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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極速老化 長者20年後倍增
50年內5工友要養4老幼 年齡中位數勁升10歲

男女比例推算
年份(年中) 性別比率*

2016(實際) 925

2026(推算) 894

2036(推算) 862

2046(推算) 829

2056(推算) 807

2066(推算) 800

*相對每千名女性的男性數目
註：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香港自開埠以來，人口不斷增長，
但統計處於2015年公佈的《香港

人口推算2015-2064》，卻首次推算出
香港未來人口將出現跌勢。統計處其後
按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提供的最新基
準人口數據，編制了《香港人口推算
2017-2066》，結果與兩年前極接近。
除了基線人口推算，統計處亦編制
了較高及較低人口推算，統計處亦編
制了額外兩個推算情景，即出生率較
預期高、死亡率較預期低等因素的
「較高人口推算」及相反的「較低人
口推算」，前者推算香港人口將一直
增加至2066年的905萬，後者則預計
2066年僅得705萬。

2043年人口越頂回落
根據基線人口推算，「居港人口」
推算由去年年中的734萬增至2043年
的頂峰，然後回落至2066年年中的
772萬，整個推算期的平均每年增長率
為0.1%。
根據統計處推算，現時人口持續增
長是基於出生人數仍高於死亡人數及
包括單證程在內的淨遷移因素，惟自
2026年起死亡人數將多於出生人數，
差距擴大至2043年後出生及淨遷移人
數不足以抵消死亡人數，因而令人口
數字於頂峰滑落。
以2016年年中至2066年年中的整個
推算期計算，香港整體人口將增加39
萬，人口自然減少（即死亡減出生）
為149萬，人口淨遷移（即流入減流
出）則為淨流入188萬。

總和生育率長期低迷
同時，香港的總和生育率（即每千名

婦女在一生中活產子女的數目）於過去

20年持續低於2,100的更替水平，由
1996年的每千名女性相對1,191名活產
嬰兒下跌至2003年901名的歷史低位。
總和生育率其後回升至去年的1,205

名，統計處推算將逐漸下降至2066年
的1,166名。
政府統計處副處長陳萃如指出，港

人愈來愈長壽，屬全球前列，預期未
來人口將持續老化。
她指出，隨着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

士踏入老年，65歲及以上長者的人口
推算於未來20年將增加超過一倍。撇
除外籍家庭傭工，長者人口由2016年
的116萬（佔總人口的16.6%）升至
2036年的237萬（31.1%），推算至
2066 年 將 進 一 步 增 至 259 萬
（36.6%）。
與此同時，由於生育率維持低水

平，推算15歲以下人口的比例由2016
年的 11.8%逐漸下降至 2066 年的
9.2%。
長者增加而小童減少，顯示撫養比

率將進一步惡化。
撇除外籍家庭傭工，2016年香港每

千名勞動人口（15歲至64歲）合共供
養397名長者或15歲以下的少年及兒
童，統計處推算該比率會持續上升至
2064的每千人供養844人。
陳萃如指出，人口推算為政府規劃

各項公共服務及設施提供共同基礎，
並會定期更新，納入最新的人口發展
資料。
她說：「最新的人口推算數字顯

示，人口將持續老化，未來20年最為
急速，社會各界應對此人口挑戰應作
好準備。」最新的人口推算數字會交
給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協助政府規
劃未來各項公共服務的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人口老化問

題愈趨嚴重，撫養比率持續惡化，預計不足50年

後，每5名勞動人口要供養4名長者及小童。香港

特區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最新一套人口推算數字，

香港人口將由去年年中的734萬增長至2043年年

中的822萬頂峰，然後回落至2066年年中的772

萬，男女兩性平均預期壽命亦由2016年出生的

81.3歲及87.3歲，分別延長至2066年出生的87.1

歲及93.1歲。統計處推算長者人口所佔比例亦由去

年的16.6%急增逾倍至2066年的36.6%，50年間

的年齡中位數亦由43.4歲升至51.7歲；若撇除外

籍家庭傭工，更會由44.3歲升至54.5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以每10年
計算，香港撫養比率由2006年的每千名勞
動人口供養370名長者及小童的低位，升至
去年的397名，政府統計處推算該數字將慢
慢惡化至2066年的844名。
箇中原因除了人口持續老化及出生率減少
外，整體勞動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按推算亦會由2016年的362萬升到2019年

至2022年間367萬至368萬的高位，然後下
降至2031年的351萬，最後再下降至2066
年的313萬。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佈的《香港人口推算

2017-2066》，除了更新人口推算數字外，
亦更新了勞動人口推算及家庭住戶推算。按
推算，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即勞動人口在
15歲及以上人口所佔的比例）將由2016年

的59.2%降至2066年的49.6%。
更新的家庭住戶推算顯示，住戶數目將會

由2016年的251萬，逐步增長至2046年的
297萬頂峰，30年間整體增加了46萬住戶，
之後緩慢下跌至2051年的295萬住戶。
政府統計處副處長陳萃如解釋，住戶數目

只推算至2051年而非人口數字的2066年，
是因為家庭住戶的組成受許多因素影響，故

推算至2051年是比較可靠的數字，許多國
家亦採取類似做法。另外，統計處預期平均
住戶人數將會繼續下跌，由去年的每戶平均
2.8人跌至2051年的2.7人。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

華指出，撫養比率高至不可能的情況，但香
港周邊國家及地區，包括內地同樣面對人口
老化的情況，甚至較香港更嚴峻，香港未必

能靠輸入外來人口緩解人口老化問題。他認
為，政府必須要研究延長退休年齡超越65
歲，或可參考澳洲取消退休年齡，讓有工作
能力的長者可以養活自己。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

授周永新認為，政府需要改變依賴公立醫院
的醫療體系，研究設立社區醫療站或護士
站，由社區分擔人口老化引伸的醫療需求，
亦可增加公私營合作比例，長遠應研究吸引
人才留港的政策和環境，提高年輕人的比
例。

學者倡撤退休年齡 讓「老友」養活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男女比例失衡
問題持續，統計處推算未來50年的情況會進一步惡
化，撇除外籍家庭傭工後，2066年香港每10名女性，
只相對8名男性。不過，不同年齡組別的情況迥異，
25歲以下的年齡組別，男性會多於女性，但25歲以上
的組別卻相反，主因是單程證持有人中，很多是香港
男士在內地的妻子，及女性普遍較男性長壽。

未來50年持續「陰盛陽衰」
政府統計處副處長陳萃如指出，新生嬰兒以男性比

例較高，2006年及2016年14歲或以下的性別比例，
分別為每千名女性相對1,063名男性及1,065男性；但
整體人口則為971名男性及925名男性（撇除外籍家庭
傭工）。統計處推算，2026年將進一步降至894名男
性，至2066年更僅得800名男性。
由於香港人口持續老化，未來人口「生力軍」將很

大程度上倚靠單程證持有人。統計處推算未來50年本
港透過單程證遷入的多達189萬人，即每年平均增加

37,800人。
陳萃如指出，由於不斷增加的單程證持有人大部分

是香港男士在內地的妻子，令香港社會「男少女多」
情況持續惡化。
但她亦指出，香港女性北上嫁人的情況愈來愈多，

1986年只有4%跨境婚姻屬香港女子嫁往內地男子，至
去年已增至33%。陳萃如說：「因為港女北上嫁內地男
子，其配偶申請來港相對較少，她亦可能選擇於香港生
育，這個情況會令以單程證來港的人次減少。」
統計處推算單程證使用數目會由去年每天128人減

至10年後的每天約100人。
考慮到單程證持有人近年來港的趨勢，統計處今次

推算是採用了每天100名（或每年36,500名）單程證
持有人來港作為長遠假設。
政府發言人表示，內地當局並無計劃更改目前每日

150個單程證名額，單程證制度將繼續讓合資格者
（主要為分隔配偶及其在內地出生的子女）有序來港
家庭團聚。

港女嫁內地男增 單程證用量料減

■■統計處昨日發表最新一套人口推算統計處昨日發表最新一套人口推算
數字數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香港人口老
化問題愈趨嚴
重，撫養比率
持續惡化，預
計不足 50年
後，每5名勞
動人口要供養
4名長者及小
童。資料圖片

■■有學者主有學者主
張取消退休張取消退休
年齡年齡，，讓有讓有
工作能力的工作能力的
長者可以養長者可以養
活 自 己活 自 己 。。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人口推算、長者比例及年齡中位數

年份(年中) 香港 長者 年齡
人口 佔比* 中位數

2016(實際) 733.6(萬) 16.6% 43.4(歲)

2026(推算) 782.5(萬) 24.6% 46.3(歲)

2036(推算) 799.6(萬) 31.1% 48.9(歲)

2046(推算) 820.7(萬) 34.1% 50.9(歲)

2056(推算) 800.4(萬) 36% 50.2(歲)

2066(推算) 772.3(萬) 36.6% 51.7(歲)

*65歲及以上長者，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教育大學前日出現對教育局副局長蔡
若蓮喪子的無人性的冒犯標語，引起全
城震怒，特首林鄭月娥、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教大校長張仁良和社會各界齊聲
譴責。這是一個挑戰人性和文明底線的
惡劣事件，譴責固是必然，卻又遠遠不
夠。香港人有必要質問：蔡若蓮與冒犯
者有什麼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要受到
如此惡毒的詛咒傷害？香港人必須拷
問：一個培養未來「人類靈魂工程師」
的教育殿堂，如果容忍冒犯者逍遙，如
果不能剷除冒犯者滋生的土壤，我們的
下一代會被帶向何處？如果，堅持愛國
愛港，積極推動國民教育，就成為蔡若
蓮遭受冷血冒犯的「原罪」，那麼我們
就可以清楚看到，本港仇視國家民族、
顯性或隱性推動「港獨」的激進勢力已
經越來越沒有底線；如果對此不予嚴厲
遏止，這股勢力從「獨瘤」發展成為影
響社會穩定的「毒瘤」，把更多純良青
少年帶上反社會的不歸路，只是時間問
題。因此，政府和全港市民對「港獨」
思潮絕不能等閒視之，更不能抱持綏靖
態度，一定要旗幟鮮明，嚴正處理，只
有這樣，才能真正避免社會撕裂，達至

社會和諧繁榮。
蔡若蓮不幸痛失愛子，任何人，只要稍

有良知和人性，即使政見不同，都會送上
同情和安慰，而非幸災樂禍，惡言詛咒。
但是，除了教大民主墻出現冒犯蔡若蓮的
標語外，網上亦出現不少令人難以接受的
冷血評論，有關言論已經完全超越人性道
德的底線。有人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在蔡若蓮痛失愛子的傷口上灑鹽，背後的
原因是有人受「港獨」勢力洗腦中毒太
深，把愛國家愛民族、推行國民教育視為
不可饒恕的彌天大罪，對蔡若蓮這樣的愛
國愛港教育專業人士懷有深仇大恨，以他
們多災多難為快。

蔡若蓮作為一名資深教育工作者，春
風化雨作育英才，絕對無做過任何傷天
害理、喪盡天良的事，相信亦與冒犯者
並無私人恩怨。之所以遭到惡毒攻擊，
唯一原因，就是她數十年來一以貫之愛
國愛港，曾以教聯會副主席身份堅決反
「佔中」；擔任傳統愛國愛港學校校長
期間，堅持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持之
以恒培養學生的愛國心；多年來迎難而
上推廣國民教育、基本法教育，出任教
育局副局長也是身負有效推動國民教育

的重任。正因為蔡若蓮不畏艱難、不遺
餘力引導學生愛國愛港，增強他們對國
家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所以本港某
些仇視國家民族、頑固謀求「港獨」的
勢力，視蔡若蓮為眼中釘、肉中刺，把
對國家民族的敵意、仇恨，發洩到蔡若
蓮身上。對蔡若蓮的不幸落井下石，根
本上是這些「隱性港獨」分子抵制「一
國」、要將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的陰暗
心理在作祟。

近日本港多間大學接連出現鼓吹「港
獨」的標語，有中學學生會代表在開學
禮上公然炫耀羞辱國旗的「往績」，情
況令人擔憂，亦說明教大出現冒犯蔡若
蓮的標語並非孤立事件，根本就是「港
獨」思潮趨向激進化、反社會行動化的
後果。近年「港獨」歪風未受到根本遏
制，在校園內持續擴散，流毒甚廣，部
分學生受害加深， 「港獨」言行因此變
本加厲。由於「獨癮」上腦，部分學生
對違憲違法「港獨」言行執迷不悟，迷
信「公民抗命」、「違法達義」；遵紀
守法、尊師重道、包容理性等世界觀、
價值觀、法治觀卻被扭曲顛覆，容不下
任何不同意見，對於不同立場、不同政

見者施加越來越離譜的語言暴力，甚至
為了所謂「崇高理想」不惜以身試法。
近年來本港大學發生多宗暴力衝擊事
件，以至「違法佔中」、「旺角暴
亂」、立法會宣誓風波等違法亂港事件
層出不窮，令香港法治受創、安寧被破
壞、國際形象受損，根本上都是「港
獨」勢力作祟的結果。

古今中外的歷史和現實早已並且不斷
證明，錯誤的政治、宗教、社會思潮氾
濫失控，歪理邪說大行其道，極端暴力
行為必然如影隨形、相伴相生。希特勒
的納粹狂熱，導致慘絕人寰的猶太人大
屠殺；狂熱原教旨主義發展成恐怖主
義，催生滅絕人性、慘無人道的伊斯蘭
國；美國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一直陰魂
不散，引發不斷的流血衝突、社會撕
裂。同樣地，從此次蔡若蓮遭殘忍冒犯
的事件，可以看到「港獨」言行已經越
來越沒有底線，為求目的不計後果，不
僅對社會道德、法律法規視若無睹，更
將規範、法律視為阻礙其實現「港獨」
的障礙束縛，逐步嘗試挑戰。可以預
見，鼓吹、推動「港獨」的勢力如果不
受到強力遏止，最終也會走上反社會、

反人類的暴力極端之路。
言論自由並非沒有底線，必須合法及

符合道德標準，學術自由、院校自主亦
非鼓吹「港獨」的免罪金牌 ，大學更非
不受道德約束、無法無天的法外之地。
近日連串事件警告，「港獨」影響惡劣
深遠，百害而無一利，肅清「港獨」不
能再猶豫不決、瞻前顧後。遏止「港
獨」，校園應作為重點對象，政府、教
育部門、校方必須對「港獨」言行採取
高壓姿態，市民更要義無反顧全力支
持，通過立規矩、明是非，劃出不可逾
越的紅線。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致力於化
解分歧、重建社會和諧，這也是本港主
流民意的期望。但是，追求社會和解，
絕對不應該、也不可能建基於對大是大
非問題的模棱兩可，甚至進行無原則的
妥協讓步。抵制「港獨」是本港社會主
流共識，符合香港整體利益，堅決果斷
依法打擊「港獨」，沒有任何商量的餘
地，唯有將「港獨」強力遏止，才能真
正實現香港安寧和諧，讓全體港人同心
協力，重新集中精力謀發展，確保「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

深思蔡若蓮遭惡毒詛咒冒犯事件 看清各種「獨」勢力對抗國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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