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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慈善事业论坛

　 　 东 南 亚 的 慈 善 事 业
（philanthropy）过去一直被忽
略，但这个问题已扩大至无法视
而不见，尤其是在新加坡、马来西
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国家未
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加剧，有许
多相关需要还未能满足，因此慈
善家有许多机会为这个领域带来
深远影响。
　 　 老 龄 化 是 一 场 “ 银 色 海
啸”，但也为高影响力慈善带来
契机，因为创新的护理模式是本
区域许多国家所追求的。
　　瑞信（Credit Suisse）周四（16
日）举办第七届慈善事业论坛，主
题是“对亚洲保健的奉献”。10
名演讲者来自全球各地的保健领
域、商业和非盈利组织的顶尖慈

善家，出席嘉宾超过200名。
　　主宾卫生部长颜金勇致辞时
表示：“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在
运用社区资源方面扮演关键角
色，如协调护理服务、扩大预防
活动、善用科技、确认有抑郁或
精神需求人士。政府会为老化和
年长护理做出更多努力，但也需
要慈善领域的支持，共同满足年
长者的需要。”
　　瑞信举办的这项慈善事业论
坛，七届共邀请了超过120名主
讲人，与近千名客户分享他们在
慈善事业方面的经验和心得。
　　瑞信亚太区私人银行部主管
兼东南亚地区首席执行长范思高
（Francesco de Ferrari）表示：
“关于护老计划的需求提高，但
这个领域面对筹集资金的挑战。
通过论坛和研究，我们鼓励慈善

家探讨这个领域的机会，配合政
府资助的护老计划，尽可能为这
个领域带来最好的影响。”
　　另一方面，瑞信主导的“亚洲
影响力投资基金”（Asia Impact 
Investment Fund）由大华银行负
责创投管理，基金截至去年筹集
超过5000万美元（约6800万新
元），明年会进行另一轮集资。
　　基金已投资在中国和亚细安
国家的七个中小企业。这些企
业针对农业、保健 、卫生、住
房、教育、水质和清洁能源，改
善年收入在3000美元以下人士的
生活，同时取得正面财务回报。

就地养老多方面建议
　　本届论坛共有两个讨论会，
分别是针对保健和老龄化。
　　关 于“老化 和护理 慈善 契

机”的 讨 论 会 邀 请了海内外四
名嘉 宾，他 们 是 亚 洲交响慈善
基金会（SymAsia Foundation）
董事会成员楚其菲（Zulkifli Bin 
Baharudin）、国大医院心理医疗
科高级顾问柯以煜教授、樟宜综
合医院老人科 社区部总管连宗
谦医生、澳大利亚非盈利组织St 
Vincent's Health Australia主席保
罗·罗伯逊（Paul Robertson）。
　　连宗谦医生提出：“旧病患
一再回头是可避免或无可避免
的？如果无可避免，很可能是因
为负担不起。”
　　老龄化是必然现象，问题是
如何面对挑战。连宗谦医生认为
创造“有沟通的社区”很重要，讨
论有哪些现有资源，以及还有哪
些可能性。除了基金到位，要鼓励
更多人参与和启动社区的引擎。

　　谈到许多人面对的挑战，楚
其菲表示，现代人生育较少，孩子
要负担父母的养老费用更大。与
此同时，养老院无法提供完善的
医疗照料，医院的床位也有限。
　　他也说，新加坡有优秀的房
屋政策，四房式一般已很适合就
地养老。然而，有一群居住在租
赁、一房和两房式组屋的人，那
里多不适合就地养老，这是需要
关注的。更负担得起的房子，可
以大大提高就地养老的能力。
　　在谈到慈善基金可提供的支
持时，柯以煜分享了一项在裕廊
进行的研究。通过保健教育、心
灵辅导和中医等多元方式，可改
善25％失智症患者的病情。目前
这套方案已在裕廊等多个地点推
展；但如果要让更多社区受惠，
就需要更多资金的援助。

　　罗伯逊接受《联合早报》访
问时也分享他在澳大利亚从事非
盈利组织工作的经验。他表示，
慈善家能够做出的贡献不仅限于
资金，他们也能够提供意见、跟
政府对话、提高公众意识和感召
志愿人士。
　　就地养老方面，澳大利亚的
社区表现出互助精神。罗伯逊
说：“邻居会帮忙隔壁家的女儿
照顾母亲一个小时，让女儿出去
透透气、喝个茶。”
　　本地方面，柯以煜正在研究
美国的一项做法，那就是记录家
人为社区贡献多少时间，有需要
时可按所贡献的时间提出要求。
他说：“假设已帮助照顾邻居10
小时，社区会做记录，今天有事
需要人帮忙照顾家人一小时，之
后就剩下九小时可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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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信配合本届论坛，委托独
立非营利顾问公司Just Cause，
从今年5月至9月进行一项研究，
并整理出《金见银丝：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慈善事
业和老龄化》报告 。接受访问
的30多名顶尖专家来自政策决
策、教育、临床医疗和慈善界。
　　报告针对三个国家归纳出六
大主题：活跃乐龄、财务保障、
精神健康、失智症、长期护理、
临终规划和护理。
　　活跃乐龄的概念受到许多政
策决策者和公共健康专家欢迎，
它强调预防胜于治疗。人们提早
行动，为自己老去时的健康、财务
保障和精神福利做最好准备。
　　新加坡虽有许多活跃乐龄的
活动，但还是有可努力的空间，如
尝试接触与外界隔绝或不愿意亲
近他人的长者、为长者制造更多
适合的就业机会、提高公众意识

和强调年长者重返社会的价值。
　　随着保健护理成本升高，许
多人把财务 保障列为首要关注
事项。新加坡大多数人能负担住
宿、食物和保健基本需求，但希望
年老时可维持一定的生活品质。
　　相较于贫穷和长期护理，无
形的精神健康很容易被忽略，不

过新加坡在这方面的意 识已提
高。三个国家都需要更积极接触
孤立的个人、更容易争取专业辅
导、提供更多社会支持和交流。
　　我国失智患者有4万5000
名，马来西亚有12万名，印尼
有100万人。数字会逐年提高，
带来的挑战不只是患者本身，还

有家人和照料者的负担。专家认
为满足这方面需要的主流服务不
足，病人和照料者百上加斤。
　　长期护理可源自生理或心理
素质下降，相关成本和需求不断
攀升是一大挑战。新加坡最底层
的20％会获得照料，但之上的
20％至40％因有家人照料而被忽

略，关于精神方面的问题其实会
让全家陷入危机。
　　至今仍有很多人对生命走到
尽头时的规划视为忌讳，专家提
出，没有及早安排只会在最艰难
时期带来更大压力。
　　临终护理可让病患和家人拥
有更好品质的生活，但这方面的

好处没被广泛发觉。根据2015年
一项针对“死亡品质”的调查 ，
新加坡在80个国家当中排行12，
马来西亚排行38，印尼排行53。

老龄化六主题 新加坡老龄化概况

活跃乐龄
● 多数政府和非营利计划已在进行
● 难以联系缺联年长者
● 创造更多合适工作
● 提升老龄化整体形象

财务保障
● 希望有更多财富维持生活品质
● 有资产、没现金
● 年长男性34％经济依靠家人，

女性65％，但家人支持渐少

精神健康
● 7％年长者独居
● 慈善机构难以联系缺联年长者
● 志愿义工不足
● 更关注促使年长者开心生活因素

失智症
● 2015年失智患者有4万5000人，

占比相对高
● 2030年料增至10万人，

2050年料增至24万人
● 护理服务分阶段或不足够

长期护理
● 非营利养老院素质参差不齐，

一些不符合资格难以获得津贴
● 提倡就地养老，致力在社区提

供高素质、更综合性的支援

临终规划和护理
● 预先护理和慈怀护理意识提高
● 更多有名声临终护理中心提供

留宿和上门护理
● 难以聘请和留住合格员工

资料来源／Just Cause

专家给策略慈善家五建议

老龄化不是最吸引人的话题，但这是策略性和
息息相关的课题。

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发展慈善事业的机会特别多，
因两地在这领域的非盈利组织很少且规模不大。 

在新加坡，私人捐献者应善用政府一元对一元
的捐献计划，以发挥更大作用，并能长期及更
灵活地为慈善机构提供资助创新和研究等增值
项目。

不应局限在资助规模较小的养老院，私人和非
盈利组织在由政府倡导的大型计划中也可扮演
重要角色。

发展慈善事业并不容易，非盈利机构和捐献者
在过程中需要思考初心，勇于接受错误和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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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慈善事业论坛吸引超过200名海内外人士出席。参与讨论会四嘉
宾是国大心理医疗科高级顾问柯以煜教授（左一）、樟宜综合医院老人科社
区部总管连宗谦医生（左二）、亚洲交响慈善基金会董事会成员楚其菲（左
四）和St Vincent's Health Australia主席保罗·罗伯逊（右一）。（曾坤顺摄）

瑞信（Credit Suisse）第七届慈善事业论坛周四（16 日）圆满举行，主题为“对亚洲保健的奉献”；
10名演讲者来自全球各地保健领域、商业和非盈利组织的顶尖慈善家，出席盛会嘉宾超过 200名。
瑞信亚太区私人银行部主管兼东南亚地区首席执行长范思高致辞时表示：
“护老计划需求提高，但面对筹集资金的挑战，
瑞信鼓励慈善家通过论坛和研究，配合政府资助的护老计划探讨机会，尽可能为这个领域带来最好的影响。”
本届论坛另设两个讨论会，邀来海内外嘉宾针对保健和老龄化课题，分享观点看法。

瑞信亚太区私人银行部主管兼东南
亚地区首席执行长范思高鼓励慈善家
探讨护老领域的机会。（曾坤顺摄）

护老慈善有策略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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