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1： 2021年1月份消費物價各類別指數及按年變動率

綜合消費 甲類消費 乙類消費 丙類消費

物價指數 物價指數 物價指數 物價指數
2021年 與2020年 2021年 與2020年 2021年 與2020年 2021年 與2020年
1月份 1月份比較 1月份 1月份比較 1月份 1月份比較 1月份 1月份比較

類別  指數  的變動率  指數  的變動率  指數  的變動率  指數  的變動率
 (%) (%) (%) (%)

食品 119.5  -0.6   121.5  -0.5   118.6  -0.7   117.5  -0.7   

外出用膳 113.3  -0.8   114.3  -0.3   113.1  -0.9   111.8  -1.4   

食品 ( 不包括
  外出用膳 )

131.1  -0.3   132.7  -0.7   130.4  -0.3   129.3  +0.5   

住屋 # 114.8  +6.1   117.9  +20.2   113.9  +1.0   112.5  -0.3   

私人房屋租金 112.7  -0.7   113.8  -0.8   112.8  -0.7   111.4  -0.5   

公營房屋租金 135.2  +1436.7   135.2  +1435.9   135.1  +1444.5     -      -    

電力、燃氣及水 97.8  +19.1   96.6  +21.6   98.3  +18.4   99.9  +14.3   

煙酒 106.4  +2.5   107.9  +2.1   104.9  +2.8   105.8  +3.9   

衣履 88.3  -2.6   88.3  -2.0   87.9  -2.5   89.0  -3.1   

耐用物品 83.5  -1.8   82.8  -2.2   82.4  -2.2   85.2  -1.1   

雜項物品 109.6  +0.8   111.2  +0.7   109.3  +0.8   108.8  +0.8   

交通 105.5  -3.1   102.0  -5.0   105.2  -3.5   108.5  -1.3   

雜項服務 110.9  -0.2   106.3  -0.3   110.6  -0.1   114.1  -0.2   

選定主要組別

　教育服務 110.1  +1.6   106.7  +1.4   109.5  +1.6   113.1  +1.8   

　資訊及
　　通訊服務

85.8  -2.1   85.3  -2.7   85.5  -2.0   87.2  -1.1   

　醫療服務 122.4  +1.8   122.7  +2.0   121.7  +1.9   122.9  +1.7   

總指數 111.7  +1.9   113.7  +6.3   110.9  +0.1   110.7  -0.3   

-   表示不適用。

註釋：

以2014/15年為基期的消費物價指數數列所涵蓋住戶的開支範圍分列如下：

涵蓋住戶的 每月平均住戶開支範圍
大約百分比 (以2014/15年價格計算)

(%) (元)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50   5,500 - 24,499
乙類消費物價指數 30 24,500 - 44,499
丙類消費物價指數 10 44,500 - 89,999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90   5,500 - 89,999

#

  6,300 - 99,600

甲類、乙類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是參照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所得的不同住戶組別的平均開支模式而編製。

此外，政府統計處亦根據上述三項指數涵蓋的所有住戶的整體開支模式，編製一項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除「私人房屋租金」及「公營房屋租金」外，「住屋」類別還包括「管理費及其他住屋雜費」和「保養住所材

料」 。

(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100)

每月平均住戶開支範圍
(調整至2020年價格)

(元)

  6,300 - 27,600
27,600 - 49,400
49,400 - 99,600



表2： 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的消費物價指數變動情況

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變動率 (%)

年/月

2019 1月 +2.4 (+3.0) +2.8 (+3.3) +2.3 (+2.9) +2.3 (+2.6)
2月 +2.1 (+2.6) +2.6 (+3.2) +1.9 (+2.4) +1.8 (+2.1)
3月 +2.1 (+2.6) +2.4 (+3.0) +1.9 (+2.4) +1.9 (+2.3)

4月 +2.9 (+2.9) +3.0 (+3.1) +2.8 (+2.7) +3.0 (+2.9)
5月 +2.8 (+2.8) +3.1 (+3.2) +2.6 (+2.5) +2.7 (+2.6)
6月 +3.3 (+3.2) +3.9 (+4.0) +3.0 (+2.9) +2.9 (+2.8)

7月 +3.3 (+3.2) +3.9 (+4.0) +3.1 (+3.0) +2.8 (+2.7)
8月 +3.5 (+3.4) +4.1 (+4.2) +3.2 (+3.1) +3.0 (+2.9)
9月 +3.2 (+3.2) +3.5 (+3.6) +3.1 (+3.0) +3.0 (+2.9)

10月 +3.1 (+3.1) +3.5 (+3.6) +3.1 (+3.0) +2.9 (+2.8)
11月 +3.0 (+2.9) +3.5 (+3.6) +2.9 (+2.8) +2.5 (+2.4)
12月 +2.9 (+2.9) +3.4 (+3.5) +2.9 (+2.7) +2.5 (+2.4)

2020 1月 +1.4 (+3.7) -2.0 (+4.3) +2.8 (+3.5) +3.4 (+3.4)
2月 +2.2 (+2.5) +2.7 (+3.3) +2.1 (+2.3) +1.8 (+1.8)
3月 +2.3 (+2.6) +2.5 (+3.1) +2.3 (+2.5) +2.1 (+2.1)

4月 +1.9 (+2.3) +2.3 (+3.0) +1.9 (+2.3) +1.5 (+1.7)
5月 +1.5 (+1.9) +1.7 (+2.5) +1.5 (+1.9) +1.2 (+1.4)
6月 +0.7 (+1.2) +0.6 (+1.4) +0.8 (+1.2) +0.7 (+1.0)

7月 -2.3 (+0.2) -6.0 (+0.4) -0.7 (+0.2) -0.1 (+0.1)
8月 -0.4 (+0.1) -0.6 (+0.1) -0.4 ( * ) -0.1 (+0.1)
9月 -2.2 (+0.5) -5.9 (+1.0) -0.7 (+0.3) * (+0.2)

10月 -0.2 (+0.4) -0.2 (+0.9) -0.2 (+0.2) -0.1 (+0.2)
11月 -0.2 (+0.3) * (+0.8) -0.3 (+0.1) -0.1 (+0.2)
12月 -0.7 ( * ) -0.7 (+0.4) -0.9 (-0.3) -0.5 (-0.1)

2021 1月 +1.9 (-0.5) +6.3 (-0.1) +0.1 (-0.7) -0.3 (-0.5)

* 表示數字在±0.05%之內。

(  )

物價指數

表示在剔除下列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後的變動率：2016年4月至2018年3月
寬減差餉每季最高1,000元；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寬減差餉每季最高2,500元；

2019年4月至2021年3月寬減差餉每季最高1,500元；政府提供電費津貼（自2008年
9月起最多提供3,600元、自2011年7月起最多提供1,800元、自2012年7月起最多提

供1,800元、自2013年7月起最多提供1,800元、自2019年1月起最多提供3,000元及

自2020年1月起最多提供2,000元的累積金額）；政府代繳參加2019年、2020年及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校考生的考試費；2020年1月及7月政府代繳公營房屋

租金及香港房屋協會豁免乙類屋邨租戶三分之二租金；2020年9月香港房屋委員會

豁免公營房屋租金；以及2020年10月香港房屋協會豁免公營房屋租金。

丙類消費

物價指數物價指數

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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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的經季節性調整的消費物價指數變動情況

最近3個月內的平均每月變動率 (%)

年/月

2019 1月 +0.1 (+0.1) * (+0.1) +0.1 (+0.1) +0.1 (+0.1)
2月 +0.2 (+0.2) +0.2 (+0.3) +0.2 (+0.2) +0.1 (+0.2)
3月 +0.2 (+0.2) +0.2 (+0.3) +0.2 (+0.2) +0.1 (+0.2)

4月 +0.4 (+0.3) +0.4 (+0.3) +0.4 (+0.3) +0.4 (+0.3)
5月 +0.3 (+0.2) +0.3 (+0.2) +0.3 (+0.2) +0.3 (+0.2)
6月 +0.5 (+0.4) +0.6 (+0.6) +0.5 (+0.4) +0.4 (+0.3)

7月 +0.4 (+0.4) +0.6 (+0.6) +0.3 (+0.3) +0.2 (+0.2)
8月 +0.4 (+0.4) +0.5 (+0.5) +0.4 (+0.4) +0.3 (+0.3)
9月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10月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11月 +0.2 (+0.2) +0.1 (+0.1) +0.2 (+0.2) +0.2 (+0.2)
12月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2020 1月 -0.6 (+0.3) -1.8 (+0.3) * (+0.3) +0.2 (+0.2)
2月 * (+0.1) -0.1 (+0.2) * (+0.1) * ( * )
3月 * (+0.1) -0.1 (+0.1) * (+0.1) * (+0.1)

4月 +0.6 (-0.1) +1.8 (-0.1) +0.1 (-0.1) -0.1 (-0.1)
5月 * ( * ) -0.1 (-0.1) * ( * ) * ( * )
6月 * ( * ) * ( * ) * ( * ) -0.1 (-0.1)

7月 -1.0 (-0.3) -2.2 (-0.3) -0.5 (-0.3) -0.3 (-0.3)
8月 -0.2 (-0.2) -0.2 (-0.2) -0.3 (-0.3) -0.2 (-0.2)
9月 -0.8 ( * ) -2.0 (+0.1) -0.3 (-0.1) * ( * )

10月 +0.9 (+0.3) +2.2 (+0.4) +0.4 (+0.2) +0.2 (+0.2)
11月 +0.2 (+0.2) +0.3 (+0.4) +0.2 (+0.2) +0.2 (+0.2)
12月 +0.6 (-0.1) +1.9 (-0.1) * (-0.1) -0.1 ( * )

2021 1月 +0.2 (+0.1) +0.3 ( * ) +0.2 ( * ) +0.2 (+0.1)

* 表示數字在±0.05%之內。

(  )

# 經季節性調整的指數自首度發表後3年內可予修訂。

物價指數

甲類消費

物價指數

表示在剔除下列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後的變動率：2016年4月至2018年3月
寬減差餉每季最高1,000元；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寬減差餉每季最高2,500元；

2019年4月至2021年3月寬減差餉每季最高1,500元；政府提供電費津貼（自2008年
9月起最多提供3,600元、自2011年7月起最多提供1,800元、自2012年7月起最多提

供1,800元、自2013年7月起最多提供1,800元、自2019年1月起最多提供3,000元及

自2020年1月起最多提供2,000元的累積金額）；政府代繳參加2019年、2020年及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校考生的考試費；2020年1月及7月政府代繳公營房屋

租金及香港房屋協會豁免乙類屋邨租戶三分之二租金；2020年9月香港房屋委員會

豁免公營房屋租金；以及2020年10月香港房屋協會豁免公營房屋租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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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釋:

圖 1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情 況

經季節性調整的指數自首度發表後3年內可予修訂。

表示在剔除下列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後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按年變動率：2016年4月至2018
年3月寬減差餉每季最高1,000元；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寬減差餉每季最高2,500元；2019年4月至

2021年3月寬減差餉每季最高1,500元；政府提供電費津貼 (自2008年9月起最多提供3,600元、自2011
年7月起最多提供1,800元、自2012年7月起最多提供1,800元、自2013年7月起最多提供1,800元、自

2019年1月起最多提供3,000元及自2020年1月起最多提供2,000元的累積金額)；政府代繳參加2019
年、2020年及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校考生的考試費；2020年1月及7月政府代繳公營房屋租金

及香港房屋協會豁免乙類屋邨租戶三分之二租金；2020年9月香港房屋委員會豁免公營房屋租金；以

及2020年10月香港房屋協會豁免公營房屋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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