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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於心理學的「 職業倦怠 」（Burnout）概

念是指在職者感受到的疲累程度，是工

作壓力致病過程中一個初期徵兆。世界衞生

組織（WHO）將「 倦怠 」定義為精疲力竭的

狀態（State of Vital Exhaustion），此定義與

「 哥本哈根疲勞量表 」（Copenhagen Burnout 

Inventory，CBI）對「 倦怠 」的定義是一致的，

CBI 指疲勞為「 身體與心理的疲憊與耗竭狀

態 」。因此，「 倦怠 」是生理、情緒及心理都感

到精疲力竭的一種狀態。

長期處於倦怠狀態可能引發多種問題，例如頭

痛、失眠、各種心腦血管疾病、家庭及工作暴

力事故等，不僅損害員工的身心健康、降低生

產效率、服務質素和創造力，亦對員工的安全

以及社會的公共安全造成威脅。今次研究將從

不同方向探討本港在職人士的「 職業倦怠 」，

包括在職者個人生活壓力、工作壓力及服務對

象所造成的情緒壓力，並利用「 哥本哈根疲勞

量表 」，量度在職人士的職業倦怠問題。此量表

綜合了各方面的疲勞因素，把造成在職者倦怠

的原因歸納為三個重要部分—「 個人疲勞 」

（或一般疲勞）、「 工作疲勞 」，及「 服務對象

（相關）疲勞 」。「 哥本哈根疲勞量表 」獲採用

於不同的研究調查，涵蓋不同的地區及行業，

其信效度已被驗證。

除了量度在職者的倦怠情況外，今次的研究亦

探討了在職者的工作性質、工作環境及公司支

援等，以更深入了解在職者的工作情況和分析

工作倦怠的來源。不少研究發現，職業倦怠會

近年，有關「 工作壓力 」或「 過勞 」的報導不時出現。工作時間愈長，員工的

體力消耗程度會愈大，是造成倦怠的重要因素。「 工時 」這部份往往未能反映員

工的整體工作負荷，工作的節奏、速度、性質及內容所帶來的壓力，以及服務

業中常遇到的情緒壓力等因素，亦會影響在職人士的倦怠狀況。另外，一些個

人因素，例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甚至個人特質和心理狀況，亦與職業倦怠

息息相關。為提升業界對「 職業倦怠 」的認識，本文將報導香港職業倦怠狀況

初步調查的結果，下一期《香港印刷》會

分析調查報告的研究結果。

香港職業倦怠狀況
初步調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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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身心健康造成負面影響。為簡易有效地量度

主觀的身心健康，世界衞生組織開發了簡化版

的 WHO 世界衞生組織五項身心健康指標，研

究亦會採用此指標來量度受訪者的身心健康，

並探討職業倦怠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以及其他

可能影響身心健康的個人及工作相關因素。

研究目的
● 調查受傷僱員和一般僱員的職業倦怠狀況；

● 收集受訪者的個人和職業資料以了解他們的

工作狀況；

● 利用「 哥本哈根疲勞量表 」及「 世界衞生組

織五項身心健康指標 」量度在職人士的職業

倦怠指數及精神健康狀況；

● 比較一般僱員及受傷僱員的職業倦怠指數及

身心健康指標；

● 分析影響職業倦怠指數及身心健康指標的因

素；和

● 提出改善職業倦怠及身心健康的建議。

研究方法
受訪者與抽樣方法

是次研究於2017年6至8月期間進行，以問卷

調查形式收集來自不同行業的在職人士（即一

般僱員，他們在調查時過去三年沒有受過工傷）

以及在勞工處職業醫學組等候辦理工傷病假跟

進手續的因工受傷的僱員。是次研究共收集了

1,920份問卷，其中1,170份為受傷僱員問卷，

750份為一般僱員問卷。

「哥本哈根疲勞量表」

是次研究採用了「 哥本哈根疲勞量表 」（CBI）

來量度受訪者的職業倦怠問題，其中包括「 個

人或一般疲勞 」、「 工作疲勞 」以及「 對服務

對象疲勞 」三個分量表。受訪者需就每條題目

回答他們出現該疲勞狀況的頻率（0代表從不、

100代表總是）或程度（0代表非常小程度會、

100代表非常大程度會）。每個分量表的分數範

圍為0至100，分數愈高代表疲勞愈嚴重。

「世界衞生組織

五項身心健康指標」

在量度受訪者的精神健康方面，此調查採用了

「 世界衞生組織五項身心健康指標 」（WHO-5）。

WHO-5包含五條正向題目，每條題目皆以陳述

句的方式，要求受訪者回答他們在過去兩星期

的一些感覺狀態，例如「 過去兩個星期，我感

覺快樂、心情舒暢 」，然後受訪者需回答表示

該狀態的出現頻率。頻率以0到5分劃分，5代

表「 所有時間 」、而0則代表「 從未有過 」。分

數範圍同樣為0至100分，分數愈高代表受訪

者的身心愈健康。

研究結果
受訪者個人及工作背景

是次調查共訪問了1,920人，當中1,170人為

受傷僱員，750人為一般僱員。受訪的男性比

女性多，分別佔61.6% 和38.4%。年齡方面，

除較少受訪者在60歲或以上外（6.8%），其他

年齡組別大致分佈平均，約21.4% 至24.3%。

一般僱員當中，50至59歲的受訪者較少，佔

16.4%；而30-39歲較多，佔29.4%；而受傷

僱員的年齡分佈則與整體分佈相似，分佈大致

平均。超過一半受訪者已婚（55.7%）、未婚的

佔約四成。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以中學或預科為

主（53.1%），其次為學位課程（23.1%）、文憑、

證書、或副學位課程（16.7%），及小學或以下

學歷（7.1%）。無論一般或受傷僱員，均有接

近六成半表示自己為家庭經濟支柱。

個人生活健康狀況方面，較多的受傷僱員有吸

煙和長期服用藥物的習慣。相反，較多一般僱

員有飲酒習慣，但比例上的差別並不明顯。運

動習慣方面，一般及受傷僱員所佔的比例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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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近半的受訪者沒有運動習慣。至於睡眠情

況，受訪者可選擇「 否 」（例如每天睡眠不足

七小時）、「 是 」（例如每天睡眠七至九小時）

或「 間中 」（一星期內有一至兩天睡眠不足七

小時）以表示睡眠是否充足，而相關的比例分

別為31.0% 、32.8% 及36.3%，反映大部份受

訪者沒有或只是間中有充足睡眠（見表二）。

工作背景資料方面，接近九成受訪者都是全

職工作。接近一半受訪者（46.1%）來自500

人以上的公司，而來自中小企的約佔兩成六

（26.1%）。行業方面，最多受訪者來自建造

業（24.2%），其次是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

業（21.0%）、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

食及酒店業（20.4%）、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15.9%）等。受訪者的工作職位主要為專業人

員（41.1%）、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19.0%）

及非技術工人（17.6%）。在受傷僱員中，大部

份受訪者的工作涉及體力勞動（65.5%）、文

職工作為主的則相對較少（12.8%），而體力勞

動及文職工作相約的佔約兩成一。與受傷僱員

相反，一般僱員當中，較多受訪者是文職工作

為主（39.5%），相對較少人是體力勞動為主

（24.0%）。工作日數方面，較多受訪者表示需

要每星期工作5天以上（63.8%），而接近一半

受訪者每天工作8小時或以下，而超過8小時

但小於10小時的佔四成。有一成多的受訪者每

天工作超過10小時（12.3%）。受傷僱員當中，

工時超過10小時的受訪者較一般僱員高出近一

倍。接近七成的受訪者表示公司沒有為他們安

排休息時間，一般與受傷僱員的情況相約。工

作年資方面，較多受訪者擁有1至5年的工作經

驗（33.9%），超過四成擁有6至20年工作經驗，

而少於1年（7.1%）或超過30年（3.9%）的

則相對為少。收入方面，個人每月職業收入主

要集中在一萬到二萬的範圍內（47.3%），而在

二萬到三萬範圍的只有約兩成三，月入少於一

萬的有約一成一，只有少數超過六萬（2.3%）。

受訪者的職業倦怠情況

職業倦怠主要透過「 哥本哈根疲勞量表 」來量

度。量表一共分為三部份：「 個人或一般疲勞 」、

「 工作疲勞 」及「 對服務對象疲勞 」。由於部份

受訪者的工作不需要接觸客戶，所以「 對服務

對象疲勞 」的回應人數會相對較少。調查利用

克隆巴赫係數（Cronbach’s alpha）來量度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克隆巴赫係數的數值介乎0到

1，數值愈大代表愈高的信度。結果顯示，「 個

人或一般疲勞 」、「 工作疲勞 」及「 對服務對象

疲勞 」量表的克隆巴赫係數分別為0.92 、0.88

及0.90，顯示三個分量表擁有相當高的內部一

致性。

個人或一般疲勞

「 個人或一般疲勞 」所量度的是受訪者整體疲勞

感受，包括由工作、家庭、人際社交所引起的

疲勞，屬於對疲勞的綜合性評估。如表一所示，

在個人或一般疲勞方面，一般僱員的平均分數

為42.6，而受傷僱員則為42.4，兩者之間的分

數相當接近。獨立樣本 t 檢定的測試結果亦顯

示兩者分數的差異並不顯著（p > 0.05）。結果

反映，一般僱員與受傷僱員的整體疲勞感覺沒

有統計學上的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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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工作疲勞

「 工作疲勞 」是僱員因工作而引起的疲勞感受。

一般僱員與受傷僱員的工作疲勞平均值分數分

別為40.6及41.6分（表一）。兩者的分數沒有

統計學上的顯著性差異（p > 0.05），反映一般

僱員與受傷僱員由工作所帶來的疲勞感受十分

接近。但在眾多關於工作疲勞的分題中，受傷

僱員表示較多時間會出現「 工作一整天後，會

感到精疲力竭 」的情況。

對服務對象疲勞

「 對服務對象疲勞 」是量度受訪者因與服務對象

互動時所產生的疲勞感受，但服務對象不包括

上司、同事或下屬，主要針對從事服務業的受

訪者，因此回答相關題目的總人數亦會相對較

少。結果顯示，一般僱員及受傷僱員的「 對服

務對象疲勞 」分數分別為38.8及31.6（表一）。

獨立樣本 t 檢定的測試結果顯示兩者的差異達

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 t（1218）= 6.086, p < 

0.001］（表一），反映一般僱員較受傷僱員有較

嚴重的對服務對象疲勞。

哥本哈根疲勞量表分量表
（分數範圍0-100，分數愈高代表疲勞愈嚴重）

個人或一般疲勞

一般僱員
(N = 714)

受傷僱員
(N = 1169)

所有僱員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你會感到疲勞嗎 ? 55.4 20.5 57.2 25.9 56.5 24.0

你會感到身體上體力透支
（累到完全無力）嗎？

42.9 22.8 47.4 28.1 45.7 26.3

你會感到情緒上心力交瘁
（心情上非常累）嗎？

45.1 23.1 45.0 28.3 45.0 26.5

你會覺得，「 我快要撐不下去了 」嗎？ 34.0 23.1 31.5 27.8 32.4 26.2

你會感到精疲力竭嗎？ 39.0 23.4 37.4 28.6 38.0 26.8

你會感到虛弱，好像快要生病了嗎 ? 39.3 22.8 36.1 27.5 37.3 25.9

分量表得分 42.6 19.1 42.4 23.3 42.5 21.8

分量表 α 值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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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僱員與受傷僱員的

工作相關過勞程度

根據台灣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出版的「 過勞自

我預防手冊 」，疲勞量表可以按分數劃分成不同

的過勞程度，即輕微、中等及嚴重。是次研究

發現，在個人疲勞方面，接近四成受訪者屬於

中等或嚴重疲勞。而一般僱員當中有41% 的疲

勞指數是在中等（31.2%）或嚴重（9.8%）程

度，與受傷僱員的分佈大致相若，卡方檢定結

果顯示兩者之間沒有顯著的差異［ X2（2, N = 

1883）= 4.92, p = .085］。在工作疲勞方面，近

四成多的一般僱員及受傷僱員的工作疲勞屬中

等（一般：28.4%，受傷：22.5%）或嚴重（一

般：13.3%，受傷：20.1%）。相比受傷僱員，

一般僱員顯著較多比例的工作相關過勞程度屬

於中等（28.4% vs. 22.5%），而受傷僱員則顯

著較多的工作相關過勞程度屬於嚴重（20.1% 

vs.13.3%）。至於對服務對象疲勞方面，超過

兩成半受訪者表示他們的疲勞程度屬中等或嚴

重（26.9%）。顯著較多比例的受傷僱員的服務

對象相關過勞程度屬輕微（79.1% vs.64.1%），

而一般僱員的相關過勞程度較多比例屬於中等

（31.1% vs.16.3%）（表二）。

工作疲勞

一般僱員
(N = 712)

受傷僱員
(N = 1158)

所有僱員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你的工作會令你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37.3 22.9 39.4 28.4 38.6 26.4

你的工作會令你感到精疲力竭嗎？ 38.2 23.6 41.2 28.5 40.1 26.8

你的工作會令你感到挫折嗎？ 37.1 22.0 33.7 27.4 35.0 25.5

工作一整天後，你會感到精疲力竭嗎？ 46.8 21.5 53.4 27.0 50.9 25.3

上班前，只要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
你就覺得精疲力竭了嗎 ?

40.9 24.2 38.7 29.2 39.5 27.4

上班時，你會覺得每一刻都很難捱嗎 ? 35.1 22.8 34.0 28.0 34.4 26.1

在工餘時，你有足夠的精力陪伴家人及
朋友嗎 ?

48.9 21.0 51.0 25.2 49.8 23.7

分量表得分 40.6 17.8 41.6 21.0 41.2 19.8

分量表 α 值 .882

對服務對象疲勞

一般僱員
(N = 491)

受傷僱員
(N = 729)

所有僱員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你會覺得與服務對象互動有困難嗎 ? 37.6 21.4 28.9 24.5 32.4 23.6

服務對象會令你感到挫折嗎？ 36.4 22.0 28.8 23.7 31.9 23.3

服務對象會令你感到疲累嗎？ 38.3 22.3 32.4 25.9 34.8 24.6

你會覺得你對服務對象的付出較多，
但得到的回報較少嗎？

42.1 23.8 38.1 28.6 39.7 26.9

服務對象會令你感到煩厭嗎？ 40.1 24.5 33.8 25.8 36.3 25.5

你會想要趕快把服務對象打發掉嗎？ 38.3 25.0 27.7 25.9 32.0 26.0

分量表得分 38.8 19.2 31.6 20.7 34.5 20.4

分量表 α 值 .900



香港印刷業商會

086

█

香
港
印
刷
第 

期
132

行業動態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80 gsm

表
二

表
三

受訪者的身心健康情況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五項身心健康指標量表，以100分為滿分，一

般僱員及受傷僱員的身心健康指標分數分別為43.3及40.9。獨

立樣本 t 檢定的測試結果顯示，一般僱員的分數顯著較受傷僱員

為高［ t（1622.711） = 2.360, p < 0.01］，反映受傷僱員的身心健康可

能受工傷影響而降低（表三）。

按職業倦怠指數劃分受訪者的過勞程度
數目 %

個人或一般疲勞

輕微 （50分以下） 1,130 59.1

中等 （50-70） 559 29.2

嚴重 （70分以上） 224 11.7

* 總數 1,913 100.0

工作疲勞

輕微 （45分以下） 1,099 57.9

中等 （45-60） 468 24.6

嚴重 （60分以上） 332 17.5

* 總數 1,899 100.0

對服務對象疲勞

輕微 （50分以下） 894 73.2

中等 （50-70） 271 22.2

嚴重 （70分以上） 57 4.7

* 總數 1,222 100.0

身心健康指標量表
（分數範圍0-100分，分數愈高代表身心健康愈好）

個人或一般疲勞

一般僱員
(N = 714)

受傷僱員
(N = 1169)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我覺得快樂，心情舒暢。 9.4 4.6 9.0 5.4

我感覺寧靜和放鬆。 8.8 4.5 8.7 5.3

我感覺充滿活力，精力充沛。 8.5 4.7 7.6 5.4

我睡醒時感到清新，得到了足夠休息。 8.4 4.7 8.4 5.8

我每天生活充滿了有趣的事情。 8.1 4.8 7.2 5.4

分量表得分 43.3 20.4 40.9 22.8

分量表 α 值 .902

註：參考台灣勞工安全衞生研究所出版的「 過勞自我預防手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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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表
五

職業倦怠與身心健康的關係

調查採用了皮爾森相關係數（Pearson Correlation Test）來評

估職業倦怠指數與身心健康指標的關係。結果顯示，身心健康指

標與哥本哈根疲勞量表的每一項指數都有顯著的反比關係，即受

訪者的「 個人或一般疲勞 」、「 工作疲勞 」，及「 對服務對象疲

勞 」愈高，其身心健康情況亦會愈差。此顯著的反比關係無論在

一般或受傷僱員的樣本皆有出現，反映職業倦怠與身心健康是息

息相關的（表四及表五）。

備註：* 回應人數與訪問總人數有偏差，是由於部分受訪者在部分題目未能提供答案。

透過 Pearson Correlations Test 評估職業倦怠指數與身心健康指標的關係
（r 值的範圍在 -1至1之間）（一般僱員）*p ≤ 0.001

個人或一般疲勞 工作疲勞 對服務對象疲勞 身心健康指標

個人或一般疲勞 1

工作疲勞 .819* 1

對服務對象疲勞 .579* .622* 1

身心健康指標 -.390* -.422* -.271* 1

下期《香港印刷》將分析香港職

業倦怠狀況初步調查的研究結果，

敬請留意。

透過 Pearson Correlations Test 評估職業倦怠指數與身心健康指標的關係
（r 值的範圍在 -1至1之間）（受傷僱員）*p ≤ 0.001

個人或一般疲勞 工作疲勞 對服務對象疲勞 身心健康指標

個人或一般疲勞 1

工作疲勞 .797* 1

對服務對象疲勞 .491* .510* 1

身心健康指標 -.355* -.363* -.148*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