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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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算長者
人口增加迅速

短評

別比率的差距擴大了，
年是每
年的
，預計增加到 2021
2011
2011
12.9%
千名女性相對
名男性 ， 到了 年的
。 每戶的平均人數在
948
17.9%
年，降至 786
名。在 歲的年
年時是 3.9
人， 2011
年的 2.9
2041
1981
齡組別中 ， 女性比男性多的比率更 人，減至 2041
年的 2.7
人。 人家
明顯 ， 原因是女性的預期壽命比男 庭 由
年 的 16.4%
稍微增至
2009
性長 。 該份報告同時指出年輕一代
年的 16.7%
。這些都是人口老
2039
的人數會減少。在 2011
化的特質。
年， 至
政府在 2013
歲的人口由
減至
， 至
年出版的《已更新
12%
9%
歲的勞動人口由 75%
減至 61%
。至 的 2013
年至 2041
年香港勞動人口
於生育率方面 ， 每千名女性的活產 推算 》報告 ， 亦指出未來 年勞動
嬰兒由 1,204
名降至 2041
年的 1,151 人口的參與率會降低。在 2013
年，
男女合計的參與率是 60.0%
， 2041
年降至 49.5%
。 這些工人要支撐香
港的未來社會經濟發展， 及養活五
成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口，壓力不少。
周永新所草擬的《香港退休保
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 》（ 2014
）
，
要求政府引入薪俸老年金稅、政府注
資、將目前的強積金供款轉入計劃，
從而推行免入息審查的全民老年金計
劃，符合資格的人士每月可領取港幣
三千元。然而周永新指出在人口不斷
老化的情況下 ， 倘若政府不繼續注
資，這個計劃到了 2026
年已出現入
不敷出，無以為繼的局面。
政府應如何面對人口老化及全
民退休保障的問題呢？

種種情況下，這些「無緣 」人
士，死後也沒有人來認領遺體，
因為在他們身上，找不到親友
的線索，據這群傳媒工作者的
統計每年無緣死的人約 3 萬 2
千人。
終結「無緣社會」的方法，
作者們提倡「結緣社會」，就是
把無緣的人重新連結於社會，
除了政府相關社會服務機構外，
坊間自發性關懷行動，從日常
生活的衣食住行，到多一分關
懷慰問，增加社區上的人情味，
鄰里之間的互相支援等等。
雖然這本書是講述日本，
但是作為香港人，相信或多或
少亦有同感，加上香港逐漸很
多人選擇不婚，家庭支援網絡
更轉簿弱。在雙親節來臨的月
份，除了接受子孫們的慶祝節
目之外，鼓勵大家嘗試多一分
關心身邊的鄰舍和親友中孤單
的一群，你的友善笑容，一句
親切慰問，看似微不足的舉手
之勞，相信對溶化被孤苦冰冷
的心靈，一定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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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未來的兒童人口更少。
政府統計處在同年發表的《 香
港的人口及家庭住戶趨勢 》報告 ，
指出由兩位均為 歲或以上夫婦組
成的家庭由 2001
年的 54,500
戶增
至
年的
戶。 按百分率
2011
85,000
計，政府統計處在 2013
年發表的一
份報告，題為《至 2039
香港家庭住
戶推算 》，資料顯示只有 歲及以上
長者的住戶從 1981
年的 6.5%
、

近從網上訂購了一本名為
《無緣社會 》的書，由十
位日本人包括記者、導播及攝
影師，花了兩年時間，走訪日
本各地，採訪了很多認識無緣
死者的人及擔心自己會無緣死
的人，而寫成的警世書籍。
《無緣社會》的意思是在社
會上無血緣（親友 )、無地緣（沒
有固定住處 ）、無社緣（沒有工
作或社會角色)，此即「無緣」。
人情淡薄，人與人之間不再有
交往的社會，就是「無緣社會」
；
而一個人孤獨死去，無人送終
的狀況，就是「無緣死」。
在日本 ， 這些無緣死的
人，有的勤奮工作，20 年來從
未缺勤；有的為糊口與家人分
隔遠處，手足孤零離世也全不
知情；又有中年遇上不幸，人
生 180 逆轉，居無定所，長期
失業，最後孤獨終老；又因層
出不窮的老人失蹤事件，反映
出家庭失去照顧及支援的功能；
新世代建立人際關係的平台大
部份是靠網路，人情更為脆弱。

界各地醫療和科學技術 、 營
養、健康、衛生、居住環境等
得到改善，加上社會經濟發展良好，
人民的壽命越來越長。各地長者人口
數目不斷增加，成了普遍現象。
香港也不例外。 政府統計處在
年 月發表了一份題為《 香港
2012
人口推算： 2012-2041
》的報告，預
測未來三十年的人口變化情況 。 有
關資料提及本地人口將由 2011
年的
萬增加到 2041
年的 847
萬。年
707
屆 歲或以上的長者人
口由 13%
增至 30%
，
其中 歲或以上的人口
由 2011
年的 4.0%
大
幅 增 加 至 2 0 4年
1 的
， 令人矚目 。
11.9%
男性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在 2011
年是 80.5
歲， 2041
年是 84.4
歲；
女性則分別為
歲和 90.8
歲。人
86.7
口的平均中位數由
年的 41.7
歲
2011
增至
年的
歲。 總體撫養
2041
49.9
比率如下：
年，
名； 2041
2011
333
年，
名。這個 2041
年的數字意
645
指 ， 每千名
- 歲的工人要撫養
名低於 歲和高於 歲的長者。
645
這些人士均缺乏工作能力。男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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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翊駿

◆姿 凝

兄弟同心守父業
家族融洽萬事興

時在佐敦長大，對該區有特殊

兒感情。不久前有機會隨拍攝老

店的名家吳文正往探訪上海街多家老
字號 ，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創於
一九二七年的《鏡明》玻璃相架店。
店內除醒目的招牌，陳家爺爺和父親
的舊照外，還有吳文正鏡頭下陳氏數
十人全家福的黑白照，其中之一曾在
蘇富比拍賣作善舉呢！
聞名不如見面，已屆九十高齡的
陳老太臉相很有福氣，她精神奕奕步
出跟大家打招呼，談得高興又拿出她
手抱大兒子的舊照與大家分享，相中
的正是現時店舖主持大哥陳漢興，現
年六十五歲的他是第三代傳人。陳漢
興小學畢業後便在父親店裡隨師傅

學手藝，當時學寫反手字製玻璃牌匾，
至今仍擁有這功夫，他懷緬當時主僕
儼然一家人，日後仍維繫着深厚感情。
陳氏憶述六零至七零年代「搵
食」尤其艱難，由於少了水上人家光
顧鏡面雕字送禮，父親為養育九名兒
女，不斷動腦筋變通幫補生計。他
說：「我很佩服父親的生意頭腦，他
曾將一邊店舖租給他人賣成衣及找換
店；過年賣桃花，又曾賣金魚；制
水時期兼營大水桶……度過艱苦歲
月。從父親身上學習做生意之道至今
仍用得着。」他那種守業和捱苦精
神，值得年青輩學習。
店舖現時經營畫框和相框生
意，難得陳漢興與兩弟同心繼承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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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本着父親「待人以誠」的教晦， 「前舖後居」格局，一直是陳家的「聚
店舖貨真價實，他待客之道感動各行 腳點 」，周末四代同堂四十多人分頭
各業的顧客成了老友。陳氏興之所至 尾圍相聚吃飯，過節更顯歡樂。陳
會開筆寫字，很多人都欣賞他的一手 家永遠洋溢着融洽和諧的氣氛，絕不
好字。他謙稱讀書不多，但寫字卻 會鬧家族分歧，教人敬佩。這正是
很「大膽 」，先將紙錶好才下筆，寫 舊區的人情味，有空不妨到老店蹓
起來一氣呵成，令人讚歎。他從不 蹓，親身體驗一下啊！
吝嗇將字畫餽贈有緣人！
那天往探訪陳家，不時有
街坊路過親切地打招呼閒聊。
其中有太太拿來連夜手織工藝
趕急要錶好賀朋友店舖新張，
她提起昔日父親在上海街經營
銀業，談起舊事大家顯得親切，
陳氏更答應兩小時特快「起貨」。
現址的店舖很大，屬以前 • 陳漢興談到店舖當年艱苦經營的日子。

存得安心 — 認識存款保障計劃

關懷社區
◆ 黃仲然

友記們辛勞

老工 作 數 十

載，為自己、為家
人存起一分一毫的血汗錢，為保障生
活付出心力勞力。其實，除了老友記
們緊張自己的一分一毫，還有「存款
保障計劃」
（存保計劃）在背後為你的
銀行存款作出保障。即看以下老友記
錦囊，助你掌握存保計劃要點，令你
存得安心。
顧名思義，存保計劃主要是為

世

綜合

受銀行倒閉影響的存款人提供存款保
障，並促進香港銀行體系的穩定。
只要老友記在屬於存保計劃成員的持
牌銀行存款，毋須申請或支付任何費
用，存款自動受法律保障。
 最高保障額 50 萬港元 
存保計劃的最高保障額為每家
銀行每位存款人 50 萬港元，存放於
不同銀行的存款獨立計算，「多有多
保、少有少保 」。如在同一家銀行
內有多過一個戶口，所有戶口的存款

將會合併計算，而聯名戶口的存款人
則各自有 50 萬元的保障額。
只要是合資格存款（包括儲蓄戶
口、往來戶口內的存款及年期不超過
五年的定期存款等 ），無論是港幣、
人民幣和其他外幣都受保障，自然加
倍存得安心！
離岸存款及存款以外


的金融產品不受保障
提提你，假如你或身邊的老友
記在銀行於香港以外的分行開立戶

口，這些存款屬於離岸存款，不能
享有存保計劃的保障﹗另外，股票、
債券、窩輪、互惠基金、結構性存
款、單位信託基金及保險單等，屬
存款以外的金融產品，又或是保險箱
內的物品，都在保障範圍以外。老
友記們要多加留意﹗
看過存保計劃的簡介後，要記
得多與其他老友記分享﹗如對有關計
劃有任何查詢，歡迎瀏覽 www.dps.
org.hk，或致電 183 1831。

《松栢之聲》並無當局任何經費資助，乃全仰賴各界善長捐款以可維持，善款多少不拘，如蒙厚愛，敬希惠寄郵票、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松栢之聲」或（St.James' Settlement）
；
並請註明捐款人姓名、讀者編號（若有）、地址或電話，俾便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