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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人口老化在經濟學文獻上被公認為經濟增長的強大逆風。綜觀不少人口急

速老化的工業國家，例如「十國集團 (G-10)」(成員國包括比利時、荷蘭、 

加拿大、瑞典、法國、瑞士、德國、英國、意大利、美國和日本)，她們的

經濟增長早已出現放緩趨勢。這情況對各國政府實在是一大警號，在長者

人口不斷增長的情況下，政府收入逐漸減少，與此同時，與長者相關的公

共開支卻不斷增加，若情況持續，該國家或地區的公共財政穩健肯定會出

現嚴重問題。 

 

其實，香港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從近年與長者相關的公共開支大升便可見

一斑。但更壞的是自2008-2009年金融海嘯後，香港經濟增長似乎出現持

續疲弱的現象，這可能是由於本地勞動人口和勞工生產力已進入放緩狀態

所導致。從政府統計處的勞動人口推算，本地勞動人口有機會已開始見頂

，這對一些需要大量勞工的行業來說，人手短缺肯定會窒礙行業發展，經

濟表現從而受到打擊，令政府收入受壓。 

 

當一個地方的經濟轉弱，不少社會問題便會應運而生。雖然特區政府擁有

豐厚的財政儲備，但預期公共開支持續上升，特別是長者福利開支不斷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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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加上預期公共收入會因人口老化而減少，最終香港會步入財赤年代，

屆時特區政府將要為舉債煩惱。 

 

為了探討人口老化對特區政府的公共財政產生的衝擊，此報告會採用《

2014年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中的政府收入和支出推算模型，來估

算香港出現結構性財赤和財政儲備耗盡的時間。此外，不少經濟研究指出

，人口老化會為緊張的房屋需求帶來紓緩作用，那麼，現時樓市失衡的困

局會否隨着人口老化而改善？這是值得思考的。最後，特區政府準備投放

大量公帑增加土地儲備，例如購買發展地產商手上的農地、推出「明日大

嶼」填海計劃等等，但若政府在公共財政上已面對危機，仍堅持推行這些

發展計劃，會否令公共財政狀況變得更壞？ 

 

此報告會給予大家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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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香港人口急速老化 

 

2.1  人口老化為經濟發展帶來衝擊 

 

香港特區政府擁有豐厚的財政儲備，以2019-2020財政年度的最終數字計

算，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高達11,603億港元 (約1,500億美元)。較眾多面對 

債台高築的工業大國，香港這個只有750萬人口的特區，財政儲備如此充

裕，絕對可以此為傲。 

 

然而，充裕的財政儲備並不保證財政狀況不會轉差，特區政府今年在抗疫

方面已花費了至少2,875億港元的財政儲備，而根據政府預測，經營帳目將

會連續5年，即於2020-2021至2024-2025年度，錄得赤字，當中仍未計算

未來的「一次性派糖」措施。特區政府突然出現持續財赤必定有原因的，

例如人口老化為公共財政帶來壓力、疫情期間多次推出一次性措施支持經

濟、多項基建出現龐大超支等等，均造成今天的惡果。現時最令人擔憂是

人口急速老化和不少成本高昂的大型基建，例如「明日大嶼」填海工程，

會將香港推入一個持續公共財赤的困局。假若這情況有機會出現，特區政

府有責任審視現時的公共財政是否穩健，如果答案為「否」，便應盡快為

公共財政作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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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令不少工業大國，例如日本，面對人口萎縮和經濟持續疲弱的問

題。對已步入老齡化的香港會否重演日本的情況，已變成一個特區政府不

能迴避的問題。在第二章，我們會探討人口老化為香港所帶來的財政問

題。 

 

香港社會老齡化已是公認之事，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公佈的《環球男女平

均壽命排名榜》，香港男性和女性在2018年分別以預期壽命82.17歲和

87.56歲繼續位列首位。另外，按政府統計處的公開資料，香港男性的年齡

中位數是44.4歲，女性則為44.1歲，明顯高於2001年的男性和女性年齡中

位數37.1歲和36.6歲 (圖2.1)。從以上兩組人口統計數據來看，本地人口正 

在急速老化，這現象對特區政府來說，肯定已成為一項嚴峻的挑戰，因為

人口老化會為公共財政可持續性帶來兩個嚴重問題：第一，勞動人口萎縮

，拖累政府稅收；第二，政府用於長者的福利和醫療支出會顯著增加。特

區政府現時擁有的財政儲備已由11,000億跌至8,000億，而面對未來收入減

少和支出增加的夾擊，公共財政狀況必定會持續惡化，最終為香港的中長

期經濟發展帶來嚴重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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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香港人口年齡中位數（1981-2018） 

 

 

人口老化問題早已發生在不少成熟的經濟體系，而最受人注目的例子是日

本。自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爆破，經濟便進入迷失年代，而過

去30年，日本已經出現過多次經濟衰退，更在2010年後更成為第一個經濟

大國進入人口萎縮階段 (圖2.2)。當地經濟跌進「長期呆滯(Secular　 

Stagnation)」狀態 (圖2.3)，不少分析員更相信，日本經濟已沒有機會走出 

這個困境，除非當地政府能夠找出有效方法來阻止人口下滑的趨勢，否則

只會繼續沉淪，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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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日本人口（1980-2018） 

 
 

 

圖2.3 
日本實質GDP增長率（198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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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主要經濟體系中，現時只有日本和意大利出現人口減少問題，但按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製定的《世界人口推算》(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其他主要經濟體系，例如德國和中國，均預期分 

別在2020年和2035年出現人口萎縮 (圖2.4A和圖2.4B)，顯示環球經濟有頗 

大的機會出現持續放緩，對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香港，肯定會構成強大威

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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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A 
德國人口（2000-2050） 

 

 

圖2.4B 
中國人口（2000-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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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香港人口將會減少 

 

若問香港會否步日本和意大利的後塵，因人口老化令人口逐漸減少，這機

會相當之高。根據政府統計處公佈的《香港人口推算2017-2066年》，預

計本地人口將會在2043年上升至高峰期822萬人，隨後輾轉回落，2066年

將下滑至772萬人，較高峰期少45萬人 (圖2.5)。人口老化也為本地勞動市 

場增添壓力，政府統計處推算香港勞動人口會在2019至2022年間見頂，之

後便逐漸下滑 (圖2.6)，反映市場開始面對勞動力短缺，這將加快香港經濟 

增長放緩，對稅收帶來壓力。 

 

而香港經濟會否出現如日本經濟的「長期呆滯」，要視乎特區政府能否找

到有效的人口政策阻止本港人口老化的速度。不過，即使各國政府明白問

題嚴重性，但在執行政策方面卻往往缺乏決心，加上政治因素，影響發揮

，才會令人口老化變成大部份成熟經濟體系下難以解決的問題。 

 

此外，新冠病毒在上年12月於內地湖北省武漢市爆發，亦於全球肆虐，至

今已有超過2,800萬人確診和超過90萬人染病死亡（截至2020年9月11日為

止）。疫情不斷擴散，環球經濟加速進入嚴重衰退，屬外向型經濟體系的

香港更難以避過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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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香港推算人口（2016-2066） 

 
 

 
圖2.6 

香港推算勞動人口（2016-2066） 

 
 
  

12 
 



今年第一季本地GDP按年收縮高達9.1%，可見香港經濟迅速惡化，但更嚴

重的是當經濟顯著變壞時，勞動巿場自然發生大震盪。是次疫情重挫旅遊

相關行業，包括零售、飲食和酒店業，不難想像以上三個行業的失業率遠

較其他行業高。此外，在嚴重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市場職位空缺大幅減少

，低技術和低學歷的勞工更因難以找到工作而選擇離開勞動市場，驅使勞

動人口進一步下降。從政府統計處公佈的勞動人口數據，本地勞動人口在

2019年6-8月至2020年3-5月錄得持續下跌10個月的記錄，情況是有史以來

最差。如按政府統計處所推算般，本地勞動市場有可能已跌入萎縮狀態。 

 

另一值得令人思考的現象與政府最新公佈的人口增長有關，就是自上年3月

開始爆發社會運動後，人口增長率也出現微妙的變化。2020年年中香港人

口為750.9萬，較2019年年底的752萬人減少約11,000人 (圖2.7) 。這情況  

是值得特區政府擔憂的，一連串重大事件於近期接二連三發生，如本地經

濟於2019年第三季進入衰退，社運及政府的管治決策令社會氣氛變得非常

緊張和兩極化，加上今年2月新冠病毒在香港爆發，繼後更有港區國安法於

6月底通過，以上會否就是窒礙本地人口增長的因素？需要特區政府針對這

些問題作出詳細分析才能有答案。假若香港人口在未來一段時間持續下跌

，這絕對有可能將人口見頂的時間大幅推前，最終會加快香港中長期經濟

增長的放緩速度，令公共財政可持續性受到更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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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香港居住人口（199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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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口老化和公共財政持續性 

 

3.1  人口老化令政府財政壓力大增 

 

很多擁有成熟經濟體系的國家同樣出現人口老化特徵，例如居民越來越長

壽、長者人口較總人口數量佔比明顯上升、長者福利開支急劇膨脹等。雖

然長壽在華人社會往往視為福氣，但卻可以成為管治者的惡夢，因為人口

老化意味著勞動人口萎縮，稅收下降，對政府收入自然帶來壓力；另外，

長者人口上升亦要推高醫療和福利支出，數目顯著，政府容易入不敷支，

最終陷入債務漩渦。 

 

以七大工業國的公共財政狀況為例，她們債務佔GDP比例均處於頗高水平

，特別是日本、意大利和美國，這三個國家的債務佔GDP比率分別是

238%，135%和107% (表3.1)，反映面對人口老化，部份即使擁有成熟經

濟體系的國家也早已債台高築，需要盡快作出公共財政改革，以免國家爆

發債務危機。 

 

雖然香港擁有龐大的財政儲備，但同時，人口急速老化正在為特區政府的

公共財政穩健性帶來潛在性的衝擊。根據政府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在

2014年採用的中長遠經濟增長估計 ，實質GDP的每年增長由在201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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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間的3.5%，下降至2022至2025年間的3%，之後在2026至2041年

間再降至2.5%。然而從已獲得的經濟數據得知，香港在2014至2019年間

的每年平均實質GDP增長只有2.13% (圖3.1)，反映香港中長期經濟放緩的 

趨勢遠比特區政府原先估計更為惡劣。 

 

表 3.1 

國家 預期壽命(年齡) 國家債務佔GDP比例 (%) 

日本 85.0 238.0  

意大利 84.0 135.0  

法國 83.1 98.1  

加拿大 83.0 89.7  

德國 81.9 61.9  

英國 81.8 80.7  

美國 79.1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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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香港實質GDP增長率（1997-2019） 

 

 

至於政府收入方面，似乎還未有受到近年經濟表現差於預期所影響，主要

原因是樓市成交近年持續活躍，帶動政府賣地收入豐厚，公共財政收入自

然豬籠入水；但這並非健康的公共財政，因為賣地收入屬非經常性收益，

假若樓價出現如1997至2003年間的大跌市，前景不明，發展商看淡市場，

土地收入便會大減，加上經濟在樓價暴挫期間顯著轉差，經常性收入也會

急速下跌，到時候，特區政府的財政一定會出現危機，這樣也可解釋為何

不少經濟分析員提出改善公共財政的結構，希望特區政府減少對土地收入

過份倚賴。 

 

近年特區政府在幾個主要經常性開支，包括社會福利、衛生和教育，都出

現明顯上升的趨勢 (圖 3.2)，其中一個主因是人口急劇老化，長者福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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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療開支提升。另外，特首林鄭月娥在上任初期便迅速大幅增加經常

的教育開支。雖然增加以上三方面的公共開支並非毫無理據，但在人口老

化的社會中，政府未來收入預期將會下降，持續增加經常性開支只會最終

拖跨公共財政的穩定性，因此，特首和主理公共財政官員應該盡快審視政

府財政的可持續性，以免問題發生時束手無策。  

 

根據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的一份研究文章，題為《香港的人口老齡化趨

勢》，65歲及以上的長者人口為127萬，佔總人口比例17.9%，文章更預

計到了2028年，數據更會上升至197萬，即26.4%。短短10年時間，長者

人口便急增70萬人，對已經大幅增加長者福利和醫療開支的特區政府來說

，將來的公共財政必定更受衝擊，情況令人憂慮。 

 
圖 3.2 

政府主要經常開支 (20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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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從收支推算及審視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 

 

為了審視特區政府的公共財政持續性，這研究報告採用2014年政府發佈的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中所使用的收支推算模型，目的是透過比

較未來一段時間的政府支出和收入，從而了解特區政府的公共財政狀況，

特別是在人口老化的影響下，香港何時會出現結構性財政赤字，即持續收

支失衡。當出現結構性財政赤字時，特區政府便需要利用財政儲備來支持

開支，如果最終耗盡所有儲備，便可能要倚靠借貸來支持開支。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在收支模型推算中假設四個支出情境：   

 

（1）維持現有服務水平情況下推算未來一段時間的政府收入和政府支

出；  

（2）服務水平每年增長1%； 

（3）服務水平每年增長2%； 和 

（4）服務水平每年按歷史趨勢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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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會使用下面三個方法推算政府收入： 

 

（1）假設政府收入佔名義GDP比例維持在19%-20%區間，根據1989至

2018年的公共財政數據，政府收入佔名義GDP的平均比重是19%

；最低為15%而最高為23%。此外，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指

出，鑑於《基本法》第108條的保障規定 ，難望政府收入相當於本1

地GDP的比重會大幅升至超越20%，所以在推算結構性財赤時，

我們採用20%作為政府收入佔名義GDP的上限水平。 

 

（2）協整理論  (Cointegration Theory) ：這個理論是由2003年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克萊夫．格蘭傑 (Clive Granger) 提出的，事實上這   

套理論是有關統計學中的時間序列分析 (Time Series Analysis)，   

它最重要的貢獻是若兩個或多個非平穩的時間序列 

(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 擁有共同因子 (Common Factor) 的      

時候，它們中間就會產生一種協整關係 (Cointegrating  

Relationship)，這個關係是一個「長期穩定關係」 (Long-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這套理論過往在金融交易中獲廣泛應 

用，例如，若有兩種金融資產的回報率是協整的，即它們擁有長期

穩定關係，假如其中一種金融資產的回報率是已知的時候，另外一

1 《基本法》第10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
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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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金融資產的長遠回報率就可以很簡單的計算出來。在這個研究中

，兩個時間序列 (分別是名義 GDP和政府收人)的協整性會用作推    

算政府收入。(附錄1解釋協整理論的測試方法和詳細操作過程)。 

 

（3）宏觀經濟文獻早已指出，成熟國家的中長遠經濟增長模式大多展

示「指數趨勢」 (Exponential Trend)，即是隨着時間過去，國家  

的經濟增長會逐步放緩，從圖3.3A至圖3.3K，大家不難看見這些

擁有成熟經濟體系的地區，包括日本、香港、南韓、新加坡、台

灣、法國、意大利、德國、西班牙、加拿大等，的經濟增長均表現

出類似「指數趨勢」的走勢。此外，工作小組假設實質GDP按年

增長在推算期間分別是2014至2021年間的3.5%；2022至2025年

間的3%；和2026至2041年間的2.5%。然而，2014-2019年間的每

年平均實質經濟增長卻只有2.13%，遠低於政府的假設。因此，本

研究也採用這模式來推算未來香港實質GDP的走勢，目的是提高

估算政府收入的準確性 (附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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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A 
日本實質GDP增長率（1971-2019） 

 

圖 3.3B 
香港實質GDP增長率（197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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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C 
南韓實質GDP增長率（1971-2019） 

 

圖 3.3D 
新加坡實質GDP增長率（197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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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E 
台灣實質GDP增長率（1971-2018） 

 

圖 3.3F 
比利時實質GDP增長率（197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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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G 
法國實質GDP增長率（1971-2019） 

 

 

圖 3.3H 
意大利實質GDP增長率（197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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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I 
德國實質GDP增長率（1971-2019） 

 

 

圖 3.3J 
西班牙實質GDP增長率（197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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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K 
加拿大實質GDP增長率（197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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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收支推算結果 

 

3.3.1     GDP估算分別基於工作小組的假設和指數趨勢模型 

 

根據四種服務水平和工作小組假設的實質GDP增長走勢，當政府收入佔名

義GDP比重在2019-2042年期間每年度維持在19%水平，表3.2顯示結構性

財政赤字會在2019-2023年四個財政年度期間發生 (圖3.4至圖3.7)。假若政 

府收入佔名義GDP增加至上限20%水平，結構性財政赤字的問題最遲也會

在2028-2029年的財政年度出現，反映即使採用較高政府收入作預算，香

港在八年後也難逃出結構性財赤的悲慘命運。 

 

表 3.2 
基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對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推算 

  財赤出現年度 2041年出現財赤數字 (百萬) 
支出情景1 政府收入 (19%) 2022-2023 −351,471  
 政府收入 (20%) 2028-2029 −278,165  
支出情景2 政府收入 (19%) 2020-2021 −638,609  
 政府收入 (20%) 2024-2025 −565,303  
支出情景3 政府收入 (19%) 2019-2020 −970,643  
 政府收入 (20%) 2022-2023 −824,029  
支出情景4 政府收入 (19%) 2019-2020 −1,413,660  
 政府收入 (20%) 2021-2022 −1,34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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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基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 

在基準情境及維持現有服務水平情況下的收支推算 

 
 
 

圖 3.5 
基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增長1%的收支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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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基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增長2%的收支推算 

 
 
 

圖 3.7 
基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按歷史趨勢增長的收支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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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指數趨勢」來估算未來的經濟增長，特區政府的公共財政狀況惡

化速度較使用工作小組的估算更快 (表3.3)。如果考慮支出情景1和政府收 

入佔名義GDP比重20%作分析，結構性財赤會在2023-2024年度出現，較

採用工作小組的假設，即2028-2029年度，早5年便出現(圖3.8至圖3.11)，

主要原因是這個「指數趨勢」模型預期香港經濟放慢的速度較政府的預期

快，預計會拖累政府收入，因此結構性財赤推前發生。 

 

表  3.3 
基於指數趨勢模型對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推算 

  財赤出現年度 2041年出現財赤數字 (百萬) 
支出情景 1 政府收入 (19%) 2020-2021 −583,117  
 政府收入 (20%) 2023-2024 −522,002  
支出情景2 政府收入 (19%) 2019-2020 −870,255  
 政府收入 (20%) 2022-2023 −809,140  
支出情景3 政府收入 (19%) 2019-2020 −1,202,288  
 政府收入 (20%) 2021-2022 −1,141,173  
支出情景4 政府收入 (19%) 2019-2020 −1,645,306  
 政府收入 (20%) 2020-2021 −1,58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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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基於指數趨勢模型 

在基準情境及維持現有服務水平情況下的收支推算 

 
 
 

圖 3.9 
基於指數趨勢模型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增長1%的收支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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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基於指數趨勢模型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增長2%的收支推算 

 
 
 

圖 3.11 
基於指數趨勢模型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按歷史趨勢增長的收支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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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相關問題是持續的財政赤字會把財政儲備蠶食用盡，而這一天何時

會來臨香港呢？答案是可以在幾年後便會發生。從表3.4和表3.5，香港最

早會在2027-2028年度耗盡財政儲備，而最遲是2039-2040年度 (圖3.12至 

圖3.19)。無論如何，一旦財政儲備完全用盡，屆時特區政府便要開始舉債

應付公共開支。 

 

特區政府持續出現開支大於收入的情況，將來出現的債務問題可以是非常

驚人的。若在服務水平每年按歷史趨勢增長狀況下，每年的財政收入佔

GDP比重19%，基於指數趨勢模型推算的GDP增長，特區政府的債務水平

在 2041-2042年度會升至 123,602億元 (表3.5)，以幾百萬人的城市來說，   

這債務水平絕對是天文數字，香港難以承受。 

 

表  3.4 
基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對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推算 

  
負財政儲備 
出現年度 

2041年出現負財政儲備數字  
(百萬) 

支出情景1 政府收入 (19%) 2035-2036 − 1,756,155  
 政府收入 (20%) 2039-2040           − 662,677  
支出情景2 政府收入 (19%) 2031-2032 − 4,159,954  
 政府收入 (20%) 2034-2035 − 3,058,610  
支出情景3 政府收入 (19%) 2029-2030 − 6,836,441  
 政府收入 (20%) 2031-2032 − 5,727,178  
支出情景4 政府收入 (19%) 2028-2029   −10,270,309  
 政府收入 (20%) 2029-2030 − 9,15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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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基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 

在基準情境及維持現有服務水平情況下的財政儲備結餘推算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圖 3.13 
基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增長1%的財政儲備結餘推算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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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基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增長2%的財政儲備結餘推算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圖 3.15 
基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按歷史趨勢增長的財政儲備結餘推算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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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基於指數趨勢模型對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推算 

  
負財政儲備 
出現年度 

2041年出現負財政儲備數字 
 (百萬) 

支出情景1 政府收入 (19%)  2031-2032 − 3,846,055  
 政府收入 (20%) 2034-2035 − 2,850,546  
支出情景2 政府收入 (19%)  2029-2030 − 6,249,855  
 政府收入 (20%) 2031-2032 − 5,246,479  
支出情景3 政府收入 (19%)  2028-2029 − 8,926,341  
 政府收入 (20%) 2029-2030 − 7,915,048  
支出情景4 政府收入 (19%)  2027-2028 −12,360,210  
 政府收入 (20%) 2028-2029 − 11,33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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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基於指數趨勢模型 

在基準情境及維持現有服務水平情況下的財政儲備結餘推算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圖 3.17 
基於指數趨勢模型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增長1%的財政儲備結餘推算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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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基於指數趨勢模型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增長2%的財政儲備結餘推算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圖 3.19 
基於指數趨勢模型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按歷史趨勢增長的財政儲備結餘推算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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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協整理論估算政府收入 

 

前面提及的GDP估算是分別基於工作小組的假設和指數趨勢模型所估算的

結果，用作推算政府財政支出，對於結構性財赤或負財政儲備出現的推算

是假設政府財政收入佔用名義GDP的百份比是固定的19%和20%。然而，

在實際情況下，政府的財政收入會隨著GDP改變，特別是政府財政收入佔

用名義GDP的百份比是浮動的，所以，下面利用協整理論推算政府的財政

收入，沒有固定規限政府財政收入佔用名義GDP的百份比。 

 

根據協整理論，相關結構性財赤或負財政儲備的推算也展示了類似結果，

表3.6顯示香港會在2023-2024至2025-2026年度期間出現結構性財赤，而

表3.7則展示財政儲備會在2029-2030至2033-2034年度期間用盡，反映特

區政府的公共財政可持續性將消耗殆盡，無法維持 (見圖3.20至圖3.27)。 

 

從圖3.20至圖3.23可見，協整理論推算的政府收入佔名義GDP比例有一個

長期下降的趨勢，當然這個結果是根據過往統計數字，以協整理論這個統

計方法推算出來的，但這個現象也可解作雖然政府收入與名義GDP擁有共

同因子 (它們擁有協整關係)，但是共同因子對這兩個時間序列有不同的推 

動力，特別是共同因子對政府收入的推動力比起對於名義GDP的推動力還

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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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基於協整理論對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推算 

  財赤出現年度 2041年出現財赤數字 (百萬) 
支出情景1 政府收入 (協整理論) 2025-2026 −943,434  
支出情景2 政府收入 (協整理論) 2024-2025 −1,230,572  
支出情景3 政府收入 (協整理論) 2023-2024 −1,562,605  
支出情景4 政府收入 (協整理論) 2023-2024 −2,00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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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基於協整理論 

在基準情境及維持現有服務水平情況下的收支推算 

 
 

圖 3.21 
基於協整理論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增長1%的收支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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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基於協整理論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增長2%的收支推算 

 
 
 

圖 3.23 
基於協整理論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按歷史趨勢增長的收支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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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基於協整理論對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推算 

  
負財政儲備 
出現年度 

2041年出現負財政儲備數字 
 (百萬) 

支出情景1 政府收入 (協整理論) 2033-2034 −5,663,550  
支出情景2 政府收入 (協整理論) 2031-2032 −8,059,483  
支出情景3 政府收入 (協整理論) 2030-2031 −10,728,051  
支出情景4 政府收入 (協整理論) 2029-2030 −14,15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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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基於協整理論 

在基準情境及維持現有服務水平情況下的財政儲備結餘推算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圖 3.25 
基於協整理論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增長1%的財政儲備結餘推算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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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基於協整理論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增長2%的財政儲備結餘推算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圖 3.27 
基於協整理論 

在基準情境下服務水平每年按歷史趨勢增長的財政儲備結餘推算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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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推算結果均指出香港會面對結構性財赤和財政儲備耗盡的問題，無

奈，特區政府似乎完全不理會這個潛在性危機，在過去3年仍然堅持大幅增

加經常性開支，無視公共財政的不穩定性，反映特首和負責處理公共財政

的官員明顯缺乏危機感。 

 

新型冠狀病毒自上年在內地湖北省武漢市爆發，之後出現「全球大流

行」。目前，香港已爆發第三波疫情，嚴重影響本地經濟，加上環球經濟

也進入衰退，香港未來的情況更令人擔憂。特區政府為了紓緩本地經濟收

縮所帶來的衝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推出涉及

1,200億元的一次性措施，再加上早前兩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特區政

府在應付這個世紀疫症總共花費2,875億元公帑，約佔2019年的名義GDP

的10%。今次政府出手可謂「極重」，加上近幾年大幅增加公共開支，這

次疫情極可能加快暴露特區政府的公共財政是何等脆弱，即使擁有豐厚的

財政儲備，也難以抵禦新型冠狀病毒這隻「黑天鵝」。 

 

總括而言，特區政府必須改善管理公共財政的思維，抱殘守缺只會令問題

變得更難處理。假若特首和負責公共財政的官員願意就人口老化及公共財

政持續性兩個問題作出深入了解，並及早找出解決方案，香港仍是有希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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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明日大嶼對香港公共財政影響 

 

4.1   明日大嶼令結構性財赤提早出現 

 

近年政府大型基建項目嚴重超支，當中包括港珠澳大橋、沙中線、廣深港

高速鐵路等。由於基建超支逐漸成常態，市民也開始關注特區政府有否做

好監督工作，尤其是香港已步入人口老化階段，與長者有關的公共開支會

大增，因此，即使特區政府擁有儲備，也有責任做好控制支出，以減低無

謂的浪費，這才可以維持良好的財政紀律。 

 

今年7月發展局突在本屆立法會最後一次財委會開會前申請5.5億元「明日

大嶼」填海計劃前期研究撥款，反映政府堅持填海造地。但是，這個超級

基建造價極之昂貴，若政府再次把關不力，出現嚴重超支，定會對公共財

政帶來負面影響。現時在抗疫上花費已高達2,875億元，消耗了不少財政儲

備，所以，特區政府必須仔細研究能否負擔這個基建，避免日後出現更嚴

重的財政問題。 

 

初步估計這個基建的工程造價是6,240億港元，假若把成本十年攤分，即是

每年需要624億港元。根據特區政府對傳媒發放的消息，「明日大嶼」填

海計劃會在2025-2026年度上馬，如果將這基建的工程成本計入政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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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三章的基準情境作分析，推算模型指出當實質GDP增長走勢基於工

作小組的假設和政府收入佔GDP為19%時，由於推算結果指結構性財赤會

發生於2025-2026年度前，所以與沒有這大型基建相同，但財政儲備會提

早至2032至33年耗盡；當政府收入佔GDP為20%，「明日大嶼」填海計劃

會令結構性財赤提早3年出現，由2028年推前至2025年 (圖4.1)。至於財政 

儲備方面，這項計劃加快其耗盡時間，提早至2035-36年發生 (圖4.2)。 

 

當以指數趨勢估算長期經濟增長走勢時，由於第三章的推算結果早已指出

結構性財赤會發生於2025-2026年度前 (圖4.3)，所以加入「明日大嶼」填 

海計劃不會改變最終決定，而財政儲備方面，會提早至2029-2030年及

2031-2032年耗盡 (圖4.4)。 

 

最後，按協整理論的推算結果，同樣地，這個大型基建沒有改變結構性財

赤的出現時間 (圖4.5)，但財政儲備跌至零水平的時間提前至2031-2032年 

度 (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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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基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 

在基準情境及維持現有服務水平情況下、明日大嶼對政府收支的影響 

 
 

圖 4.2 
基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 

在基準情境及維持現有服務水平情況下、明日大嶼對財政儲備結餘的影響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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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基於指數趨勢模型 

在基準情境及維持現有服務水平情況下、明日大嶼對政府收支的影響 

 
 

圖 4.4 
基於指數趨勢模型 

在基準情境及維持現有服務水平情況下、明日大嶼對財政儲備結餘的影響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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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基於協整理論 

在基準情境及維持現有服務水平情況下、明日大嶼對政府收支的影響 

 
 

圖 4.6 
基於協整理論 

在基準情境及維持現有服務水平情況下、明日大嶼對財政儲備結餘的影響 

 

*已把政府於財政預算案及首兩輪防疫紓困開支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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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香港長遠的房屋需求 

 

5.1   樓市需求出現危機 

 

誠然，特區政府要增加土地儲備是無可厚非的，始終樓價高企涉及供求失

衡，假若樓價出現泡沫，政府增加土地供應來提高房屋供應，有助穩定樓

價，令樓市健康發展。但增加土地儲備涉及公帑，所以，特區政府必需把

成本效益納入考慮因素中，以免為公共財政帶來無謂壓力。 

 

根據調查機構Demographia最新發佈的《全球最難負擔城市排名榜》，香

港連續十年排名第一位，顯示本地樓價持續高企，令一般家庭難以置業。

究竟這個民生問題何時能夠解決？答案是「不知道」，因為答案涉及特區

政府制定樓市政策的能力，而本地樓價長期大幅高於其他主要國際城市，

反映過去幾年的樓控政策完全失敗，未能將這個世紀泡沫樓價壓下來。 

 

然而，從人口老化角度來看香港樓市，這個樓市泡沫是難已持續，原因是

人口老化會窒礙中長遠經濟增長，對城市內部資產價格，例如樓價，有壓

抑作用。從日本來看，人囗急速老化令人口萎縮，繼而令勞動生產力下降

，拖累經濟增長表現，加上不少日本長者因為健康轉差或缺乏照顧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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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便會入住老人院，令至日本出現大量空置單位，帶動房屋供應明顯增

加，令日本樓價難從低位反彈。 

 

雖然香港人口仍未進入萎縮階段，但人口老化已對中長期經濟表現產生負

面影響。此外，人口增長速度逐步放緩會驅使住戶數目的增長明顯減慢，

長遠來看，本地的房屋需求自然被壓制下來。其實，根據政府統計處的

《至2051年的香港家庭住戶推算》，住戶數目淨增長在2022年開始便會持

續放緩(見圖5.1)，在2047年甚至開始出現負增長，顯示本地中長遠的房屋

需求似乎是悲觀多於樂觀的。 

 

圖 5.1 
住戶數目淨增長推算（2002-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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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長策會對長遠房屋需求 

 

從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長策會)制定的長遠房屋需求，主要需求因素

有四個： 

 
I. 住戶數目的淨增長； 

 

II. 受重建影響的住戶； 

 

III. 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以及  

 

IV. 其他因素。 

 

I.   住戶數目淨增長 

 

從政府統計處在2017年公佈最新的《至2051年的香港家庭住戶推算》，家

庭住戶淨增長數目從2021年的29,400個，將輾轉下降至2047年的減少

4,500個。而最新公佈的《長遠房屋策略》週年報告指出，在未來10年，

即2020-21至2029-30年度，家庭住戶淨增長約為209,800個，從住戶數目

淨增長在未來20多年將持續減少甚至收縮來看，這部份的房屋需求會隨着

時間過去明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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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受重建影響的住戶 

 

這部份需求包括公營房屋單位重建和私人單位重建。 

 

III.   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 

 

長策會考慮四個居住環境情況以決定單位是否欠佳： 

 

(a) 有關房屋單位是否屬於臨時構築物； 

 

(b)有關單位是否位於非住宅大廈； 

 

(c) 有關單位是否與其他住戶共用；以及 

 

(d)有關單位是否屬於分揀樓宇單位。 

 

IV.   其他因素 

 

其他需求因素包括居於私人永久性屋宇單位內只有流動居民的住戶，如非

本地學生在學期間購入本港住屋單位，但沒有把單位放回市場的非本地買

家等等。 

 

表5.1是長策會在過去六個年度推算未來十年本港的房屋需求。一個非常有

趣的現象是本地的長遠房屋需求展現下降趨勢，這推算與大部分市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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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置業需求殷切有明顯出入。然而，由於人口老化，家庭住戶淨增

長會在未來30年進入一個持續下降軌。按政府統計處推算的住戶數目淨增

長數目，這方面的需求從2021-2022至2030-2031年度的197,500個單位輾

轉下降至2041-2042至2050-2051年的減少11,500個單位 (圖5.2)。由於這 

部份需求佔總房屋需求比例是最重的，因此，這逐漸減弱的需求因素便會

成為本地房屋需求的抑壓劑。 

 

表 5.1 
長策會過去6個年度推算香港未來十年的房屋需求 

年度 住戶數目
淨增長 (a) 

受重建影響
(b) 

居住環境欠
佳的住戶 (c) 

其他因素
(d) 

總房屋需求
(a)+(b)+(c)+(

d) 

2015-16至
2024-25 

282,800 39,100 105,600 36,000 463,500 

2016-17至
2025-26 

247,800 45,400 106,600 36,700 436,500 

2017-18至
2026-27 

237,000 62,900 105,000 33,400 439,500 

2018-19至
2027-28 

234,000 60,400 115,100 31,200 441,000 

2019-20至
2028-29 

222,100 63,500 116,600 30,200 432,400 

2020-21至
2029-30 

209,800 64,000 119,100 30,200 42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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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需求基於住戶數目淨增長推算（2021-2051） 

 
 

 

其實，自2003年沙士疫情過後，香港樓市便進入一個超乎預期的超級牛

市。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公佈的物業市場資料，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從2003

年7月的58.4點見底後，輾轉上升至2019年5月的歷史高位396.9點，升幅

高達5.8倍 (圖5.3)，這種龐大升幅即使在國際大城市也非常少見。樓價大 

升為社會帶來不少民生問題，無奈特區政府卻束手無策。但這隻樓市狂牛

未來幾十年是否仍不會到達終點，似乎難以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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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全港私人住宅售價指數（1993.01 -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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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土地供應不足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2018年4月發佈的諮詢文件指出：「土地供應不足，

直接導致房屋用地短缺，令本港不論公營或私營的房屋落成量均大幅減少

，曾有一段長時間出現造地不足的情況，最終產生房屋供應不足。」所以

，現時樓價高企的原因不單只是需求問題，而且更涉及特區政府的房屋政

策，若要解決本地房屋的失衡問題，土地供應絕對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因

素。 

 

從私人住宅的施工量和落成量兩個數據來看，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明顯影

響私人住宅供應量，例如首任特首董建華在1997年7月上任後不久便推出

「八萬五」政策，希望透過大幅提高公共房屋供應量來抑壓高企的樓價。

無奈，在1997年年中，亞洲貨幣危機突然爆發，拖累香港經濟跌進嚴重衰

退，最終令本地樓價「插水」。雖然樓價顯著回落是一件好事，但董建華

仍堅持「八萬五」政策，令樓市的供求失衡狀況持續惡化。之後，由於

2000年科網泡沫爆破和2001年911恐襲，環球經濟急劇轉壞，香港經濟在

這情況下也出現另一個衰退。雖然董建華最終放棄「八萬五」政策，但一

切已經太遲，在住宅供應量持續高企的情況下，樓價不斷尋底，直至2003

年沙士過後，香港樓價才成功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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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特首曾蔭權為了力托樓價，在上任後便大幅減少造地，令土地供應

大減，更拖累私人住宅施工量和落成量。圖5.4顯示2008年和2009年的住

宅施工量分別下跌至8,000個和8,200個單位，較1998年高峰期的35,300個

單位少了超過7成。猶幸，當梁振英在2012年7月上任後便加快土地供應，

目的是增加住宅落成量。無奈，即使加快土地供應仍然滯後於積壓的房屋

需求，因此樓價仍然持續攀升，直至最近兩年才在高位鞏固不再顯著上

升。 

 

圖 5.4 
香港私人住宅施工量及落成量（199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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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的私人住宅一手市場的資料指出，在未來3至4年期間，大約

有93,000個私人住宅單位供應市場，若以每年平均數計算，這供應量已較

過去幾年高出很多。然而，要解決這個樓市泡沫，特區政府仍然要保持穩

定和足夠的土地供應，以支持充裕的房屋供應，對控制樓價回復健康水平

產生正面作用。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於2018年12月發表報告，指出本地土地供應不足不是陳

腔濫調，而絕對是一個非常迫切的社會問題。根據小組估計，短期的土地

短缺情況是最嚴重，所以特區政府應該盡快建立土地儲備，以應付社會的

需求。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土地供應方面提議多個選項： 

 

短中期選項包括 ： 
 

      - 棕地發展，  

      - 利用私人的新界農地儲備，以及 

      - 利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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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選項包括： 

      - 維港以外近岸填海； 

      - 發展東大嶼都會； 

      - 利用岩洞及地下空間； 

      - 於新界發展更多新發展區；以及 

      - 發展香港內河碼頭用地。 

 

如果正確地選以上選項，特區政府應該可以妥善解決土地供應短缺的問

題。第三章指出特區政府的公共財政可持續性已出現危機，因此政府必須

審慎理財來發展土地，若堅持推行「明日大嶼」填海計劃，最終只會加快

令香港跌入債務漩渦，難以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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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總結 

 

根據政府推算，香港在2047年將有三分之一人口已年屆65歲或以上。的而

且確，醫療技術不斷地進步和長者服務質素逐漸地提升，使香港市民的預

期壽命變得越來越長；不過，香港的出生率持續偏低，加上長者人口不斷

上升，驅使人口老化的問題逐漸變得嚴重。 

 

 經濟學告訴我們，當人口進入快速老化的階段後，勞動人口不但萎縮，而

且生產力會出現下降的情況，最終會為中長期的經濟增長製造大量壓力。

不但如此，人口老化最可怕的地方是可以將一個公共財政穩健的國家或地

區推進債務漩渦，令其中長遠經濟發展面對龐大逆風。 

 

儘管特區政府在過去數年錄得龐大財政盈餘，財政儲備亦顯著上升。然而

，這不表示未來不會出現財政問題，例如特區政府在抗疫方面使用了不少

公帑，令財政儲備明顯下降，加上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越趨嚴重，特區政

府必須做好準備，不能抱着有儲備便任意莽為的心態，完全不考慮持續增

加開支所帶來的沉重財政負擔。根據本研究的推算，香港有頗大機會已出

現結構性財赤，假若特區政府仍然不去做好財政管理，等到財政儲備用完

的一天，屆時香港只能舉債渡日，經濟發展肯定會被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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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更發現，根據長策會的推算，未來10年的房屋需求將會持續

下降，主要原因是人口老化令家庭住戶數目淨增長逐漸放緩，驅使房屋需

求轉弱。另外，經濟文獻 (Yoon and Kwon (2019))發現，當長者人口，或     

長者佔總人口比率，持續上升的時候，空置單位的數目，或單位空置率，

也會同步上升，這樣有助增加中長遠的房屋供應，對於改善本港樓市供求

失衡產生正面作用。 

 

最後，本研究報告指出發展大型土地計劃，例如「明日大嶼」填海計劃不

但涉及龐大開支，更會為已出現公共財政隱憂的特區政府帶來龐大的財務

壓力。順帶一提，填海會大大破壞珍貴的海洋生態，因此，特區政府必須

小心考慮如何補充土地儲備，例如選擇比填海更具成本效益的棕地，以免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導致公共財政可持續性受到破壞。而這個代價

是否值得？政府對這議題必須作出慎重思考，找出一個既具成本效益，又

可以維持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給予市民生活的方法。如果特區政府能夠

做到，這肯定是一項德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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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以協整的向量自迴歸模型進行政府收入的推算 
 

1. 這研究利用向量自迴歸模型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VAR) 進     

行政府收入的推算，VAR是一種常用的計量經濟模型，由計量經濟

學家和宏觀經濟學家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Christopher Sims) 提出，   

它的好處是可以利用自迴歸 (Autoregression)的特徵同時處理多於一  

條時間序列，這研究會以名義本地生產總值 (Nominal GDP, )及政   xt  

府收入 (Government Revenue, ) 作為時間序列數據，所以，它們   yt  

建構的向量自迴歸模型是 

 
X X ,X t = Φ0 + Φ1 t−1 + ⋯ + Φp t−p + ut  

 

 表示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和政府收入的採集。X t = [x , ]t yt
T  

 
2. 平穩的 (Stationary)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和政府收入是能夠使向量自迴  

歸模型的計算結果變得穩定，所以，這兩個時間序列需要分別進行單

位根檢驗 (Unit Root Test)，例如擴張的迪基-福勒檢驗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這個檢驗可以透過線性回歸以下模型： 

y y Δy Δy ,Δ t = α + γ t−1 + δ1 t−1 + ⋯ + δp−1 t−p+1 + εt  

是名義本地生產總值或政府收入在時間 的觀察值， 等於yt  t  yΔ t  

。然後，進行假設檢定 (即單位根存在) vsyt − yt−1 H0 : γ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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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單位根不存在) 作出判斷。至於參數 是可以利用赤H1 : γ < 0    p  

池信息量準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決定。  

3. 如果虛無假設 不能被拒絕，它們都是一階共積的 (Integrated of H0     

Order 1)，即它們都是不平穩的，之後需要對它們進行協整檢驗  

(Cointegration Test)。協整檢驗是用來分析數個時間序列之間的長期 

均衡關系，在協整分析時間序列之間的過程中，如果時間序列之間是

協整的時侯，這些時間序列之間是存在長期穩定的關係。這研究會採

用恩格爾-格蘭傑 (Engle-Granger, 簡稱EG) 的二步法協整檢驗來找   

出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和政府收入會否出現長期穩定的關係。 

 
4. 至於 EG的二步法協整檢驗是首先 (1) 利用線性回歸建立 (這裡是    yt  

政府收入) 與 (這裡是名義GDP) 的線性關係，即是找出殘差  xt    

(residual) ，zt  

x .zt = yt − β̂0 − β̂1 t  

 

然後 (2) 應用擴張的迪基-福勒檢驗，檢驗殘差 是否平穩。如果殘   zt  

差 是平穩 (即虛無假設 可以被拒絕)， 與 是協整的，即 zt    H0  yt   xt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和政府收入會出現長期穩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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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假若名義GDP和政府收入出現長期穩定的關係，它們構成的向量自

迴歸模型就可以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 的方式表達: 

 
X X ΔX ΔX ,Δ t = Φ0 + Π t−1 + Ψ1 t−1 + ⋯ + Ψp−1 t−p+1 + ut  

 
 
當中系數 是由 計算的。值得注意的是，向量, , ,Π Ψ1 … Ψp−1 , ,Φ1 … Φp

誤差修正模型裡面每項都是平穩的，所以，這個模型是可以直接用作

推算政府收入。 

 
6. 這裡選用的數據是在1991至2018年收集的。 

 

7. 擴張的迪基-福勒檢驗結果 

名義GDP： 

− .0002 .1618y .4362Δy .4905ΔyΔyt
ˆ = 0 + 0 t−1 − 0 t−1 − 0 t−2  

政府收入：  

− .0002 .1414x .0812Δx .4440ΔxΔxt
ˆ = 0 + 0 t−1 + 0 t−1 − 0 t−2  

 

序列 檢定統計量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 3.5952 

政府收入 1.6988 

 

68 
 



因為以上兩個檢定統計量都不少於5%的臨界點，所以名義本地生產

總值和政府收入都是平穩的。 

 

8. EG的二步法協整檢驗 

殘差 是由下面公式獲得：zt  

4849.05 .254x .zt = yt − 9 + 0 t  

 
它在EG的二步法協整檢驗所計算的檢定統計量是 少於5%的 .4171− 3

臨界點，固此，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和政府收入出現長期穩定的關係。 

9. 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估算結果 

(1) 誤差修正項設定為： 

4849.05 .254xzt = yt − 9 + 0 t  

 
(2) 政府收入的誤差修正公式為： 

 
− .0463z .3629Δy .1103ΔxΔyt = 1 t−1 + 0 t−1 + 0 t−1  

 

(3) 名義GDP的誤差修正公式為： 
 

− .4113Δz .7224Δy .6298ΔxΔxt = 0 t−1 + 0 t−1 + 0 t−1  

 

政府收入的推算就是遞歸地 (recursively) 利用以上三項公式計算  

結果。 

附錄2    指數趨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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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 (Real GDP Growth Rate) 的推算 

1. 在這研究中，除了參考在長策會報告內建議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率，即2019-2021年為3.5%、2022-25年為3%及2026-42年為2.5%

以外，也建議利用指數趨勢 (Exponential Trend) 模型去推算實質   

GDP增長率的長遠趨勢。 

 
2. 顧名思義，雖然指數趨勢模型指GDP的實質增長率與長期趨勢以曲

線的方式表達，但是，實質GDP增長率會在每一年以固定的增長速

度改變。 

 
3. 在這研究中，採用了1991-2018年度的數據，並使用非線性最小二乘

法 (Nonlinear Least Squares) 估算這模型的各項參數，指數趨勢模    

型所推算的GDP的實質增長率會以下列公式估算： 

指數趨勢模型： 

er̂t = α̂ βtˆ  

 

當中 是根據模型所推算本地生產總值在時間 的實質增長率，參 r̂t   t  

數  和  的估算結果會在下面圖表表示。α̂ β̂  

 

估算參數 指數趨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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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0.0960  

β̂  −0.0273  

 

 

 
  

71 
 



參考文獻 

Cox, W. and H.P. Pavletich (2020), 16th Annual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Rating Middle-Income Housing      

Affordability. Demographia. 

Dickey, D.A. and W.A. Fuller (1979). “Distribution of the Estimators for           

Autoregressive Time Series with a Unit Roo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4, 427–431. 

Engle, R.F. and C.W.J. Granger (1987),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tation, estimation and testing,” Econometrica, 55, 251-276. 

Said, S.E. and D.A. Dickey (1984),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Autoregressive- 

Sims, C.A. (1980), “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 Econometrica, 48, 1-48. 

United Nations (2019),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Yoo, H. and Y. Kwon (2019), “Different Factors Affecting Vacant Housing           

According to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South Korea”, Sustainability, 11,         

691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2014）。《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香港：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 

政府統計處（2017）。《香港人口推算 2017-2066》。香港：政府統計 

處。 

72 
 



政府統計處（2017）。《2017年至2066年香港勞動人口推算》。香港：

政府統計處。 

政府統計處（2017）。《至2051年的香港家庭住戶推算》。香港：政府統

計處 - 人口統計組(二)。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2018）。《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香港：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 

王文傑與楊潤霖（2019）。《香港的人口老齡億趨勢》。香港：政府經濟

顧問辦公室。 

運輸及房屋局（2019）。《長遠房屋策略》2019年周年進度報告。香港：

運輸及房屋局。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