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摘要
香港人口持續老化。隨著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逐漸踏入老年，65
歲及以上的長者人口，預計由 2016 年的 116 萬，倍增至 2036 年的 237
萬。老年人口撫養比率，也由 2016 年的 231，上升逾倍至 2036 年的
527；隨後仍繼續向上。 1
除了因為香港人口預期壽命有所延長外，出生率持續偏低，也是導
致人口老化其中一個成因。據世界銀行的統計，香港於 2016 年的總和生
育率，位列全球有統計的 247 個國家或地區中，倒數第三，平均每名女
性僅生產 1.205 個嬰兒。事實上，按特區政府統計處數字，香港過去 20
年的總和生育率持續低於 2.1 的更替水平，從 1979 年的 2.1，下降至
2016 年 1.205。
參考其他國家或地區經驗，應對人口老化問題，提高生育率為最主
要對策，藉此可補充社會上年輕人口的數目。 2特區政府於 2015 年發表
《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報告中，也提出家庭友善措施、免費幼稚
園教育、增加房屋供應等，以支援有意生育的年輕夫婦。但據統計處最
新推算，香港的總和生育率仍會逐步下降至 2066 年的 1.166 個。3
香港的低生育率若不加以改善，將會為整體社會，以及我們下一代
帶來沉重代價；長遠更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包括導致勞動人口萎縮、
工作人口的撫養負擔增加、醫療及社會福利財政負荷加劇等。生兒育女，
不僅是個人選擇與行為，同時會對社會發展帶來深遠影響。因此，當局
有責任掌握市民、特別年青一代作出生育決定的影響因素，從而制定有
效和針對性的措施。
世界各地政府都積極制訂政策，以消除年輕夫婦生兒育女的障礙，
並提高整體新生代的生育意願。而社會上的新生家庭主要由青年組成，
若要制定具前瞻性的鼓勵生育政策，也必須面向青年。因此，本研究將
從外地的政策經驗、香港青年的生育意願與他們所面對的妨礙因素，作
出探討；藉此提出可行建議，希望有助香港締造有利生育的環境和條件，
改善生育率現況，以應對人口迅速老化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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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 2018 年 6 月期間，透過幾方面蒐集資料，包括實地青年意
見調查，共訪問了 520 位 20-39 歲青年、20 位參與個案訪談的青年，以
及 4 位專家學者。

主要討論
1.

提高生育率為主要應對人口老化的對策。香港人口老化持續，生育
率偏低，政府當局有責任掌握影響年青一代生育意願的因素，從而
制訂針對性的措施，提高生育率。
香港人口持續老化。隨著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逐漸踏入老年，65
歲及以上的長者人口，預計由 2016 年的 116 萬，倍增至 2036 年的
237 萬。老年人口撫養比率，也由 2016 年的 231，上升逾倍至 2036
年的 527；隨後仍繼續向上。
除了因為香港人口預期壽命有所延長外，出生率持續偏低，也是導
致人口老化其中一個成因。按特區政府統計處數字，香港過去 20 年
的總和生育率持續低於 2.1 的更替水平，從 1979 年的 2.1，下降至
2016 年 1.205。
香港的低生育率若不加以改善，將會為整體社會，以及我們下一代
帶來沉重代價。參考其他國家或地區經驗，應對人口老化問題，提高
生育率為最主要對策，藉此可補充社會上年輕人口的數目。因此，特
區政府對本港低生育率問題不能掉以輕心，應提供適切支援，鼓勵
生育以紓緩人口老化。

2.

青年人的生育意願低。受訪青年預計自己生育子女數目較理想的為
低；且有關數目更低於人口更替水平。
是項實地青年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在 520 名受訪青年中，表示將來
生育子女的平均數目為 1.41 個，比理想的 1.84 個為低。這反映受
訪青年或許受到現實中不同因素的影響，導致個人實際生育意願較
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為低。
事實上，要達致人口更替水平，即能夠替代父母雙方所需的平均子
女數目，總和生育率需要達到 2.1 或以上。換句話說，平均每名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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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生育 2.1 名子女或以上，才足以達到生育更替水平。而是項調
查顯示，受訪青年不論在理想生育子女數目，抑或預計將來生育子
女數目，均低於要達致人口更替水平的數字。
若要提升香港的生育率，令香港生育率長遠可以拉近至人口更替水
平，一方面需要為青年人消除生兒育女的阻礙，達致他們認為理想
心目中的子女數目；另一方面亦要改變現時部分青年人「少子化」、
「無子化」的觀念，從而提升他們的生育意願。
3.

生兒育女的主要阻力。養育子女的經濟開支和房屋問題，為青年人
生育子女的主要阻礙。
調查結果顯示，在表示將來不會生育的受訪青年中，逾七成(71.4%)
表示養育子女需要花費很多金錢；另約五成半(54.9%)表示因香港的
房屋問題。反映個人經濟能力、香港房屋問題等外在環境因素，為青
年人生育子女的主要阻礙。
在青年個案訪談中，參與的青年人也認為香港生育率偏低，一方面
主要是受香港高樓價影響，另一方面由於香港的生活水平高，加上
青年人的經濟能力有限，難以確保他們下一代可以在一個良好的環
境中成長，也是導致年輕人選擇不生小孩子的原因。
綜合上述結果，經濟負擔和房屋問題仍然是現時青年人選擇是否生
育的最大阻力。因此，長遠若要提高香港的生育率，政府必須改善房
屋問題、增加經濟誘因，減低青年人生育的阻力。

4.

香港的育兒政策並不友善。現時本港實行的家庭友善政策，遠遠不
及鄰近地區的相關措施，存在很大改善空間。
世界各國政府都積極制訂政策，以掃除年輕夫婦生兒育女的障礙，
從而提高整體社會的生育意願。以家庭友善政策為例，在多個鄰近
地區實行的主要 6 項措施，包括親職假、育兒假、彈性工作安排、
母乳餵哺小休時間、強制性產假及侍產假等，香港目前只實施了強
制性產假及侍產假兩項措施。
有受訪的專家和學者表示，現時政府欠缺統一和高層次的部門，負
責統籌與協調有關生育政策，往往只能靠婦女或者勞工政策推動，
最終難以做到鼓勵生育的目的。同時，幼兒照顧服務缺乏完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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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名額嚴重不足，未能回應社會需要，特別是雙職和基層家庭。
是次意見調查結果也顯示，分別六成半和九成三的受訪青年，認為
現時 10 星期產假和 3 天侍產假都並不足夠。
因此，如要締造一個有利的生育環境，將來有需要從多方面作出改
善，包括制訂更多的家庭友善政策、延長產假和侍產假，消除香港市
民生兒育女的阻礙。
5.

研究顯示，受訪青年對部分傳統家庭觀念仍然根深，政府可以考慮
循此方向多加宣傳和教育，提高青年人的生育意願。
是次研究發現，受訪青年對部分傳統家庭觀念仍然根深。調查問及
打算生育孩子的受訪者中，希望有圓滿家庭(71.1%)為受訪青年主要
想生小孩子的原因。另外，六成三(63.3%)受訪青年同意，「一個家
庭要有兒女才算圓滿」。上述結果反映，不少受訪青年認為一個家庭
要有兒女才算圓滿的觀念，為推動他們生兒育女的主要因素。此外，
有受訪青年個案表示，認為有下一代或者有子女的家庭才算是一個
圓滿家庭，顯示他們對傳統家庭觀念的認同。
香港作為一個華人社會，家庭和一些傳統觀念仍然佔有一定地位。
因此，未來在鼓勵生育的策略上，除了如增加產假和家庭友善政策
這些措施，內在因素對鼓勵生育也非常重要，可考慮循此方向加強
推廣，讓青年人認同子女對家庭的重要性，例如養育下一代可以令
家庭關係更加穩固等。同時也讓青年人覺得，生育的決定就如升學、
工作和婚姻等，是人生規劃裡面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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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及討論要點，我們認為可以通過設立生育津貼、
增加資助幼兒中心及服務名額、延長產假及侍產假、設立育兒假、立法
設立「支援母乳餵哺工作間」和強化傳統家庭觀念，以提升香港的生育
率。

1.

設立生育津貼
研究發現，在表示不願意生育子女的受訪青年中，主因是養育子女
需要花費很多金錢；加上，普遍受訪青年都認同養育子女對家庭是
一個經濟負擔。因此，研究建議向香港市民提供生育津貼，以減輕市
民生育子女的經濟負擔。建議首兩名子女出生後十八個月內可以獲
得$25,000 港元(約為 2018 年第一季家庭月入中位數 90%)。同
時為鼓勵更多家庭生育三名子女，第三名子女開始則可以獲得
$30,000(約為 2018 年第一季家庭月入中位數 110%)。以 2017
年出生人數為 56,500 人作基礎估算，政府需要額外每年支出約 15
億港元，約佔 2016-17 年度政府支出總額的 0.3%。 4

2.

增加資助幼兒中心和服務名額
現時為 0 至 2 歲幼兒提供的照顧服務嚴重不足，香港每年超過五萬
名嬰兒出生，但資助幼兒中心每年只有 738 個名額。本研究建議，
政府未來應增加資助幼兒中心和服務名額，短期內應增加幼兒中心
至每區有一間，長遠則應重新規劃幼兒照顧服務，訂立最低幼兒托
兒比率，並按照地區幼兒人口，規劃足夠的托兒服務名額。

3.

延長產假及侍產假
根據現時香港法律，女士可以享有 10 星期有薪產假，而男士則享有
3 天有薪侍產假。研究同意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以 14 星期產假和 5
天侍產假作為起步點，但長遠應定期重新進行檢討，繼續延長產假
和侍產假，以回應社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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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立育兒假
現時，當子女有突發事，例如生病或需要接種疫苗等，家長只能使用
自己的假期來照顧子女。研究建議於香港設立有薪育兒／親子假，
容許有 6 歲以下子女的家長，並且已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滿 1 年，每
年可以額外分別有 6 天有薪假期，方便父母在子女有需要的時候照
顧他們，同時可以有更多時間陪伴子女成長。

5.

立法設立「支援母乳餵哺工作間」
本研究建議立法規定僱主必須為正在餵哺母乳的僱員提供一個合適、
友善的環境，讓她們在工作間擠母乳，以繼續餵哺孩子。而相關措施
包括，容許僱員於分娩後的半年內，在工作期間可以有授乳時段擠
母乳。以每天工作八小時計算，需要給予僱員兩節，每節約三十分鐘
或合共一小時的授乳時段。同時，僱主亦需要提供具私隱而且合適
的空間和雪櫃存放母乳。

6.

強化傳統家庭觀念
政府需要有一些大型的推廣運動，例如參考七十年代鼓勵減少生育
的做法，製作一些宣傳片或者口號，讓市民和青年人明確知道，政府
現時政策是鼓勵市民生育。因此，研究建議，政府以增加青年人內在
的生育誘因為宣傳策略，加強向青年人宣傳子女對於家庭的重要性。
例如養育下一代可以令到家庭關係更加穩固等，從而鼓勵更多青年
人願意生兒育女。同時讓他們明白，生兒育女的決定是人生規劃裡
面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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