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好！我係嶺南大學打來的。現正進行一項關於快樂的意見調查。 
 
請問府上的電話號碼是否 XXXXXXXX (電話)？ 
 
請問府上有沒有 21 歲或以上的 非學生 的香港永久居民呢？ 
 
        有，請你叫即將生日那位來聽電話 
            然後輸入合格者人數「1」以及被訪者性別 
        沒有，說謝謝，中止訪問，按 ESC 
 
 
1.  請問你對你的經濟狀況是否滿意？ 0分代表十分不滿意，10分代表十分滿
意。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2.  請問金錢對你的快樂有多重要？ 0分代表十分不重要，10分代表十分重要。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3.  請問穩定的收入對你的快樂有多重要？ 0分代表十分不重要，10分代表十
分重要。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4.  目前特區政府是以公帑大量津貼醫療服務，市民因而可以只付出低廉的代
價， 
    而得到質素不錯的醫療服務。請問你對這種情況有多滿意？ 
     0分代表十分不滿意，10分代表十分滿意。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5.  請問優質的醫療服務，對你的快樂有多重要？ 
     0分代表十分不重要，10分代表十分重要。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6.  你認為毋須應付巨大的醫療支出，對你的快樂有多重要? 
     0分代表十分不重要，10分代表十分重要。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7.  請問香港所提供的「現代社會自由」〔包括法律保障下的思想自由、出版自
由、 
    宗教自由、買賣自由、結社集會自由等〕對你的快樂增加了還是減少了？ 
     0分代表減少了很多，10分代表增加了很多，5分代表沒有增加、沒有減
少。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8.  你認為「現代社會自由」對你的快樂有多重要？ 
     0分代表十分不重要，10分代表十分重要。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9.  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沒有全面普選。這對你的快樂增加了還是減少了？ 
     0分代表減少了很多，10分代表增加了很多，5分代表沒有增加、沒有減
少。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10. 你認為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對你的快樂有多重要？ 
     0分代表十分不重要，10分代表十分重要。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11. 你認為普選產生全部立法會議員對你的快樂有多重要？ 
     0分代表十分不重要，10分代表十分重要。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12. 請問你的婚姻狀況是未婚、已婚、同居、離婚還是分居？ 
    (1) 未婚 
    (2) 已婚，配偶仍健在 [不用追問] 
    (3) 已婚，配偶已過身 [不用追問] 
    (4) 同居 
    (5) 離婚 
    (6) 分居 
    (7) 其他 _____ 
    (8) 拒絕回答 
 
 
13. 你現時的婚姻狀況對你的快樂增加了還是減少了？ 
     0分代表減少了很多，10分代表增加了很多，5分代表沒有增加、沒有減
少。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14. 你認為 婚姻 [指正式婚姻，不包括同居] 對你的快樂有多重要？ 



     0分代表十分不重要，10分代表十分重要。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15. 你有無子女？ 
    (1) 有     (2) 沒有     (8) 拒絕回答 
 
 
16. 你因此增加了快樂還是減少了？ 
     0分代表減少了很多，10分代表增加了很多，5分代表沒有增加、沒有減
少。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17. 你認為 生兒育女 對你的快樂有多重要？ 
     0分代表十分不重要，10分代表十分重要。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18. 你有沒有要好的朋友？ 
    (1) 有     (2) 沒有     (8) 拒絕回答 
 
 
19. 你因此增加了快樂還是減少了？ 
     0分代表減少了很多，10分代表增加了很多，5分代表沒有增加、沒有減
少。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20. 你認為 要好的朋友 對你的快樂有多重要？ 



     0分代表十分不重要，10分代表十分重要。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21. 你是否同意：你與家人的相處融洽？ 0分代表十分不同意，10分代表十分
同意。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22. 你因此增加了快樂還是減少了？ 
     0分代表減少了很多，10分代表增加了很多，5分代表沒有增加、沒有減
少。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23. 你認為與家人融洽相處，對你的快樂有多重要？ 
     0分代表十分不重要，10分代表十分重要。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24. 你認為你在小學、中學或大學接受的正規教育，對你的快樂是增加了還是減
少了？ 
     0分代表減少了很多，10分代表增加了很多，5分代表沒有增加、沒有減
少。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6) 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25. 你認為你在小學、中學或大學接受的正規教育，對你的快樂有多重要？ 
    [如在上題答案是"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則問： 
    你認為你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對你的快樂有多重要？] 
     0分代表十分不重要，10分代表十分重要。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6) 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26. 你有沒有經常上教堂、禱告、靜坐或進行任何的靈修活動？ 
    (1) 有 
    (2) 沒有 
    (8) 拒絕回答 
 
 
27. 整體來說，你有幾快樂呢？ 0分代表十分不快樂，10分代表十分快樂。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28. 相對過去 10年來說，你現在的快樂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 
     0分代表減少了很多，10分代表增加了很多，5分代表沒有增加、沒有減
少。 
    (00) 0分   (01) 1分   (02) 2分   (03) 3分   (04) 4分   (05) 5分 
    (06) 6分   (07) 7分   (08) 8分   (09) 9分   (10) 10分 
    (97) 沒有意見   (98) 拒絕回答 
 
 
29. 請問你現時的個人平均收入每月多少？ 
    (00) 無收入           (01) $3,000以下       (02) $3,000-3,999 
    (03) $4,000-4,999     (04) $5,000-5,999     (05) $6,000-6,999 
    (06) $7,000-7,999     (07) $8,000-8,999     (08) $9,000-9,999 
    (09) $10,000-14,999   (10) $15,000-19,999   (11) $20,000-24,999 
    (12) $25,000-29,999   (13) $30,000-34,999   (14) $35,000-39,999 
    (15) $40,000-49,999   (16) $50,000-74,999   (17) $75,000-99,999 
    (18) $100,000或以上 



    (97) 很難說 
    (98) 不願回答 
 
 
30. 請問你現時的家庭平均收入每月多少？ 
    (00) 無收入           (01) $3,000以下       (02) $3,000-3,999 
    (03) $4,000-4,999     (04) $5,000-5,999     (05) $6,000-6,999 
    (06) $7,000-7,999     (07) $8,000-8,999     (08) $9,000-9,999 
    (09) $10,000-14,999   (10) $15,000-19,999   (11) $20,000-24,999 
    (12) $25,000-29,999   (13) $30,000-34,999   (14) $35,000-39,999 
    (15) $40,000-49,999   (16) $50,000-74,999   (17) $75,000-99,999 
    (18) $100,000或以上 
    (97) 不知道 / 很難說 
    (98) 不願回答 
 
 
31. 請問你的年齡大約是 [以上一次生日計算] 
    (01) 21-24 歲      (02) 25-29 歲       (03) 30-34 歲 
    (04) 35-39 歲      (05) 40-44 歲       (06) 45-49 歲 
    (07) 50-54 歲      (08) 55-59 歲       (09) 60-64 歲 
    (10) 65歲或以上 
    (98) 不願回答 
 
 
32. 請問你的教育程度是 
    (01) 未接受正規教育      (02) 小學 
    (03) 中一至中三 (初中)   (04) 中四至中五 (高中) 
    (05) 預科                (06) 大專 (文憑) 
    (07) 大學或以上          (08)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 
    (98) 不願回答 
 
 
33. 你的職位是 
    (01) 經理及行政人員                  (02) 專業人員 
    (03) 輔助專業人員                    (04) 文員 
    (05)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06) 工藝和有關人員 
    (07) 機台和機械操作員和裝配員        (08) 非技術工人 
    (09) 漁農業熟練工人及不能分類的職位 



    (10) 家庭主婦   [跳至第 35題] 
    (11) 失業、待業 [跳至第 35題] 
    (12) 退休       [跳至第 35題] 
    (98) 不願回答   [跳至第 35題] 
 
 
34. 你的行業是 
    (1) 商業服務          (2) 政府及公共機構 [教育及醫療除外] 
    (3) 教育              (4) 醫療 
    (5) 製造業            (6) 建造業 
    (8) 不願回答 
 
 
35. 你的宗教信仰是 
    (1) 天主教或基督教    (2) 佛教 
    (3) 伊斯蘭教          (4) 道教 
    (5) 印度教            (6) 其他宗教 ______ 
    (7) 無宗教 
    (8) 不願回答 
 
 
36. 你的健康狀況是 
    (1) 較差    (2) 普通    (3) 良好    (8) 不願回答 
 
-- 訪問已經完結，多謝你接受訪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