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PES．商區福音使團．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聯合職場調查 2016
香港近年無論在社會環境抑或在經濟發展上，都經歷了很大幅度的轉變，對於新一代在
職人士來說，上一代的經驗和自己所受的訓練以已經難以協助他們應付眼前和未來的挑
戰。另一方面，隨著香港社會在經濟上的進步，新一代有較大的空間去反省社會的價值
和自己在人生上的取捨。
這個調查的目的，是從新世代的角度，了解他們對自己的職場處境的看法，並且嘗試透
過他們的工作價值觀念和需要，描繪出香港新世代的一族在後回歸期的香港如何面對他
們的職場。
調查目標：了解香港年輕一代的在職者的工作生態（職場處境）和心態（信念價值）
調查對象：年齡介乎 25 至 44 歳任何在職人士(任何職業、背景或信仰)
調查方法：聚焦小組與大型問卷並行
HKPES、商區福音使團聯同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下稱「本中
心」）現正進行一項了解新世代對自己的職場處境的看法。此問卷調查所得的個人資料
絕對保密，只作相關研究的統計及分析之用。如對本研究有任何查詢，可與本中心聯絡，
郵寄（香港北角寶馬山慧翠道 10 號）
、傳真（3020-7461）
、或電郵（exe_bepp@hksyu.edu）
如閣下同意填寫本問卷，請前往下一頁。

背境資料
性別 *
男/ 女
婚姻狀況 *
未婚/ 已婚/ 離婚/ 喪偶
子女數目 *
0/ 1/ 2/ 3 或以上
居住狀況 *
與父母同住/ 與家人同住/ 與友人同住/ 獨自居住
住宅背景 *
自置物業/ 租住物業/ 其他：
教育程度 *
初中或以下/ 高中(DSE,HKCEE, HKAL 或同等學歷)/ 副學士,高級文憑或同等學歷/
學士或同等學歷/ 碩士或以上
專業 / 職業訓練或資格 *
醫療服務/ 法律服務/ 金融會計服務/ 地產服務/ 物業管理/ 建築_工程/
教育/ 旅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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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年資 （以全職工作計算） *
從未做過全職工作/ 1 - 3 年/ 4 - 5 年/ 6 - 10 年/ 11 - 15 年/ 15 年以上
宗教信仰 *
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蘭教/ 佛教/ 道教/ 沒有宗教信仰/ 其他：
年齡 *
25-29/ 30-34/ 35-39/ 40-44
居住於 *
中西區/ 灣仔/ 東區/ 南區/ 油尖旺/ 深水埗/ 九龍城/ 黃大仙/ 觀塘/
葵青/ 荃灣/ 屯門/ 元朗/ 北區/ 大埔/ 沙田/ 西貢/ 離島/ 其他：

第一部份：新世代面對的職場生態
工作行業 *
金融_銀行_會計服務/ 建築_工程/ 資訊科技_通訊/ 貿易_物流/
零售/ 市場推銷/ 傳媒/ 醫療服務/ 法律服務/ 地產服務/
酒店_旅遊服務/ 物業管理/ 教育/ 製造/ 餐飲/ 宗教服務/ 其他：
工作地點 *
中西區/ 灣仔/ 東區/ 南區/ 油尖旺/ 深水埗/ 九龍城/ 黃大仙/ 觀塘/
葵青/ 荃灣/ 屯門/ 元朗/ 北區/ 大埔/ 沙田/ 西貢/ 離島/ 其他：
一般上班下班時間 *
平均每周工作時數
40 小時以下/ 40 - 49 小時/ 50 - 59 小時/ 60 - 69 小時/ 70 小時或以上
在平均每周工作時數中，有多少是超時工作時數 *
少於 3 小時/ 3–5 小時/ 5–10 小時/ 11–15 小時/ 16–20 小時
以下哪個詞語最貼近你對超時工作的感受 *
情理之內/ 自願接受/ 無可奈何/ 極之憤怒
每天往返（來回）工作地點與住所一般需時 *
少於 1 小時/ 1–2 小時/ 2–3 小時/ 3–4 小時/ 4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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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前景
我並不打算做現時工作超過 5 年，原因是： *
公司無前景/ 行業無前景/ 上司管理不善/ 同事相處困難/ 工作環境太差/
工作太辛苦/ 薪金太低/ 不喜歡這份工作/ 不適用，我打算繼續做現時工作/
其他：
我打算長期做現時工作，原因是： *
行業有前景/ 行業有前景/ 上司管理妥當/ 同事相處融洽/ 工作環境良好/
工作不難應付/ 薪金理想/ 喜歡這份工作/ 不適用，我打算離開現時工作/ 其他
我在此機構工作了 *
不到半年/ 1-2 年/ 3-4 年/ 5-10 年/ 10 年以上
在現時的工作之前，我平均留在同一份工作的時間為： *
不到半年/ 1-2 年/ 3-4 年/ 5-10 年/ 10 年以上
我留在現職的原因是：（最多可以選擇 3 個答案） *
沒有其他選擇/ 公司有前景/ 行業有前景/ 上司管理妥當/ 同事相處融洽/
工作環境良好/ 工作不難應付/ 薪金理想/ 喜歡這份工作/ 其他：
工作報酬
平均而言，我現時每月的薪金是 *
少於 $10,000/ $10,001-$20,000/ $20,001-$30,000/ $30,001-$40,000/
$40,001-$50,000/ $50,001 或以上
我認為我的薪金是 *
低於市場/ 等於市場/ 高於市場
對於我現時的薪金，以下哪項最能描繪我的看法是 *
不足以應付（真正獨立）生活所需/ 只能勉強應付生活/
雖不算豐裕，但我滿足/ 很滿意
賺到金錢之後，除了生活必需的開支外，我最喜歡花金錢在 *
儲蓄，留待有重要的事情使用/ 吃喝玩樂（例如購買消費品和出外旅行）/
投資/ 其他：
除生活必需的開支外，平均每月花錢 *
$0 - $1000/ $1,001-$2,000/ $2,001-$5,000/ $5,001-$10,000/ $10,000 以上
我每天的平均睡覺時間 *
小於 4 小時/ 4-5 小時/ 6-7 小時/ 8 小時或以上
對於我的工作 / 行業環境，我覺得以下哪項最能描繪我的看法 *
未來會有所改善/ 平平穩穩/ 沒有將來/ 不知道
第二部份：內在的職場心態
以下哪項最能描繪我的個人工作觀（最多可以選擇 3 個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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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工作，服務社會/ 努力工作，縱情享受/ 成功就是一切/
做一天算一天/ 工作只是生命的一小部份，不要太賣命/
上司和同事都是「衰人」/ 工作時最緊要開心/ 其他：
以下哪項最能描繪我的個人的核心價值（最多可以選擇 3 個答案） *
我相信有賞善罰惡的主宰/ 愛心和公義比金錢重要/ 一命二運三風水/
忠心冇意義，揾錢最重要/ 隨遇而安/ 人生是沒有意義的/ 其他：
生涯規劃 *
我覺得並不重要 / 只是自欺欺人，因此從沒有做過/ 我做過，但根本沒有用/
我覺得十分重要，但我從沒有做過/ 我做過，發覺十分有用/
我不知甚麼是生涯規劃/ 其他：
對於香港現時的社會價值觀，以下哪項最能描繪我的觀察 *
金錢掛帥/ 物質主義/ 多元/ 成功是一切/ 講一套做一套/ 公平法治/ 其他：
作為打工一族，以下哪項最能描繪我對香港將來的遠景（最多選擇 3 個答案） *
失去自己獨特的市場價值/ 保持自己獨特的市場價值/ 生活質素得以提升/
生活質素下降/ 工作及就業情況愈來愈差/ 工作及就業情況愈來愈好/
經濟發展穩定/ 經濟發展慢慢恢復/ 其他：
我的表面上十分投入工作 *
不投入/ 極投入(5 個選擇)
我的內心十分投入工作 *
不投入/ 極投入(5 個選擇)
我表面與上司 / 同事的關係 *
不好/ 極好(5 個選擇)
我真心覺得與上司 / 同事的關係（內心） *
不好/ 極好(5 個選擇)
我覺得公司「講得漂亮、做得奸惡」 *
不同意/ 極同意(5 個選擇)
若有更好工作條件，我會立刻轉工 *
不會/ 必定會(5 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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