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是我家  留得住人心？  

回归前 有不 少较 富有 的长 者移 民外 国 ，但踏 入 2000 年后 ，愈 来

愈多移 居海 外的 港人 因心 系香 港 、或 不习惯 异地 生活 而选 择回 流 。 

 

香港集 思会 近日 的研 究发 现 ，在 逾千 名受访 的 55 至 74 岁「 年轻

长者」中，近 7 成 认为 香港 是一 个理 想的退 休城 市，打算 退休 后

在此养 老。  

 

受访者 觉得 香港 适合 退休 人士 居住 的 原因 ，主 要是「亲 友都 在香

港」（ 56%）、 「习 惯本 地居 住环 境 ／文化 」（ 49%）、 「医 疗

服务较 好」 （ 37%） 及「 视香 港为 家 」（ 28%） 。  

 

交通方便  习惯港式生活方式  

不少受 访者 自小 在香 港长 大，从没 想 过要离 开这 个「家 」，正如

有人说 ：「我 的『 麻将 脚』、亲人 朋 友都在 港，而且 住在 香港 也

有 60 年， 在此 土生 土长 ，始 终觉 得 在香港 生活 最方 便， 有习 惯

了的语 言、 生活 方式 。 」  

 

也有不 少年 轻长 者提 及香 港的 其他 优 势，例 如「 交通 方便 」（ 25%）。

对比起 其他 国家 ／地 区 ，地 方小 的香 港公共 交通 网络 发达 ，不用

动辄要 驾车 外出 ，对 长者 来  说颇 为 方便。 有受 访者 就指 出， 以

前因工 作关 系经 常到 外地 公干 ，觉得 在当地 生活 很麻 烦 ，「吃 东

西都要 驾车 ，喝 普洱 也好 难， 香港 一 出街就 有东 西吃 。」  

 

而随着 近年 全球 经济 波动 ，不少 移居 外地 的 长者 的生 活受 到影 响，

加上挂 念在 港的 亲友 ，在取 得外 国居 留权后 纷纷 回流 。以曾 经极

受移民 港人 欢迎 的加 拿大 为例 ，去  年加拿 大统 计局 的人 口调 查

显示， 香港 在当 地的 移民 人口 近年 一 直减少 ， 2011 年全 国共 有

21 万名 香港 人，较 1996 年 的逾 24 万 人，下 跌了 约 13%。  

 

外国空气好  不及香港热闹  

有现年 63 岁的 受访 者，于 10 多 年前 与妻子 、两名 儿子 一同 移居

温哥华 ，从事 饮食 生意 ，但 一直 难以 适应当 地的 经济 环境 及日 常

生活。 他指 加拿 大的 税率 较香 港高  出很多 ，要 经营 一盘 生意 并

不容易 ，加上 结识 不到 新朋 友 ，令 社 交圈子 变得 狭窄 ，最终 与妻



子在两 年前 回流 香港 。他 笑言 ：「香 港的地 方确 实小 很多 ，但 朋

友就多 好  多， 回港 后心 情也 好转 了 ，还是 心灵 上的 空间 比较 重

要。」  

 

另一名 受访 者早 年移 居澳 洲 ，却 自言 对香港 有一 份难 言的「 情意

结」， 去年 刚满 65 岁的 她决 定举 家 回港， 她表 示： 「那 边的 生

活质素 好好 ，空气清 新 、环 境优 美， 但感觉 上不 是自 己的『家 』，

不及香 港般 热闹 、多节目 。」回 归香 港后 ，住 所的 面积 足足少 了

3 倍 有 多 ， 但 她 每 天 上 兴 趣 班 、 约 朋 友 吃 下 午 茶 ， 偶 然 做 义 工 ，

日子都  过 得充 实又 开心 。  

 

人满为患怨气重  回流再回流  

当然 ，香 港也 非只 得优 点，那些 认为 香港并 非一 个理 想退 休地 方

的受访 者中 ，最 多人 批评 香港 的「 生 活／消 费水 平愈 来愈 贵」

（ 59%），其次 是「人 太多 ，地 方挤  迫」（ 39%）。有 人就 直言

香港最 大缺 点是 人多 挤迫 、「 周街 都是 自由行 」，亦有 人为 供楼 、

缴房租 而苦 不堪 言 ，大叹 在港「 寸金 也买不 到尺 土 」，晚年 难言

有优  质生 活。有早 前自新 西兰 回流 、现年 50 多 岁的 受访 者就 慨

叹，香 港看 不见「 蓝天 白云 」，加 上 人满为 患、政治 纷扰，身边

人都充 满怨 气， 令她 有点 后悔 离开 生 活简  单、 民风 纯朴 的「 绵

羊国」 ，正 认真 考虑 「再 回流 」 。  

 

若香港 的生 活环 境未 能改 善 ，长 此下 去，大家 眼中 的 这 个「家 」，

还是否 留得 住曾 经离 开、 又或 打 算 出 走的香 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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