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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結婚跌一成 港人趨遲婚不婚
1. 《本港男女越趨遲
婚》，香港政府新聞
網
http://www.news.
gov.hk/tc/categories/
finance/html/2017/
07/20170727_
160533.shtml
2. 《高樓價禍延逾半
人遲婚》，香港《文
匯報》
http://paper.
wenweipo.com/
2018/03/21/
YO18032100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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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改變社會文化改變
港人遲婚普遍港人遲婚普遍

新鮮人在學校畢業踏入社會，當中不少

人視二三字頭為事業「搏殺期」，未必將

婚姻大事放在首要位置。此外，生活成本

高，由擺酒、置業到生兒育女，不少人想

「儲夠彈藥」才考慮結婚，加上社會文化

改變，新一代未必視成家立室為「里程

碑」，種種因素有可能延遲結婚年齡，甚

至選擇不結婚。不過，無論遲結婚或不結

婚，均直接影響本港生育率，「少子化」

導致人口老化速度更快。

■何文田官立中學

通識科資深教師 黃釗泓

根據統計處去年的《香港人口趨勢
1986-2016》報告中顯示，香港男女遲婚現
象愈趨普遍。2016年本港女性及男性平均
初婚年齡為29.4歲及31.4歲，創1986年以
來新高；離婚數目達1.7萬宗，是30年前的
3倍。這情況可能與經濟環境、男女人口結
構，及個人主義抬頭有關。

背 景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中國社會重視
婚嫁及組織家庭。但隨着社會經濟及文化變
遷，香港社會出現了晚婚趨勢，並衍生「剩
男」丶「剩女」及「中女」的稱謂，泛指一
眾適齡但未婚人士。根據政府統計數字，在
未婚人口數字中，30歲至39歲從未結婚的女
性比例由2006年的27.5%，上升至2016年的
29.9%，男性從未結婚的比例則維持平穩，
在2006年及2016年均為39.2%；在40歲至
49歲人士中，男性從未結婚的比例由2006年
的13.9%顯著上升至2016年的18.2%。女性
相應升幅較小，但亦由 13.5%上升至
15.9%。本文將分析導致遲婚現象的原因，
並參考外地如何應對相關現象。

本港2016年的結婚登記數目有50,008宗，
比2014年跌一成多，也是自2006年以來最
低。華人傳統觀念要求男士要有經濟基礎，
如有積蓄及物業才能考慮結婚；但香港樓價
持續高企，更有研究指香港連續8年登上全
球最難負擔樓價城市之首，同時市民收入增
長卻嚴重滯後。

經濟及人口結構導致遲婚趨勢
香港社會女多男少的人口結構，亦影響了

結婚率。根據政府撇除外籍家庭傭工後的統
計數字顯示，1996年每1,000名女性比1,048
名男性、2006年每1,000名女性比971名男
性，最新到2016年每1,000名女性比925名

男性，能看到男女比例失衡，增加了結識伴
侶及結婚的難度。

「三高」女士增加
隨着女性經濟獨立，不需要依靠男性，少
了結婚的迫切性。與此同時，部分「三高」
女士，即「高學歷」、「高收入」及「高職
位」，可能受到「門當戶對」的觀念影響，
要求男性有相對背景。男性亦可能出現「不
敢高攀」的心態，而不敢追求對方。

助單身男女約會
參考外地事例，新加坡政府便設立「社交
發展網絡」部門，資助合資格的婚姻中介機

構，為單身男女安排極速約會及興趣班等。
而台灣政府則舉辦未婚聯誼，20歲至49歲單
身男女皆可報名，活動包括乘坐纜車及浪漫
聚餐等，為單身男女製造社交機會。
同學可以留意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

係中的自尊丶性別定型丶社經地位及婚姻等
丶單元二：今日香港中的生活素質和通脹，
以及單元四：全球化等。本文上半以跨單元
丶多角度分析遲婚趨勢的原因，適用於原因
或因素題。下半適用於建議題，亦建議同學
以資源（人手及金錢）丶教育丶立法等角度
處理。

■任朗騫 通識科5*尖子
香港大學法律系一年級生

男女比例：指每1,000名女性相對的男
性數目。本港自2006年起出現女多男少
的情況，男女比例失衡加劇。
個人主義：指的是一種鬆散的社會結

構，相對集體主義則是一種緊密的社會結

構。
女權主義：指主要以女性經驗為來源
與動機的社會理論與政治運動。許多女權
主義的支持者積極推動婦女權利及利益等
議題。

男女初婚年齡升 （a）本題參考答案如下：
根據資料A，香港居民的初婚年齡中位
數有以下趨勢：
整體呈上升趨勢︰香港居民的初婚年

齡中位數整體呈上升趨勢。資料A顯示，
香港男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由1981年的
27歲上升至2013年的31.1歲；香港女性
的初婚年齡中位數則由1981年的23.9歲
上升至2013年的28.9歲。由此可見，在
近30年，香港居民的初婚年齡不斷推
遲，反映兩性均有明顯的遲婚趨勢。
女性初婚年齡升幅較男性大︰香港女

性初婚年齡中位數升幅較男性大。根據
資料A，香港女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由
23.9歲上升至28.9歲，升幅超兩成；而男
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則由27歲上升至
31.1歲，升幅只有約15%。由此可見，香
港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的上升幅度較男
性大。
女性初婚年齡仍較男性低，但兩者差
距近年逐漸收窄：從資料A可見，由
1981年至2013年，香港女性的初婚年齡
均較男性低，但兩者的初婚年齡差距由
1981年的3.1歲逐步收窄至2013年的2.2
歲。由此可見，普遍香港女性仍較男性
早婚，但兩者的初婚年齡差距在近年已
逐漸縮小。

（b）本題參考答案如下：
參考資料及就我所知，導致上述趨勢

出現的因素如下：
女性的教育及工作條件提升︰現時香

港女性的教育程度不斷提高，工作機會
增加，不少為了事業發展，推遲結婚時
間。根據資料B，27歲的佳穎剛獲晉升為
分區經理，她指現在是事業的「搏殺
期」，故未有結婚的打算。現實不乏如
資料中佳穎的女性，使女性初婚年齡上
升的情況出現。
經濟問題：不少人因經濟問題而延遲
結婚，導致香港初婚年齡中位數不斷上
升。受「成家立室」的觀念影響，不少
香港市民均認為置業是結婚的基本條

件。然而，面對樓價長期高企、工資增
幅追不上通脹等問題，普通市民難以置
業，部分人甚至負擔不到婚禮費用，因
而被迫押後結婚計劃。從資料B可見，已
屆30歲的家明，與拍拖多年的女友有結
婚的打算，但經濟能力所限，只能延遲
婚期，直到儲到籌辦婚禮和置業的費用
為止。可見，經濟問題已成為市民結婚
的阻力，是導致香港初婚年齡中位數不
斷上升的原因之一。
傳統中國家庭觀念淡化︰中國傳統觀

念認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男女
長大成人後，要成家立室，肩負傳宗接
代的責任。然而，在西方文化的影響
下，香港年輕一代已不再視婚姻為人生
最重要的事，對傳統婚姻的重視程度亦
有所下降。就如資料B中的阿儀，她認為
戀愛並不一定要結婚，與伴侶同居也
可。
與此同時，隨着兩性地位愈趨平等，
女性不必依靠男性滿足生活及經濟上的
需要，使愈來愈多女性不再視婚姻為必
須追求的目標，正如資料中的佳穎。
由此可見，傳統中國家庭觀念淡化是
導致香港初婚年齡中位數不斷上升的原
因之一。
個人主義盛行：年輕一輩崇尚個人主

義，認為少了婚姻束縛，可享受更大的
自主空間。如資料B的俊杰，雖已過適婚
年齡，亦受到父母催婚，但他認為一個
人的生活更自在，所以一直沒有結婚。
由此可見，個人主義盛行，使香港出
現遲婚的現象。
香港男女比例失衡：香港成年男性比

例有下降趨勢，令適婚女士可配對的男
士數目下跌，亦令她們推遲結婚。如資
料C所指，由2006年至2016年這10年間
香港總人口增加6%，達701.5萬人，女
性增8%，男性卻只上升了3%。
以年齡劃分，20歲至45歲的女性大幅

上升32%，同齡男性卻只上升17%。數
字反映男女比例失衡情況加劇，適婚女
性難找到合適的對象，加劇遲婚現象。

今 日 香 港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參 考 答 案

模 擬 試 題 細閱下列資料：

佳穎（27歲）（女）：正值事業「搏殺
期」，還未有結婚的打算。
家明（30歲）（男）：我和女朋友拍拖
7年了，但我們仍未儲到舉辦婚禮所需
的費用和買樓首期，只好將婚期押後。
阿儀（18歲）（女）：「男大當婚、女

大當嫁」已經不適用於我們這一代了。
兩個人在一起，開心便可以了，何必結
婚？除非有了小孩，否則我不會結婚。
俊杰（43歲）（男）：父母一直催促我
結婚，但我認為一個人的生活更加自
在。

資料B 未婚人士對婚姻的看法

政府統計署公佈《2016年女性及男性的特
徵》，撇除外籍家庭傭工的數字，分析10年間
香港各年齡組別女性及男性的部分特徵。結果發
現，由 2006 年至 2016 年這 10 年間人口增加
6%，達701.5萬人，當中女性增幅達8%，遠超
男性只上升3%。以年齡劃分，20歲至45歲的女
性大幅上升32%，同齡男性只上升17%。數字反
映男女比例失衡情況加劇，每1,000名女性僅有
925名男性，較10年前971名男性大幅減少。

資料C 香港男女比例

(a) 根據資料A，香港居民的初婚年齡中位
數有何趨勢？ （4分）

(b) 有哪些因素導致上述趨勢的出現？參考
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分）

想 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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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A

■■不少人畢業後埋首工作不少人畢業後埋首工作，，可可
能推遲結婚年齡能推遲結婚年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樓價高企難置業樓價高企難置業，，
或影響部分人的結婚或影響部分人的結婚
打算打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新一代未必視結婚為人生必經階段新一代未必視結婚為人生必經階段，，遂有遲婚趨勢遂有遲婚趨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