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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調查背景 
 

 強積金對沖機制1實施至今已有十六年，用以對沖遣散費2或長期服務金3的強積金總額已超過 300

億元。特首梁振英於其任內最後一分施政報告提出逐步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對

沖」，建議包括： 

 不具追溯力，即僱主在建議實施日期前的強積金供款將獲「豁免」； 

       新例實施後僱主的強積金供款不能再用作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但同時降低計算遣散費 

        和長服金工資比率，由月薪三分二調低至月薪一半； 

 政府將設十年過渡期，並將預留作退休保障的 500 億元，抽出一筆過 60 億元補貼僱主部份額 

        外開支。 

就政府提出改良強積金的建議，涉及到僱員的退休保障及解僱賠償的修訂，對他們帶來直接的影

響。因此，明愛社區發展服務於今年二月至三月期間，訪談來自不同行業的基層工友，了解他們

對政府建議的看法。 

 

  

 

(二) 調查目的 
 

   了解工人對政府施政報告提出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及退休保障的意見。 

 

 

 

(三) 調查方法 
 

是次調查採用「方便抽樣」方式，於 2017 年 2 月至 3 月期間，在明愛社區發展服務轄下，   

港九新界十個工作單位，以面談及電話通話訪問 18 歲或以上的在職人士。調查成功訪問了 

167 位在職人士。 

 

 

 

 

 

 

 

 

 

 

                                                 
1
「強積金對沖機制」是指僱主支付員工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時，可從已供款的強積金累算權益中提取僱主供款部分，用作抵銷支付解僱 

  補償。 
2
僱員按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 24 個月，因裁員而遭解僱或遭停工，可獲 2/3 月薪 X 年資的遣散費。 

3
僱員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滿 5 年，因遭解僱、或滿 65 歲退休、死亡，可獲 2/3 月薪 X 年資的長期服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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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中 13.2%薪金少於$7000； 

整體受訪者的薪金中位數為$11000。 

 

 

 

 (四) 調查結果 
      

1.受訪者背景資料 

 

性別 (表一) 

 
人數 % 

 男  59 35.3 

    女  108 64.7 

 總數 167 100.0 

 

 

年齡 (表二) 

 
人數 % 

 30 歲或以下 11 6.6 

 31-40 31 18.6 

 41-50 64 38.3 

 51-60 41 24.6 

 61-70 16 9.6 

 無答 4 2.4 

 總數 167 100.0 

年齡中位數：47歲 

 

 

薪金 (表三) 

 

 

 

 

 

 

 

 

 

 

 

 

 

 
人數 % 

 $7000 以下 22 13.2 

 $7000-$9000以下 18 10.8 

 $9000-$11000以下 29 17.4 

 $11000-$13000以下 22 13.2 

 $13000-$15000以下 15 9.0 

 $15000-$17000以下 16 9.6 

 $17000-$19000以下 9 5.4 

 $19000 以上 22 13.2 

 無答 14 8.4 

 總數 167 100.0 

薪金中位數數 $1,1000 

調查訪問了 167位勞工， 

當中女性受訪者佔 64.7%；男性受訪

者佔 35.3%。 

 

受訪者有 38.3%介乎 41-50歲人 

士；24.6%介乎 51-60歲；有(18.6%) 

介乎 31-40；整體受訪者年齡中位 

數為 4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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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3%受訪者同意強積金與遣散費/長

期服務金對沖；有 91%受訪者則不同意強

積金與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對沖。 

有 11.4%受訪者同意不設追溯期； 

有 76.6%受訪者則不同意政策生效前的強積金供款仍

會被對沖。 

 

 

 

 

2.對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意見 

是否同意強積金與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對沖 (表四) 

 

 

 

 

3.對政府 2017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意見： 

 

3.1. 是否同意不設追溯期(即政策生效前的強積金供款仍會被對沖)  (表五) 

 

 

 

 

 

 

 

 

受訪者同意不設追溯期表達內容節錄 (表六) 

理性討論,若設追溯期,需很耐時間討論後才能通過 

追溯期前供的 MPF 是政府承諾可對沖,若設追溯期,對僱主不公平  

覺得政策生效後才規管比較合理。對沖雖不對，但現時的確合法。  

雖然希望能全面取消，但認為在正式立例後才規管比較合理。  

立例後才規管比較合理，因對沖一直存在，法例容許，追溯有點說不過。  

加重僱主負擔。  

受訪者同意取消強積金對沖設有劃線的原因，包括想儘快點通過取消對沖機制；認為設劃較為合法及合

情理；以及減低僱主負擔 

 
人數 % 

 同意 5 3.0 

 不同意 152 91.0 

 無意見 10 6.0 

 總數 167 100.0 

 
人數 % 

 同意 19 11.4 

 不同意 128 76.6 

 無意見 20 12.0 

 總數 16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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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同意補償由 2/3下調至工資的 1/2

佔 9.6%；不同意則佔 80.8% 

不同意不設追溯期的原因，有 42.2%

受訪者認為對沖機制的存在對工人

不公平；有 28.7%認為強積金維持對

沖，仍然削弱工人的退休保障 

 

不同意不設追溯期的原因 (表七) ： 

 人數 % 

對沖機制的存在對工人不公平 54 42.2 

強積金維持對沖，仍然削弱工人的退休保障 38 28.7 

無答 36 28.1. 

總數 128 100.0 

 

受訪者不同意不設追溯期表達內容節錄： 

對沖機制的存在對工人不公平  

強積金是打工仔的退休金，都是我的錢，不應仍容納可以部分作對沖，僱主應負責任，要全面取消對沖才對 

強積金同遣散費、長服金根本兩樣野，一開始都不應該混合。  

供款的錢是我的退休保障，反對提走我的錢。 

制度本身不合理，全面取消，不應劃線 

用僱員自己的錢補貼比僱員本身就不對，應該一律取消對沖。 

要取消就全部取消，無理由仲用我應得的退休金來賠俾自己。 

總之對沖就唔好,羅左強積金 D 錢出黎,戶口剩番好少錢  

僱員是應得的，好似益晒僱主  

梗係要追，僱主攞晒僱員 D 錢  

件事係唔啱就唔應該分前後劃線，應一致改。  

你係呢個社會服務咁多年，最後遣散費同長期服務金都是領返自己儲的強積金有什麼意思！ 

強積金維持對沖，仍然削弱工人的退休保障 

我都成五十幾歲，係呢到做咗十三年，強積金仍然要對沖，一樣無保障。呢份工亦未必做得耐，新例實施後取

消對沖，自己份強積金都唔會多  

做了咁多年工，如果以前個 D 對沖唔取消，咁對自己得益不大  

這樣對入職愈長的同事來說很不公平，他們做了咁多年儲蓄來的強積金會沒有了很多。 

強積金是政府給我們工人養老用，如仍然要對沖便不能養老  

 

 

3.2. 是否同意將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現在由目前服務滿一年可獲每月工資的 2/3 為補償，下調至  

    工資的 1/2  (表八) 

 

 

 

 

 

 

 

 

 

 

 
人數 % 

 同意 16 9.6 

 不同意 135 80.8 

 無意見 16 9.6 

 總數 16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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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計算下

調的受訪者中，有 68.1%認為「削

減工人解僱賠償」;亦有 11.9%認為

「政府只顧僱主利益，忽視工人權

益」 

受訪者同意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計算下調的表達內容節錄：(表九) 

僱主易 D 答應同共識。 

起碼要僱主承擔返，比起對沖情願減額，覺得要通過就要妥協 

起碼無左對沖,都係咁先通過到，政府之前衰左,而家要補返鑊 

以前什麼都冇，現在至少僱主肯賠 

雖然應得少左，但至少可從ＭＰＦ戶口「救返」一啲錢。 

好過冇，否則僱主不支持建議 

錢雖然是少左，總好過在我們的強積金上扣錢。 

受訪者同意意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計算下調原因，認為較易得到僱主接受取消強積金對沖。 

 

 

 

不同意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計算下調的原因 (表十) 

 

 

 

 

 

 

 

 

受訪者不同意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計算下調表達內容節錄 

削減工人解僱補償 

勞工保障被減少.變相對勞工福利保障大倒退 

員工為公司工作多年，遣散費同長期服務金是對員工補償，下調影響員工在遣散或解僱時的生活問題 

補償減少,對打工仔造成大影響,被炒已經好慘 

變相剝削員工服務金額 

打工仔很辛苦,如果還要下調補償便不公平 

現時長期服務金計算方法已經低無可低，應該上調而不是下調 

物價/生活指數已經高,無理由下調補償金,這仍然是一種剝削。 

打工仔應得合理補償，不應下調，令保障和補償減少。 

政府只顧僱主利益，忽視工人權益 

講到底都係幫老細慳錢 

僱主攞晒好處，僱員無得益 

不應該減打工仔權益去支援做生意的人。 

打工仔無保障，僱主有著數 

搵工人笨，冇理由減少工人權益。 

愈修愈無，愈修愈少，得老闆會支持 

無理由減少僱員權益去減少僱主支出 

 

 

 

 人數 % 

削減工人解僱賠償 92 68.1 

政府只顧僱主利益，忽視工人權益 16 11.9 

無答 27 20.0 

總數 13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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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9.9%受訪者同意政府補貼僱主額外

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開支；有 54.5%

受訪者不同意政府補貼僱主。 

 

同意政府補貼僱主額外的遣散費/長期服務

金的開支主要原因有三項，其中有五成受訪

者認為政府補貼僱主可「減輕僱主負擔」; 

有 18%認為「換取僱主同意取消強積金對

沖」;有 16%認為「政府有錢無所謂」 

                                                                                                                                                              

3.3. 是否同意由政府補貼僱主額外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開支：(表十一) 

 

 

 
 
 
 
 
 
 

 
受訪者同意政府補貼僱主額外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開支的原因：(表十二) 

 

 

 

 

 

 

 

 
受訪者同意政府補貼僱主表達內容節錄 

減輕僱主負擔 

間公司要倒閉一定是生意有問題，政府如補貼僱主，對僱主或僱員都是有益。 

減輕一下僱主的壓力，特別中小企都好有壓力。 

減輕僱主負擔,避免引發失業潮  

有時僱主未必能夠負擔，政府幫助下都好  

補助下也應該,否則沒有肯做老闆  

換取僱主同意取消強積金對沖 

若政府不補貼,商界不會支持取消對沖  

誘因使僱主易於接受，更易推行。  

若政府補貼額外費用,僱主就會同意取消強積金對沖,若無補貼會擔心僱主不會取消對沖強積金 

政府幫補少少，廢事啲僱主反對，令取消對沖的阻力可以減低啲。  

希望僱主支持,快 D 落實此建議  

政府有錢無所謂 

政府有錢，補貼僱主也冇所謂  

政府有盈餘可幫助  

 
 
 
 
 
 
 
 

 
人數 % 

 同意 50 29.9 

 不同意 91 54.5 

 無意見 26 15.6 

 總數 167 100.0 

 

 
人數 % 

 減輕僱主負擔 25 50 

 換取僱主同意取消強積金對沖 9 18 

 政府有錢無所謂 8 16 

 無答 8 16 

 總數 5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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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不同意政府補貼僱主額外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開支的原因：(表十三) 

 

 受訪者不同意政府補貼僱主額外的遣散費/長期服務  

 金開支，有 49.5%認為由公帑補貼僱主不合理；有 28.6%  

 認為解僱工人的補償是僱主的責任。  

 

 

 

 

受訪者不同意政府補貼僱主表達內容節錄： 

由公帑補貼僱主不合理  

冇理由用納稅人的錢幫老細填數 

政府不能濫用納稅人之款用作為僱主津貼 

唔應該用市民嘅錢比老板作賠償 

由納稅人補貼僱主唔合理，工人係弱勢又唔見有得補貼 

政府唔應該永遠幫住有錢佬 

始終係納稅人的錢補貼不妥當  

僱主應該負此責任,僱主賺了錢也不會給政府,政府公帑應該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政府的錢等於納稅人的錢，無理由攞我既錢補貼僱主。  

僱主的責任 

做生意既應該要預左有呢筆支出 

為何要由政府補貼，又不是同政府打工 

應該是僱主出，乜都要政府，私人生意都搵政府就唔應該  

政府不應嘥錢補貼，僱主負番責任，佢開公司就祇預左要俾呢Ｄ錢，不能用納稅人的錢倒貼 

無理由要補貼,政府無責任,應繼續由僱主承擔  

商家睇到錢,仲要逃稅,做得老闆要承擔 

 

 

 

 

 

 

 

 

 

 

 

 

 

 

 
人數 % 

 由公帑補貼僱主不合理 45 49.5 

 僱主的責任 26 28.6 

 無答 20 21.9 

 總數 9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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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政府施政報告(退休保障部份)的其他意見  

 

受訪者表達內容節錄 

取消強積金制度 

強積金就是呃錢的制度,比錢保險公司玩,強迫自己投資，政府從來係幫商家，好衰格,市民根本唔識,聽晒佢講,自

己唔想供強積金,公積金好 D 

董建華時代我已經反對強積金制度 

應該將整個強積金制度取消！ 

應該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依家強積金根本無保障，又話咩「高風險」、「保本」呀，其實都係商業社會玩的遊戲，我地低層根本唔明白

血汗錢投資去邊，剩係知扣好多行政費，到頭來都係蝕，筆強積金退休時都追唔上生活指數，咁不如全民退休

由政府管。 

我好戥之前受「強積金對沖」嘅打工仔唔抵，因為他們嘅勞工福利最無保障，其實大家努力工作係想退下來時

有個生活保障，最好就全民退保，唔使再為呢 D 野煩。 

支持全民退休保障 

對政府補貼意見 

由政府應補貼勞工被調低咗嘅遣散費/長務金差額 

政府應想法幫社會上最需要的一群 

受訪者對政府施政中有關退休保障部份，歸納有三項建議：包括取消強積金制度；政府應該推行全民退

休保障、以及由政府向勞工直接補貼被調低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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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調查分析 

6.1. 調查對象主要為低收入勞工 

    由於本調查的受訪者的薪金中位數為$1,1000，較現時全港就業人數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的$15,000
4

為低，因此調查結果主要反映基層勞工對強積金取消對沖的意見。(表三) 

 

6.2. 絶大部份受訪工人反對強積金與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對沖 

    只有 3%的受訪者同意強積金與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對沖；有九成受訪者則不同意強積金與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對沖；顯示不同意強積金與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對沖的佔整體數字的大比數，反映絶大部 

    分受訪工人不同意強積金與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對沖機制存在。(表四) 

 

6.3. 大部份受訪者工人認為應即時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 

    有超過七成的受訪者不同意政策生效前的強積金供款仍會被對沖，主要是對沖機制的存在對工人不 

公平；亦有受訪者認為強積金是對員工的退休保障，而遣散費、長服金因為僱主解僱補償，兩者不

應該混為一談；受訪者認為強積金維持對沖，仍然削弱工人的退休保障；有受訪者表示劃線前對沖，

特別對年資愈長的工人，強積金戶口一樣被沖走，退休金一樣是亦所淨無幾。(表七) 

 

6.4. 大部份受訪工人反對調低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計算，認為是勞工保障一大倒退 

    有八成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補償計算方法下調至工資的 1/2，受訪者認為這是削 

    減工人解僱補償，剝削僱員權益；亦有受訪者認為政府只顧僱主利益，漠視工人的保障。(表十) 

 

6.5. 受訪者對於政府補貼僱主額外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開支有保留 

在政府補貼僱主額外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開支方面，有接近三成(29.9%)受訪者表示同意，認為 

政府補貼能「減輕僱主負擔」、「換取僱主同意取消強積金對沖」及「政府有錢無所謂」。有部份受 

訪者在訪問中都願意站在僱主的位置，體諒僱主的處境(表十二)。 

有過半數的受訪者(54.5%)不同意由政府補貼僱主，認為由公帑補貼僱主不合理，亦有受訪者認為 

僱主有責任負起解僱賠償責任，不應用納稅人的金錢補貼僱主(表十三) 

 

6.6.有受訪者認為政府應取消強積金制度 

   部份受訪者對強積金制度不滿，當中有受訪者表示自己不懂得投資，認為不是每一個人都善於投資， 

   往往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捐失金錢。但在現時強積金制度下，是被「強迫自己投資」，受訪者期望政 

   府重新檢討強積金制度，甚至取消。 

 

6.7.有受訪者提出政府應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部份受訪者認為強積金對勞工的退休生活沒有保障，亦不知道投資後的金錢在那裡，因此希望政府 

   能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讓工人退休後能過着有專嚴的生活。 

 

6.8.有受訪者認為政府應將補貼給予被解僱的工人 

   對於政府補貼僱主額外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開支，部份受訪者提出另類意見，認為政府提出將解 

   僱補償金額由工資的 2/3 下調至工資的 1/2，政府應補貼工人被調低的損失。 

                                                 
4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2016 年 10 月至 12 月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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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調查建議 

 

是次調查中超過九成受訪者支持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大部份受訪者認為對沖制度本身並不合理，

在現行機制下，原應該作為退休生活保障的強積金，卻被提取作僱員被解僱、遣散等補償之用，等於是

「僱員自己補償自己」，而僱員本身應有的退休保障同時亦因此受到削減。政府雖提出取消對沖機制，

卻附帶各項條件，以致有關制度並未能變得較公平合理。 

 

7.1. 應立即全面取消對沖機制 

 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劃定不具追溯力的時間線，等於一方面承認對沖制度的不合理，卻同時容許不 

 合理的制度繼續存在，本已十分矛盾，更使打工仔多年來受到削減的權益繼續受損；而有關安排 

 對於服務年資較長或接近退休年齡的工友尤其不公平，他們幾乎不能因此而受惠，大部份強積金仍 

 有機會被對沖，部份低收入的工友原有的退休金更可能完全被沖走。因此我們認為政府應立即全面 

 取消對沖機制，並將有關安排追溯至強積金實施後的所有累積權益，以真正保障工友。 

 

7.2.  不應降低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權益計算 

 強積金設立在於為打工仔退休後的生活提供保障，而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意義則在於對僱員被解 

 僱或遣散等作出賠償，並協助他們應付失業期間的生活，兩者根本完全是應對兩個不同問題的制 

 度，不應混為一談。政府以「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部份功能與強積金重疊」為由建議降低遣散費及 

 長期服務金的計算方法根本並不合理；而政府主動帶頭削減僱傭條例下僱員的法定保障亦反映了政 

 府對勞工權益的輕視，甚至是勞工權益的大倒退。我們明白部份僱主可能因此而面對經營壓力，但 

 政府應研究政策從減少租金或原料成本等根本問題上着手協助經營者，而非通過削減工人權益以減 

 低經營成本。我們必須明確釐清工人在取消對沖後並不會得到額外的利益，他們不過是取回以往被 

 削減的應有權益而已。 

 

7.3.  政府應審慎運用公帑而非補助僱主支付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之用 

 在是次調查中有過半數受訪者不認同政府以公帑補貼僱主。僱主聘用員工，就有責任保障僱員的合 

 理權益，這種責任不應轉嫁予政府，更不應該運用納稅人的錢去作補貼。政府運用公帑補貼僱主支 

 付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開支，予人的觀感是與強積金對沖並無二致，同樣是打工仔「用自己(納稅人) 

 的錢補償自己」，並不合理。如上述，政府應透過制定政策改善經營環境以協助僱主，而非以「派 

 錢」的方式將納稅人的財富轉移予僱主。 

 

7.4.  其他建議 

    是次訪問的受訪者均屬於基層的一群。除了對沖造成的影響，基於工資偏低，基層工人難以通過與 

    工資掛鈎的強積金累積足夠退休保障；加上強積金涉及投資行為，而如何投資的主導權卻在管理公 

    司手上，打工仔只能選擇籠統的「投資計劃」；加上現行制度下管理公司不會為投資虧損負任何責 

    任，打工仔的退休根本無真正保障可言。故政府應該全面檢討強積金制度是否仍然合適作為香港人 

    的退保支柱，或如何真正保障到工人的血汗錢不被市場蠶食，並立即推行不設審查的全民退保制 

    度，使每個香港人都能享有年長後維持經濟上安穩，和具尊嚴生活的權利。 

 

 



= 

 個案(註)： 

 年齡 55 歲 

 現職年資 10 年 

 薪金：$15,000 

 

 

 

 

 

 

 

                                                                         

 

 

 

 

 

 

 

 

 

 

 

 

 

 

 

 

($15,000 

x2/3 x10 年) ($15,000 x 5% 

x12 月 x10 年)

- 



$15,000×2/3 $15,000 ×1/2 

1 年 $10,000 $7,500 －$2,500 

2 年 $20,000 $15,000 －$5,000 

3 年 $30,000 $22,500 －$7,500 

4 年 $40,000 $30,000 －$10,000 

5 年 $50,000 $37,500 －$12,500 

6 年 $60,000 $45,000 －$15,000 

7 年 $70,000 $52,500 －17,500 

8 年 $80,000 $60,000 －$20,000 

9 年 $90,000 $67,500 －$22,500 

10 年 $100,000 $75,000 －$25,000 

 
僱主強積金供款 

$15,000×5%×12 個月 

1 年 $9,000 

2 年 $18,000 

3 年 $27,000 

4 年 $36,000 

5 年 $45,000 

6 年 $54,000 

7 年 $63000 

8 年 $72,000 

9 年 $81,000 

10 年 $90,000 

 

(註)積金局有關強積金累算權益抵銷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申索統計報告 

於 2015 年抵銷長服務金的總申索數目中， 僱員年齡中位數為 55 歲; 

服務年資中位數為 10 年 

政府統計處 2016年第四季全港僱員每月工資中位數為$15,000 

 

個案在 10 年後，即 65 歲退休時， 

從僱主所得的長務金及強積金 

合計 $175,000 

($10,000+$75,000+$90,000) 

 

 

附錄：個案解釋 

政府施政報告建議對年長及年資長的工人影響 

的影響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對政府取消強積金對沖意見調查  

 

問卷編號︰                  日期︰   /   / 2017  地區︰           調查員姓名︰                

 

調查背景： 
「強積金對沖機制」是指僱主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時，可從僱主已供款的強積金累算權益中提取其僱主供款

部分，以抵銷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 

今年施政報告提出逐步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對沖」，建議包括： 

取消強積金對沖日期不具追溯力，即僱主在建議實施日期前的強積金供款將獲「豁免」； 

政府認為遣散費和長服金部分功能與強積金制度重疊，降低建議實施日期後的受僱期所引致的遣散費 

  或長服金款額，由目前服務滿一年可獲每月工資的三分二作為補償，下調至每月工資的一半； 

政府會在建議實施日期起的十年內，分擔僱主的部分額外遣散費或長服金的開支。 

 

 

調查目的： 
政府提出建議直接影響打工仔的退休及解僱賠償的保障，所以今次問卷調查方式，收集及反映打工仔的意見。 
 

 

調查對象：18 歲或以上的在職人士  

 

問卷內容： 

1. 你同意強積金與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對沖嗎？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2. 你對政府 2017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取消強積金對沖」有甚麼意見：      

  a.不設追溯期(即政策生效前的強積金供款，仍會被對沖)：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不同意原因︰                                                                       

                                                                                                                                                                                         

  b.將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由現在由目前服務滿一年可獲每月工資的 2/3 為補償，下調至工資的 1/2 
(舉例：薪金$9000，遣散費/長務金計算由每年年資 2/3 即$6000，下調為 1/2 即$4500)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不同意原因︰                                                                       

                                                                                                                                                                                                                                                                                

  c.由政府補貼僱主額外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開支：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不同意原因︰                                                                       

                                                                                                                    

3. 其他意見：                                                                                                   

                                                                                                 

 

背景資料︰   

性別︰男  女     年齡︰           每月薪金(未扣除強積金供款)︰              

附錄：問卷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