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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面臨人口老化已眾所周知，退休保障、長者醫療開支等在社會上常被討論。一些靠

奉獻為主要收入的群體，如基督教教會及福音機構等，會否也受影響？現時自給自足的

教會，是否仍可繼續維持事工發展及支持教牧同工的生活呢？ 

 

建道神學院拓展部量性研究組蒐集了香港政府統計處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勞動人口
1
 及收

入數據，與香港教會會友的年齡分佈合併研究，從而推算未來香港基督教教會整體會友

的總收入，以估算教會及福音機構的奉獻收入趨勢。盼望藉此研究可為教會及福音機構

在未來的財政策劃上提供一些可用的參考。 

 

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5 年 10 月發表的香港勞動人口推算，2
 15 歲或以上的勞動人口參與

率，3
 將由現時的接近 60% 持續下降（見圖一）至 2064 年的不足 50%；同期經濟撫養

比率4
 也相應由 910 上升至 1,274。 

 

圖一：2014 年至 2064 年推算勞動人口參與率 

(15 歲或以上年齡組別；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1
 勞動人口是指 15 歲及以上陸上非住院人口，當中符合就業人口或失業人口定義的人士。 

2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5 年至 2064 年香港勞動人口推算》表 2，2015 年至 2064 年按性別及年齡組別劃分的推算

勞動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下載自：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00.jsp?productCode=FA100042 
3
 勞動人口參與率是指勞動人口佔所有 15 歲及以上陸上非住院人口的比例。 

4
 即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從事經濟活動人口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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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方面，教會會眾5
 相對全港同齡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6

 的比率，在老與少的

年齡組別比較青壯的年齡組別為高（見表一）。因此，教會會眾的勞動人口參與率較整體

香港人口的為低。綜合政府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勞動人口、與《2014 香港教會普查》按年

齡劃分的會眾在人口中的比率計算，2014 年教會會眾的勞動人口為 15.7 萬（見表二），

即勞動人口參與率僅為 15.7／31.0 = 50.7%，較香港整體的 59.3%低約 9 個百分點。假設

各年齡組別的會眾人數佔人口中的比率維持不變，未來十年的教會會眾勞動人口參與率

推算將再下跌如圖一。 

 

表一：2014 年會眾在全港同齡人口中的比率 

年齡組別 

（歲） 

教會會眾人數 

 

全港人口 (萬)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會眾在全港同齡 

人口中的比率 (%) 

0-15 38,458  80.4 4.78% 

15-24 39,756  82.6 4.82% 

25-44 84,974  197.0 4.31% 

45-64 97,399  224.8 4.33% 

65 或以上 49,600  106.5 4.66% 

合計 310,187  691.3 4.49% 

表二：2014 年會眾勞動人口及總工資估算 

年齡組別 

（歲） 

香港勞動人口 

(萬) (A) 

會眾人口比率 

(見表一) (B) 

會眾勞動人口 

(萬) (C)=(A)x(B) 

每月工資 

中位數7
 (D) 

會眾每月總工資 

(億) (E)=(C)x(D) 

0-15 0 4.78% 0 $0 $0 

15-24 30.9 4.82% 1.5 $11,274 $1.68 

25-34 83.9 4.31% 3.6 $16,331 $5.91 

35-44 84.6 4.31% 3.6 $18,123 $6.61 

45-54 95.3 4.33% 4.1 $15,805 $6.53 

55-64 56.4 4.33% 2.4 $12,854 $3.14 

65 或以上 8.8 4.66% 0.4 $12,854 $0.52 

合計 359.8  15.7  $24.39 

其他年份的估算方式與 2014 年相同   

 

此外，《2014 香港教會普查》亦提及，全港 96.6%堂會的經濟自給自足，71.2%的堂會收

                                                      
5
 教會會眾資料源自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4 教會普查簡報》，頁 28。 

6
 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 2015-2064》表 B2 及 B3，2014 年至 2064 年年中按年齡組別及性別劃分的人

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下載自：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90.jsp?productCode=B1120015。 
7
 香港政府統計處：工資及勞工收入統計表，表 E012：按性別、年齡組別、教育程度、職業組別及行業主類劃分

的每月工資中位數：下載自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10_tc.jsp?productCode=D5250017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90.jsp?productCode=B1120015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10_tc.jsp?productCode=D5250017


支有盈餘或平衡，兩項數字都與《2009 香港教會普查》相若。不過，若會眾的勞動人口

參與率隨整體人口的參與率一同下降，即使假設基督徒的奉獻比例不會因供養家庭或其

他開支的增加而改變，則會眾人數雖增長，但整體教會及福音機構的總奉獻收入，也會

因會眾勞動人口參與率下降，而在未來 50 年內減少 14%（見表三及圖二）。若收入增幅

跟不上通脹，情況將更不樂觀。 

 

表三：會眾每月總工資及人均奉獻 

年份 會眾每月總工資

(億) (E)* 

與 2014年 

比較 (％) 

會眾人口

(萬) (F) 

會眾每月人均奉獻 

(E)X10%/(F) 

與 2014年 

比較 (％) 

2014 $24.4 - 31.0  $786 - 

2024 $24.0 -1% 33.1  $726 -8% 

2034 $23.1 -5% 34.4  $672 -15% 

2044 $22.8 -7% 34.5  $660 -16% 

2054 $21.9 -10% 33.7  $650 -17% 

2064 $20.9 -14% 32.5 $643 -18% 

* 每年工資均用 2014 年的中位數計算（見表二） 

 

 

 

此外，假設教會及機構沒大量結存，而每年奉獻收入全用在薪津、租金和事工等支出，

則會眾的人均奉獻，也可視為教會每年平均能花在每位會眾身上的支出。人均支出估計

將在未來 50 年下跌 18%（見圖三）。下跌幅度較整體奉獻的幅度更大，因教會會眾人數

增加但總奉獻卻反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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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香港教會整體奉獻收入 
(與2014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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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教會對會眾的人均支出 
(與2014年比較) 



 

會眾的人均奉獻（或人均支出） =
香港基督教教會及福音機構的整體奉獻收入

香港基督徒人數
 

 

 

若要未來的人均支出維持現有水平，全港教會每位會眾需由現在起把個人奉獻按年增加

百分一，即假設如今奉獻 10%，明年則奉獻 10.1%，再下年加至 10.2%，如此類推，一

直按年增加。這目標看似不難，但需每位會眾也如此；若有一半會眾不願增加奉獻比例，

願意的一半便要持續每年增加百分之二，才能保持人均支出不變。當然，以上只是一個

量性的敏感度分析，最重要還是遵行聖經十一奉獻的教導，並甘心樂意地奉獻。 

 

近年已有機構對奉獻趨勢表示關注。市民或期望政府推行全民退休保障，以致晚年生活

較有保障。不過，教會及福音機構的收入又從何得到保障呢？教會的主要開支除堂址租

金或還款外，大部分是同工薪津，那麼在未來年份，「牧養比率」（即平均每位教牧同工

所牧養的會眾人數比率）及植堂發展，又會否因奉獻收入減少而受影響呢？因此，「牧養

比率」是量性研究組另一個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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