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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 

城市: 香港 學校: 筲箕灣官立中學   班級: 中三丁 作者姓名: 郭豐  覃超穎  吳晉祺  袁昊                    

指導老師：黃佩珊 

 

摘要： 

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極為嚴重。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香港未來人口將會大幅增長至 2043年－822萬人

的頂峰，然後緩緩下降至 2066 年的 772萬人。其中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將佔香港人口的三分之一。香港的

長者人口在未來將會上升超過 100萬，至 2066 年，長者人口將達 259 萬的高峰。接下來，我們將會探討未

來的香港在嚴峻的人口老化問題下，在醫療、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問題，並預測五十年後，成為長者的

我們在各方面可能遇到的挑戰，並就此建議一些改善方案。 

 

關鍵詞： 

人口老化、醫生、牙醫、安老院舍、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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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1 

 

根據政府統計處於二零一七九月八日發表的最新一套人口推算數字，香港未來人口將增長

至二零四三年 822萬的頂峰，然後下跌至二零六六年的 772萬。 

 

根據基線人口推算，在二零一六年年中至二零四三年年中，推算人口平均每年增長

0.4%。然而，隨人口老化，死亡人數顯著增加，加上出生人數減少，在二零四三年年中至

二零六六年年中，推算人口平均每年下跌 0.3%。 

 

以二零一六年年中至二零六六年年中的整個推算期計算，香港的整體人口將增加 39萬，

人口自然減少為 149萬。 

 

香港的總和生育率在過去二十年持續低於 2100 的更替水平，由一九九六年的每千名女性

相對 1191 名活產嬰兒下跌至二零零三年 901 名的歷史低位。總和生育率在近年回升，二

零一六年的數字為 1 205 名。總和生育率按推算由二零一六年每千名女性相對 1205 名活

產嬰兒逐漸下降至二零六六年的 1166 名。亦即是香港未來的人口將會下跌。 

 

香港在一九九六年至二零一六年間的死亡率持續下降，導致平均預期壽命上升。在二零一

六年，男性的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為 81.3年，而女性則為 87.3年。與其他經濟體比較，

香港的死亡率正處於一個甚低的水平。根據推算，在二零六六年男性的出生時平均預期壽

命將上升至 87.1 年，女性則上升至 93.1 年。死亡人數從推算期初的每年 46 700 人上升

至推算期末的每年 98 000 人。雖然人口越趨長壽，但老年人口所佔比例增加是引致死亡

人 數 上 升 的 主 要 原 因 。 亦 即 是 香 港 未 來 的 人 口 將 會 下 跌 。 

 

政府統計處副處長陳萃如說：「預期未來人口將持續老化。隨着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士踏

入老年，六十五歲及以上長者的人口推算在未來二十年將增加超過一倍。撇除外籍家庭傭

工，長者人口由二零一六年的 116 萬（佔總人口的 16.6%）上升超過 100 萬至二零三六年

的 237萬（31.1%）。相較之前二十年約 50萬的升幅，未來長者人口上升的速度明顯加快。

另須留意的是，長者人口超過 230 萬的情況將維持最少 30 年。至二零六六年，長者人口

推算達 259 萬（36.6%）。與此同時，由於生育率維持低水平，推算十五歲以下人口的比

例 由 二 零 一 六 年 的 11.8% 逐 漸 下 降 至 二 零 六 六 年 的 9.2% 。 」 

 

陳萃如續說：「未來人口老化的情況亦可根據撫養比率作進一步分析。這是一個反映年齡

結構的人口指標，定義為十五歲以下和六十五歲及以上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十五至六十四

歲人口的比率，推算該比率會由二零一六年的 397 上升至二零六六年的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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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中位數的上升也可反映人口老化的趨勢，預計年齡中位數將會由二零一六年的 44.3

歲上升至二零三六年的 50.9 歲，再進一步上升至二零六六年的 54.5 歲。 

 

 
資料來源: 香港人口趨勢 1986–2016 

參考資料：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 2017-2066 

 

 

*1根據維基百科，人口老化是指因出生率降低和/或預期壽命延長導致年齡中位數增加的

現象。大多數已開發國家人口長壽，老齡人群變多；但開發中國家目前也出現類似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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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人口統計和預算，香港現時和將來 15-64 歲的人口組別會明顯上升，

是人數最多的一個組別。在 2011 年，65 歲或以上的老人數目有明顯的升幅。  

現時醫療科技的進步，以及生活環境日益富裕，令人變得更長壽。雖然如此，但當老人患

上不同疾病，引致身體功能出現障礙，使愈來愈多老人家需要入住老人院舍及使用醫療設

備；或是靠子女、政府供養。 

 

人口老化亦導致社會勞動力開始萎縮。隨着申請醫療援助、綜援等的人數愈來愈多，社會

的財政負擔漸漸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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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我們認為人口老化會大大增加政府的公共醫療開支。隨著醫療科技的發達，老人的壽命得

以延長，但對醫療方面的需求卻與日俱增。醫護人員的人手、急診室，甚至病床的數目將

供不應求。 

人口老化之下，社會對教育的需求有所降低，轉而將資源投放在與長者相關的事項上。過

去 10年，父母為本地居民的嬰兒出生率徘徊在四至五萬人左右，比 1980年代少了大約

50%；近年，香港的部分學校都圍繞著殺校、縮班等問題。 

在人口老化的情況下，香港未來的勞動人口將下降，減慢經濟發展。同時，政府須為長者

設立大大小小的退休保障金、生活援助等，這會增加政府的財政壓力。 

 
資料來源: 香港人口趨勢 198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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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醫生足夠嗎？  

 

 *2現時香港每一千人口只有約1.8位醫生，比其他發達國家的比例少，例如美國(3.2位)、

英國(2.8 位)、新加坡(2.7 位)、日本(2.2 位)。即使香港的醫療系統表現在國際間尚算

不錯，但專科門診輪候時間長和醫護人員工作時數長這些較嚴重的問題，與醫生人手不足

有明顯的關係。短缺的部分原因是因為本地醫科生的學額早年由 330名削減至 250名。雖

然近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醫科學額增加，本地醫科畢業人數將會在 2018 年起增

至 420名，但似乎仍然未夠。 

   

此外，公共醫療系統面臨醫生退休潮，醫管局人力資源部主管區結成醫生表示到 2016 年

首個退休潮來臨時，數目會急升至 68名，尤其內科、急症室等受嚴重影響。到 2022年，

第二個退休潮出現，預計將會有 103 名醫生退休，而到 2026 年更會有 137 位醫生退休。

退休潮更有可能導致青黃不接的斷層問題，畢業醫科生需受訓 6年才可以成為專科醫生，

需要很多時間才可以接替退休醫生。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醫生又表示︰「逾 65歲長者住院需求是 65歲以下人士的 9倍。」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比預期加劇更快，現在估計可能在 2030 年或更早便已經達到這個水

平。而且 65歲或以上的長者比 65歲以下人士的醫療需求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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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考資料：孫啟峯《香港的醫生有幾唔夠》1-7-2014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7/21/78935 

 

我們認為雖然醫生的數目呈上升趨勢，但仍然不足以應對香港龐大的人口需要。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7/21/7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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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牙醫足夠嗎？ 

 

*3根據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2018年初全港的牙醫只有 2287名，根本無法應付香港人口

在牙科健康方面如此龐大的需求。 

 

一些經濟狀況較佳的長者，可能會定期光顧牙醫保護牙齒，但對於低收入、基層長者而言，

一想到要看牙醫，就算有醫療券的補助，相比高昂的牙醫診金卻如杯水車薪，往往默默忍

受牙痛。本港牙醫質素高，但數量少。截至 2016年底，每十萬人只得 33名牙醫，較韓國、

英國和澳洲等先進國家少。每年畢業的牙醫只有約 50 人，相當緊絀，再加上接近九成的

牙醫投身私營市場，牙科診療器材昂貴，然而私人牙科醫生的收費就更加昂貴。 

 

近年政府推出了一些支援長者的牙科項目，例如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及長者牙科服務資

助項目，再加上醫療券及綜援牙科津貼等。但部份計劃的反應不似預期，審計署揭露只有

8%參加者參加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至於外展服務計劃，原意是讓院舍長者不用親身到

牙科診所，接受包括洗牙、清潔假牙托及鑲配假牙托等治療。數據卻顯示，在 2015/16年

度，高達四成的長者拒絕接受治療。 

 

長者補一隻牙也動輒數百至逾千元，還未計算護理牙齒以及其他身體病痛費用，政府資助

很快就耗光，長者難以持續享受牙科服務，護理改善牙齒健康。由此可見每年二千元金額

的醫療券，其實也是杯水車薪。 

 

 

*3 參考自：《香港 01 香港牙科世界第一 長者為何淪「無牙老苦」》15-7-2017 

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104570/-01%E8%A7%80%E9%BB%9E-

%E9%A6%99%E6%B8%AF%E7%89%99%E7%A7%91%E4%B8%96%E7%95%8C%E7%AC%AC%E4%B8%8

0-%E9%95%B7%E8%80%85%E7%82%BA%E4%BD%95%E6%B7%AA-

%E7%84%A1%E7%89%99%E8%80%81%E8%8B%A6- 

 

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104570/-01%E8%A7%80%E9%BB%9E-%E9%A6%99%E6%B8%AF%E7%89%99%E7%A7%91%E4%B8%96%E7%95%8C%E7%AC%AC%E4%B8%80-%E9%95%B7%E8%80%85%E7%82%BA%E4%BD%95%E6%B7%AA-%E7%84%A1%E7%89%99%E8%80%81%E8%8B%A6-
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104570/-01%E8%A7%80%E9%BB%9E-%E9%A6%99%E6%B8%AF%E7%89%99%E7%A7%91%E4%B8%96%E7%95%8C%E7%AC%AC%E4%B8%80-%E9%95%B7%E8%80%85%E7%82%BA%E4%BD%95%E6%B7%AA-%E7%84%A1%E7%89%99%E8%80%81%E8%8B%A6-
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104570/-01%E8%A7%80%E9%BB%9E-%E9%A6%99%E6%B8%AF%E7%89%99%E7%A7%91%E4%B8%96%E7%95%8C%E7%AC%AC%E4%B8%80-%E9%95%B7%E8%80%85%E7%82%BA%E4%BD%95%E6%B7%AA-%E7%84%A1%E7%89%99%E8%80%81%E8%8B%A6-
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104570/-01%E8%A7%80%E9%BB%9E-%E9%A6%99%E6%B8%AF%E7%89%99%E7%A7%91%E4%B8%96%E7%95%8C%E7%AC%AC%E4%B8%80-%E9%95%B7%E8%80%85%E7%82%BA%E4%BD%95%E6%B7%AA-%E7%84%A1%E7%89%99%E8%80%81%E8%8B%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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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安老院舍足夠嗎？ 

 

*4  2016年人口統計，當時 65歲或以上人口有 1,162,467人。同年 55歲至 90歲的人口

有 2,218,014人。粗略估算，十年後，65歲或以上的人口將急劇上升。 

 

根據 2017年 6月 30日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統計顯示，申請各類型資助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的

平均輪候時間為 23個月，但這些時間其實並不能反映大部份的現實情況的。所謂的 23個

月，包括所有買位、私院、合約、政府，如老人家有需要，只能等一個地區或甚至一間院

舍。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統計顯示，香港所有資助宿位方面，津助、自負

盈虧及合約院舍 19,049個宿位（26%）；改善買位計劃提供的宿位 8,075個宿位

（11%）。非資助宿位方面,自負盈虧及合約院舍 5,047個宿位（7%）；私營安老院有

41,775個宿位（56%）。 

 

各類資助宿位只有 27,124 個，以致 3.7萬個輪候，輪候的人足足多過供應近一倍半。社

署稱，政府已在 21個發展項目中預留用地，興建新的安老院舍和長者日間護理單位，預

計新院舍將於 2017-18年度開始陸續投入服務，並提供約 2,370個安老宿位。從現實角度

看，根本不可能足夠，輪候入住長者院捨近四萬人。如果一間普通院舍住 200多人，要開

百多間以上才勉強足夠，更何況每個宿位需要讓長者居住一段很長的時間。 

 

*4 參考自：馮檢基、羅厚璟《香港 01——院舍不足長者「死等」 要求貼地安老照顧》 

https://19nccpc.hk01.com/articles/109746 

https://19nccpc.hk01.com/articles/10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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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社會福利處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2017年的 65歲或以上的長者約有 1260000個，而資助宿位只有

8004個。平均每 0.006個長者要爭一個資助宿位。可見其供應之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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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的住屋問題 

 

*5根據政府統計處的預測，香港人口於 2039年前將有 33%為 60歲以上之長者，即每三個

人之中便有一位長者。 

  

2002 年，政府決定把資源優先分配於低收入社群，除了維持退休福利外，政府已經停止

為退休人士提供住房計劃，另外針對夾心階層提供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及住宅發售計劃

全部都停下來。 

 

 統計顯示，房屋協會於 2003 年及 2004 年落成的「樂頤居」及「彩頤居」，合共 576 個

單位經已全數被佔用，並且擁有長長的輪候名單。「樂頤居」是第一個推出的退休人士住

屋計劃，而且獲得兩倍的超額認購。 

  

委託私人資助的公共政策智庫–智經研究中心於 2008 年的報告表示，「長者住屋地段並

沒有包括在城市主要分區的計劃內。」香港本身沒有土地指定作此用途，也沒有相關的政

策及機制。智經研究中心稱︰「人口老化是一個事實，更可謂是燃眉之急的問題。規劃用

地應反映本地人口結構的變化。」房屋協會主席楊家聲同意，並指出香港特區政府於應對

人口老化問題及提供長者住屋方面缺乏明確的政策。長遠來看，應倡議及鼓勵私人發展商

共同發展。 

 

*5 參考自：squarefoot《人口老化與長者住屋數字不成正比》14-6-2011 

https://www.squarefoot.com.hk/chinese-hk/home-blog/article/42/seniority-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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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財政預算案》 

 

根據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的財政預算案，《施政報告》於去（2017）年十月提出多項改

善安老服務的措施，非經常開支達約二十二億二千九百萬元，包括增加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實驗計畫的服務卷數目、成立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為私營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的住

客提供 專業團隊外展和醫生到診服務、增加資助安老服務單位基層護理人員的薪酬。並

額外撥款約六千三百萬元，以提供言語治療服務給安老服務單位，並協助有吞咽困難或者

語言障礙的長者，大概有二萬二千人因而受惠。但這二萬二千人只屬於老人家（約

1260000 個）的一小部分，還未計算一些沒有領取任何政府保貼、享用政府資源（例如：

社區中心）的長者。 

 

我們認為如果政府為醫療是現在政府必須放於首位民生議題，要吸引多些有能力的人去從

事醫生和醫護界工作，必須在中學推展，對一些能力高的同學鼓勵他們留港從醫，改善醫

生福利。政府亦可給予獎學金挽留醫護界人才，吸引年青人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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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五十年後（2068）我們的情況 

 

五十年後，我們都已經六十幾歲，都屬於老人家了。 

 

我們預計人口老化的問題日趨嚴重，總人口將增加至 180萬人，每 10個人，就有 7個是

長者。 

 

屆時全港只有 11600名醫生，其中有 2600位是牙醫；全港有老人院的資助宿位只有

28000個，而全港亦只有 770000公共租住房屋單位。 

 

我們擔心，將來病了要排隊、要預約都可能不能即日見到醫生，普通的感冒還可以苦等，

但要看急症和專科呢? 現在公立醫院排隊輪侯看急症都需要大半日時間，將來醫生不足

時，我們就可能要等超過一日才看到醫生。 

 

牙醫方面，我們都很怕見牙醫，所以要在年青時好好保養，注要飲食，希望自己的牙齒可

以健康用多幾年。 

 

至於居住問題，健康的老人家還可以與家人住，而身體欠佳的老人家就可能要安排入住安

老院。我們希望到時能自己照顧自己，居住問題就要由年青時就要考慮，如儲錢買樓、排

隊輪候公屋等，使日後可以安穩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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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香港未來 50年的醫生、牙醫、老人院、公共房屋的數目根本不敷應用，人口老化

及資源短缺的情況將會越趨嚴重。 

 

 
 

建議改善方案 

 

房屋*7 

政府可以考慮以填海和開發新發展區、鄉郊土地的方法來開闢新地，重新審視城市規劃和

其相應的法例，適當地把土地用途作調整，放寬樓宇的高度限制，定期檢視怎樣善用地區

荒廢的土地，再加上在房屋和整體社區設施和服務上做好準備，如增加長者友善的元素，

便可以提供更多公屋或居屋給長者居住，舒緩安老院舍供應長期緊張的問題。 

  

醫生*8 

政府可以優化現在的有限度註冊醫生制度，例如聘請公共醫療系統退休資深醫生，定期檢

討公立醫院醫生工作時間以及升遷制度，並修訂法例以延長有限度註冊醫生合約年期，還

能延長專科醫生的退休年齡，盡可能地減少醫生流失。 

政府也能在公共醫療方面投放更多資源，定期檢討各個醫院的運作。政府亦可考慮吸納更

多海外醫生考慮來港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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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9 

政府應該適當地增加興建安老院舍的速度和數量，建立研究中心，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從多方面瞭解長者的真實需要。 

政府亦可以多撥資金去支持社企或其他非政府機構，同時和不同的機構合作，向有需要的

長者提供服務。 

 

政府還能增撥資源以招聘更多專業人員，包括護士、物理、治療師、社工和照顧員等等。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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