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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POP) was established in June 1991 at the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under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t was transferred to the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May 2000, and then back to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in January 2002.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一九九一年六月成立，初時隸屬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二零零零年五月轉往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二零零二年一月再轉回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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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自我介紹

喂，先生 / 小姐 / 太太你好，我姓 X，我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既訪問員黎既，我地進行緊
一項有關香港市民對強積金同退休計劃既意見調查，想訪問下你既意見，我地只會阻你十分
鐘左右，請問你願唔願意接受我地訪問呢？
願意
 繼續介紹
唔願意  終止訪問，多謝，拜拜
請你放心，你既電話號碼係經由我地既電腦隨機抽樣抽中既，而你提供既資料係會絕對保密
既，並只會用作綜合分析。如果你對今次既調查有任何疑問，你可以打 xxxx-xxxx 同我地既
督導員黃先生或陳小姐聯絡。如果你想知多 D 關於參與研究既權利，你可以喺辦公時間致電
xxxx-xxxx 向香港大學 (全名為香港大學非臨床研究操守委員會)查詢。為左保障數據既真確
性，我地既訪問可能會被錄音，但只會用作內部參考，並會係六個月內銷毀。請問可唔可以
開始訪問呢？
[S1] 請問你既電話號碼係唔係 xxxx xxxx？
係
唔係  終止訪問，多謝，拜拜

第二部分

選出被訪者

[S2] 呢份問卷既訪問對象係 25-50 歲在職而又參加緊強積金供款計劃既香港居民，請問你屋
企宜家有幾多位屬於呢個組別既呢?【如果戶中冇合資格既被訪者，訪問告終；多謝合作，收
線】
有一位  開始訪問 [如合資格家庭成員不是接聽電話者，請邀請合資格家庭成員聽電話並
重覆自我介紹]
有多過一位，____位 【入實數】  S3
冇  訪問告終，多謝合作，拜拜
被訪者拒絕回答  訪問告終，多謝合作，拜拜
[S3]

因為多過一位，我地希望所有合資格既家庭成員都有同等機會接受訪問，所以想請即

將生日果位黎聽電話。（訪問員可舉例說明：『即係有冇 11 月或未來三個月內生日既人係
度？』）【開始訪問前，訪問員必須讀出:為左保障數據既真確性，訪問可能會被錄音，但只
會用作內部參考。】請問可唔可以呢?
可以 - 接聽電話的人士是被訪者 開始訪問
可以 - 其他家人是被訪者【訪問員請重覆自我介紹】 開始訪問
被選中的家庭成員不在家／沒空【訪問員請另約時間再致電】
唔可以 - 家人拒絕回答  訪問告終，多謝合作，拜拜
唔可以 - 被訪者拒絕回答  訪問告終，多謝合作，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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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問卷主體部分

1. 對強積金的意見
[Q1] 喺過去 12 個月內，你平均隔幾耐會花時間評估 / 檢討你嘅強積金投資?
每月一次或以上 (skip to Q3)
三個月一次 (skip to Q3)
六個月一次 (skip to Q3)
一年一次 (skip to Q3)
從來冇 (ask Q2)
唔知 / 難講 (ask Q2)
拒答 (ask Q2)

[Q2] [撇除 Q1 答 有花時間去評估 / 檢討強積金投資者] 咁你點解冇去評估 / 檢討你嘅強積金
投資呢? [不讀答案，可選多項 ]
冇時間
太複雜 / 怕麻煩
缺乏相關知識
強積金戶口嘅投資金額唔多
對強積金回報無期望
無興趣理 / 覺得強積金好遙遠
滿意現有計劃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
沒有原因
唔知 / 難講
拒答

[Q3] 你記唔記得你名下所有既強積金戶口 (計埋僱主代供部份)，現時加埋有大概幾多錢?
HK$50,000 以下
HK$50,000-99,999
HK$100,000-299,999
HK$300,000-499,999
HK$500,000 或以上
唔記得 / 唔知 / 難講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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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你對於自己既強積金計劃既投資或整體表現有何評價？請你以 0 至 10 分評價，0 分代表
非常差，5 分為一半半，10 分代表非常好，你會俾幾多分？
_______ [入實數]
唔知 / 難講
拒答

[Q5] 你期望你既強積金計劃，每年回報率大約要有幾多個百分比? [需要時讀出答案]
1-3%
4-6%
7-9%
10% 或以上
唔知 / 難講 / 無期望
拒答

[Q6] 你贊成政府推出「核心基金」嗎？[訪員追問程度]
(訪問員參考：「核心基金」係為無作投資選擇既強積金成員而設既劃一預設基金，其他成員
如認為「核心基金」既投資策略及收費水平符合佢地既投資目標，亦可投資於此基金。)
好贊成
幾贊成
一半半
幾反對
好反對
不認識「核心基金」
無意見 / 唔知 / 難講
拒答

2. 對退休計劃的意見
[Q7] 請問你估計退休後生活年期有幾長？
1-10 年
11-20 年
21-30 年
31-40 年
41-50 年
50 年或以上
唔知 / 難講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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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你認為自己退休後既每月開支大約需要幾多錢？
HK$3,000 或以下
HK$3,001-4,999
HK$5,000-9,999
HK$10,000-14,999
HK$15,000-19,999
HK$20,000-29,999
HK$30,000 或以上
唔知 / 難講
拒答

[Q9] 你認為退休後最大既開支係邊方面？ [不讀答案，可選多項 ]
醫療
享受人生 （如：旅遊）
支持子女生活
房屋
日常生活開支（如：衣服、食物、交通費）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
沒有
唔知 / 難講
拒答

[Q10] 請問你對強積金計劃可以保障你嘅退休生活有幾大信心？請你以 0 至 10 分評價，0 分
代表完全無信心，5 分為一半半，10 分代表非常有信心，你會俾幾多分？
_______ [入實數]
唔知 / 難講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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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請問你預計退休後既生活使費主要靠自己、屋企人、定係政府 (即生果金或可能有的其
他全民退保計劃)？ [不讀答案，可選多項]
自己
屋企人
政府
三者同樣重要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
唔知 / 難講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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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個人資料部分

為咗方便分析唔同背景人士嘅睇法，想問你一啲簡單嘅個人資料，你嘅資料只會用作呢次調
查分析之用，而且係會絕對保密嘅，請放心。
[DM1]

性別（由訪問員直接填寫）

男
女

[DM2a] 受訪者年齡：
______ 歲 （準確數字）
拒答

[DM2b] 年齡(範圍)【只問不肯透露準確年齡被訪者】[訪問員可讀出範圍]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50 歲
拒答

[DM3]

教育程度

小學畢業或以下
中一至中三(初中)
中四至中五(高中)
中六(中學文憑或預科)
中七(預科畢業)
專上非學位
專上學位(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或以上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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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經理及行政人員
專業人員
輔助專業人員
文員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漁農業熟練工人
手工藝及有關人員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非技術工人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
拒答

[DM5]

每月個人收入

HK$5,000 以下
HK$5,000-7,099
HK$7,100-9,999
HK$10,000-14,999
HK$15,000-19,999
HK$20,000-29,999
HK$30,000-39,999
HK$40,000-49,999
HK$50,000 或以上
不穩定
拒答

多謝你接受訪問。如果你對呢個訪問有任何疑問，可以打熱線電話 xxxx-xxxx 同我地既督
導員聯絡，或者喺辦公時間致電 xxxx-xxxx 向香港大學操守委員會查詢今次訪問既真確性
同埋核對我既身份。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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