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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如有機會有否移民或移居外地的打算（百分比） 

 2018 年 12 月 2017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 

有打算［註］ 34.0 33.1 38.9 

沒有打算 56.5 56.8 53.2 

不知道／很難說／沒想過 9.5 10.0 7.9 

（樣本數） (708) (718) (709) 

題目：「假如有機會，你會唔會打算移民或者移居外地呢？」 

註：經統計檢定（Two-sample Test of Proportions），2018 年 12 月和 2017 年 9 月表示「有打算」者百分比

沒有顯著差異［p≥0.05］。 

 

附表二：近期有否為移民或移居外地做準備（百分比） 

 【此題只問有移民或移居打算的受訪者】 

 2018 年百分比 
(以有移民或移

居打算樣本為基

數計算) 

2018 年百分比 
(以總樣本為基

數計算) 

2017 年百分比 
(以有移民或移

居打算樣本為基

數計算) 

2017 年百分比 
(以總樣本為基

數計算) 

有做準備［註］ 16.2 5.5 13.4 4.5 

沒有做準備 83.8 28.5 86.6 28.7 

沒有打算移民或移居

外地 
-- 66.0 -- 66.9 

（樣本數） (241) (708) (238) (719) 

題目：「你近期有無為移民或者移居做過準備呢？」 

註：經統計檢定（Two-sample Test of Proportions），2018 年和 2017 年表示「有做準備」者以有移民或移

居打算樣本為基數計算百分比或以總樣本數為基數計算均沒有顯著差異［p≥0.05］。 

 

附表三：不同年齡和受教育程度人士有否打算移民或移居外地的差異（百分比） 

  
有打算 沒有打算 

不知道／很難

說／沒想過 
（樣本數） 

      

年齡［註］ 18 至 30 歲 51.0 33.7 15.4 (104) 

 31 至 50 歲 44.1 46.5 9.4 (254) 

 51 歲或以上 21.1 71.0 7.9 (331) 
      

教育程度［註］ 小學或以下 9.8 84.1 6.1 (82) 

 中學 27.8 61.8 10.4 (317) 

 大專或以上 47.9 42.9 9.2 (303) 
      

註：經卡方檢驗，發現年齡、受教育程度與移民意向呈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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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四：移民或移居外地的目的地（百分比） 

  【此題只問有移民或移居打算的受訪者】 

 百分比 

加拿大 18.8 

澳洲 18.0 

臺灣 11.3 

新加坡 5.0 

英國 4.2 

紐西蘭 3.8 

美國 2.9 

日本 2.5 

北美 1.7 

東南亞 1.7 

其他 5.4 

不知道/未決定  24.7 

（樣本數） (239) 

題目：「你打算移民或者移居去邊度呢？」(開放式問題，沒有預設答案，只答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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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香港有什麼吸引人居住和生活的方面（百分比） 

【此題只問沒有打算移民或移居外地的受訪者】【可選多項】 

 以回應總數為 
基數的百分比 

以樣本人數為 
基數的百分比 

生活方便（飲食、購物或交通等） 25.4 46.9 

中國人社會/多數人說同一種語言/習慣居住/社會友

善 
14.8 27.3 

基本設施/制度良好（醫療、福利、教育、基建、司

法）  
14.1 25.9 

社會治安良好/食物/食水安全 13.3 24.3 

個人自由多/社會較平等 9.7 17.8 

經濟/個人發展機會多/收入高/營商環境好 8.2 15.1 

自然/居住環境好 4.5 8.6 

政府管治穩定/少貪污 2.8 5.4 

有多元文化 2.6 4.8 

其他 4.6 7.2 

（回應總數／樣本人數） (733)* (400)# 

題目：「你覺得香港有邊啲方面令你覺得係適合居住同生活嘅地方呢？」(開放式問題，沒有預設答案，可
答多項） 

* 此數字為回應總數(733)，指 400 名沒有打算移民或移居的受訪者，總共提供的答案總數。 

# 此數字為樣本人數(400)，由於每人可多於一個答案，故總計百分數多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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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本地有什麼因素令人打算移民或移居外地（百分比） 

 【此題只問有移民或移居打算的受訪者】【可選多項】 

 以回應總數

為基數的 
百分比 

以樣本人數

為基數的 
百分比 

香港政治爭拗太多／太煩／社會撕裂嚴重 13.4 25.7 

香港居住環境擠迫／居住環境較差 13.4 25.7 

香港政治不民主／不滿意政治制度 9.1 17.4 

香港樓價太高/生活指數高/物價太高 9.1 17.4 

不滿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獨裁／對中央政府沒信心 7.8 14.9 

香港經濟情況欠佳／經濟沒前途/競爭力下降 7.6 14.5 

香港教育制度不完善／外國教育質素較香港好 5.0 9.5 

不滿特區政府／施政差／政府偏向大財團 4.5 8.7 

香港人權／言論自由情況變壞 4.1 7.9 

香港社會福利制度差 3.7 7.1 

香港空氣不好／污染問題嚴重／嘈吵 3.7 7.1 

法治愈來愈差/對香港法律不信任 3.0 5.8 

家人想移民／有外國居留權／家庭團聚／親戚朋友在外國 3.0 5.8 

其他 12.6 24.2 

（回應總數／樣本人數） (462)* (241)# 

題目：「香港有咩因素令你有移民或者移居外地嘅打算呢？」(開放式問題，沒有預設答案，可答多項） 

* 此數字為回應總數(462)，指 241 名打算移民或移居的受訪者，提供的答案總數。 

# 此數字為樣本人數(241)，由於每人可多於一個答案，故總計百分數多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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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外地有什麼因素吸引港人移民或移居到該地（百分比） 

【此題只問有移民或移居打算且有較明確目的地的受訪者】【可選多項】 

 以回應總數為 
基數的百分比 

以樣本人數為 
基數的百分比 

該處居住環境較寬敞 19.3 35.0 

該處空氣好／較少污染／寧靜/環境優美 12.2 22.3 

該處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人權情況較好 8.6 15.6 

該處社會福利制度較完善/退休保障好/醫療質素較

好 
8.5 15.5 

該處生活較悠閒／寫意/生活沒有香港緊張/工作環

境輕鬆 
8.2 15.0 

該處較民主/滿意該地政府/該地政府管治好 7.9 14.5 

該處教育制度好/質素好/考試壓力小／升學途徑多 5.8 10.5 

已有家人親屬在當地區住／跟隨家人意願/家人有

當地居留權/家人喜歡當地 
5.5 10.0 

該處樓價較容易負擔／置業較容易 4.3 7.8 

該處生活指數較低／物價較低 3.7 6.7 

該處經濟前景較佳 2.4 4.4 

該處人民較有文化／素質 1.8 3.3 

該處文化及語言相近 1.8 3.3 

其他 10.0 17.8 

（回應總數／樣本人數） (327)* (180)# 

題目：「嗰度有咩好令你想去移民或移居呢？」(開放式問題，沒有預設答案，可答多項） 

* 此數字為回應總數(327)，指 180 名打算移民或移居且目的地較明確的受訪者，提供的答案總數。 

# 此數字為樣本人數(180)，由於每人可多於一個答案，故總計百分數多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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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以回答樣本人數由多至少排序，前三位的回答 (百分比)# 

移民的本地因素 
2018 年 12 月 2017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 

香港政治爭拗太多／太煩／

社會撕裂嚴重(25.7%) 
香港政治爭拗太多/太煩/社

會撕裂嚴重（31.1%） 
不滿特區政府/施政差/不滿

特首或高官 （18.1%） 
香港居住環境擠迫／居住環

境較差(25.7%) 
香港居住環境擠迫

（21.8%） 
香港居住環境擠迫 

（17.4%） 
香港政治不民主／不滿意政

治制度(17.4%) 
香港政治不民主/不滿意政治

制度（17.2%） 
香港政治爭拗太多/太煩/社

會撕裂嚴重 （17.0%） 

 

 

移民的外地因素 
2018 年 12 月 2017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 

該 處 居 住 環 境 較 寬 敞

(35.0%) 
該處居住環境較寬敞 

（38.9%） 
該處居住環境較寬敞 

（30.9%） 

該處空氣好／較少污染／

寧靜/環境優美(22.3%) 
該處較民主/民主制度較完善 

（15.8%） 
該處較民主/自由 （26.0%） 

該處自由（包括言論自由）

／人權情況較好(15.6%) 
該處社會福利制度較完善 

（11.6%） 
已有家人親戚在當地住/跟隨

家人意願 （13.9%） 

註：*2017 年的詳細調查結果可見中大亞太研究所 2017 年 10 月 9 日發佈之新聞稿；2016 年的詳細調查

結果可見中大亞太研究所 2016 年 10 月 11 日發布之新聞稿。 

#百分比以樣本人數為基數，計算最多人提及的答案；由於受訪者可回答多於一項，百分比總和可大於

100%。 

 

附表九：香港適宜居住和生活的評分（平均分數） 

 香港適宜居住和生活的評分 （樣本數） 

18 年 12 月 62.1 (697) 

17 年 9 月 63.9 (709) 

題目：「整體來講，你覺得香港係唔係一個適合居住同生活嘅地方呢？如果 0 分代表『完全不適合』，100
分代表『完全適合』，50 分為『一半半』。0 至 100 分，你會俾香港幾多分呢？」 

註：經統計檢定（Two-sample t Test）顯示，2018 年 12 月相比 2017 年 9 月香港適宜居住和生活的評分有

呈顯著下降［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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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有沒有直系親屬已經移居外國生活（百分比） 

 百分比 

有  32.8 

沒有  67.2 

（樣本數） (707) 

題目：「您有冇直系親屬移咗民或者喺外國生活呢？」 

 

附表十一：是否有外國居留權（百分比） 

 百分比 

有  6.7 

沒有  93.3 

（樣本數） (704) 

題目：「你依家有無外國居留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