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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數目 、 性別年齡結構

---人口老齡化

� 出生、生育

� 婚姻 – 婚姻狀況 ; 跨境婚姻 (— 香港 + 內地 )

� 遷移 – 移入、移出

� 死亡

� 勞動力

� 人力供應及社會對人力的需求

� 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

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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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數目及人口增長

• 香港的人口從1961年的三百一十多萬增至目前的
七百萬。

• 早期的增長率相當高，近年來則相當低。

• 年度增加率: 

60 年代 – 2 - 3%

70年代 – 2 - 2.5%

80年代 – 1.5 - 2%

90年代 – 1.5% 以下

00年代 – 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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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數目及人口增長

人口增長率 (年率)—

人口增長由５０年代高速增長逐漸減慢, 

減慢的速度相對穩定，但有一些期間，比較波動 :

1. 50 年代初期

2. 1960-62

3. 1966-68

4. 1979-81

5. 1989-93

6.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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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數目變化的因素

• 出生

• 死亡

• 人口遷移

>內地人士到港定居

>香港人移居內地或他國

>外國人士來港工作、居住

>港人回流

>>>>受經濟情況及各地政府的政策/措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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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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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齡分組人口數目及年齡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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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估計及人口推算

•人口估計 (Population estimates)

-- 统計數據。通常難以百分之百準確。

-- 以香港而論，各類统計數據的質素不錯，

在國際間備受信任：主要是因為信守

科學原則、專業操守及國際標準。

•人口推算 (Population projections) 。

-- 「推算」 不等同 「預測」

-- 進行「推算」工作時，假設

-1. 目前可見的趨勢持續

-2. 有關的公共政策不變

•推算的結果公布，會引起大眾關注情况。大衆的行為會變
化，公共政策亦會有所改變，以應對一些重大問題

--- 這正正是「 推算」 工作的最大功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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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金字塔

Population Pyramid

人口 Population size: 

3 16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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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金字塔

Population Pyramid

人口 Population size: 

4 045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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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金字塔

Population Pyramid

人口 Population size: 

5 183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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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金字塔

Population Pyramid

人口 Population size: 

5 75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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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金字塔

Population Pyramid

人口 Population size: 

6 71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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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金字塔

Population Pyramid

人口 Population size: 

7 071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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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金字塔

Population Pyramid

人口 Population size: 

7 66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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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金字塔

Population Pyramid

人口 Population size: 

8 16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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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金字塔

Population Pyramid

人口 Population size: 

8 46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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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養比率
(Dependency Ratio)

定義：

• 少年兒童撫養比率(child dependency ratio)是
15歲以下人口數目與每千名15至64歲人口相對的
比率。

• 老年撫養比率(elderly dependency ratio)是65
歲及以上人口數目與每千名15至64歲人口相對的
比率。

• 總撫養比率(overall dependency ratio)是15歲
以下和65歲及以上人口數目與每千名15至64歲人
口相對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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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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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
�過去五十年，長者在人口中的比例，每五年增加一個百分點，

算是緩慢。目前約14%。「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並不算太明
顯。[我們的「人口老齡化」算來得比較遲、比較緩慢。]

�但2013/14年後的十五至二十年，預期每五年增加三個百分點。
這個增加的速度實在很快實在很快實在很快實在很快。至2041年，比例增至30%

�過去十多年，總撫養比率其實持續降低，是一個「人口機會窗」
(demographic window) [世上少有 !]，讓我們作好準備。[但我
們曾否好好利用機會?]      [多年來，很多人曾說：對，根據推
算，三十年後長者很多。不過，是多年後的事，不用太急！]

�到了今天，這扇窗快要關上。很多難題不用等到2041 ，

數年內大家都會感受到， 特別是因為長者人數和

長者在人口中的比例 在在在在2013年後年後年後年後十分十分十分十分急速急速急速急速地地地地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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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性性性别别别别比比比比

(sex ratio)

• 少年兒童：男性稍多

• 成年人 : 女性較多 –

>香港男士的妻子從內地移居香港

>女性較男性長壽

>三十二萬外籍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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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變化的因素

�出生 -- 女性(生育齡內)數目、生育趨勢

�死亡-- 老年人數目(近年增加)、

年齡別死亡率(多年來趨降)

�人口遷移 -- 移入、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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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戰後嬰兒潮 : 1948/49 年至 1965 年出生。

• 戰後嬰兒潮的第二代 : 1970年代中期至 2000年代

出生。

• 2002 年起 :  相當大數目的內地女子 (部份丈夫為

香港人(a)、部份丈夫為內地人(b) )  到港生孩子 。

孩子出生後大多帶回內地養育，到年紀較大才再到

港居住。

[[ (a) 的孩子一般稱為「單非嬰」，(b)的孩子稱
為「雙非嬰」。「非」是「非永久性香港居民」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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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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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統計出生統計出生統計出生統計（（（（包括內地女性在港所生嬰兒數目的細分包括內地女性在港所生嬰兒數目的細分包括內地女性在港所生嬰兒數目的細分包括內地女性在港所生嬰兒數目的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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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統計生育統計生育統計生育統計

年齡別生育率<--->總和生育率

• 要小心區分出生率出生率出生率出生率和生育率生育率生育率生育率。「出生」數據以嬰
兒為計算基礎，而「生育」數據 (特別是生育率)
是以母親為計算基礎。

• 年齡別生育率:某一年齡組別中每千名女性當年

的活產嬰兒數目

• 總和生育率是指一千名婦女，若她們在生育齡期
（即十五至四十九歲），經歷了一如該年一如該年一如該年一如該年的年齡
別生育率，其一生中其一生中其一生中其一生中活產子女的平均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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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統計生育統計生育統計生育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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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期社會對生育態度有所不同

• 早年(五十、六十年代 : 鼓勵、協助節育)

• 後期(鼓勵注意嬰孩、兒童健康、發育)

• 九十年代之後 : 鼓勵生育

-- 但總和生育率比較低，是世界上眾多

已發展地區的趨勢(不達2 100 的「替代水

平」，難以有重大轉變。

[[歐洲的總和生育率 = 每千女性1 600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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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統計處刊物「香港人口趨勢1981-2011」(表
3.7及3.14) 深入分析已婚女性的生育情況。

• 分析顯示已婚女性自80年代起，生育率並無低跌，
反而有所上升(60年代中至80年代初已跌定) ;    只
是年紀較大才生育。

• 總和生育率多年來下跌(至近數年稍回升) ，主因是
已婚女性百分比下跌 (這與跨境婚姻盛行有關 --下
面有述)。

[從香港男性的角度說，大部份男士到了一定年
紀，已屬「有後」，而與內地妻子所生的子女亦會
稍後來港，成為香港人口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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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

• 在香港登記的婚姻

> 2000  -- 30 879 對
結婚雙方均為香港人 = 23 804

結婚其中一方為香港人 = 3 834 + 546 = 4 380

結婚雙方均非香港人 = 2 695

>  2012  -- 60 459 對
結婚雙方均為香港人 = 32 523

結婚其中一方為香港人 = 16 930 + 4 930 = 21 860

結婚雙方均非香港人 = 6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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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新郎新郎新郎

HK HK ML

新娘新娘新娘新娘

HK ML HK

32 523(a) 20 621 (b) 6 917 (c)

HK = 香港人

ML = 内地人

香港人的跨境婚姻 (2012) --包括在香港登記的婚姻 及
在内地登記的婚姻

香港男性在2012年内结婚人数 = (a)   +  (b)   =   53 144

(其中:內地妻子- 20621/53144 = 約 39%)

香港女性在2012年内结婚人数 = (a)   +  (c)   =   39 440

(其中: 內地丈夫- 6917/39440 = 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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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婚姻
• 何以有相當大數目的跨境婚姻?

何以跨境婚姻中，男性港人配內地女性比較

女性港人配內地男性多得多?

>>香港和內地交往頻密已有多年，趨勢有增無減

，很多香港男士在內地工作、出差等，很多

機會結識女性並發展戀愛關係並進而結婚，

是十分自然的結果。

女士在這方面的情況少得多。

>>社會文化亦可能是一個因素。

• 效應效應效應效應: 相當大數目的內地女性(港人妻子)移居香港，

是「性別比」女比男為多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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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遷移

>内地人士到香港定居 —

配偶、子女、其它人士

[[每日150人的單程證配額，基本上限於「家庭團敘」類別。

絕大部份絕大部份絕大部份絕大部份 (接近98%) 配予港人配偶或子女]]

[[另有多項計劃，讓內地「優才」、「人才」等到港定居。

但利用有關計劃者不算很多。]]

>外國人到香港工作，多年後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甚至落地生根。

>香港人移民外國 (但不少其後回流)

>香港人移居內地 (有長居者亦有後來遷回本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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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數目

目前(每年)  :  42 000

推算:

2019 50 000

2029 60 000

2034 70 000

2039     8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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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預期壽命 (年數)

1981                  2011

男 女 男 女
出生出生出生出生时时时时

(0歲歲歲歲)      72.3   78.5        80.5    86.7

20歲 53.6    59.6        60.8    67.0

40歲 34.5    40.3        41.4    47.3

60歲 17.7    22.3        23.1    28.4

80歲 6.4      8.5          8.7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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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

> 勞動人口 (勞動力) [Labour Force]

=  就業人口 + 失業人口

--亦稱「從事經濟活動人口」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 透過統計調查，確定就業人口及失業人口數目。

全人口減除勞動人口，就是「非從事經濟活動

人口」， 相對「從事經濟活動人口」

•「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Economically Inactive Population]

-- 包括所有15歲以下人士、15歲至二十來歲而仍是
在學的人士、「家庭主婦」、「退休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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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
> 勞動人口參與率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 勞動人口 / 人口(15歲或以上)   的 百分比 ;

-- 可再分性別、年齡分析

>> 勞動人口的數目勞動人口的數目勞動人口的數目勞動人口的數目，，，，

與人口結構以及參與勞動力的情況與人口結構以及參與勞動力的情況與人口結構以及參與勞動力的情況與人口結構以及參與勞動力的情況，，，，關係至大關係至大關係至大關係至大。

>>> 失業

失業率 = 失業人口 / 勞動人口的百分比

(香港的失業率水平較低: +/- 3.5% )

[特別注意 : 失業率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失業人口 / 全人口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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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勞動人口的因素

�受教育的機會

(年齡大一點才開始進入「勞動人口」 )

�社會、文化因素 –

「男主外、女主內」觀念；婚姻狀況;

「家庭友善」安排

�科技因素 (一些職位對體力要求大減，女性

現亦可以擔任)

�經濟因素 –經濟結構 ; 短期經濟波動

>> 男性及女性受各因素影響動情況，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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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統計



4040

就業人口(最新的行業分類)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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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人口(最新的職業分類)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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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人口(就業身分分類)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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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推算

(香港統計月刊2012年12月專題文章)

[2034年後數目漸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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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需求人力需求人力需求人力需求推算推算推算推算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8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

----表4.1 :只前赡至2018年 ]  --需求需求需求需求比對供應比對供應比對供應比對供應

>> 2018年後情況可能不同------可能欠缺

擁有技術兼需要作體力勞動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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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
• 世界各地 (特別是已發展地區) ，近二十年來對人口事務特

別關注。主要關注點為:

1.出生率/生育率較低

2.人口老齡化 (上述[1]的效應及戰後嬰兒潮時出生的人士陸續
到達老齡)

3.工作齡人口可能不足。

4.移入人口所面對的難題 : 很希望移入「適當」的人士以補足
勞動力，但過程中又未必能阻擋不很歡迎的人士( 例如一些
會大量享用已設立的社會福利項目者) 。還有「理念」問題
：誰是「自己人」？誰可以/應該加入成為「自己人」？

5.國內/區內人口的地理分布

6.人口事務/政策與眾多其他公共事務/政策息息相關、互為影
響。各環節的統籌、協調(勞工、教育、產業、房屋、醫療
、福利、財政)，極為重要。可惜很多政府都不充份了解這
一點、或不能落實恰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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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
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

>>人口 - 同時是:

物品生產者、服務提供者

物品消費者、服務使用者

>>物品/服務:

供應可來自本地或透過進口

需求可來自本地或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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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
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

>>人口老齡化 :

>鼓勵生育 (?) (恐怕效果十分有限) 

>港人內地配偶及子女愈早到港定居愈易融入香港社會,

成為更高生產力的人材

>容許、方便、鼓勵適當的人士到香港工作、

定居 (數目、素質的考慮) 

>>服務需求變化 : 

>高齡人士增加 ---> 老人服務、醫療服務需求增加

少年兒童數目過去多年減少，至較低水平

---> 教育服務需求減少(?)    

中度年齡人士消費力減低(?)

>應較少滿足外來需求 (就算少賺一點外來的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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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
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

>>人力供應 :

人力供應可能不足 (就算有意識地減少投放人力

於生產貨品及服務予外地人應用方面)

-- 工作人員可能于較大年紀才退休 (但不少工種對

體力要求大。而一些高層職位若缺乏流動性，

對機構的活力、 進取性可能有影響)

-- 要增加生產力: 加強技術、增加機器或儀器協助

-- 要防止人力供應與需求錯配

(避免有工無人做，有人無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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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
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

>>產業結構及勞工收入

-產業多元化

- 發展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產業 、極其重要，亦很有條件(各大學投放
於科研的資源很大，大學及其他大專院校科技畢業生亦很
多。可惜，科研成果很低產業成效，畢業生不少亦非學以
致用。

- 建造業

- 不同職業的工資、收入結構需要調整

(目前薪酬較偏重學歷)

- 社會、家長對職業地位的觀感、尊重須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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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
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

>> 教育及人力政策
[[[[[[[[學生 -幼稚園 -- 15 萬人 小學- 33萬人 中學 46萬人

教師 - 幼稚園 -- 1 萬人 小學- 2萬人 中學 3 萬人

學校 - 幼稚園 -- 900間 小學-500 間 中學 500 間 ] ]

-調整教育服務 (公營、私營) 的規模、類型

--青年人及家長很熱衷於大學教育 ---與社會所需人才未必配合

--相當多青年人要靠貸款完成學業 ---構成畢業後還款的沉重負擔

(一些目前缺乏吸引力的學科，反而應設獎勵以吸引學生就讀

，特別是一些職業科目)

--要鼓勵年青人實事求是、教育界人士多瞭解社會的長遠人力需要

--每年中學畢業生數目，將由2013年的71000人逐漸減至2023年的
46000-53000人(視乎「雙非」兒童到港定居就學情況) 。大專學額
可能過剩(主要當然是非政府資助的學額)。若因學額充裕而放寬收
生及貸款，將衍生另一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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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
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

>> 教育及人力政策 (續)

-加強新來港定居內地人士的訓練，使其盡速融
入香港社會。這些人士中的成年人，很多其實都擁有
其技能，只是沒有證書。政府設置的「資歷架構」要
照顧他們的情況。

-制定「家庭友善」措施，方便有意工作的已婚
婦女 (特別是有子女的)能同時投入工作及照顧子女及

年長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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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
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策策策

>>土地及住房:
除1980至 1984/85 年及 1997 至 2003 年外，住宅樓宇價格不斷大幅上升

住宅樓宇價格指數 (1999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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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
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策策策

>>土地及住房:

住宅樓宇價格:

1986 � 1996     升 4.5 倍

1996  � 1997     升 40%

1997  � 2003     跌 62%

2003  � 2009     升 1 倍

2009  � 2013     升 70%

。樓價高， 租金高，難負擔。住房素質很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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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
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策策策

>>土地及住房:

香港是否地少人多？

• 香港面积 –约 1100 平方公里

• 住屋所占面积 -- 7%

• 道路、机场、工商楼宇、

政府及教育醫療康乐等设施---17%

• 未用以建设的土地 -- 76%

�前面提及世界各地政策考慮，關注人口的地理分
布。香港人的居所為何要擠在7%的土地上?他們
的經濟、社會活動又何以十分集中於某些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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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
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策策策

>>土地及住房:

• 雖然崇尚自由經濟，但應對土地價格和各
類樓房的價有一定的調控措施，令土地供
應及應用更合理化。過去多年的樓價(及相
應的租金) 升幅，反映制度及政策很有問題
。現在，很多市民都只能寄望入住租金低
廉的公共出租房屋。

• 樓房作為商品供外地人購置，以賺取他們
的金錢，肯定並非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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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
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與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策策策

>>醫療衛生 :

• 衛生條件不錯、嬰兒夭折率極低、人均壽命長

但是醫療設施及人力資源十分偏低 : 

• 病床: 每千人 5.1 張

• 醫生: 每千人 1.8 名

• 護士: 每千人 6.1 名

而面對人口老齡化，這方面的情況特別嚴峻。根據政府統
計處於2010年出版的第45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六十
五歲以上的長者，經西醫診斷有長期病患 (而故此需要相當
多的醫療服務、照顧) 者，達該年齡組別人口的58 %。

[[ 60-64 (41%);  55-59 (29%); 45-54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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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人口結構及人力供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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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政府 : 財政(稅收)、提供社會福利 (社會保障)

>個人財務 :  收入、家人支援、

儲蓄[私人儲蓄、公積金]、資産) 

�現今世界經濟金融體系，有偏重對己有利的金錢分
配多於實體生產的趨勢。不少人致力於非生產性但
能賺到金錢的活動。 社會亦常假設有金錢便一定可
以得到貨品和服務(來自本地或外地) ；有金錢便一
定可以透過輸入，得到勞工的供應(人力或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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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人口政策公眾參與活動」:
「集思港益」文件

• 1. 分析「人口挑戰」(「人口老化」) -- 應鼓勵生

育 : 營造有利環境，讓市民成家立室及生兒育女

• 2. 釋放現有人口的潛力--

a)  較年長人士 -遲一點「退休」

b) 「家庭主婦」-參與勞動力 : 全職或兼職工作

(恰當的家庭友善措施是必要條件)

c) 傷殘人士 - 發展潛能。 (b+ c :消除就業障礙)

• 3. 提升本地培育人才的質素

• 4. 以新來源補充現有人口及勞動力(輸入低技術

勞工及高技術人才)

• 5. 讓長者有好的養老環境 (老有所依、老有所為)



59

政府的「人口政策公眾參與活動」:
「集思港益」文件

文件說明:

• 人口政策議題廣泛，與多個範疇的公共政策環環相扣。為
使今次公眾參與活動更聚焦，我們決定不重複一些其他委
員會正研究的議題 [扶貧、退休保障(老有所養)、房屋、公
共財政、長者醫療及福利….. ] 。

• 期望透過公眾參與活動與社會上所有人一起，尋求解決方
案………..

可從互聯網下載文件:

www.hkpopulation.gov.hk/public_engagement/pdf/
721300328_chi_hir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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