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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研究生院最新研究: 超過八成港人傾向在新冠肺炎結束後仍能每週在家工作 1
至 2 天 
 
隨著新冠肺炎蔓延，大眾對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的關注度越來越高，而「應否在

家工作」也成為職場上的熱話。是次調查希望了解港人對在家工作的看法。在家工作能否

提高生產力？它是否能提升「工作生活平衡」？它會否影響人際關係及令人感到孤單？調

查發現，超過八成港人傾向在新冠肺炎結束後仍能每週在家工作 1 至 2 天。 
 
是次由嶺大研究生院王曉勤教授負責的研究項目，屬於嶺大副校長及研究生院院長莫家豪

教授領導的「Fighting COVID-19 @ Lingnan University 」計劃一部分。 
 
初步調查結果： 
 

1. 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希望在新冠肺炎結束後可以每週在家工作 1-2 天 
調查訪問了受訪者對新冠肺炎結束後在家工作的態度，結果顯示絕大多數（81.6
％）的受訪者希望在新冠肺炎結束後可以每週在家工作 1-2 天，僅有 364 位

（18.4%）受訪者表示不願意在疫情結束後繼續在家工作。按順序偏好為「每週兩

天」 （35.6%）、「每週一天」（29.7%） 及「每週三天以上」（16.3%）。請見圖

一： 
 

圖一. 新冠肺炎結束後在家工作的意向 

 
 
 

 
2. 對比辦公室工作，在家工作的好處 

與在辦公室工作相比， 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認同或十分認同以下在家工作

的好處 （按同意程度排序）。圖二顯示對所有十項描述的回應： 
(i) 擁有更多的休息時間（72.2％） 
(ii) 減輕工作壓力（63.8％） 
(iii) 改善「工作生活平衡」（60.7％） 
(iv) 擁有更好的生活質素（58.4％） 
(v) 擁有更多的時間工作（53.2％） 
(vi) 有更多時間做運動（50.8％） 
(vii) 與家人關係更好（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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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對比辦公室工作，在家工作的好處 （1,976 則回應） 

 
 

 

 

 

表一. 對比辦公室工作，在家工作的好處 

 
Question 4: 對您而言，與在辦公室工作相比，您認

為在家工作：   
As compared to working in an office, how would 

you rate working from home?  

非常不同意 
Strongly 
dis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中立 Neutral 

 
同意 Agree 

 
非常同意 

Strongly agree 

Items % Count % Count % Count % Count % Coun
t 

能有更多時間休息   
Get more time to rest 

3.49% 69 10.78% 213 13.51% 267 46.96% 928 25.25% 499 

能減少工作壓力   
Reduce work stress 

4.71% 93 15.44% 305 16.09% 318 44.79% 885 18.98% 375 

能改善「工作生活平衡」   
Improve work-life balance 

4.61% 91 12.50% 247 22.17% 438 40.23% 795 20.50% 405 

能有更好的生活質素   
Bring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3.59% 71 12.75% 252 25.25% 499 40.59% 802 17.81% 352 

能有更多時間工作  
Get more time to work 

3.49% 69 20.85% 412 22.42% 443 40.64% 803 12.60% 249 

能有更多時間做運動   
Get more time to exercise 

4.86% 96 18.37% 363 26.01% 514 37.15% 734 13.61% 269 

能與家人關係更好  
Maintain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family 

members 

3.44% 68 12.35% 244 34.97% 691 37.65% 744 11.59% 229 

能提高工作效率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5.57% 110 33.10% 654 32.49% 642 23.63% 467 5.21% 103 

能更有效投入工作   
Achieve better concentration 

5.26% 104 32.49% 642 34.72% 686 22.27% 440 5.26% 104 

能更有效與同事溝通  
Communicate more effectively with colleagues 

8.45% 167 39.07% 772 34.67% 685 15.28% 302 2.53% 50 

註： 訪問數 = 1,976； 描述以整體同意及非常同意數排序。 

 
同時，嶺大研究生院研究員張藹媛女士，以不同的研究方式，探討港人在網上如何討論在

家工作。以下是一些真實例子。 
 

真實例子一. 網上留言表達在家工作的好處 
(i) 較多休息時間 
「home office[在家工作 ]係幾爽，可以訓到 8 點 45 分，唔使換衫化妝。」 

（11/03/2020 親子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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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唔駛 peak hour[繁忙時間]迫車。」（10/02/2020 Timable） 
(ii) 減少工作壓力 
「訓到 8:45 起身，9:00 開始 check email[查看電子郵件]，原本 d concall [視像通話]、

web metting （meeting） [網上會議]都係咁 join [參加]，同事有事就電話同 
whatsapp, lunch[午飯]出去食下野，到 6:00 先 close[關]電腦，只不過 free[自
由]少少，可以聽下歌做野。」 （02/02/2020 親子王國） 

(iii) 提升工作生活平衡 
「你朋友係咁啫，我地 team[團隊]同事 home office [在家工作]大部份就 9 點開電腦

做野，當然晌屋企一定他條d，我中午都落左街食野同買餸，返屋企再繼續

做到 6 點先熄電腦。」（02/02/2020 親子王國） 
(iv) 改善生活質素 
「我 home office[在家工作]都會上網買下嘢，日用品嗰啲宜家全部都上網買，一係

過送曬過黎好方便。」 （26/02/2020 親子王國） 
(v) 較多工作時間 

「我哋唔使報到，但因為呢個疫情勁多 ad hoc[突發]野做，工作量起碼多咗

50%。唔使報到但全日足 12 小時一定見我係公司 IM online[在線]中。」 
（06/04/2020 親子王國） 

(vi) 較多運動時間 
「煮野食丶聽歌。多左時間運動丶跑步丶 yoga[瑜伽]丶舉鐡。睇書丶近排煲緊呢本

講病毒書，好好睇。」 （28/02/2020 親子王國） 
「同埋會做下運動。返而放工回家多數吾想做，因為回家即沖涼，運動之後再沖，

好麻煩。」 （15/04/2020 親子王國） 
(vii) 改善家庭關係 
「因為第二日唔洗返工，晚晚訓前都傾返好多以前既野，傾到好夜，有返巖巖拍拖

時既感覺。」  （25/02/2020 親子王國） 
「兩睇啦，有因為對家人多左而衝突多左，但衝突過後反而 close[親近]左。」 

（08/04/2020 親子王國） 
 

3.  在家工作的挑戰 
與在辦公室工作相比，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認同或十分認同以下在家工作的挑戰。圖

三顯示所有六項描述的回應： 
(i) 電腦、打印機等辦公硬件器材不足（66.4％） 
(ii) 工作期間容易被家庭瑣事分心（65.8％） 
(iii) 工作期間容易受家人、子女或同住者的打擾（63.9％） 
(iv) 與工作相關的 IT 系統等的辦公軟件配套不足（60.2％） 
(v) 不能及時與同事進行工作上的聯繫溝通（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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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在家工作的挑戰 

 
 

 

 

 

 

表二. 總結對在家工作挑戰之回應 

 

Q5. 對您而言，與在辦公室工作相比, 在家工作是否存在以

下挑戰?  
As compared to working in an office, do you find the 

following a challenge when working from home: 
 

存在 Yes 
 

不存在 No 
 

中立/說不清 
Neutral 

 
Total 

Types of Challenges % Count % Count % Count Count 

辦公硬件器材不足 （如電腦、打印機等）  
Lack of office hardware （e.g., computer, printer, etc.） 

66.40% 1312 24.44% 483 9.16% 181 1976 

工作期間容易被家庭瑣事分心  
Easily distracted by household chores during work 

65.79% 1300 22.37% 442 11.84% 234 1976 

工作期間容易受家人、子女或同住者的打擾  
Easily disturbed by family members, children or others 

who live together during work 
63.87% 1262 24.54% 485 11.59% 229 1976 

辦公軟件配套不足 （如與工作相關的 IT 系統等） 
 Lack of office software （including work-related IT 

system） 
60.17% 1189 30.11% 595 9.72% 192 1976 

不能及時與同事進行工作上的聯繫溝通  
Can't communicate timely with colleagues 

56.58% 1118 30.21% 597 13.21% 261 1976 

在家辦公空間不足   
Lack of working space at home 

45.34% 896 44.89% 887 9.77% 193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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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例子 二. 網上留言表達在家工作的挑戰 

 

(i) 工作硬件不足，例如：電腦及打印機  
「我工作成日要 printing[打印]/ 影印做核對，用 mon [屏幕] 對始終冇咁方便，home 

office printing cost[在家工作的打印費] 點 claim[申領]公司數.（A4 紙/墨
水），而且有 d 厚 report[報告]大量影印，大部份人屋企就算有 printer[打印

機 ], 好少會有 feeder[送紙器 ]，  逐張影咪好嘥時間。」（16/02/2020 
Timable） 

(ii) 容易被家務打擾 
「平時唔駛準備午餐，而家要。吸塵要睇時候，有人講緊電話時唔吸得。平時做嘢

會開大個收音機或者開電視機，而家唔得。抹地時，佢地又行來行去，收

拾好雜物又攞番哂出嚟。」 （11/02/2020 親子王國） 
(iii) 容易被家人、子女或同住者打擾 
「當你不停覆緊 email[電子郵件]時，又要勞氣催促個女上 e-learning[網上學習]，轉

頭老公又話肚餓要煮早餐，我只能講句 can’t agree more[不能認同更多].」 
（27/03/2020 100 毛） 

(iv) 工作軟件不足，包括工作相關之資訊科技系統 
「今個星期我自己都返咗 4 日，所謂在家工作有時都好難，對住份 Restricted file[權

限文件]又點會俾你拎返屋企做？」 （07/02/2020 U Magazine 臉書專頁） 
(v) 無法實時與同事溝通 
「我公司已經冇咗 Home office[在家工作], 就係太多同事以為係放假唔使起身。9:30 

WhatsApp 搵佢地，11 點後先陸陸續續開始有人覆夾親時間開會，都一定要

夾下午。」（18/03/2020 親子王國） 
 
 

4. 僱主普遍提供了足夠的支援使員工能夠高效率地在家工作 
調查亦顯示，超過四成（45％）的受訪者認為僱主提供了足夠的支援，使他們能夠

高效率地在家工作。只有近二成（21％）不同意「僱主提供足夠的支援令我有效率

地在家工作」的說法。圖四總結各方回應： 

 
圖四. 僱主有否提供足夠的支援， 使員工能夠高效率地在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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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四成受訪者 （42%） 在新冠肺炎爆發前曾有在家工作的經驗。 
 

觀察所得及政策倡議 

(i) 調查結果顯示，如有「在家工作」這個選項，整體上利多於弊。 

• 大多數受訪者同意，他們得到「更多的休息時間」（72.2％）「更多工

作時」間（53.2％）和「更多時間做運動」（50.8％）， 並且在家工作 

「減少工作壓力」（ 63.8％）和「改善工作生活平衡」（60.7％）。 然

而，主要的挑戰仍然是：「工作中容易被家務打擾」（65.8％）和「容

易被家庭成員打擾」（63.9％）。 

• 具體來說，近一半（49.2％）的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在家工作使他們

與家人保持更好的關係。在不同性別、年齡層、婚姻狀況以及單獨生活

或與他人同住的受訪群中，這個觀點是一致的。 
 
(ii) 政府在新冠肺炎爆發後實施一系列隔離措施，亦鼓勵僱主讓僱員在家工

作。即使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結束之後，提供在家工作和彈性工作時間選項

也可能成為可行的長期安排。 

• 調查結果證實，當新冠肺炎問題得到解決後，絕大多數（81.6％）的受

訪者更願意繼續在家工作，而只有小部分（18.4％）的受訪者不願意。

大多數受訪者選擇「每週兩次」（35.6％），近三成選擇（29.7％）

「每週一次」。 

• 兩組之間在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獨居或與他人同住、在工作場所的

職位或在肺炎爆發之前有過在家工作經驗的各方面沒有顯著差異（請參

見附表 1 至表 6）。換句話說，當目前的新冠肺炎爆發結束後，大多數

受訪者殷切希望每週在家中工作 1至 2天。 
 

(iii) 一些國家 (例如芬蘭、荷蘭、英國和加拿大)已經制定了有關在家工作和靈

活工作安排的法案, 其背後的目的大多數為:  

• 1. 提高員工對公司的滿意度; 2. 改善員工的 "工作生活平衡"; 及 3. 增加員

工對公司的歸屬感。 

• 然而，很多國家目前仍沒有在家工作的相關法案。 這可能跟 工作性質及

經濟環境有關。 首先， 受到工作性質的規限，在家工作在某些行業的確

很難推行，例如: 飲食業、酒店業、及醫護行業等等。另外， 在香港，

中小型企業佔大部分，個別公司僱員不多，他們在推行在家工作的安排

上亦有實際的困難，例如需招聘更多員工而引致經營成本上升。 

• 在不損害香港作為自由經濟的核心價值的前提下，政府可以發揮倡導作

用，多些推動僱主和員工溝通，並帶頭多做調查研究在家工作的可行

性，以及研究如何利用在家工作的安排提高員工的歸屬感及生產力等，

從而加強推行 "家庭友善" 的工作措施。 
 
研究方法： 網上調查問卷於嶺大網頁發布，並通過不同的社交媒體渠道向公眾發出了參加

調查邀請，以收集在新冠肺炎爆發期間具有在家工作經驗的全職港人的觀點。在 202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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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至 2020 年 4 月 26 日期間，總共收集了 2,573 份問卷，當中得到 1,976 份有效回覆以

用於數據分析。同時，於 2020 年 1 月 28 日至 4 月 18 日期間，研究人員從 BabyKingdom 和

Facebook 多個休閒專頁收集了 84 篇在線帖子及其 3187 條回應，得以提供例證以支持調查

結果。本研究將於 2020 年 5 月進行更詳細的分析。 
 
受訪者簡介：大部分受訪者為女性（67.7％）；71.7％的年齡介於 26-45 歲之間；單身人士

佔 55.6％，已婚人士佔 43.0％； 58.3％與家人同住；前線或基層職位佔 51.1％，中級職位

佔 38.9％。 
 
查詢：嶺南大學研究生院 （電話：2616 8720 或電郵：sgs@ln.edu.hk） 

 

 

 

 

 

 

 

 

 

 

 

附件：在家工作圖表一至圖表六 

 

 

圖表一. 根據經驗對在家工作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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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二. 根據性別對在家工作的意向 

 

 
 
 
 
 
 
 
 
 

圖表三. 根據年齡對在家工作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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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四. 根據婚姻狀態對在家工作的意向 

 

 
 

 

 

 

 

 

 

 

圖表五. 根據居住情況對在家工作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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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六. 根據工作職位對在家工作的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