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好！我係嶺南大學打來的，現在正進行一項調查。 

 

請問府上的電話號碼是否 XXXX XXXX(電話)？ 

 

請問府上 有沒有 21 歲 或以上 的 香港居民呢？ 

        有，請你叫 最快將會生日 那位 來聽電話 

        沒有，說謝謝，中止訪問，按 ESC 

 

 

以下我會講出一些句子，請你講出你的 認同程度， 

0 分代表 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 非常認同。 

 

 

 

1.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整體來說，我對生活上的一切都很滿意。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2.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整體來說，我對香港政府的施政很滿意。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3.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整體來說，我對香港的媒體很滿意。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4.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整體來說，我對香港的生活環境很滿意。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5.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整體來說，我對香港的公營醫療服務很滿意。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6.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整體來說，我對香港的私營醫療服務很滿意。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7.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我希望政府每年都會派錢给市民。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8.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與其派錢，我寧願 政府 把那些 派嘅錢，用來改善香港的公營醫療。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9.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我支持政府動用 500億元，啟動自願私營醫保計劃。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10.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我爭取機會學習，盡量發揮所長。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11.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我有 清晰的 人生目標。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12.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只要 盡力做到最好，不論結果如何，亦屬成功。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13.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我在 工作、休息、陪伴家人 等方面，可以保持平衡。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14.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我 會關心別人，包括我的家人。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LIFE: L 



 

 

15.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世界上有人十分關心我。 

    _______ 分 [00 – 10] 

    (96) 不適用 [沒有家人]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LIFE: L 

 

 

16.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我過去一年內曾主動做過不少沒有報酬的 志願工作。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17.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當我遇上挫折時, 都能 堅持 下去。 

    _______ 分 [00 – 10] 

    (96) 不適用 [我沒有遇上過挫折]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18. 請問你 能堅持下去 的力量，是來自哪一方面， 

    是 別人的鼓勵和支持、宗教信仰，還是 其他方面的信念？ 

    [Q.19 和 Q.20 兩題均達 六分以上 的追問。] 

    [最多可選 3 個答案] 

    (1) 別人的鼓勵和支持 

    (2) 宗教信仰          [跳至第 23 題] 

    (3) 其他方面的信念    [跳至第 23 題] 

    (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跳至第 23 題] 

    (8) 不願回答          [跳至第 23 題] 

 

 

19. 請問是 誰 給你支持呢？ 

    [不用讀出答案]  [最多可選 5 個答案] 

    (01) 家人    (02) 朋友    (03) 親戚    (04) 同學    (05) 師長 

    (06) 同事    (07) 老闆    (08) 教友    (09) 其他 _____________ 

    (97) 不知道 / 忘記了      (98) 不願回答 

 

 

20. 一生中 你最 感激的 是誰？ 

    [不用讀出答案] 

    (01) 父親    (02) 母親    (03) 兄弟姊妹    (04) 朋友    (05) 同學 

    (05) 師長    (06) 同事    (07) 老闆        (08) 教友 

    (09) 其他 _____________   (10) 伴侶        (11) 子女    (12) 自己 



    (13) 神 

    (97) 不知道 / 忘記了      (98) 不願回答 

 

 

21.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整體來說，你是一個快樂的人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22. 整體來說，你 有幾快樂 呢？ 

    0 分代表非常不快樂，10 分代表非常快樂。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23. [0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10 分代表非常認同] 

    整體來說，活在世上很有價值。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24. 你的 就業情況 是 

    (1) 有工作 

    (2) 失業                [跳至第 33 題] 

    (3) 專注家務 / 家庭主婦 [跳至第 33 題] 

    (4) 退休                [跳至第 33 題] 

    (5) 學生                [跳至第 33 題] 

    (8) 不願回答            [跳至第 33 題] 

 

 

25. 你 每周工作 平均 多少小時？ 

    __ __ __ 小時 [001 – 100] 

    (101) 100 小時以上 

    (997) 不知道 / 很難說         (998) 不願回答 

 

 

26. 你 感到的 工作壓力 有多大？ 

    0 分代表壓力非常小，10 分代表壓力非常大。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27.你的 財政壓力 有多大呢？ 

    0 分代表壓力非常小，10 分代表壓力非常大。 



    _____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28. 過去一年，你的 財政狀況 是改善了、轉差了，還是沒有改變？ 

    [要追問 改善/轉差 的程度] 

    (1) 大幅改善              (2) 稍為改善     (3) 沒有改變 

    (4) 稍為轉差              (5) 大幅轉差 

    (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8) 不願回答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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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不願回答 

 

 

30. 你 最喜愛的活動，包括工作，是甚麼？ 

    [不用讀出答案]  [最多可選 2 個答案] 

   (01) 我的工作                 (02) 賺錢、投資 

   (03) 吃東西、烹飪             (04) 義工、教會活動 

   (05) 運動、戶外活動（如旅遊、攝影、釣魚、行山、運動） 

   (06) 購物、行公司、上茶樓 

   (07) 游戲（電腦遊戲）、賭搏（如麻將、撲克、賭馬或其他賭搏等）、上網 

   (08) 文化藝術（音樂/電影/戲劇/戲曲/閱讀/平面藝術/雕刻/書法/園藝） 

   (09) 陪伴家人      (10) 閱讀        (11) 其他 ___________ 

   (96) 不適用（沒有感興趣的活動） 

   (97) 不知道 / 沒有意見       (98) 不願回答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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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不願回答 

 

 

33. 請問你 現時的 個人 平均收入 [包括綜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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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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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你的 婚姻狀態是 [不要讀出答案] 

    (1) 未婚       (2) 已婚 / 同居      (3) 離婚      (4) 喪偶 

    (8) 不願回答 

 

 

36. 你會 如何 形容 你的 宗教信仰，是 虔誠的教徒；有信仰，但沒有入教； 

    有入教，但未算虔誠；還是沒有任何信仰？ 

    (1) 我是虔誠的教徒 

    (2) 我有信仰，但沒有入教 

    (3) 我有入教，但未算虔誠 

    (4) 我沒有任何信仰 [訪問結束] 

    (7) 不知道         [訪問結束] 

    (8) 不願回答       [訪問結束] 

 

 

37. 你信仰的 是甚麼宗教？ 



    [不要讀出答案] 

    (01) 基督教     (02) 天主教     (03) 回教 / 伊斯蘭教 

    (04) 「拜神」[拜祖先、拜觀音、拜土地等民間宗教] 

    (05) 佛教       (06) 道教       (07) 其他 __________ 

    (97) 不知道/沒有     (98) 不願回答 

 

-- 訪問已經完結，多謝你接受訪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