似乎是政府把當中的責任和風險都

給了非政府機構。政府不能只是作為旁觀者，而應該是一個重要持份者。

政府在過程中可以給多些實質支持，否則我們去找政府對接都不知道怎

麽操作。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幾年前應我們要求給我們寫了一封

信，我們就是憑著這封信並以自己的網絡去找各個部門辦事，這其實不

太有效的。更好的是政府和政府之間有溝通，推出一些具體的政策。” 

要令到香港的機構在内地的註冊登記更順暢，還是需要香港政府參與其中，

給予機構更充分的支持和指引。 

同時，被訪者反映，廣東省對於以民辦非企業註冊的機構以及工商註冊的養

老機構的資助政策和免稅政策不同。以工商註冊的養老機構能享受到的政策支持

程度相對低。 

因為以民辦非企業註冊的法人需要承擔無限責任，落實起來頗為困難，因此

香港的機構進入廣東省更可行的是選擇以工商註冊為公司。這帶來的影響是，雖

然機構本身不是以營利為目的，因為註冊的性質是可營利的公司，就要向政府繳

納各種稅項，而且大部分亦享受不到政府給予民非企的服務補貼。 

“目前如果在內地註冊以民辦非企業運營，法人是需要承擔無限連

帶責任的，這個我們很難去承擔的，風險評估太難了。如果以有限公司

去註冊，又失去了以民辦非企業來運營的一些政府資助和一些稅務上的

優惠。因此我們現在只能是以有限公司去註冊，用民辦非企來做管理。” 

“我們公司在深圳是以工商登記，要交地稅，内地政府對於內地民

非企的資助，我們並不能受惠。可是我們如果要以民非企去註冊是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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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的。” 

“國家於 2016年及 2017年分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及

《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外活動管理法》，對香港非政府組織在内地的運作，

設置了嚴格監管和要求。新法頒佈後，如果要在內地進行活動，相關非

政府組織需要在大灣區設立獨立的法律實體和賬戶。根據過往經驗，此

程序十分複雜和困難。由於香港非政府組織投入建設大灣區發展，屬於

政策優先支持的領域和範圍，建議國家及香港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給予特

別的支持，比如可以豁免設立獨立的法律實體和賬戶。” 

各地政府已經聽到業界的聲音，陸續增加對工商註冊的養老企業的支持。廣

州已經推出相應的政策，而深圳亦在積極準備相關工作（這個在第二章中已有具

體説明）。但是，目前的調整僅限於服務補貼的資助。在稅務上，兩種性質的機

構所得到的優惠待遇，仍存在很大差別。 

香港的社會服務機構到大灣區內地城市註冊成立養老機構，是以非營利為目

標，但因為政策的安排，被迫只能以工商註冊成立公司。這會給機構帶來很多不

合理的稅務成本，且難以獲得很多應有的政府支持。這方面問題的解決非常需要

香港政府與内地政府達成一些協定，讓香港的社會服務機構可以在廣東省以合理

的性質做登記和運營。 

（2）土地、硬件建設以及服務經費的支持 

香港社會服務機構要在内地為港人提供養老服務，土地和硬件的建設費用是

其非常龐大的開支。這方面，需要香港政府給予他們和在港提供養老服務的機構

以同等的支持。 

“我們有一塊土地，可以擴建二期計劃，約有 200個床位，提供多

些床位和培訓。香港政府可以引進現時在香港的「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

特別計劃」方式提供資金給我們擴建，然後以合約方式買位。” 

“目前政府在香港解決養老問題確實有困難，如果香港政府可以跟

内地政府商討撥款等，在近香港的地方拿地建設，讓一些香港的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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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運營，然後政府以合約的形式去購買床位，這都是一種方式。另外，

如果有善心人士捐地，那麽政府可以參考香港現時「私人土地作福利用

途特別計劃」方式，提供資金去建造這養老設施，規定營運 NGO要收

納在中央輪候冊輪候住宿服務的長者。” 

同時，被訪者提及，在獲得大灣區內地城市土地為港人提供養老服務的時候，

也要考慮雙邊收益和平衡的問題。 

“我們還要考慮，如果内地政府給我們土地，我們不能只是服務香

港的長者，而是需要設定一定的比例收住内地的長者，要雙邊受益。” 

“如果香港政府與内地政府解決土地的問題，並興建養老設施給予

香港的非政府組織去運營，這種模式一定要考慮的是，兩地養老受益的

平衡問題。” 

根據被訪者的意見，建議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解決土地和硬件建設的問題： 

第一， 運用「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提供資金給已經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獲得土地資源的香港 NGO 以興建養老設施，以合約院舍的模式進行撥

款運營。 

第二，香港政府與廣東政府協商獲得土地，興建養老設施給予香港 NGO 運

作。兩地政府可協商按照一定的比例收住香港的長者和廣東省當地的長者。 

在服務經費支持方面，目前已經有了「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

在這個計劃下，試點機構可以獲得香港政府在服務經費上的資助，但是目前其資

助標準是和香港本地院舍的不同，金額比香港院舍要低。 

“我們買位價格與香港本地院舍標準不同，是由頤康院最初根據運

營及管理費、服務費用、往來跨境車費、藥費的預算而製成。而買位價

格將根據服務內容、護理等級及匯率與通脹等每年調整。” 

此外，被訪者認為目前買位政策還需要建立在匯率浮動的機制上。 

“匯率的差異，我們每年 4月份與政府商討下一年買位的金額，之

後，該年的金額就不能改變了。如果在一年内匯率出現較大波動就會有

影響。當然，波動可以是上調或下調，所以，機構要承擔這個風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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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能小看這個匯率波動帶來的影響，因為這個項目機構本身就不是賺

錢的項目，所以一些波動會令機構虧蝕。” 

基於以上現狀，除建立匯率浮動機制之外，亦需要建立統一的資助標準。雖

然目前在廣東省的養老服務成本相對低於香港，政府應該給予在内地為港人提供

養老服務的機構與在香港提供服務的機構一致的經費資助。這可以促使前者有空

間提供更好的服務，從而增加跨境養老的吸引力。 

（3）人才培養上所需的支持 

人才是確保服務質素的關鍵，被訪者反映隨著内地近年的經濟發展，在廣東

省發展養老服務也面臨著護理人員難請、專業人才短缺及工資成本增加的問題。 

“這些年內地經濟起飛，當地的居民已經不怎麼願意做護理員的工

作。當地的專業人員，還是存在很大的缺口。養老面臨著人才短缺的問

題，這帶來了在人才培養上很大的困難。” 

“十年前内地的人力資源成本相對低，但現在成本也上升不少，而

且聘請護理員的難度也越來越大。” 

除了人才短缺，被訪機構還反映了專業人才因為接受的專業教育課程體系不

同，他們所掌握的專業標準也不同。為了提供香港標準的服務，需要以香港的標

準去培養一批養老專業人才。香港已經有幾所大學在大灣區設立分校，被訪者認

為可以建議這些學校開設相應的專業課程，培養符合香港標準的護士、物理治療

師以及職業治療師等專業人才，為大灣區養老服務提供人才支撐。 

“當我們要聘請内地的護士來就職，就需要讓他們來參加我們的培

訓，但卻發現這個是和他們在内地讀書學習時有些差異的。現在香港的

各所大學，都是在大灣區開設分校，其實可否由這些分校培訓一批符合

香港這邊的專業要求的護士、職業治療師等。我們也可以成為實習基地，

互相貢獻。” 

同時，亦有被訪者提議建立大灣區養老的培訓平台和機制，以及人才薪酬體

系，為大灣區的養老提供更穩定的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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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立一些培訓平台和培訓機制，香港可以在服務培訓上多發

揮作用。” 

“希望在內地建立一個薪酬體系，否則難以吸引及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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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灣區養老政策建議 

香港是一座高度繁榮的國際城市，佔地面積雖只有 1,106 平方公里，2021 年

年中的人口，臨時數字為 7,394,700 人34，但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7,125 人，位

踞世界前列。 

同時，香港的生育率低和預期壽命長，香港人口急速高齡化。根據政府統計

處公布，按 2019 年中期人口統計所提供最新的基準人口數據，香港已進入超高

社會。撇除外籍家庭傭工和 65 歲以上長者的比例，推算人口將由 2019 年的 132

萬（佔總人的 18.4%），增加至 2039 年的 252 萬（佔總人的 33.3%），即差不多

每三人中便有一人是長者35。報告同時指出長者人口超過 250 萬的情況，將維持

最少 30 年。至 2069 年，長者人口推算達 258 萬（佔總人口的 38.4%）。 

超高齡社會凸顯對養老需求，但由於香港醫療成本高昂、土地有限以及醫護

專業人員不足，限制了優質的養老服務的提供。根據 2021 年 7 月份數據，香港

共有 37,277 名長者輪候津貼護理安老院和護養院宿位，每名長者平均需要輪候

高達 19-20 個月36。雖然政府於 2017 年 3 月推行「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

計劃」，輪候時間相較於之前有所縮短，但長久的等候時間，仍然是許多長者和

家庭無法承受的，以致出現不少「等到死都無法入住津貼護理安老院」。  

事實上，香港作為一個人口密集的大都市，由於土地資源不足，所以養老的

策略不必局限於香港本土，而是可以延伸至周邊的城市。廣東省的很多城市與香

港毗鄰，物價較低，人均空間也較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要

「深化養老服務合作」。因此，香港政府在制定養老規劃時，需要將大灣區納入

 
34 二零二一年年中人口數字 [2021 年 8 月 12 日]。2022 年 1 月 20 日，取自：香港政府統計處 

35 香港人口推算（2020-2069）. 2022 年 3 月 21 日，取自：香港政府統計處 

36 安老服務的進展。2022 年 1 月 20 日，取自：香港勞工及福利局 

https://www.censtatd.gov.hk/tc/press_release_detail.html?id=4888
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pcode=FA100061&scode=190
https://www.lwb.gov.hk/tc/blog/post_05092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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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進行全盤規劃。大灣區養老的發展，不僅能给香港長者安老多一個選擇，

也能在同等養老福利支出的情況下，讓香港長者享受到更優質的環境和安老服務。 

通過對中國養老服務及相關政策沿革的梳理和分析，我們看到中國內地的養

老服務在近年已有很大的進步和發展。廣東省在這個社會大背景下也正進入全面

市場化以及服務規範化和標準化的發展階段，大灣區跨境安老有了更好的對接基

礎。 

基於是次研究分析，我們認為促進大灣區養老的發展，需要從兩個層面去考

慮：一是突破養老福利跨境携帶的限制，減少香港長者選擇到大灣區養老的阻力；

二是增加大灣區可供香港長者選擇的優質養老服務，增加吸引力。 

突破養老福利跨境携帶的限制，減少阻力 

第一，解決就醫問題    

  根據我們的研究，對於香港長者而言，目前大灣區養老最大的障礙在於就醫

問題。在這方面，從長遠看，我們要以長者能夠在大灣區内地城市就地解決醫療

需要為目標，因為返回香港就醫，不僅耗費的資源大，長者也疲於舟車勞頓，非

長久之計。我們在優化香港長者在大灣區安老醫療安排上有以下短期、中期和長

期建議： 

（一）短期：優化返港就醫的安排 

 在大灣區就地解決醫療保障機制還未成熟時，短期内，香港長者還是會選

擇返回香港的醫院就診，尤其是慢性疾病的治療和進行一些大中型手術。 

返港就醫，在交通及過境手續的安排上非常重要。政府可以考慮給予返港就

醫的長者以特別的通道，簡化和加快過境的手續，以讓長者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回

到香港醫院覆診。這樣的措施，可以考慮先在幾間靠近深圳和珠海口岸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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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北區醫院、天水圍醫院以及北大嶼山醫院實行點對點的試驗計劃，以探索出

最可行的安排。 

同時，這些長者大部分體弱，行動不變，需要陪診員陪同。目前陪診員的商

務簽證申請難度極高，原因是自 2017 年 3 月起，受理商務簽注備案政策取消了

以減免稅企業作為申請商務備案指標條件。這為不以營利為目標的養老企業增加

不少困難，因為他們一旦營利額達不到納稅額的要求，就很難成功為陪診員辦理

商務簽證。建議香港政府與内地政府可以給予護送香港長者返港就醫的陪診員有

條件的陪診簽證審批，如要求持有該簽證的陪診員必須跟車出入境。 

（二）中期：擴大香港醫療資源和醫療券在内地的使用 

2.1 發展遙距醫療，設立“社區藥房” 

    長者對内地醫療的認知和信心，以及在大灣區内地城市建立在地就醫機制

都需要一個過程。長者中患有慢性疾病的比例比較高，很多長者要定期回港覆

診和取藥，舟車勞頓，身心疲憊，這也是令到一些本已選擇居住在内地城市的

長者“被迫”重新返港居住的主因。要緩解這方面的阻力，善用科技進行遙距醫

療和設立“社區藥房”是可考慮方向之一。在今年香港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為減

低病毒傳播的風險，公私營醫療機構已開始提供遙距治療服務，為病情穩定及

毋須進行大量身體檢查的病人，安排視像診症。遙距治療雖不能為病人觸診檢

查等限制，但是對於慢性病患者還是比較適合的，例如高血壓、糖尿病等，配

合遠程監測，可助醫生更快和準確掌握病情，減低併發症。我們提議政府與港

大深圳醫院合作，為在大灣區安老的香港長者提供相等於醫院管理局專科門診

服務，減少慢性病患者回港復診的需要，更可利用遙距醫療，讓所有在大灣區

安老的長者得到所需的醫療服務。為解決取藥問題，我們提議政府考慮與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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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醫院合作，在安老院舍設立衛星社區藥房，方便長者取藥。對一些非常用

藥物，港大深圳醫院藥房可以用快遞方式送到院舍或長者家中。  

2.2 擴大大灣區認可就醫網絡，提升可供跨境使用的醫療券金額以及擴展其

適用範圍 

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5 年 10 月 6 日推出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長者醫療券試點

計劃，讓合資格的香港長者可以使用醫療券支付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指定專科提供

的門診醫療護理服務的費用，得到社會積極的反響。由 2019 年 6 月 26 日起，政

府已將試點計劃恆常化。但因為目前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香港的長者醫療券只能

在港大深圳醫院使用，不是居於港大深圳醫院附近的長者便難以受惠。我們建議

香港政府與大灣區更多優質醫療機構合作，在各個城市設立醫療服務點，以方便

香港長者可以在養老的當地城市獲得就醫。 

對於優質醫療機構的認定，政府可以參考香港各大商業保險公司的做法。他

們通常都會有一個覆蓋中國內地的認可醫院名單。受保人在這些名單內的醫院的

診斷會被認可，從而產生的醫療費用，會得到相應理賠。這些醫院通常是在內地

被評為三甲或二甲的醫院37，專業力量比較強，醫院名單會每年增減更新。政府

也可以建立大灣區的認可醫院和醫療機構名單，香港居民在這些醫院和醫療機構

就醫產生的費用可獲得政府的補助。 

   費用的結算支付機制可參考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計劃的模式，我們建議提高醫

療券的金額和擴展適用範圍。目前的醫療券只適合於支付門診費用，政府可將適

 
37 中國醫院的等級劃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對其行政管轄範圍內醫療機構的評審制度，

包括了對醫院資質的審核標準。目前中國實行三級醫療服務體系，各個等級分為甲、乙兩等，三級甲等

為中國內地醫院的最高資質級別。三級醫院作為優質醫療資源，多存在於如直轄市、省會和大型地級市

等大城市，也有極少數縣級醫院可達到三級醫院水準。 

中國醫院等級。2021 年 1 月 20 日，取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5%AE%B6%E5%8D%AB%E7%94%9F%E5%81%A5%E5%BA%B7%E5%A7%94%E5%91%98%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7%BA%A7%E7%94%B2%E7%AD%89%E5%8C%BB%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7%BA%A7%E7%94%B2%E7%AD%89%E5%8C%BB%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C%81%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BA%A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BA%A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C%BB%E9%99%A2%E7%AD%89%E7%BA%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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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範圍擴展至住院服務及日間手術，並相應提高醫療券的面額。  

（三）長期：逐步建立在大灣區就地醫療的保障機制    

    在香港，政府每年資助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負責提供公立醫院及相關的

醫療服務，長者到公立醫院就醫費用相對便宜，低收入長者更無須支付任可費用，

而絕大部分費用都是由政府資助。我們建議政府為在大灣區内地城市安老的長者

提供相同的醫療福利。政府可以年齡調整率 (age-adjusted rates) ，平均每年資助

每位在港長者的醫療費用，將同等費用用於選擇跨境安老的香港長者在大灣區内

地城市的醫療保障上。這既不增加政府財政開支，又能為選擇了跨境安老的長者

提供就地醫療的經濟支持，同時，還能緩解香港公立醫院的醫療人手和土地的壓

力，一舉三得。在安排上，我們有以下兩個方向的建議：   

3.1 將同等財政支出用管理式醫療護理為跨境長者提供醫療福利 

管理式醫療護理(managed care)是藉著管理式醫療組織（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為長者提供一籃子的醫療服務。管理式醫療起源於上世紀七十年代

美國的一種醫療保障方式，時至今日，管理式醫療護理已經是美國政府為長者提

供的主流醫療福利。這種醫療模式的核心是由管理式醫療組織在收取固定個人計

預付費後 (capitation fee)，為長者提供全面、協調的醫療服務。在這種模式下，

政府只要向運營醫療機構為在大灣區内安老的長者繳付預定的保費，長者無需承

擔其他費用或只須適量的共付額 (co-payment)，就可以在該運營機構認可的内地

醫療網絡享受到高質素的醫療服務。這樣的安排，既沒有增加政府的醫療成本和

行政工作，又能讓跨境長者的就醫問題得到妥善的解決。 

香港的保險公司可以成爲其中的運營機構，這在政策層面也是具可行性的。

2020 年 5 月 14 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發佈《關於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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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意見提到支持香港、澳門保險業在粵港澳大灣

區內地設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這意見的落地更有利於香港的保險公司與内地有

質素的醫療機構進行合作，共同營運管理式醫療組織。這樣的安排，不但可以減

少為跨境就醫長者進行醫療費結算支付的障礙，更可推進大灣區基層醫療的合作。 

  3.2 香港政府與大灣區各市政府協商，由香港政府資肋，讓在大灣區内安老

的香港居民可以加入並享用當地的醫保 

如果要解決跨境安老的香港居民的醫療問題，很重要的也是要讓他們能加入

並享用當地的醫保。雖然，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中央政府開始施行《香港澳

門臺灣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跨境安老的香港長者加入

當地的醫保因此有了政策依據。但根據訪談的反饋，目前該政策只是在部分城市

開始執行。比如澳門特區政府和珠海市的合作就是珠海市政府財政補貼一部分，

餘下的個人繳納部分由澳門特區政府全額津貼。如要落實香港長者在内地城市也

能享用當地的醫保，香港政府也需要和大灣區的各市政府進行商議。香港政府財

政亦需要為加入内地醫保的香港長者提供經濟資助。 

第二，給予有意選擇去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的長者作出決定的緩衝期 

目前，香港的長者如果要選擇「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就需要將其

在香港的公屋歸還給政府或轉讓公屋戶主身份。長者如果沒有試住體驗過是否適

合自己，便難以做決定。所以，有意向去大灣區內地城市居住的長者往往自費試

住一段時間，習慣後才會決定將公屋歸還並加入該計劃。換言之，如果不能自費

試住，長者及家人可能就無法下決心做這個決定。 

為了讓長者無後顧之憂地做決定，我們提議政府考慮在政策安排上給予長者

一定的緩衝期，比如可以讓長者有 3-6 個月的試住時間，讓長者真實地體驗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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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作出決定是否歸還公屋，然後選擇到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這樣的一個緩衝

期的安排，就能讓很多處於遲疑狀態的長者不會錯過選擇的機會。 

第三，加强大灣區養老的宣傳 

正確的認知是做出選擇的前提，目前很多香港的長者並不知道有「廣東院舍

住宿照顧服務計劃」這個選擇，即使有些知道這個選擇，也對跨境養老存在着認

知偏差。我們提議政府委托社會服務機構增加對大灣區養老選擇的宣傳。政府亦

可考慮建立一個大灣區安老服務資訊平台，讓大家更容易獲得正確客觀的資訊。

在疫情平穩後，政府亦可以支持一些社會服務機構，組織去大灣區進行實地參觀

訪問或試住，以令香港長者對大灣區的養老環境和服務情況有更多全面而客觀的

認知。 

增加大灣區可供選擇的優質養老服務，增大吸引力 

在解除阻力的同時，還需要增加服務的供給，讓長者在大灣區更容易獲得與

在香港同等或者更高質素的服務，增大跨境養老的吸引力。這方面，我們有兩個

方向性的提議：第一個方向是，政府提供實質的協助，鼓勵更多香港社會服務機

構在大灣區成立養老機構，為港人提供養老服務。第二個方向是，政府支援大灣

區内養老服務市場發展的整合，認證一批有質素的養老服務提供者。香港政府可

以資助香港長者向這些機構購買所需的養老服務，為市場的整合提供經濟誘因。

同時，政府可以鼓勵香港的培訓機構，為大灣區培訓一批高專業標準的養老人才，

為香港和内地長者在大灣區獲得有質素的養老服務提供人才支援。 

第一， 對跨境營辦養老服務的社會服務機構給予支持 

     有着幾十年發展歷史的香港社會服務機構，在服務和管理上相對成熟，在運

營養老服務上也有相當的經驗，機構可以跨境為港人提供養老服務。但是，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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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會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兩地政府的支持是非常重要。這些支持包括在內地

註冊登記、土地/處所購置、硬件建設以及服務運營經費等。 

（一）為跨境成立養老機構提供清晰指引和協助，支持其以合理身份注冊和運

營。 

雖然内地政府近年已經在簡化登記備案程序上作出了很多調整，但由於内地

的行政架構體系和香港的不一樣，香港的機構要到廣東省註冊登記養老機構，還

是遇上不少困境。香港政府需要與廣東省政府協調，給予機構更清晰的指引和協

助，令到香港的機構在内地的註冊登記程序更順暢。 

此外，香港的社會服務機構到廣東省註冊成立養老機構，較多是以非營利為

目標，但因為政策的安排，被迫只能以工商註冊成立公司。這會給機構帶來很多

不合理的稅務成本，且難以獲得一些應有的政府支持。建議香港政府與内地政府

達成一些協定，讓香港的社會服務機構可以在廣東省以合理的性質作出登記和運

營。 

（二）在土地、硬件建設上給予支持 

香港社會服務機構要在内地為港人提供養老服務，土地和硬件的建設費用是

非常龐大的開支，需要香港政府給予支持。 

在土地和硬件建設的支持上，建議用以下的方式： 

(1)  運用「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提供資金予已在大灣區內地城

市獲得土地資源的香港社會服務機構興建養老設施，以合約院舍標準給予撥款。 

(2)  香港政府與廣東省政府協商獲得土地後，可興建養老設施給予香港社

會服務機構營運。雙方可協商一定的比例收住香港的長者和廣東省當地的長者，

香港政府對香港長者的照顧成本給予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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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服務經費上給予支持 

在服務經費的支持上，我們建議給予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養老機構和在香港的

機構相同的資助標準。 

據參與「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並已經恒常化的服務單位反映，目前

政府根據服務成本核算給予他們的每張床位的買位資助金額，是低於香港的「整

筆過」撥款津助床位成本很多，甚至比參加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買位價格

還要低。這是由於内地的人力成本、物價等較香港低。根據政府公佈的「總目 170-

-社會福利署」顯示，2021-22 年度政府給予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院、護養院

及參加改善買位計劃的院舍營辦商的每個宿位平均每月成本預算分別為港幣

18,315 元、26,094 元及 16,030 元，而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於 2021 年在深

圳市的每個宿位平均每月成本約為港幣 9,700 元至 12,000 元，視乎不同護理級

別。與香港參加改善買位計劃的院舍比較，每個宿位平均每月少港幣近 4,030 元

(少約 25%)至 6,330 元(少約 39%)。 

雖然目前在廣東省的養老服務成本相對低於香港，政府應該給予在内地為港

人提供養老服務的機構，與在香港提供服務的機構同等的經費資助。這個標準可

以至少按照政府向參加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買位的價格。這可以促使大灣

區的養老機構有空間提供更好的服務，從而增加大灣區跨境養老的吸引力。 

第二， 建立服務質素認證機制，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認證一批有質素的私營

養老服務單位 

廣東省的養老服務，無論是居家支援、社區安老，還是院舍養老等服務，近

年都有了長足的發展，這為跨境安老的長者提供了服務選擇基礎。政府可以建立

服務質素認證機制，認證一批有質素的養老服務單位，以讓香港長者可以得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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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的養老服務。 

 我們建議建立一套大灣區的安老院舍服務質素認證機制。在硬件建設的要

求上，可按照廣東省各地的評估標準；在管理和服務要求上可按照香港老年學會

的評審標準和機制。 

     服務券的使用可以增加長者選擇養老服務的靈活性，目前香港已推出了服

務券的使用。我們建議可以將服務券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大灣區內地城市，允許長

者在已獲得服務質素認可的養老單位使用服務券購買養老服務。 

第三， 運用香港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高校資源培養一批符合香港職業標準的養

老人才 

增加服務供給的同時，服務人才也是確保服務質素的關鍵。内地的專業人才

不足，而且，由於兩地專業教育課程體系不同，培養出來的人才質素標準不一。

為了提供香港標準的服務，就需要以香港的標準去培養一批養老專業人才。我們

建議香港政府支持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已經設立分校的香港的大學，開設相應的專

業課程，培養符合香港標準的護士、物理治療師以及職業治療師等專業人才，為

大灣區養老提供人才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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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無論是境外如倫敦紐約等大都市，還是境内如上海這樣的人口密度很高的大

城市，居民都可以自由地選擇往周邊城市去養老，追求更高質素的生活和安老服

務。而地方政府亦以民為本，在政策上協調，讓市民不會因為異地安老而失去原

先可以享用的醫療和其他福利。香港地域有限、人口龐大、老齡化日益加劇，政

府在考慮市民的養老規劃時，必須在福利可携帶政策上拆牆鬆绑，舒緩香港居民

向周邊城市跨境安老的阻力，讓他們無論選擇在任可一個大灣區城市居住，都可

以享用相同的安老和醫療福利。在此前提下，由於物價和服務成本的差異，長者

便可以在大灣區内地城市獲得更高質素的院舍服務，從而令跨境安老的吸引力得

以增加。這一安排，亦能協助破解香港土地有限、專業護理人員不足等難以改變

的困局。如果政府以同樣的財政支出，可以令香港長者在周邊城市獲得更高質素

的養老服務，同時，亦為香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騰出更多的土地空間，可謂是多

贏的局面。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亦是大灣區的其中一個城市，香港的居民到

大灣區其他城市尋求更好的養老生活本來是一件很順理成章的事。但是，香港雖

然回歸中國即將 25 年，在社會政策上，香港與内地仍然界限分明；在安老和醫

療福利可携帶上，遠遠落後於社會的步伐，令到跨境安老困難重重。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要拆牆鬆绑也非短期可以實現。除了我們以上的短、中、長期的建

議外，我們亦希望政府高層設立一個跨政策局和部門的工作組，以市民生活和福

祉為本，推動醫療和社會服務政策在大灣區内的協調和落地。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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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泰康之家粵園養老服務有限公司 

廣州僑頤養老集團 

澳門明愛 

澳門社工局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安老研究》調查結果報告 

64 
 

附件 

附件一：國家養老政策規範梳理 

附件二：養老服務機構登記備案流程圖 （原圖網頁） 

附件三：香港與大灣區内地城市養老院服務質素評估標準對比 

附件四：香港與大灣區内地城市養老院舍監管内容對比 

附件五：相關政策文件附件列表 

http://zyk.bjhd.gov.cn/zwdt/tdzt/2018/lnr/zcfg/201905/P0201905205085720815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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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養老政策規範梳理 

• 法律 

o 1996_老年人權益保障法 

o 2013_第二次修訂 

o 2018_第三次修訂 

• 政策 

o 2000_關於加快實現社會福利社會化的意見 

o 2000_關於加强老齡工作的決定 

o 2008_關於全面推進居家養老服務工作的意見 

o 2013_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 

o 2013_民政部關於推進養老服務評估工作的指導意見 

o 2014_關於加强養老服務標準化工作的指導意見 

o 2016_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全面開放養老服務市場的意見 

o 2017_關於加快推進養老服務業放管服改革的通知 

o 2019_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進養老服務的通知 

o 2019_關於深入推進醫養結合發展的若干意見 

o 2019_關於加强醫療護理員培訓和規範管理工作的通知 

o 2019_關於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務體系的指導意見 

o 2019_民政部關於加快建立全國統一養老機構等級評定體系的指導意見 

• 發展規劃 

o 1994_中國老齡工作七年發展綱要（1994-2000） 

o 2001_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五”計劃綱要（2001-2005） 

o 2006-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2006-2010） 

o 2011_中國老齡事業“十二五”規劃（2011-2015） 

o 2011_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11-2015) 

o 2017_"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2016-2020） 

• 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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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農村敬老院 

▪ 1997_農村敬老院管理暫行辦法（已廢止） 

▪ 2011_農村五保供養服務機構管理辦法（已廢止） 

o 養老機構 

▪ 1999_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暫行辦法 (已廢止） 

▪ 2013_養老機構設立許可辦法（已廢止） 

▪ 2013_養老機構管理辦法（已廢止） 

▪ 2020_養老機構管理辦法 

• 規範標準 

o 管理規範 

▪ MZ_2001_老年人社會服務機構基本規範 

▪ GB_2012_養老機構基本規範 

▪ GB_2017_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基本規範 

▪ GB_2019_養老機構服務安全基本規範 

▪ MZ_2019_養老機構健康管理服務規範 

▪ MZ_2019_養老機構設施設備配置規範 

▪ JGJT_2019_養老服務智能化系統技術標準 

▪ 2019_養老服務市場失信聯合懲戒對象名單管理辦法（試行） 

▪ 2020_醫養結合機構管理指南 

o 建築規範 

▪ JGJ_1999_老年人建築設計規範（已廢止） 

▪ GB_2003_老年人居住建築設計標準（已廢止） 

▪ GB_2012_無障礙設計規範 

▪ 2010_老年養護院建設標準（已廢止） 

▪ 2014_養老機構醫務室基本標準（試行） 

▪ 2014_養老機構護理站基本標準（試行） 

▪ GB_2016_老年人居住建築設計規範 

▪ JGJ_2018_老年人照料設施建築設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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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評估標準 

▪ MZ_2013_老年人能力評估 

▪ MZ_2019_養老機構顧客滿意度測評 

▪ GB_2019_養老機構等級劃分與評定 

▪ 2020_《養老機構等級劃分與評定》國家標準實施指南（試行） 

o 服務規範標準 

▪ 社會工作 

• MZ_2016_老年社會工作服務指南 

• MZ_2021_養老機構社會工作服務規範 

▪ 醫護 

• 2019_老年護理專業護士培訓大綱 

• 2019_老年護理實踐指南 

▪ 護理 

• 2019_養老護理員國際職業技能標準 

• MZ_2021_養老機構生活照料服務規範 

• 2021_養老機構預防褥瘡服務技術規範（徵求意見稿） 

▪ 康復 

• 2018_養老機構康復服務規範（徵求意見稿） 

o 檔案規範 

▪ MZ_2016_《養老機構服務合同》示範文本 

▪ MZ_2021_養老機構老年人健康檔案管理規範 

o 安全規範 

▪ GB_2019 養老機構服務安全基本規範 

▪ MZ_2022_養老機構老年人跌倒預防基本規範 

▪ MZ_2022_養老機構膳食服務基本規範 

▪ MZ_2022_養老機構洗滌服務規範 

▪ MZ_2022_養老機構服務禮儀規範 

▪ MZ_2022_養老機構崗位設置及人員配備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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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Z_2022_養老機構接待服務基本規範 

▪ MZ_2022_養老機構老年人營養狀況評價和檢測服務規範 

▪ MZ_2022_養老機構康復輔助器具基本配置 

 



养老服务机构登记备案流程图 
 

 

 

 

 

 

 

 

 

 

 

 

 

 

申办企业法人 

登记 

（向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申请） 

 

向受理窗口或登录

北京市企业登记 e

窗通服务平台咨

询、申办。 

https://scjgj.beijing.

gov.cn/ect/index 

 

 

 

 

 

申办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内资向区民政局申请；外资及港澳台资本向市民政局申请） 
申办事业单

位设立登记 

（向机构编

制管理部门

申请） 

 

 

 

养老服务机构备案 

（区民政局养老服务部门） 

 

 
接受备案申请和材料 

（由养老服务部门或对外窗口统一接

受） 

 
申请人提供材料： 

1.设置养老服务机构备案书； 
2.备案承诺书； 
3.如经营范围有专业性要求的，还需

提供食品经营、卫生、医疗机构执业等
证明材料； 

4.企业法人还需提供场所使用权证
明。 

受理、核查材料 

 

重点核查备案信息是否符合养

老服务相关标准和规范 

完成备案，向申请

人提供： 

1.备案回执； 

2.养老服务机构运营

基本条件告知书和

备案公示书； 

3.市和区现行养老服

务扶持政策措施和

地方性标准清单。 

4.告知其每年 3 月 31

日之前提交上一年

度的工作报告（内容

主要包括服务范围、

服务质量、运营管理

等情况）。 

 

举办人通过电话或窗口向登记管理部门进行名称核准 

向登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 
申办人需提供的材料： 
1.登记申请表；  
2.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3.场所使用权证明； 
4.验资报告；  
5.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  
6.章程草案；  

除以上法定材料外，还需理事会会议纪要、安

全责任书等。 

 

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取得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 

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材料

齐全 
通
过 

向申请人说明： 

1.不予备案的理由； 

2.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基本条件。 

 

未通过 

申请人不再申请的，终止备

案程序。 

 

民办公益性养老服务机构 

 

经营性养老

服务机构 

 

备注：民政局作为业务主管

单位的，向同级民政局的养

老服务部门申请批复，养老

服务部门以业务范围为主审

查章程、场所设备等相关要

件，详见《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令第

18 号第六条规定。） 

 

公办公营

养老机构 

 

申请人按照养老机构基本运

营条件和相关规范标准整改、

完善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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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與大灣區内地城市養老院舍監管内容對比1 
 

内容維度 具體要求 大灣區內地城市 

3、牌照 3.1 政策 實行備案登記管理制度，這方面的最新

規定體現在2020年11月1日由民政部頒

佈實施的《養老機構管理辦法》的第二

章“備案管理”。 

 3.2 申請牌照 

 3.3 發出牌照 

 3.4 發出牌照的條件 

 3.5 牌照續期 

 3.6 牌照的展示 

 3.7 牌照格式 

 3.8 持牌安老院申請新牌照  

 3.9 安老院擴充或合并 

4.建築物

及住宿設

備 

4.1 概要 總體要求體現在國家標準《養老機構服

務質量基本規範》（GB/T35796）。 

更具体的要求體現在最新規定體現在

住建部（住房與城鄉建設部)制定的 

《老年人照料設施建築設計標準》（JGJ 

450）。 

 4.2 法定圖則、地契條款、大廈公契及租

約條件 

 4.3 就安老院處所的限制 

 4.4 設計 

 4.5 基本設施 

 4.6 易於抵達的程度 

 4.7 逃生途徑 

 4.8 耐火結構 

 4.9 供暖、照明及通風 

 4.10 洗手間設施 

 4.11 供水及洗濯設施 

 4.12 維修 

  4.13 加建及改動 

5、消防安

全及防火

措施 

5.1 概要 建築環境及消防設施配置要嚴格執行

《建築設計防火規範》（GB50016）、

《建築滅火器配置設計規範》

（GB50140）、《火災自動報警系統設

計規範》（GB50116）、《建築防煙排

 5.2 位置 

 5.3 高度 

 
1
 此對比以香港的《安老院實務守則》的要求作爲基礎，以中央政府的相關政策文件作為大灣區内地城市

最新的監管要求與之進行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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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消防裝置及設備 煙系統技術標準》（GB51251）等相關

標準規範要求。 

消防安全管理要嚴格落實《中華人民共

和國消防法》等法律法規規定，嚴格執

行《社會福利機構消防安全管理十項規

定》（民函〔2015〕280號）、《消防

安全標誌》（GB13495）、《消防控制

室通用技術要求》（GB25506）、《養

老機構安全管理》（MZ/T032）、《養

老機構服務品質基本規範》

（GB/T35796） 

 5.5 附加規定 

 5.6 防火措施 

6.樓面面

積 

6.1 樓面面積 體現在國家標準《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基

本規範》（GB/T35796）。 

更具体的要求體現在最新規定體現在

住建部制定的《老年人照料設施建築設

計標準》（JGJ 450 ）。 

 6.2 住客人數 

7.家具及

設別 

7.1 概要 體現在住建部制定的《老年人照料設施

建築設計標準》（JGJ 450 ） 

 7.2 保安設施 

 7.3 寢室 

 7.4 客廳/飯廳 

 7.5 洗手間/浴室 

 7.6 厨房/茶水間 

 7.7 洗衣房 

 7.8 辦事處 

 7.9 護理設備 

 7.10 隔離房間 

 7.11 其他設備 

8.管理 8.1 概要 體現在2020年11月1日由民政部頒佈實

施的《養老機構管理辦法》以及國家標

準《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基本規範》

（GB/T35796） 

 8.2 展示安老院名稱 

 8.3 住客入住安老院的程序 

 8.4 處理收費及財務 

 8.5 日常活動程序 

 8.6 員工記錄 

 8.7 安老院的運作記錄 

 8.8 員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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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防止虐老 

9. 安老院

員工 

9.1 員工的雇傭 體現在2020年11月1日由民政部頒佈實

施的《養老機構管理辦法》以及國家標

準《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基本規範》

（GB/T35796） 

具體配備要求體現在：2022年2月開始

實施的民政行業標準《養老機構崗位設

置及人員配備規範》（MZ/T187） 

 9.2 定義 

 9.3 通宵當值的員工 

 9.4 服務條件 

 9.5 員工訓練 

 9.6 替假員工/外聘合約服務員工 

 9.7 員工僱用情況的改變 

 9.8 指明類別的人士强制檢測 

10.保健員 10.1 保健員的職責 體現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聯合民政

部組織制定《養老護理員國家職業技能

標準（2019年版）》 

 10.2 注冊為保健員需具備的資格 

 10.3 注冊 

 10.4 申請 

 10.5 注冊費 

 10.6 取消注冊 

 10.7 持續進修 

11.保健及

照顧服務 

11.1 概要 體現在國家標準《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基

本規範》（GB/T35796） 

 11.2 保健服務 

 11.3 個人照顧計劃 

 11.4 個人起居照顧 

 11.5 個人健康及護理記錄 

 11.6 藥物管理 

 11.7 避免使用約束 

 11.8 特別護理程序 

 11.9 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11.10 護送/陪診 

12.感染控

制 

12.1 概要 體現在國家標準《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基

本規範》（GB/T35796） 

 12.2 感染控制主任 

12.3 報告傳染病 

 12.4 隔離措施 

 12.5 預防傳染病 

 12.6 傳染病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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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營養及

飲食 

13.1 概要 具體規定體現在：2022年2月開始實施

的民政行業標準《養老機構老年人營養

狀況評價和監測服務規範》（MZ/T184）  13.2 餐單 

 13.3 膳食需要 

     13.4 供應膳食 

 13.5 食物安全 

 13.6 用膳安排 

 13.7 食水安全 

14 清潔及

衛生 

14.1 概要 個人衛生清潔體現在：2021年3月開始

實施的民政行業標準《養老機構生活照

料服務規範》（MZ/T171） 

環境衛生清潔體現在：2022年2月開始

實施的民政行業標準《養老機構老年人

營養狀況評價和監測服務規範》

（MZ/T189） 

 14.2 清潔程序 

 14.3 個人衛生 

 14.4 環境衛生 

15 社交照

顧 

15.1 概要 具體規定體現在 2021年開始實施的民

政行業標準《養老機構社會工作服務規

範》MZ/T 169 

 

 15.2 家居氣氛 

 15.3 適應院舍生活 

 15.4 社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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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院舍服務質素評估標準對比1 
 

指標維度 指標內容 大灣區內地城市 

一、院舍管制 標準1  全面質素管理 N 

1.1a 院舍需訂立服務使命/宗旨/目標 N 

1.1b 員工瞭解實踐服務使命/宗旨/目標 N 

1.2  院舍制訂服務計劃，須配合院舍使命/宗旨/目

標及資源 

N 

1.3  服務質素改善機制 N 

1.4  院舍會利用研究、調查或數據，或同業借鑒

以改善服務的質素及表現 

N 

 

 標準2  服務操守 P (部分體現在3.3服務管理和3.5

安全管理) 

2.1 服務操守政策及實施情況 P 

2.1 a 尊長長者尊嚴 N 

2.1 b 私隱 P (3.3.13有提及護理時要保護隱

私） 

2.1 c 權利 N 

2.1 d 安全 Y 

2.2 訂立並切實實施員工工作操守政策 Y 

2.3 訂立員工違反工作操守的處理程式 N 

 

 標準3  風險管理 P 

3.1 運作風險管理機制 P 

3.2 每年購買各類型的保險 Y 

3.2 a 公衆責任保險記錄 Y (4.2.41 年度綜合責任保險） 

3.2 b 雇員補償保險記錄 Y (3.2.21 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 

3.3 重要器材的安全評估及檢查機制 

(輪椅、位置轉移機、後備氧氣設施、抽痰機、升

降機、樓梯機、其他） 

Y 

 
1
  此對比以香港老年學的《香港安老院評審計劃》中的評審標準作爲基礎，以《廣東省民政廳關於開展2021年度

養老機構星級評定工作的通知》中包含的《養老機構星級評定實施內容與分值（試行稿）》作為廣東省最新的服務

質量標準與之進行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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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4  購買服務 Y 

4.1 購買服務之政策、程式及指引 Y  

4.2 具體實施方案 Y 

 

 標準5  職業安全 Y 

5.1 職業安全政策 Y  

5.1 a 指派職員統籌職安事宜 Y 

5.1 b 工傷報告機制 Y 

5.1 c 提供職安培訓 Y 

5.1 d 提供資源以改善職安問題 Y 

5.1 e 職員對職業安全的認識 Y 

 

二、環境 標準6  院舍環境及設施 P 

6.1 院舍提供舒適的環境及設施 Y 

6.1a 可上鎖的儲物櫃 Y 

6.1b 呼喚鈴 Y 

6.1c 家居式佈置 Y 

6.1d 空氣調節/通風系統 Y 

6.1e 活動室 Y 

6.1f 交談的空間（如會客廳等） Y 

6.1g 公衆地方級通道的安全設施（如扶手設

置、地面乾爽、無障礙物等） 

Y 

6.2 各類器材或用具 Y 

6.2 a 急救器材 Y （2.8.7 醫療衛生用房） 

6.2 b 運動器材或用具 Y （2.6.2 健身區（室）） 

6.2 c 復康治療器材或用具 Y （2.11 康復空間） 

6.3 院舍能依據長者的不同需要而提供不同的設

施 

Y （2.1 居室（含照料單元）） 

  6.3 a 認知障礙症的導向指示 N （2.1.2 居室認知症友好化設

計） 

  6.3 b 預防長者溜走設施/措施 N 

6.3 c 視力不佳的長者指示牌 （可取性） N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安老研究》調查結果報告 附件四 

76 

 

 標準7  院舍提供的服務 P 

7.1 必須提供的服務 P 

  7.1 a 醫生到診服務 Y （4.6 與周邊醫療機構合作） 

  7.1 b 陪診服務 N  

7.1 c 院車或其他交通服務安排 P （主要體現在交通便利度） 

7.1 d 洗衣服務 Y 

7.1 e 剪髮服務 Y 

7.1 f 復康服務 Y 

7.2 可以提供的增值服務 Y 

 

 標準8  食物及環境衛生 P （4.3 膳食服務） 

8.1 院舍應該制定處理食物措施及指引 Y 

8.1 a 廚房員工的個人及食物衛生知識 Y 

8.1 b 廚房員工處理食物裝備（如：口罩、手套、

帽、圍裙等） 

Y 

8.1 c 食物儲存：凍肉儲藏/生、熟食物/其他食物 Y 

8.1 d 膳食預備：烹煮過程、儲存、運送 Y 

8.1 e 食具處理。 Y 

8.2 院舍環境衛生的措施及指引 

（廚房衛生、定期滅蟲措施、雪櫃清潔衛生、通

風系統清潔） 

P 

8.2 a 廚房衛生（清潔程式及時間表） P （在4.4清潔衛生服務有部分規

定） 

  8.2 b 定期滅蟲措施 P  

  8.2 c 雪櫃清潔衛生 P  

8.2 d 通風系統清潔 P  

8.3 其他環境衛生 

（餐廳、客廳、睡房、洗手間、浴室、活動室） 

Y 

  8.3 a 餐廳 Y 

  8.3 b 客廳 Y 

  8.3 c 睡房 （定期更換床單） Y 

  8.3 d 洗手間 Y 

  8.3 e 浴室 Y 

  8.3 f 活動室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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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9  社區協作 Y 

 

服務流程/ 

照顧過程 

標準10 院友入院後照顧 P （4.1 出入院服務） 

10.1 新院友入住導向計劃及跟進 P （要求制定照顧計劃） 

 

     標準11 藥物管理 P 

11.1 依據現存藥物管理指引及程式 Y 

   11.1 a 儲存藥物程式 Y 

   11.1 b 派藥程式 N 

   11.1 c 藥物棄掉程式 N 

   11.1 d 院友自行服藥的程式 N 

   11.1 e 特別事件報告及跟進程式 N 

11.2 供職員參考之藥物資料手冊 N 

11.3 所有經院方處理藥物皆需註冊中醫/西醫處方 N 

11.4 如有長者自行購買藥物，應有非處方藥物指

引 

N 

11.5 長者離院或度假的藥物處理指引 N 

11.6 有關藥物管理的員工培訓及稽核 N 

 

 標準12 排泄處理 P (4.2.34 籠統規定指定各類護理

操作規程和考核標準，進行現場

操作考核） 

12.1 失禁的護理程式指引 N 

12.2 便秘處理指引 N 

12.3 觀察、記錄及跟進有關排泄問題的院友 N 

 

 標準13 皮膚護理及壓瘡預防 P (4.2.38 有規定壓瘡率不高於千

分之五） 

13.1 預防和處理不同程度的壓瘡程式指引 Y  

13.2 所有患上壓瘡之院友皆有個人治療或處理壓

瘡之計劃 

P (4.2.19-4.2.20,有提具體操作，

但無個人處理計劃） 

13.3 皮膚護理程式 N 

 

 標準14 跌倒處理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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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預防跌倒的評估及程式指引 P(4.2.15-4.2.17,有提及但無指

引） 

14.2 處理跌倒個案之程式指引 N 

14.3 所有跌倒之個案皆有其意外跌倒事件報告及

跟進記錄 

N 

 

 標準15 餵食 P 

15.1 為進食有困難的院友提供評估 N 

15.2 口餵食程式指引 P 

15.3 管餵食程式指引 N 

15.4 施行餵食的員工需要有相關訓練和評核 P （4.2.35，要求現場評估） 

 

 標準16 營養 P(4.3.18，要求每年不少於1次營

養狀態評估） 

16.1 定期更換菜式及選擇菜式機制 Y 

16.2 特別餐的處理指引 P（4.3.14有提及但無指引） 

16.3 收集長者對膳食意見的機制 N 

16.4 每月替院友量度體重 N 

16.5 與上月比較，因特別原因而導致體重下降5%

或以上之院友，有個別護理計劃及跟進 

N 

16.6 檢討指標數據 （如脫水、飲食時發生的意

外）之機制及跟進行動記錄 

N 

 

 標準17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Y 

 

  標準18 使用約束物品及藥物 P 

18.1 制定盡量避免使用約束物品和藥物的政策及

指引 

N 

18.2 使用約束物品的措施及指引 P (4.2.25 有提建立管理制度） 

  18.2 a 使用原因，醫生指示及使用期限 N 

  18.2 b 評估記錄 N 

  18.2 c 長者或長者家屬同意書 Y (4.2.26 知情同意書） 

  18.2 d 觀察及記錄 N 

  18.2 e 職員及長者家人對使用約束物品的認識 N 

18.3 使用約束藥物的措施及指引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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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19 扶抱技巧 P( 4.2.35 有體位轉移現場考核） 

  19.1 扶抱指引 N 

  19.2 定期考核扶抱技巧 N 

19.3 定期培訓職員扶抱技巧 N 

 

   標準20 感染控制 N  

20.1 感染控制的程式和指引，以及傳染病爆發的

處理 

P 

  20.1 a 無菌換症法 Y  

  20.1 b 懷疑傳染病處理 N 

  20.1 c 傳染病爆發期的處理 N 

  20.1 d 預防傳染並處理 N 

  20.1 e 正確洗手方法 N 

  20.1 f 個人防護裝備 N 

  20.1 g 處理污染物品 N 

  20.1 h 處理尖銳物品 N 

  20.1 i 棄置醫療廢物 Y  

  20.1 j 照顧高風險長者護理程式 

   （導尿管、鼻胃管、壓瘡、認知障礙） 

P 

  20.1 k  處理傳染病爆發期剛出院院友之程式 N 

20.2 監控傳染疾病機制 N 

20.3 員工定期接受感染控制培訓及考核 N 

 

 標準21 長者認知、情緒、感官及溝通能力 P 

21.1 照顧認知及情緒有問題長者的程式指引 P (4.8 心理/精神支持服務） 

21.1 a 認知障礙症 （老年癡呆症） N 

  21.1b 抑鬱  P (4.8 心理/精神健康服務） 

  21.1c 有自殺傾向 N 

  21.1d 煩惱性行爲 N 

21.2 職員為上述問題的院友提供適當的轉介 Y 

21.3 舉行個案研討會議，由不同專業人士及長者

家人參與，以訂立個別處理計劃。 

N 

21.4 感官能力較差（如視力、聽力下降）的院友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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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轉介程式。 

21.5 院舍須有系統記錄院友嚴重事故（如：院友

自殺、走失、傷人等），並利用有關資料作爲

改善服務的依據。 

N 

 

 標準22 慢性痛症的處理 N 

22.1 長期慢性痛症指引 N 

22.2 長期慢性痛症院友評估、處理及轉介 N 

 

 標準23 臨終及哀傷處理 P (4.9 安寧服務） 

 23.1 臨終處理指引 P 

 23.2 哀傷處理指引 P 

 

 標準24 特別護理程式 N 

 

 標準25 心理支持及社交照顧 Y 

 25.1 長者的心理及社交指引 N 

 25.2 最少每年一次評估和觀察長者的心理狀況 N 

 25.3 最少每年一次評估和觀察長者的社交狀況 N 

 25.4 根據個人心理和社交狀況而訂定服務計劃  N 

 25.5 心理支持服務 Y 

 25.6 社區融合活動 Y 

 25.7 最少每年一次評估院友對生活之滿意程度 Y 

 25.8 能根據生活質素評估結果提供改善計劃 N 

 25.9 可取性（潛能發展活動、治療小組、心理支

援小組、義工聯係及服務） 

Y 

 

 標準26 康樂及社區活動 Y 

 26.1 定期的文娛康樂及節日活動 Y 

 26.2 按個別院友的生理、心理、社交、靈性需要

及尊重個人文化及宗教背景而做出安排。 

Y 

 

四 資料管理 

及溝通 

標準27 資料管理 P 

27.1 院舍備有資料管理系統，並能合乎法例地將

資料：收集、整存、取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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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個人資料的私隱保障 N 

 

 標準28 溝通 P 

28.1 溝通機制 P 

  28.1 院友  P 

  28.2 家屬 P 

  28.3 員工 P 

 

補充 

評審範疇 

標準29 資料提供 P 

 

 標準30 政策檢討和修訂 P 

 

 標準31 記錄 P 

31.1 服務運作記錄 P 

31.2 有關服務質素記錄可供院友、家人及有關人

士閲覽 

N 

 

 標準32 職務責任 Y 

32.1 各職位（包括經營者）的職務責任、問責關

係及服務質素檢查架構 

Y 

32.2 組織架構圖 N 

32.3 確保職員、院友及其他人士可查閲以上資料 N 

 

 標準33 人力資源管理 P 

33.1 人力資源政策及程式 Y  

33.2 新職員入職導向訓練程式 N (3.2.15 培訓有提及入職培訓，

但沒有要求訓練程式) 

33.3 定期評核管理層及員工工作表現 N (3.2.12 有關晉升和獎勵,但沒

有提定期評核) 

33.4 職員訓練發展政策及訓練記錄 Y （3.2 人力資源管理） 

33.5 以上各項政策及程式均可供職員查閲 N 

 

 標準34 計劃及檢討 P 

34.1 制定整體工作計劃及服務方針，包括：目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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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財政預算、計劃時限 

34.2 院舍制訂工作計劃時，應備有收集和回應院

友、職員及有關人士的政策、程式和機制。 

P 

34.2 管理層必須有系統監察服務能否達預期效

果，並定期檢討和評估服務表現，及對質素問

題採取跟進行動的機制。 

P 

34.3 以上政策及程式可供院友、職員或其他人士

查閲 

N 

 

 標準35 財務管理 Y 

35.1 財政預算及財政報告 Y 

35.2 每年核數或審計師查賬，並作出有關改進 Y 

 

 標準36 法律責任 N 

36.1 有與運作有關的法例清單及監察程式 N 

36.2 徵詢專業法律意見之途徑 N 

 

 標準37 安全環境 Y 

37.1安全程式指引 Y 

37.2 訓練職員認識緊急事故的應變方法，並每6

個月進行1次火警演習 

Y 

37.3 定期查察及評估鄰近環境之安全，並作出跟

進。 

Y 

37.4 記錄及處理所有意外、受傷或潛在風險事

故，作爲改善服務依據。 

N 

37.5 定期進行檢查和維修院車服務，以及遵守道

路和交通安全守則。 

N 

37.6 適當維修及督導使用所有服務器材（如：消

防設備/急救設備、氧氣等） 

Y 

 

 標準38 入住及退院服務 P 

38.1 長者入住及退院服務的政策和程式 Y 

38.2 有關政策和程式可供院友或其他人士查閲 N 

38.3 院舍安排院友退院（非自願性），須組織家

屬會議與家人商討。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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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39 評估院友需要 Y 

39.1 評估院友之政策和程式 Y 

39.2 制定個人照顧計劃 Y 

39.3 更新及修訂個人照顧計劃 P 

39.4 個人照顧計劃能有職員跟進 P 

39.5 家人及院友參與個人照顧計劃過程 N 

 

 標準40 長者權益保障  

40.1 尊重長者知情權及選擇權，包括照顧不同文

化及宗教背景、日常作息活動） 

N 

40.2 尊重長者的私人財產權利（如代管金錢、代

購物品程式等） 

Y 

40.3 尊重長者隱私和尊嚴的政策和程式 N 

40.4 處理投訴的政策和程式，以及跟進行動 Y 

40.5 確保長者免受侵犯的政策和程式 P 

40.6 具體實施方案 P 

Y：代表有； N：代表沒有； P：代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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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政策文件附件列表 

中國內地（國家級）： 

附件 1：《養老機構管理辦法》(2020)  

PDF 下載        原文網頁 

      

 

附件 2：《養老機構等級劃分與評定》（2019_GB） 

PDF 下載        原文網頁 

      

 

附件 3：《<養老機構等級劃分與評定>國家標準實施指南（試行）》(2020) 

PDF 下載        原文網頁 

      

 

附件 4：《老年人居住建築設計規範》(2016_GB) 

PDF 下載        原文網頁 

      

https://www.gbssp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Gbsspa_附件1《養老機構管理辦法》（2020）.pdf
https://www.gbssp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Gbsspa_附件1《養老機構管理辦法》（2020）.pdf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9/19/content_5544761.htm
https://www.gbssp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Gbsspa_附件2-《養老機構等級劃分與評定》（2019_GB.pdf
https://www.gbssp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Gbsspa_附件2-《養老機構等級劃分與評定》（2019_GB.pdf
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DDB955F6E857C91A6534921ACF8725CA
https://www.gbssp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Gbsspa_附件3《養老機構等級劃分與評定國家標準實施指南（試行）》2020.pdf
https://www.gbssp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Gbsspa_附件3《養老機構等級劃分與評定國家標準實施指南（試行）》2020.pdf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3A%2F%2Fwww.gov.cn%2Fxinwen%2F2020-04%2F28%2F5507024%2Ffiles%2F2bc43756b50340089697876ffd59a02a.docx&wdOrigin=BROWSELINK
https://www.gbssp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Gbsspa_附件4《老年人居住建築設計規範》-2016_GB.pdf
https://www.gbssp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Gbsspa_附件4《老年人居住建築設計規範》-2016_GB.pdf
http://download.mohurd.gov.cn/bzgg/gjbz/GB50340-2016%20%E8%80%81%E5%B9%B4%E4%BA%BA%E5%B1%85%E4%BD%8F%E5%BB%BA%E7%AD%91%E8%AE%BE%E8%AE%A1%E8%A7%84%E8%8C%83(%E7%94%B5%E5%AD%90%E7%89%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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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老年人照料設施建築設計標準》(2018_JGJ) 

PDF 下載        原文網頁 

       

 

附件 6：《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基本規範》（2017_GB) 

PDF 下載        原文網頁 

       

 

附件 7：《養老機構社會工作服務規範》( 2021_MZ) 

PDF 下載        原文網頁 

       

 

附件 8：《老年護理實踐指南》 (2019) 

PDF 下載        原文網頁 

       

 

 

 

 

 

https://www.gbssp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Gbsspa_附件5《老年人照料設施建築設計標準》-2018_JGJ.pdf
https://www.gbssp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Gbsspa_附件5《老年人照料設施建築設計標準》-2018_JGJ.pdf
http://www.beilin.gov.cn/web_files/file/2021/04/16/202104161550079676732.pdf
https://www.gbssp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Gbsspa_附件6《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基本規範》（2017_GB.pdf
https://www.gbssp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Gbsspa_附件6《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基本規範》（2017_GB.pdf
http://images3.mca.gov.cn/www/file/201712/1514530048411.pdf
https://www.gbssp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Gbsspa_附件7《養老機構社會工作服務規範》-2021_MZ.pdf
https://www.gbssp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Gbsspa_附件7《養老機構社會工作服務規範》-2021_MZ.pdf
http://www.csaf.org.cn/Uploads/editor/file/20210913/163149875065443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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