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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會為貧困者提供支援，但要通過繁
複的入息審查制度，始能獲得協助。
筆者在寫這篇短文時，心中有很多問題
要向讀者請教， 只是字數已滿， 難矣。讀者
可自行閱讀有關中央公積金的論文， 自問自
答吧。

︰新加坡中央公積金
* Elder40

直以來有幸獲得到一
班不同界別，但同樣
持有一份熱誠的作
家、義務記者及漫畫
家，以文字及圖輯來
供應精神食糧給各位
讀者，當中義務協助
的人士超過 40 多人。
共 8 版的報紙，
主題都是環繞著退休
及長者生活而出發，
不論是政府對長者生
活措施、社會服務機
構各項長者活動、跟
大家相關的新聞題
目、伴隨香港人成長
的歷史圖片及故事、
各專欄作家的分享、
長者身心的變化及治
療和人物介紹等等。
這些背後，還有另一
班熱心的義工，他們
風雨不改，每月來到
《松栢之聲 》的總部，
把報紙摺疊及入信
封。整個過程，又多

◆ 李翊駿

聚財富，及懂得理財。
中央公積金是個社會保險計劃。
何謂社會保險？這不是香港普通市民
所認知的、 由社會福利署發放給有需
要者的社會福利。 新加坡的中央公積
金不是免費午餐， 政府不會在你退休
後， 不論貧富， 按月發放若干金額予
你過活。 政府強調每個人應要為自己
可預計到的危疾、 醫療、 教育和退休
等等需要儲備資源， 應付難關。 政府
只會為孤寡老弱傷殘等失去工作能
力 ， 和無力自顧的人士提供社會服
務。 新加坡自總理李光耀起， 至當今
的總理李顯龍， 仍然強調貧窮是個人
的問題， 而非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他
們要求每個新加坡市民準備自己的晚
年生活保障， 而非謀求政府保障他們
的退休生活。 新加坡政府強調這是個
公義的做法。
中央公積金是個複雜的制度。基
於字數所限， 試從這個複雜的系統中
簡單地列出下表的供款額， 供讀者參
考（見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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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私營機構僱主和僱員的供款百分率（2016 年 1 月 1 日起）
供款額：月入 ≥ $750
年齡

僱主
僱員
總數
（月薪供款率） （月薪供款） （月薪供款率）
(%)
(%)
(%)

55 和以下

17

20

37

超過 55 至 60

13

13

26

超過 60 至 65

9

7.5

16.5

超過 65

7.5

5

12.5

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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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40 人，然後，經義
工協助運送到郵局，
再經郵差轉交到各讀
者手上。
由 1976 年起至
今，《松栢之聲 》這份
免費報紙，單是每月
動員了差不多近百人
力，實在是一件很不
容易的事，每當想到
這裡，就叫人不禁想
起幾代的總編，他們
真是有份驚人的力
量。眼見時下的報業，
營運時面對大大小小
不同的困難，有業內
記者常分享，紙少了，
只能把報導放到網上
版。就這樣，大家可
能又少了機會讀到有
關新聞。
雖然，我們也遇
到開支愈來愈大的情
況，包括印刷、紙及
郵費，確實構成了經
營的壓力，但處於不
惑 之 年 的《 松 栢 之
聲》，仍會堅持信念，
辦報來回應讀者在退
休後生活的需要，盼
望各讀者繼續支持。
最後，祝願天下母親，
身體健康！母親節快
樂！

港政府目前正為「未來要不要成
立一套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諮詢
大眾，我在曾參與過的諮詢活動中，
聽到有些朋友提及新加坡有良好的中
央公積金計劃 ， 香港何不依樣畫葫
蘆， 制訂一套類似的退休保障計劃等
建議。
我相信這些朋友只知其一，不知
其二。 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供款重擔
落在僱主和僱員身上， 政府主要扮演
管理者的角色。香港市民常提及的「三
方供款」模式、或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與新加坡的退休保障體系扯不上關係。
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屬強制性
質， 它屬於個人儲蓄戶口。 戶口內的
存款全由持有者放進去， 戶口持有人
按政府的規則運用。 新加坡是個資本
主義社會，政府要求市民努力工作，
多勞多得，積聚的財富屬個人所有。
政府不會著意透過稅制， 將富有者的
財富以多納稅款形式來移轉至貧窮者
身上 。 市民的晚年生活能否過得愜
意， 瑞賴自己是否曾經辛勤工作，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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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社區 港歷史掌
故專家，
◆ 黃仲然
多年來一
直與《松栢之聲》讀者分享自
己珍藏的圖片，介紹香港歷史
及不同的地區舊貌，不但讓讀
者對身處的地方多一點了解，
更重要是能勾起他們的回憶，
回味一番。
過去，鄭寶鴻先生曾為
《松栢之聲 》分別主講「香港
街道趣趣地」及「默默向上游
— 香港五十年代社會影像 」
免費講座，向大家親述香港街

道歷史，及從不同角度與和大
家重溫五十年代的社會面貌，
吸引了數以百計讀者報名參
加，反應熱烈！
本年度，《松栢之聲》有
幸再邀得鄭寶鴻先生為讀者舉
行免費講座，分享「香港華洋
行業百年」。香港自一八四一
年開埠以來，在殖民地政府管
治下，人民為求生計，胼手
胝足，甚至一人打幾份工，
為口奔馳，無怨無悔地為家庭
為社會付出努力。早期香港除
了簡單的漁農業之外，遂漸發
展一些商業貿易及服務業。及
至二十世紀中期，香港各行各
業百花齊放，發展一日千里。

講座中，鄭先生將透過珍貴的
圖片及一段段的歷史細節，與
您一起緬懷昔日香港近二十個
或早已式微，或與時並進的貿
易及金融行業，讓你了解行業
發展的歷史軌跡，亦從中緬懷
香港人默默耕耘、為生活奮鬥
的點點滴滴。
是次講座由聖雅各福群
會《松栢之聲》和《灣仔長青
學堂》一起主辦，並邀得香港
著名歷史掌故專家鄭寶鴻先生
主講「香港華洋行業百年」免
費講座，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這
個親身細聽鄭寶鴻先生帶大家
重溫行業發展歷史軌跡的機
會。由於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香港華洋行業百年」
免費講座
日期：2016 年 6 月 22 日 ( 三 )
時間︰上午 10 時正至 11 時 30 分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聖雅各福群會四樓明華堂
主講：鄭寶鴻先生
報名及查詢：2831 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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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