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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本資源套乃為《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涵蓋的「經濟表現的度量」課題

而編寫。

本課程中課題	A	至	E	以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及應用為重點，分析個別企業及住戶的行為，

讓學生明白我們研究經濟學分支中處理整體經濟的宏觀經濟學，乃由學習經濟表現的度量開

始。在深入探討本課題前，我們須向學生解釋制定客觀度量方式以度量經濟體表現的重要性；

倘若沒有這種度量方式，則難以評估及分析宏觀經濟體（或本地經濟）的表現，並對各國的

表現進行有意義的比較。這樣我們便可以向學生指出，評估一經濟的表現需至少客觀地量度

三個變數：收入水平、價格水平及失業率。

首先，我們可以說明本地生產總值如何度量經濟體所生產的最終貨品及服務的市值總

額。學生明白本地生產總值的概念後，可學習本地居民總收入及這數值與本地生產總值的關

係。在這兩個概念的基礎上，可繼而討論量度本地生產總值的三個層面—增加價值面、開支

面及收入面，如何在原則上得出相同結果。在這個情況下，簡單的假設例子比真實環境數據

更能說明這些概念和層面。在討論之初，驗証數據過多會令學生混淆。真實數據可在討論完

結時提供，說明已學懂的概念與真實環境數據的關係。在量度收入的討論結束前，可探討本

地生產總值作為生產及經濟狀況量度標準的限制。

有關實質及名義本地生產總值的討論可給合消費物價指數及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

的分析。同樣地，假設性數據例子有助學生理解，特別是當區分消費物價指數與本地生產總

值平減物價指數。要確保學生知道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反映本地生產的所有貨品及服

務的價格，而消費物價指數則反映典型住戶購買的貨品及服務的價格。

討論失業率時，可讓學生注意到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會直接影響失業情況，反之亦然。

學生須首先理解勞動人口、勞動人口參與率及失業率的概念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這些概念

看似簡單直接，但有時也會令學生混淆。先提出清晰的定義，配合簡單的公式及數字示例，

可幫助學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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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課題結束前，應向學生強調收入、價格水平及失業這三個量度標準並不是獨立的

概念，而是相互關連的，對我們理解宏觀經濟至關重要。雖然本課題僅涵蓋宏觀經濟表現

度量的基本概念，但明確清晰的理解對往後學習宏觀經濟課題實有裨益。好的開始就是成

功的一半！

鄺志良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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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效能

完成本課題後，你應該能夠：

	 解釋並區分本地生產總值及本地居民總收入 1 的概念；

	 解釋計算本地生產總值的三個方法；

	 區分名義本地生產總值與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解釋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及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概念；

	 探討以國民收入統計數字作為經濟福利指標及用作國際比較的限制；

	 理解以消費物價指數及內含平減物價指數量度物價水平變動；

	 區分失業率與就業不足率；及

	 描述香港近期國民收入、一般物價水平及失業的趨勢。

1	根據新學制中期檢討，自 2015/16 學年起，經濟課程將採納「本地居民總收入」一詞，與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採納的用
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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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課程的課題 A至 E主要涉及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及應用。接下來，我們將討論宏觀經

濟學的第一個課題－經濟表現的量度。宏觀經濟（或國民經濟）指住戶、廠商、政府及其他

國家相互作用的一種複雜架構。為評估國民經濟的表現，我們需要一種至少包含三項變數

（收入水平、物價水平及失業率）的客觀計算方法。在本單元，我們將首先學習為何及如何

以計算這三項變數來評估宏觀經濟表現的原因及方法。隨後，我們將探討香港近期國民收

入、一般物價水平及失業率的趨勢。這些驗証量度方法構成社會及經濟政策制定基準的一部

分，對於所有經濟體系而言都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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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地生產總值及本地居民總收入

本地生產總值 2 量度一個國家在一段指定期間內所生產的所有最終貨品及服務的市值。

有關本地生產總值的量度需要注意若干要點：

	 本地生產總值量度以市場價格計算的貨品（有形）及服務（無形）的市值。

	 本地生產總值包括在經濟體系內合法生產及銷售的所有商品，但不包括非法活動（如販
毒）及住戶生產（如在家清潔及煮食）。

	 本地生產總值僅包括最終貨品。半成品不計入本地生產總值。半成品的價值已計入最終
貨品的價值內。

	 本地生產總值量度在特定國家（如美國）或地區（如香港特區）的地理界限內的生產
活動。

	 本地生產總值量度在一段指定時期內（一季或一年）的生產活動。

除了量度一個國家的本地生產總值外，政府可計算其他收入指標，以掌握更全面的經濟

狀況。其中一項指標為本地居民總收入 3，指一個國家的居民所賺取的總收入，因此包括本

地居民在境外賺取的收入，但不包括外籍人士在本地經濟體系內賺取的收入。舉例而言，一

個香港市民在一家紐約金融機構工作，其收入屬於香港本地居民總收入的一部分，而一名前

來香港從事為期二個月短期合約工作的海外醫生在香港賺取的收入不會計入香港本地居民總

收入。接下來，我們可以對本地生產總值與本地居民總收入之間的關係作出如下總結：

本地居民總收入	＝	 本地生產總值	＋	從外地賺取的生產要素收入	－	向其他國家及地	

	 	 區所付的生產要素收入款項

2	根據政府統計處，本地生產總值指一個經濟體的所有居民生產單位，在一個指定的期間內（一般是一年或一季），未扣
除固定資本消耗的生產總值。

3	根據政府統計處，本地居民總收入指一個經濟體的居民透過從事各項經濟活動而賺取的總收入，不論該等經濟活動是否
在該經濟體的經濟領域內或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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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算本地生產總值的三個方法

在一假設經濟體中，如果我們得知一般物價水平及所有貨品及服務的通用計算方法，則

本地生產總值可按以下方程式計算：

Y = P x Q

其中 Y、P及 Q分別指本地生產總值、一般物價水平及產量。

然而，真實的經濟比我們想像中更加複雜，經濟部門繁多，包含大量貨品及服務。因此，

我們需要使用更複雜的方法來量度真實世界的本地生產總值。一般而言，我們從三個方面計

算本地生產總值。

3.1	 增加價值面（生產面）

這方法計算各個生產階段的增加價值。增加價值指產值與中間投產消耗（即投入）價值

兩者之間的差額。請思考以下例子：	

假設農地的成本為 0 元，棉農將棉花以 10

元的價格售予紡織廠。在這生產階段中，中間投

產消耗為農地，最終貨品為棉花。棉花的增加價

值等於 10 元（	＝	10 元	－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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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廠用棉花生產布料，並將布料以 50 元

的價格售予襯衫生產商。在這生產階段中，中間

投產消耗為棉花，最終貨品為布料。布料的增加

價值等於 40 元（	＝	50 元	－	10 元）。

襯衫生產商用織物生產襯衫，並將襯衫以

120 元的價格售予百貨公司。在這生產階段中，

中間投產消耗為織物，最終貨品為襯衫。襯衫的

增加價值等於 70 元（	＝	120 元	－	50 元）。

隨後，百貨公司將襯衫以 200 元的價格售予

消費者。在這生產（即由百貨公司提供的服務）

階段中，中間投產消耗為襯衫，最終貨品為襯衫

及百貨公司所提供的零售服務。襯衫的增加價值

等於 80 元（	＝	200 元	－	120 元）。

在本示例中，我們以增加價值面計算本地生產總值，將各個生產階段創造的所有增加價

值（10 元	＋	40 元	＋	70 元	＋	80 元）相加，總和等於 200 元。增加價值總額恰好等於最終

貨品（襯衫）的市值，即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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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混淆！

增加價值與最終貨品的價值

上述例子說明，我們可以透過將在各個生產階段創造的增加價值相
加或計算最終產品的市值來計算本地生產總值，但在計算本地生產總
值時無須把中間投產消耗及最終貨品的市值相加。把兩者相加，即將10元、
50 元、120 元及 200 元相加，則本地生產總值等於 360 元，這樣便高估了實質本地生產總
值（即 200 元）。這種過高估計是由於將中間投產消耗的價值計算多於一次（稱為重複計
算）所致。

圖 1說明如何在各個生產階段創造增加價值。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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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開支面

上文論述的增加價值面顯示，將各個生產階段的增加價值相加等於最終產品的市值。在

上述例子中，最終產品（即襯衫）的市值為 200 元。假設襯衫最終由一名住戶以 200 元的價

格購得，我們便可以推斷出，該最終貨品的市值必然等於該住戶的開支。因此，我們可以透

過量度最終貨品的市值（增加價值面）或量度住戶及其他經濟產業（如政府及廠商）所用開

支的價值（開支面）來計算本地生產總值。總而言之，所有經濟部門開支總額的價值等於最

終貨品及服務的價值。

就開支而言，本地生產總值 (Y) 可劃分為四部分：私人消費開支 (C)、本地資本形成總

額 (I)、政府開支 (G) 及淨出口 (NX)。

Y = C + I + G + NX

私人消費開支 (C) 指住戶用在貨品及服務方面的開支（購置新房屋的開支除外）。

本地資本形成總額 	(I) 指用在資本設備、存貨及建築物（如工廠）方面的開支（包括住

戶購置新房屋的開支）。

存貨的概念須加以澄清。假設一家小型單車廠去年生產 110 部單車，目標銷量為 100

部單車，並計劃將 10 部單車留作存貨。假設該廠商去年所作銷售估計非常準確，最終售出

100 部單車，並按計劃將 10 部單車留作存貨。由於該廠商已按計劃將 10 部單車留作存貨

以應付未及預期的銷售，本年度的生產及銷售目標為 100 部單車。可惜，本年度銷量未如

理想，僅售出 80 部單車。於本年終，該廠商按計劃留有 10 部單車作存貨及額外 20 部單車

的存貨。在計算本年度的本地生產總值時，已售出的 80 部單車及未售出的 20 部單車（額

外存貨）均計入本年度的本地生產總值。然而，按計劃留下的 10 部單車存貨不計入本年度

的本地生產總值，因為這 10 部單車是去年生產的，已計入去年的本地生產總值。這涉及到

計算本地生產總值的一項重要原則，即本地生產總值的計算涉及生產年度而非銷售年度。

因此，在上述例子中，去年的本地生產總值為 110 部單車的市值，而今年的本地生產總值

為 100 部單車的市值。



9

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經濟表現的度量

單車產量 已售單車數量 存貨數量 計入該年度
本地生產總值
的單車數量

去年 110 100 10 110

今年 100 80 30	(20+10) 100

政府消費開支 (G) 指政府在貨品及服務方面的開支。舉例而言，公務員薪金是計入政

府從市場所購買服務（如勞力），屬於本地生產總值的一部分。但是，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

的開支應如何計算？是否應計入本地生產總值？答案是「不」。為甚麼？這是因為福利開支

並不涉及生產任何貨品或服務。有關開支僅涉及將政府收入（可能來自納稅人繳納的稅款）

轉予福利受助人。該等政府開支稱為轉移支付。由於轉移支付並不涉及任何生產，因此不計

入本地生產總值。

淨出口 (NX) 指外籍人士在本地生產貨品方面的開支（出口）減本地居民在外國貨品方

面的開支（進口）。簡而言之，淨出口等於本地出口值減進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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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收入面 4

正如上一節所述，各經濟部門均會產生貨品及服務開支。住戶向廠商購買貨品及服務；

廠商用該等資金向住戶、業主（土地擁有人）及資本所有人等不同資源擁有人支付購買資源

的款項。廠商（或商人／企業家）向住戶支付工資以購買勞力，向業主支付租金以購買／租

賃土地，向資本所有人支付利息以購買／租賃資本。支付該等款項後，企業家所得剩餘資金

即為利潤。工資、租金、利息及利潤為生產要素擁有人（勞工、業主、資本所有人及企業家）

收取的生產要素收入。一人花費的資金必然為另一人賺取或收取的資金。因此，在考慮統計

差額的情況下，貨品開支等於各生產要素擁有人收取的生產要素收入總額。以計算生產要素

收入總額來量度本地生產總值，稱為收入面。

4	以收入面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的組成部分並非本課程的要求。

業主（租金）

企業家（利潤）

廠商收益消費者開支

生產要素擁有人（生產要素收入）

勞工（工資）

資本所有人（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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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子是為說明有關該方面的概念。消費者花費 200 元購買一件襯衫。百貨公司所有

人（企業家）收取200元。假設企業家向工人支付30元（工資），向業主支付60元（租金），

向資本所有人支付40元（利息），則企業家獲得剩餘的70元（利潤）。然後，我們觀察到：

總開支（200 元）	＝	總收入（30 元	＋	60 元	＋	40 元	＋	70 元）

 

這一簡單例子說明，將各經濟產業的購買總額（開支面）相加，或合計各生產要素擁有

人賺取的總收入（收入面），即可計算本地生產總值。

做一做！

假設土地成本為零，農民以 5元的價格向麵包師出售小麥，麵包師用小麥製
作麵包，然後以 8元的價格出售給 Jack。分別以增加價值面、開支面及收入
面計算本地生產總值。

增加價值面：小麥的增加價值 (5	–	0) 加上麵包的增加價值 (8	–	5) 等於 8
元。開支面：本地生產總值等於Jack購買麵包（消費項目）的開支（即8元）。
收入面：本地生產總值等於麵包房收取的收入，即 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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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經濟表現的度量

4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與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5

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由 2013 年的 21,318 億元增加至 2014 年的 22,457.4 億元。兩項數

據顯示本地生產總值上升，反映各經濟產業於 2014 年的購買總額（開支面）較 2013 年有所

增加。由於這兩項本地生產總值數據均以當時價格（即分別為 2013 年及 2014 年的價格）量

度，因此稱為名義本地生產總值或以當時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某年度的名義本地生產

總值較上一年度有所上升有兩種可能原因。

	 該經濟體系的貨品及服務產量增多。

	 貨品及服務的售價上升。

在研究一段時間的本地生產總值時，經濟學家關注的是產出有否變動而非價格變動。這

是因為產出變動（而非價格變動）會對經濟體系的福祉有實質影響。為區分價格變動與產量

變動，經濟學家以一組固定價格（固定價格或基準年價格）計算產出的價值來量度本地生產

總值。以下計算例子說明如何計算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或以固定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假

設某一經濟體系僅生產兩種貨品：漢堡包及 T恤。其產量及價格列示如下：

年份 漢堡包的價格 漢堡包的數量 T恤的價格 T恤的數量

2013 年 1 元 100 2 元 50

2014 年 2 元 150 3 元 100

2015 年 3 元 200 4 元 150

5	根據新學制中期檢討，「以當時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及「以固定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分別修訂為「名義本
地生產總值」及「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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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經濟表現的度量

如上文所述，名義本地生產總值是以當時價格計算貨品及服務的價值來量度。

 

	 2013 年名義本地生產總值	＝	(1 元	×	100)	＋	(2 元	×	50)	＝	200 元

	 2014 年名義本地生產總值	＝	(2 元	×	150)	＋	(3 元	×	100)	＝	600 元

	 2015 年名義本地生產總值	＝	(3 元	×	200)	＋	(4 元	×	150)	＝	1,200 元

從數據來看，與 2013 年相比，2015 年的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大幅增長。然而，我們並

不清楚這增長是否由價格水平或產出水平上升所致。為解答這個問題，我們以 2013 年（即

2013 年為基準年）的價格計算貨品及服務的價值，以此計算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2013 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	(1 元	×	100)	＋	(2 元	×	50)	＝	200 元

	 2014 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	(1 元	×	150)	＋	(2 元	×	100)	＝	350 元

	 2015 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	(1 元	×	200)	＋	(2 元	×	150)	＝	500 元

以固定價格計算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不會隨時間受價格變動影響，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的變動反映貨品及服務的產量變動。因此，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是量度經濟體系狀況的較佳

方法。

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可透過以下方程式計算：

Y’ = (Y2 – Y1) / Y1 x 100%

其中 Y’為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Y1 為去年的本地生產總值，Y2 為本年度的本地生產

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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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經濟表現的度量

根據上述方程式，名義及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的計算結果列示如下：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

2014 年 200% 75%

2015 年 100% 42.9%

由於統計數字被有關期間內的價格變動推高，因此，名義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遠高於實

質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由於實質本地生產總值不會隨時間受價格變動影響，因此實質本地

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遠低於名義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

備註
政府統計處根據聯合國出版的《2008 年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所載國際標準，採用以環比物
量計算的方法編製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數據。有關編製方法的詳情，教師可參考政府統計
處的相關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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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經濟表現的度量

5	 以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與以要素成
本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如第 3.3 節所述，一人花費的資金必然為另一人賺取或收取的資金。以第 3.3 節消費者

花費 200 元購買一件襯衫的例子說明，當以開支面計算本地生產總值時，本地生產總值等於

襯衫（最終產品）的市值或市價。因此，以開支面計算時，以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等於

200 元。

收入方面，百貨公司所有人（企業家）收取 200 元，並將所收取資金用於支付生產要素

收入（或生產要素成本），其中向勞工支付 30 元（工資），向業主支付 60 元（租金），向

資本所有人支付 40 元（利息），則企業家獲得剩餘的 70 元（利潤）。以收入面計算本地生

產總值得出以要素成本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原則上，以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以開支面計算）等於以要素成本計算的本地生產

總值（以收入面計算）。然而，當政府就貨品及服務徵收間接稅時，可能會導致失衡。間接

稅包括銷售稅、關稅、牌照費等。假設政府就每件市售襯衫徵收 10%的銷售稅，則襯衫的

市價將變為 220 元 [	＝	200	×	(1	+	10%)]。以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現為 220 元。間接

稅令以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高，但以要素成本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賣方的收入）保

持不變（即 200 元），因而違反了一人的開支為另一人的收入這項基本規則。因此，為重新

取得平衡，以要素成本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須加上間接稅。

除間接稅外，政府亦常有向生產者提供補貼。舉例而言，牛肉的市價為每公斤 100 元，

政府就出售的每公斤牛肉向牛肉銷售商提供 10%的補貼。因此，牛肉銷售商售出的每公斤

牛肉的收入為 110 元，但消費者在市場上購買 1公斤牛肉所付的金額不變，仍為 100 元。因

此，以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為 100 元，而以要素成本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為 110 元。兩

者再次失衡。因此，為重新取得平衡，須從以要素成本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中扣除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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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經濟表現的度量

上述例子歸納出以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與以要素成本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之間的

關係：

以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	以要素成本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	間接稅	－	補貼

在這例子中，假如經濟體系的總產出僅為 1件襯衫及 1公斤牛肉，則：

以要素成本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	 200 元（百貨公司售出 1件襯衫所得收入）＋	110 元	

	 （牛肉銷售商售出 1公斤牛肉所得收入加補貼）

	 ＝	 310 元

以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	 200 元（百貨公司售出 1件襯衫所得收入）＋	110 元	

	 （牛肉銷售商售出1公斤牛肉所得收入加補貼）＋	20元	

	 （間接稅）－	10 元（補貼）

	 ＝	 3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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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經濟表現的度量

6 	 本地生產總值的運用及限制

本地生產總值量度經濟體系在貨品及服務方面的總收入及總開支，但可能不是一項衡量

經濟體系內生活水平的良好指標。例如，中國及印度的本地生產總值遠高於瑞士的本地生產

總值，但實際上，與一名普通瑞士人相比，一名普通中國人或印度人不一定擁有較高的生活

水平。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及印度的本地生產總值須分攤至數目龐大的人口，人均本地生產總

值仍處於相對較低水平。因此，我們一般使用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而非本地生產總值，以更好

地反映普通人的生活水平。

人均本地生產總值	＝	一個國家的本地生產總值／總人口

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反映一個經濟體系內的普通人的收入及開支水平。儘管人均本地生產

總值未必能十分準確地量度一個經濟體系的狀況，但仍意味著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較高的國家

擁有較多可用資源以提供更好的教育、醫療服務及基建，這些對國民生活水平產生直接影響。

表 1列示 12個國家的實質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及互聯網使用率。

富裕國家的預期壽命較長，成人識字率及互聯網使用率亦為高水平。貧窮國家的居民通常只

活到 50 多歲，僅有約半數成人識字，且極少有人使用互聯網。有關資料顯示，人均本地生產

總值較高的國家通常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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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經濟表現的度量

表 1					本地生產總值與生活質素

國家
實質人均

本地生產總值
（2005 年）

預期壽命
成人識字率

（佔人口的百分比）
互聯網使用率

（佔人口的百分比）

美國 41,890 元 78 歲 99% 63%

日本 31,267 82 99 67

德國 29,461 79 99 45

俄羅斯 10,845 65 99 15

墨西哥 10,751 76 92 18

巴西 8,402 72 89 19

中國 6,757 72 91 9

印尼 3,843 70 90 7

印度 3,452 64 61 3

巴基斯坦 2,370 65 50 7

孟加拉 2,053 63 47 0.3

尼日利亞 1,128 47 69 4

本表列示 12 個主要國家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及其他三項生活質素指標。

資料來源：聯合國《2007 ／ 2008 年人類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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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經濟表現的度量

然而，本地生產總值未必能有效量度個人經濟狀況。本地生產總值有兩大限制。

以本地生產總值量度總產量的不足

 住戶生產不計入本地生產總值：住戶生產指自產自用的貨品及服務，例如主婦清潔家居
及準備晚餐，這些活動可改善家庭成員的生活水平，但在量度本地生產總值時不會計算
在內。	

 地下經濟活動不計算在內：本地生產總值的量度不包括出售毒品及經營非法賭場等地下
經濟交易。該等交易活動隱蔽進行，或因違法，或因經營者有意逃避政府稅項，據估計，
美國地下經濟規模約為美國本地生產總值的 10%。

做一做！

美國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約為印度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的 14 倍。在比較印度與
美國的經濟狀況時，不計及住戶生產如何使直接比較本地生產總值產生誤
導？請說明原因。

在印度等國家中，住戶生產及消耗大量食物而未計入本地生產總值。因此，
印度與美國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的差額將大於兩者經濟狀況的比較差額，顯示
兩者經濟狀況的差距應小於本地生產總值數據所示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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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經濟表現的度量

以本地生產總值量度生活水平的不足

 本地生產總值未計及康樂價值：平均而言，香港人的工作時間較十年前長。我們的人均
本地生產總值比十年前高，但我們的生活水平必然高於十年前嗎？本地生產總值增加並
不等同於生活水平上升。

 本地生產總值未就生產的負面影響作出調整：生產通常會造成污染等負面影響。產出計
入本地生產總值，而所造成的污染卻未計入本地生產總值的計算或作出調整。同理，香
煙的產出價值計入本地生產總值，而吸煙導致肺癌的代價卻未計算在內。

 本地生產總值亦未體現收入分配：在本地生產總值較高的國家中，貨品及服務可能由小
部分人擁有。本地生產總值的量度並不能反映收入分配方式。收入分配不均可能意味著
少數人在生活水平方面遠優於大多數人。因此，本地生產總值數據可能無法反映一個國
家內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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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經濟表現的度量

7	 消費物價指數及本地生產總值內含平減
物價指數

如上文所述，物價變動會對名義本地生產總值的數值產生影響。因此，大部分國家的統

計部門均密切關注物價變動趨勢。消費物價指數及本地生產總值內含平減物價指數為量度物

價變動的兩個常用指標，簡要分析如下：

7.1	 消費物價指數

消費物價指數旨在量度普通消費者購買貨品及服務的總成本。

統計部門會進行調查，在普通消費者所購貨品及服務中確定具代表性的一組。例如，典

型的消費組合包括 4個漢堡包及 2件 T恤。每件貨品及服務的價格均為各時期在市場調查所

得。假設兩種貨品的價格調查如下：

年份 漢堡包的價格 T恤的價格

2013 年 1 元 2元

2014 年 2 元 3元

2015 年 3 元 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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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經濟表現的度量

在消費組合不變的情況下，唯有價格可上下浮動，由此可單獨觀察價格隨時間而變動的

影響。於各年購買典型消費組合的成本列示如下：

 

	 2013 年購買成本	＝	(1 元	×	4)	＋	(2 元	×	2)	＝	8 元

	 2014 年購買成本	＝	(2 元	×	4)	＋	(3 元	×	2)	＝	14 元

	 2015 年購買成本	＝	(3 元	×	4)	＋	(4 元	×	2)	＝	20 元

然後，我們需要選擇基準年作為比較該典型消費組合購買成本變動的基準年度。計算物

價指數的方程式為：

消費物價指數		= 本年度消費組合購買成本 x 100
基準度消費組合購買成本

例如，將 2013 年作為基準年，則：

	 2013 年消費物價指數	＝	(8 元 ) ／ (8 元 )	×	100	＝	100

	 2014 年消費物價指數	＝	(14 元 ) ／ (8 元 )	×	100	＝	175

	 2015 年消費物價指數	＝	(20 元 ) ／ (8 元 )	×	100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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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經濟表現的度量

根據上述消費物價指數，我們可使用以下方程式計算通脹率（即一般物價水平的上漲）：

通脹率		= 消費物價指數第2年	－	消費物價指數第1年 x 100%
消費物價指數第1年

使用上述例子的消費物價指數，可以得出：

	 2014 年通脹率	＝	(175	－	100) ／ 100	×	100%	＝	75%

	 2015 年通脹率	＝	(250	－	175) ／ 175	×	100%	＝	43%

結果顯示，購買典型消費組合的一般物價自 2013 年至 2014 年上漲 75%，自 2014 年至

2015 年上漲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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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經濟表現的度量

7.2	 本地生產總值內含平減物價指數（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
6

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旨在量度物價水平，以名義本地生產總值與實質本地生產總

值的比率乘以 100 計算得出。

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		=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 x 100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如第 4節所述，名義本地生產總值以當時價格計算一個經濟體系的貨品及服務的總價

值，而實質本地生產總值以基準年（固定）價格計算貨品及服務的總價值。因此，名義本地

生產總值與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可量度有關年度的物價水平變動。使用第 4節例子的數

據，我們可計算各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

	 2013 年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	＝	(200 元／ 200 元 )	×	100	＝	100

	 2014 年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	＝	(600 元／ 350 元 )	×	100	＝	171

	 2015 年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	＝	(1200 元／ 500 元 )	×	100	＝	240

使用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計算通脹率，可以得出：

	 2014 年通脹率	＝	(171	－	100) ／ 100	×	100%	＝	71%

	 2015 年通脹率	＝	(240	－	171) ／ 171	×	100%	＝	40.4%

6	在本節中，計算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方法為簡化版，僅作說明用途。政府統計處並不採用此方法計算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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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該經濟體系內所有貨品及服務的一般物價自 2013 年至 2014 年上漲 71%，

自 2014 年至 2015 年上漲 40.4%。這與使用消費物價指數計算的通脹率略有不同，反映兩種

指標的不同量度方法及涵蓋範圍。兩者有兩大分別：

	 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反映所有本地生產貨品的價格，而消費物價指數反映住戶所
購典型組合內貨品及服務的價格。

	 消費物價指數將一段時間內固定組合的貨品價格進行比較，而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
數將本年度所生產貨品的價格與基準年所生產貨品的價格進行比較。換言之，用於計算
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的貨品及服務組合會因應產出變動而隨時間自動改變。

做一做！

請思考下列有關A國本地生產總值的數據。

年份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
（十億元）

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
（以 2007 年為基準年）

2010 年 9,269 113

2011 年 9,873 118

(a)	計算 2010 年至 2011 年期間的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

(b)	計算 2010 年至 2011 年期間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

	 (a)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為	(9,873 十億元	－	9,269 十億元 ) ／	
	 9,269 十億元	×	100%	＝	6.5%。

	 (b)	2010 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以 2007 年價格計算）為 9,269 十億元／	
	 (113	／ 100)	＝	8,203 十億元。

	 2011 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以 2007 年價格計算）為 9,873 十億元／	
(118 ／ 100)	＝	8,367 十億元。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為	(8,367 十億元	－	8,203 十億元 ) ／	
8,203 十億元	×	10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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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失業及就業不足率

8.1	 失業率

失業是社會上最常討論的問題之一，因為失業直接影響工人的經濟狀況，亦是衡量經濟

體系狀態的重要指標。我們透過計算失業率反映經濟體系內的失業程度。失業人口指暫時停

工並積極找尋工作的人士。失業率的定義為失業人口佔勞動人口的百分比，可顯示為：

失業率   = 失業人數 x 100%
勞動人口

 勞動人口為積極找尋工作的全部人士，包括就業人士及失業人士。

勞動人口  = 就業人數  +	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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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相關指標為勞動人口參與率，旨在量度成年人口（就業年齡人口）在勞動人口中所

佔的百分比。勞動人口參與率指 15 歲及以上人口中有意加入勞動人口人士所佔比例。

勞動人口參與率   = 勞動人口 x 100%
15 歲及以上人口

關於上述量度方法，舉例而言，於 2010 年，香港的失業人數為 161,000 人，而勞動人

口為 3,654,000 人，則失業率為 161,000 ／ 3,654,000	×	100%	＝	4.4%。

勞動人口指 15 歲及以上陸上非住院人口，並符合就業人士或失業人士的定義。於 2010

年，15 歲及以上人口為 6,120,603 人，因此勞動人口參與率等於 3,654,000 ／ 6,120,603	×	

100%	＝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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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就業不足率

引入就業不足的概念旨在識別部分就業（或反過來說，部分失業）的各種情況。值得注

意的是，「就業不足人士」屬於「就業人士」的一個分組。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就業不足」

人口指所有受僱於有報酬的工作或自僱的人士，而該等人士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工作時數少

於正常工作時數，並在統計調查期間，正找尋工作或隨時可以擔任更多工作。國際勞工組織

建議採用統一工作時數常規準則（如每週 35 至 40 小時）。各國可因應具體情況釐定該項準

則，該項準則適用於所有經濟活動及所有類別的工人。

在香港，就業不足人口包括在統計（即調查日期）前 7天內在非自願情況下工作少於

35 小時，而在統計前 30 天內有找尋更多工作，或即使沒有找尋更多工作，但在統計前 7天

內可擔任更多工作的就業人士。

做一做！
A國錄得以下資料：

人口	 240,000 人

就業人士	 180,000 人

失業人士	 30,000 人

請計算勞動人口、失業率及勞動人口參與率。

勞動人口	＝	180,000	＋	30,000	＝	210,000

失業率	＝	(30,000 ／ 210,000)	×	100%	＝	14.3%

勞動人口參與率	＝	(210,000 ／ 240,000)	×	100%	＝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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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香港近期國民收入、一般物價水平及	
失業的趨勢

在上一章節中，我們探討了經濟學家如何以本地生產總值、消費物價指數及失業率來量

度一個經濟體系的經濟表現。我們在本節將了解香港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即本地生產總值、

消費物價指數、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的近期趨勢。

2000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本地生產總值
（增長率）*

+	8.0 +	7.1 +	7.0 +	6.4 +	2.3 -	2.7 +	7.0 +4.9

人均本地
生產總值

（增長率）*

+	7.0 +	6.6 +	6.3 +	5.3 +	1.5 -	3.0 +	6.0 +4.2

消費物價指數
（增長率）

-3.8 +1.0 +2.0 +2.0 +4.3 +0.5 +2.4 +3.8

失業率 4.9 5.6 4.8 4.0 3.6 5.4 4.4 3.4

就業不足率 2.8 2.7 2.4 2.2 1.9 2.3 2.0 1.5

附註：* 增長率根據 2009 年固定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及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數據計算，惟 2011 年數據以

2010 年固定價格計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1 年），2011 年《香港統計年刊》，香港：香港特區政府。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50_tc.jsp?tableID=030&ID=0&productType=8		 	

（查閱日期：2012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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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除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翌年（即 2009 年）外，本地生產總值及人均本地

生產總值的實質增長率於過去十年均錄得正數。即使在 2003 年爆發「沙士」疫情後，本地

生產總值仍自 2005 年起重拾增長動力。穩健復甦或歸因於 2003 年個人遊計劃的實施及《內

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的簽署。個人遊計劃推動了香港旅遊業

及零售業的發展，而內地與香港簽訂的首份自由貿易協定CEPA 則為香港企業提供了更多進

入內地市場的良機。

與本地生產總值數據相比，失業率較為遜色。失業率於 2005 年創下 5.6% 的歷史新

高。此後數據有所收窄，但受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低迷影響，失業率於 2009 年反彈至

5.4%。隨著就業市場逐步回暖，失業率於 2010 年降至 4.4%，並於 2011 年降至歷史新低

3.4%。

物價水平於 2007 年之前走勢平穩，而自 2008 年起則面臨上升壓力，主要原因為食品價

格及房租上漲。在計算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時，食品及房租的比重分別佔 27.45%及 31.66%，

因此食品價格及房租的任何變動均會對消費物價指數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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