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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佈 

 

生活易公佈最新 2017年全港結婚消費調查結果 

結婚總消費創新高 五年來首次錄得雙位數升幅 平均開支 33萬 

人情年年升 四成新人婚後置業需靠父母 

 

 

【香港 — 2017年 12月 4日】 香港 No.1結婚資訊媒體生活易(ESDlife) 舉辦之「新婚生活易大賞

2017」於今天舉行頒獎典禮，以表揚一眾獲得香港新人肯定和認同的婚禮服務商戶。除此以外，亦

即場公佈「2017年結婚消費調查」之結果。生活易於本年訪問了 1,401位於 2017至 2019年間結婚

之新人，以了解一眾準新人的總開支及消費模式。 

 

結婚總消費轉降為升 新人平均開支 33萬升幅達 10%   

生活易「2017年結婚消費調查」顯示新人的結婚平均開支較去年大幅回升 10% 至港幣$331,249，

創下有調查以來新高。此數字反映新人對結婚消費信心回穩，開支反彈，是五年來首次錄得雙位數

升幅。查看近五年的新人結婚平均開支，除了去年受經濟影響輕微下降外，每年均呈現升幅。(見

附表一) 

 

結婚消費市場總值估計 166億 婚宴酒席開支勁升 11% 

政府統計資料顯示，去年合共有 50,008對新人註冊結婚。以此推算，2017年香港整個結婚消費市

場總值估計達港幣 166億元。所有結婚項目的開支今年均有顯著升幅，在籌備婚禮的開支中，最高

消費的項目仍然是「婚宴酒席」，每對新人平均花港幣$169,636，更錄得雙位數升幅達 11%，市場

總值估計達港幣 85億元；其次為「戒指及首飾」，平均消費為港幣$58,288，勁升 18%，市場總值

估計達港幣 29億元。此外，第三大消費屬「蜜月旅行」，平均消費為港幣$36,422，市場總值估計

達港幣 18億元；而第四大消費為「婚紗攝影」，每對新人平均花費為港幣$22,828，市場總值估計

達港幣 12億元，四大開支合共佔新人消費之 87%。(見附表二及三)  

 

求婚必要三寶：戒指、花束、男友下跪！ 

調查中，大部份受訪者認為求婚是必需的，但只有不足 8成 (76%) 受訪者表示有求婚或被求婚的

經歷。而且不論男性或女性均認為求婚時必需的頭三位分別是「求婚戒指」(97%)、「花束」(69%)、

及「男友下跪」(65%)，以顯示真心及誠意。另外，認為求婚戒指是必需的受訪者當中，有 6成人

認為求婚戒指是必需鑲有鑽石(59%)。調查顯示新人平均花港幣 34,225於求婚戒指上，至於結婚戒

指及結婚首飾的支出分別為港幣$14,014及港幣$1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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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仍然重視擺酒  2017年全港共擺 92萬圍 

根據調查，超過 9成新人表示會舉行婚宴(93%)，選擇於午間及晚間擺酒的新人分別有 13%及 75%，

而有 5%的新人更會於午間及晚間皆舉行婚宴，值得留意的是，選擇只在午間設宴的新人比例持續

上升，由五年前的 8%上升至今年的 13%。調查亦顯示，選擇於酒店舉行婚宴有上升趨勢，由去年

的 31%上升至今年的 35%，選擇於酒樓舉行婚宴的則由 51%下跌至 47%。(見附表四) 新人擺酒的

平均圍數為 20圍，與往年相約。如以去年 50,008對新人註冊結婚來推算，全港新人於 2017年擺

酒的圍數估算達 919,648圍。 

 

禮金由 $38,888升至 $39,999  

根據調查，禮金中位數由 2015年的港幣$38,888元升至今年的港幣$39,999元。由此可見新人及外

父外母定禮金的金額都比較著重意頭，銀碼只由港幣$38,888的「生」、「發」之意，輕微上調至港

幣$39,999，取其「長長久久」的好意頭。 

 

酒樓婚宴人情年年升  「入場價」升至$800  

隨著新人結婚預算及總消費回升，是次全港結婚消費調查亦反映飲宴人情價亦有所提升。除了酒店

的人情中位數維持不變外 (高級酒店港幣$1,200及一般酒店港幣$1,000)，一般酒樓入場價已連續兩

年上升至今年的港幣$800，與高級酒樓看齊，反映現今香港各酒樓的婚宴服務俱達致高水平。而中

西式午宴人情指標已由去年的港幣$500上漲至港幣$600，升幅達 2成。此外，近年有趨勢新人以

雞尾酒會(Cocktail Party)形式舉行婚宴，今年調查亦新增了此項目，結果顯示雞尾酒會人情中位數

為港幣$500。(見附表五) 

 

三份一港人婚後仍需與家人同住  十年增逾倍 

樓價持續高企，過去十年婚後仍需與家人同住的新人，由 2007年的 15%急增超過一倍至 2017年

的 32%，反映三份一港人即使在婚後仍未能享受二人世界。至於只與伴侶同住的新人，當中 52%

表示他們婚後的居所是購買的，租住的則佔 48%。調查亦顯示，不少新人難以靠自己能力置業，

近 4成新人置業的首期仍需靠父母分擔 (36%)，而父母平均為新人支付 61%的首期。這反映現時

樓價已超越大部份新人能負擔的能力範圍。 

 

新人婚後築愛巢使費大 

除了結婚項目的開支外，調查今年亦有探討新人婚後居所的有關開支。調查顯示，只與伴侶同住的

新人當中，以私人樓宇為例，新人置業的樓價平均數為港幣 $515萬，租住的平均租金為港幣$11,553。

除此之外，新人亦會額外花錢打造婚後安樂窩，平均裝修開支及添置傢俬開支分別為港幣$185,632

及港幣$76,794。由此可見，新人婚後有關住屋的開支負擔實在不輕。以去年 50,008對新人註冊結

婚來推算，2017年香港新人裝修市場估值及傢俬市場估值分別達港幣 66億元及港幣 3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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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易行政總裁馬宗傑先生於《新婚生活易大賞 2017》頒獎典禮上分析 2017年香港婚嫁市場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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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準奶奶薛家燕與兒子石耀庭 (右一、二)、生活易行政總裁馬宗傑先生 (中)、新婚藝人岑麗香(左

二) 以及 2011香港小姐國際親善小姐梁麗翹 (左一) 一同為「新婚生活易大賞 2017」頒獎典禮

揭幕，並祝酒恭賀各得獎商戶。 

 

 

3. 薛家燕榮升奶奶，與兒子石耀庭及其未婚妻 Zoe出席頒獎典禮，薛家燕更向在場嘉賓分享娶新

抱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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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年「新婚生活易大賞 2017」頒獎典禮邀請了新婚藝人岑麗香為嘉賓。 

 

 

5. 2011香港小姐國際親善小姐梁麗翹出席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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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今年家匠 TMF呈獻「全城至愛新人大賞 2017」由家匠 TMF總經理Mr. Jeff Fong頒獎給得主

Danny及 Emily。 

 

7. 今年增設的「家匠 TMF200%絕配新人」大獎得獎新人 Gun及 Kimmy出席頒獎典禮，獲得由家

匠 TMF總經理Mr. Jeff Fong送出的 8萬元訂造傢俬禮券。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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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一：結婚平均開支近 5年趨勢 

 

年份 結婚平均開支 (港幣) 
變幅 

2017 $331,249 +10% 

2016 $302,226 -4% 

2015 $313,933 +1% 

2014 $311,887 +3% 

2013 $302,591 +7% 

 

 

 

 

表二：2017及 2016年各類結婚項目開支比較 

 

項目開支 

2016年 2017年 

變幅 平均數 

(港幣) 

平均數 

(港幣) 

婚宴酒席 $153,465 $169,636 +11% 

結婚首飾及戒指 $49,568 $58,288 +18% 

蜜月旅行  $35,481 $36,422 +3% 

婚紗攝影 $21,735 $22,828 +5% 

婚禮 / 婚宴攝影攝錄 $13,061 $14,254 +9% 

婚紗禮服 $10,418 $10,669 +2% 

化妝及髮型 $7,607 $8,037 +6% 

其他 $10,892 $11,115 +2% 

總計 $302,226 $331,24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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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017年各類結婚項目市場總開支估計 

 

項目開支 市場總開支估計 (港幣) 百份比 

婚宴酒席 85億 51% 

結婚首飾及戒指 29億 18% 

蜜月旅行  18億 11% 

婚紗攝影 12億 7% 

婚禮 / 婚宴攝影攝錄 7億 4% 

婚紗禮服 5億 3% 

化妝及髮型 4億 2% 

其他 6億 4% 

總計 166億 100% 

   * 2017年各結婚項目總開支乃根據各婚禮開支平均數及 2016年 50,008宗結婚宗數作估計 

 

 

表四：舉行婚宴酒席場地的趨勢 

 

 2016 2017 

酒店 31% 35% 

酒樓 51% 47% 

其他 18% 18% 

 

 

表五： 港人人情價格指標 (中位數)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高級酒店 $1,000 $1,000 $1,200 $1,200 $1,200 

一般酒店 $800 $800 $1,000 $1,000 $1,000 

高級酒樓 $800 $800 $800 $800 $800 

一般酒樓 $500 $600 $600 $700 $800 

西式 (午宴)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500 $600 

中式 (午宴)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500 $600 

Cocktail Party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500 

 



 

9 

 

 

 

 

有關生活易 (ESDlife) 

生活易是長江和記實業與惠普電腦的合資公司，其享譽國際的網站ESDlife生活易（www.esdlife.com）

是香港最受歡迎及穩健可靠的電子生活資訊媒體之一。生活易透過網上平台提供廣泛的生活資訊，

旗下的新婚生活易更是香港 No. 1的結婚資訊媒體，其他內容包括家庭、健康及驗身專門店等不同

範疇。為了提供更全面的網上服務，我們為顧客提供安全可靠的網上付款系統及多元化的身體檢查

服務，此外，我們更為企業客戶提供綜合性的市場推廣和資訊科技解決方案。 

 

 

 

傳媒查詢，請與下列人士聯絡： 

生活易 ESDlife  

張翠宜 (Colette Cheung) 何思穎 (Queenie Ho) 

電話：(852) 2128 9866 / (852) 9580 6010 電話：(852) 2128 9891 / (852) 9251 6577 

電郵：colettecheung@esdlife.com 電郵：queenieho@esdlif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