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是我家  留得住人心？  

回歸前 有不 少較 富有 的長 者移 民外 國 ，但踏 入 2000 年後 ，愈 來

愈多移 居海 外的 港人 因心 繫香 港、 或 不習慣 異地 生活 而選 擇回

流。  

 

香港集 思會 近日 的研 究發 現，在 逾千 名受訪 的 55 至 74 歲「 年輕

長者」中，近 7 成 認為 香港 是一 個理 想的退 休城 市，打算 退休 後

在此養 老。  

 

受訪者 覺得 香港 適合 退休 人士 居住 的 原因，主 要是「親 友都 在香

港」（ 56%）、 「習 慣本 地居 住環 境 ／文化 」（ 49%）、 「醫 療

服務較 好」 （ 37%） 及「 視香 港為 家 」（ 28%） 。  

 

交通方便  習慣港式生活方式  

不少受 訪者 自小 在香 港長 大，從沒 想 過要離 開這 個「家 」，正如

有人說：「我 的『 麻將 腳』、親人 朋 友都在 港，而且 住在 香港 也

有 60 年， 在此 土生 土長 ，始 終覺 得 在香港 生活 最方 便， 有習 慣

了的語 言、 生活 方式 。 」  

 

也有不 少年 輕長 者提 及香 港的 其他 優 勢，例 如「 交通 方便」（ 25%）。

對比起 其他 國家 ／地 區，地 方小 的香 港公共 交通 網絡 發達，不用

動輒要 駕車 外出 ，對 長者 來  說頗 為 方便。 有受 訪者 就指 出， 以

前因工 作關 係經 常到 外地 公幹，覺得 在當地 生活 很麻 煩，「吃 東

西都要 駕車 ，喝 普洱 也好 難， 香港 一 出街就 有東 西吃 。 」  

 

而隨着 近年 全球 經濟 波動，不少 移居 外地 的 長者 的生 活受 到影 響 ，

加上掛 念在 港的 親友，在取 得外 國居 留權後 紛紛 回流。以曾 經極

受移民 港人 歡迎 的加 拿大 為例 ，去  年加拿 大統 計局 的人 口調 查

顯示， 香港 在當 地的 移民 人口 近年 一 直減少 ， 2011 年全 國共 有

21 萬名 香港 人，較 1996 年 的逾 24 萬 人，下 跌了 約 13%。  

 

外國空氣好  不及香港熱鬧  

有現年 63 歲的 受訪 者，於 10 多 年前 與妻子、兩名 兒子 一同 移居

溫哥華，從事 飲食 生意，但 一直 難以 適應當 地的 經濟 環境 及日 常

生活。 他指 加拿 大的 稅率 較香 港高  出很多 ，要 經營 一盤 生意 並



不容易，加上 結識 不到 新朋 友，令 社 交圈子 變得 狹窄，最終 與妻

子在兩 年前 回流 香港。他 笑言：「香 港的地 方確 實小 很多，但 朋

友就多 好  多， 回港 後心 情也 好轉 了 ，還是 心靈 上的 空間 比較 重

要。」  

 

另一名 受訪 者早 年移 居澳 洲，卻 自言 對香港 有一 份難 言的「 情意

結」， 去年 剛滿 65 歲的 她決 定舉 家 回港， 她表 示： 「那 邊的 生

活質素 好好，空氣清 新、環 境優 美， 但感覺 上不 是自 己的『家 』，

不及香 港般 熱鬧、多節目。」回 歸香 港後，住 所的 面積 足足少 了

3 倍有 多， 但她 每天 上興 趣班 、約 朋 友 吃 下 午 茶 ， 偶 然 做 義 工 ，

日子都  過 得充 實又 開心 。  

 

人滿為患怨氣重  回流再回流  

當然，香 港也 非只 得優 點，那些 認為 香港並 非一 個理 想退 休地 方

的受訪 者中 ，最 多人 批評 香港 的「 生 活／消 費水 平愈 來愈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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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最 大缺 點是 人多 擠迫、「 周街 都是 自由行 」，亦有 人為 供樓 、

繳房租 而苦 不堪 言，大歎 在港「 寸金 也買不 到尺 土 」，晚年 難言

有優  質生 活。有早 前自新 西蘭 回流、現年 50 多 歲的 受訪 者就 慨

歎，香 港看 不見「 藍天 白雲 」，加 上 人滿為 患、政治 紛擾，身邊

人都充 滿怨 氣， 令她 有點 後悔 離開 生 活簡  單、 民風 純樸 的「 綿

羊國」 ，正 認真 考慮 「再 回流 」 。  

 

若香港 的生 活環 境未 能改 善，長 此下 去，大家 眼中 的這 個「家 」，

還是否 留得 住曾 經離 開、 又或 打 算 出 走的香 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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