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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研究背景及方法

香港政府在2021年開始推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下稱「計劃」），鼓勵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

有業務的公司，聘請本地大學或大專院校畢業生派駐內地城市工作。時至2022年中，大部分參與的

僱員已經在其崗位工作超過半年。MWYO青年辦公室（下稱「MWYO」）為探討「計劃」的成效，

採用追蹤性研究的方法，分四階段以網上問卷形式收集數據；第一階段為2021年9月至10月，而第二

階段為2022年3月至4月1。第二階段主要透過問卷，了解僱員入職一段時間後，對「計劃」和大灣區

內地城市的觀感和認知的情況以及可能變化。我們與香港總商會合作，透過其會員將問卷發送給

在「計劃」下受聘的僱員。

在研究的第二階段，我們共收集187位僱員回覆。由於當中有28位僱員只完成部分問卷，故在以下分析中

個別問題的回答人數可能有輕微偏差。根據勞工及福利局和勞工處的數據，該「計劃」共批核1,090宗

就業個案2，但截至四月底，已錄得194份離職通知3。如此推算，回覆今次問卷調查的僱員佔「計劃」

總參加人數約21%。在回答此階段問卷的僱員當中，有123位僱員報稱自己曾填寫第一階段的問卷，

佔第一階段問卷受訪僱員的88%。此報告集中比較這批僱員在參與「計劃」一段時間的觀感和認知

轉變，以了解「計劃」推行的成效。今次調查採用的問卷內容與第一階段的問卷大致相同，但增加了

幾條新問題。（見附件的第7、8和11題。）

本研究會採用費氏精確檢定法（Fisher’s	 exact	 test）以檢定問卷調查所得的數據，從而得出p值

(p-value）分析不同項目的相互關係。費氏精確檢定法的好處是當樣本數目較小時，能夠較準確地分析

兩個項目是否有明顯差別，並有互相影響的關係（p值<0.001、<0.01和<0.05均屬有顯著關係）。

由於我們估算只收到僱員當中約21%的回覆率，而我們未能獲取政府相關部門的行政數據作為參考，

此樣本的數目在統計運算上或會出現偏差，影響各變項之間的關係結果。此外，由於這項研究屬自願

性質，我們不能排除較正面的僱員會較為積極回覆問卷，導致研究結果可能較現實情況正面。這均是此

研究有機會出現的限制，讀者在閱讀第二階段的研究結果時，敬請留意以上可能性。

1	 第一階段的報告內容可見於https://bit.ly/MWYO_Jan22_GCC。第三階段為2022年11月至12月；第四階段為2023年3月至4月。
2	 香港經濟日報（2022年1月17日）。【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逾千人成功獲聘	6成半月薪1.8萬。
	 取自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156920/【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逾千人成功獲聘6成半月薪1.8萬
3	 無線新聞（2022年5月17日）。有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參加者憂未來收入大減	僱主倡將津貼改為生活補助。
	 取自https://news.tvb.com/local/6283b62dc652e91218200987。對於有不少僱員離職的情況，我們認為情況值得關注，而當局
應嘗試了解他們離職的原因和離職後的發展狀況，是否因為找到更適合的工作還是不滿現職工作而離職。

1				研究背景及方法

https://bit.ly/MWYO_Jan22_GCC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156920/【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逾千人成功獲聘6成半月薪1.8萬
https://news.tvb.com/local/6283b62dc652e9121820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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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僱員社經和學術背景

2.1	社經背景分析

在此階段的所有受訪僱員中，男女各佔一半，而24歲或以下和25歲或以上的僱員各佔大約五成。此外，

大部分僱員在內地城市有至少一位經常聯絡的親戚或好朋友（82%）。在第二階段所有受訪僱員的背景

資料比較首兩階段皆有回答的受訪僱員中，比例大致相若。

表2.1：受訪僱員背景資料

第二階段所有
受訪僱員#

首兩階段皆有回答的
受訪僱員^

性別
女 50% 46%

男 50% 54%

年齡

24歲或以下 54% 55%

25至29歲 43% 44%

30至34歲 3% 1%

在內地城市有沒有經常
聯絡的親戚或好朋友

1至3位 32% 33%

4至5位 20% 19%

6位或以上 30% 32%

沒有 17% 16%

不知道／很難說 1% 0%

註：#三項的樣本數分別為159、159和165人。^三項的樣本數分別為112、112和115人。

由表2.2可見，年紀較大的僱員及男性僱員較為願意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長遠發展事業，並呈統計上的

顯著關係（p<0.05）。24歲或以下僱員當中，願意在當地逗留工作兩年以上的佔35%，而25歲或以上

僱員當中佔49%。在男性僱員當中，願意在當地逗留工作兩年以上的佔48%，而女性僱員佔35%。

雖然如此，不知道或很難說自己願意在大灣區工作多久的男性僱員（28%），比率高於女性僱員（19%），

反映有少數男性僱員對是否在大灣區長期發展，仍未有清楚的意向。當中的原因會在本追蹤性研究的

最後第四階段時，安排僱員在焦點小組討論，作更深入和詳盡的探討。

2				僱員社經和學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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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僱員的年齡和性別與願意在大灣區逗留工作多久的相互關係

兩年或以下 兩年以上 不知道／很難說 總計 

年
齡*

24歲或以下 39	(45%) 30	(35%) 17	(20%) 86

25歲或以上 	17	(23%) 36	(49%) 20	(27%) 73

性
別*

女性 36	(46%) 28	(35%) 15	(19%) 79

男性 20	(25%) 38	(48%) 22	(28%) 80

註：*費氏精確檢定法（Fisher’s	 exact	 test）顯示百分比分布差異呈統計上顯著關係（p<0.05）。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表內個別
項目的比率相加可能與相應總數略有出入。

從表2.3可見，僱員是否有內地人脈與對「計劃」和大灣區就業的看法有重大關連。有較強內地人脈的

僱員對自己未來在大灣區的事業發展較有明確計劃和正面意向。有73%有經常聯絡的內地親戚或

好朋友的僱員，認為自己在大灣區的事業發展計劃大致或非常清晰，沒有內地人脈的僱員當中，只有

50%有同感。

與第一階段報告的觀察一樣，有內地人脈的僱員有較大機會願意長期在大灣區發展事業。同時，他們

對於自己打算在大灣區長期或短期工作，有更清楚的意向。只有19%有經常聯絡的內地親戚或好朋友

的僱員，不知道或很難說自己願意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多久；沒有內地人脈的僱員當中，有近四成

(39%）有同感。

表2.3：是否有經常聯絡的內地親戚或好朋友與對大灣區就業看法的關係

有 沒有

認為在大灣區的事業發展計劃是否
清晰*

不太清晰／完全不清晰 32	(24%) 11	(39%)

大致清晰／非常清晰 99	(73%) 14	(50%)

不知道／很難說 4	(3%) 3	(11%)

總計 135 28

願意逗留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
多久*

兩年或以下 48	(36%) 11	(39%)

兩年以上 61	(45%) 6	(21%)

不知道／很難說 26	(19%) 11	(39%)

總計 135 28

是否適合在現職公司長遠發展

不太適合／完全不適合 14	(10%) 6	(21%)

大致適合／非常適合 109	(81%) 17	(61%)

不知道／很難說 12	(9%) 5	(18%)

總計 135 28

註：*費氏精確檢定法（Fisher’s	 exact	 test）顯示百分比分布差異呈統計上顯著關係（p<0.05）。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表內個別
項目的比率相加可能與相應總數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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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較強內地人脈的僱員對「計劃」的評價較為正面。從表2.4可見，63%有經常聯絡的內地親戚

或好朋友的僱員，認為當初參與「計劃」的期望大部分或全部能夠達成；只有29%沒有內地人脈的

僱員有同感。無論是專業發展、事業發展還是事業以外的人生發展，有內地人脈的僱員均有較大比例

認為「計劃」大致或非常有幫助。

表2.4：是否有經常聯絡的內地親戚或好朋友與對「計劃」看法的關係

有 沒有

目前為止，當初參與「計劃」的
期望能達成多少**

小部分能夠達成／完全不能夠達成 47	(35%) 19	(68%)

大部分能夠達成／全部能夠達成 85	(63%) 8	(29%)

不知道／很難說 3	(2%) 1	(4%)

總計 135 28

目前為止，「計劃」對專業發展的
幫助有多大*

不太有幫助／完全沒有幫助 35	(26%) 13	(46%)

大致有幫助／非常有幫助 95	(70%) 12	(43%)

不知道／很難說 5	(4%) 3	(11%)

總計 135 28

目前為止，「計劃」對事業發展的
幫助有多大**

不太有幫助／完全沒有幫助 10	(7%) 8	(29%)

大致有幫助／非常有幫助 122	(90%) 18	(64%)

不知道／很難說 3	(2%) 2	(7%)

總計 135 28

目前為止，「計劃」對事業以外的
人生發展幫助有多大*

不太有幫助／完全沒有幫助 15	(11%) 8	(29%)

大致有幫助／非常有幫助 113	(84%) 17	(61%)

不知道／很難說 7	(5%) 3	(11%)

總計 135 28

註：*費氏精確檢定法（Fisher’s	 exact	 test）顯示百分比分布差異呈統計上顯著關係（*p<0.05,	 **	 p<0.01）。由於四捨五入的
關係，表內個別項目的比率相加可能與相應總數略有出入。

如果僱員在內地有較強人際網絡，自然較容易在內地找到合適機遇和生活上的支援，有助作出長遠生涯

規劃。同時，既然他們有較長期在大灣區發展的打算，而且認為自己目標計劃清晰，「計劃」正正給予

他們累積相關經驗和職場技能的機會，為在當地長期發展事業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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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僱員學術背景

在此階段的所有受訪僱員當中，擁有最高學歷為學士學位的僱員佔大多數（78%），其餘的是碩士學位

或以上（22%）。以修讀學科來說，最多僱員修讀的學科是會計或金融（38%）和工商管理（24%）。

與之比較，首兩階段皆有回答的受訪僱員的比例大致相若。

表2.5：受訪僱員學術背景

第二階段
所有受訪
僱員^

首兩階段
皆有回答的
受訪僱員&

最高學歷
學士學位 78% 80%

碩士學位或以上 22% 20%

修讀學科或專業

會計／金融 38% 45%

工商管理 24% 20%

社會科學 7% 7%

人文學科 6% 4%

計算機科學／計算機工程／電子工程 6% 7%

其他# 19% 17%

註：#當中包括的學科只有少於5%僱員回答，故歸類為「其他」。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表內個別項目的比率相加可能與相應總數
略有出入。^兩項的樣本數分別為179和178人。&兩項的樣本數分別為123和122人。

「計劃」包括在2019至2021年學士學位畢業的香港居民。取其中間點，以2020年學士畢業生為例，

我們推斷他們中六畢業的年份為2016年。因此，我們將今次調查僱員就學地點的相關數字，與2016年

升學地點的數字嘗試作對比。由圖2.1可見，在2016年，根據教育局資料顯示，只有4%中六畢業生

升讀內地大學，而「計劃」中的僱員卻有高達兩成畢業於內地大學。此「計劃」吸引了特別多內地院校

畢業的青年參與。有內地留學經驗的香港青年，更能了解、習慣和融入內地的工作和社會文化，甚至

累積人脈關係，故較踴躍參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就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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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參與「計劃」的僱員和2016年中六畢業生就讀大學的國家／地區

註：其他國家／地區包括加拿大、美國、台灣、愛爾蘭和澳門等地。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圖內個別項目的比率相加可能與相應總數
略有出入。「2016年中六畢業生就讀大學」是指該年香港中六畢業生升讀學士學位的各大院校，資料來源為教育局《2016年中六學生
出路統計調查報告書》。

在內地院校畢業的僱員，比其他僱員有較大意願在大灣區長期發展。由表2.6可見，內地畢業僱員

當中，61%願意逗留工作超過兩年，而香港或其他國家或地區畢業的僱員當中，各有33%有同感，並

呈統計上的差異（p<0.01）。如果僱員有內地院校就學的經驗，他們除了有更大興趣參與「計劃」外，

更有較大動機留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事業。

表2.6：僱員是否內地院校畢業與是否願意在大灣區逗留工作多久的相互關係**

兩年或以下 兩年以上 不知道／很難說 總計

香港院校 40	(38%) 34	(33%) 30	(29%) 104

內地院校 12	(33%) 22	(61%) 2	(6%) 36

其他國家／地區的院校 17	(44%) 13	(33%) 9	(23%) 39

註：**費氏精確檢定法（Fisher’s	exact	test）顯示百分比分布差異呈統計上顯著關係（p<0.01）。

確實，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報告，我們均發現有經常可聯絡的內地親戚或好朋友的僱員有較大意願在大灣區

逗留工作兩年以上。可見，擁有內地相關經驗（包括就學）和人脈關係對往大灣區工作的意向有重要的

關係。

0

參與「計劃」的
僱員（n=179)

2016年
中六畢業生
（n=20,110)

20 40 60 80 100

58% 20% 9% 4% 8%

80% 4%4% 3% 10%

香港 內地 英國 澳洲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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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僱員的行業和過往薪金

在此階段的所有受訪僱員當中，大約一半人（50%）在參與「計劃」前沒有全職工作經驗，而有33%

有少於兩年的工作經驗。現職工作的行業來說，最多僱員受聘的是金融及保險業（40%），以及專業及

商用服務業（37%）。與之相比，首兩階段皆有回答的受訪僱員的比例大致相若。

表2.7：僱員過往全職工作經驗和現職工作的行業

第二階段
所有受訪僱員^

首兩階段皆有回
答的受訪僱員&

全職工作經驗

沒有工作經驗 50% 53%

少於兩年 33% 34%

兩年或以上 13% 11%

不知道／很難說 3% 2%

現職工作的行業

金融及保險業 40% 39%

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37% 43%

其他# 23% 18%

註：#當中包括的行業只有少於5%僱員回答，故歸類為「其他」。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表內個別項目的比率相加可能與相應總數
略有出入。^兩項的樣本數分別為179和176人。&兩項的樣本數分別為123和122人。

從表2.8可見，83位在參加「計劃」前有全職工作經驗的僱員當中，有逾四成半（47%）在上一份

工作的薪金為18,000港元或以下。首兩階段皆有回答的受訪僱員的比例也相若。政府要求所有參與

「計劃」的僱主為僱員提供至少18,000港元，故此曾全職工作的僱員當中，至少四成人的薪金比以往

有所上漲或維持平穩。另外，83位有全職工作經驗的受訪僱員中，53%的過往工資在18,000港元以上。

表2.8：有過往工作經驗的僱員上一份工作的薪金範圍

薪金範圍
第二階段所有

受訪僱員（n=83）
首兩階段皆有回答的受訪僱員

（n=56）

10,000港元或以下 5%
47%

5%
43%

10,001至18,000港元 42% 38%

18,001至20,000港元 22%

53%

18%

58%20,001至30,000港元 29% 38%

30,001港元或以上 2% 2%

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表內個別項目的比率相加可能與相應總數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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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進一步分析這些僱員的現職行業。在「計劃」下任職專業及商用服務業的僱員當中，大部分

(71%）在上一份工作的薪金超過18,000港元。此行業涵蓋法律、會計、公關等行業。同時，在任職

金融及保險業僱員當中，較少人（30%）在上一份工作的薪金超過18,000港元。

表2.9有過往工作經驗的僱員上一份工作的薪金和現職行業*

18,000港元或以下 18,001港元或以上 總計

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10	(29%) 24	(71%) 34

金融及保險業 23	(70%) 10	(30%) 33

其他行業（例如資訊及通訊業、教育等) 6	(38%) 10	(63%) 16

註：*費氏精確檢定法（Fisher’s	 exact	 test）顯示百分比分布差異呈統計上顯著關係（p<0.05）。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表內個別
項目的比率相加可能與相應總數略有出入。

勞工處曾指出，「計劃」下的僱員當中約六成半月薪為18,000港元，而其餘三成半為18,000港元以上4。

同時，在一千多名僱員當中，最高的月薪為49,200港元，據指是在一間商業服務業機構任職。以這個

工資結構和表2.9的數字來看，專業及商用服務業的僱主可能對僱員有更高學歷和更多工作經驗的

要求，也願意提供較高薪金。當然，可能有部分僱員願意接受較低的薪金參與「計劃」，以爭取大灣區

工作的經驗。

我們有嘗試了解僱員的工作經驗和過往薪金兩個因素，分別與對「計劃」和大灣區就業的意見是否有

關聯，但未有數據證實有統計上的關係。

4	 香港經濟日報（2022年1月17日）。【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逾千人成功獲聘	6成半月薪1.8萬。
	 取自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156920/【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逾千人成功獲聘6成半月薪1.8萬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156920/【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逾千人成功獲聘6成半月薪1.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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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	僱員對「計劃」的觀感和工作現況

3.1	兩階段的比較	

為了跟進僱員在不同階段對大灣區和「計劃」的觀感和想法，我們篩選了首兩階段皆有回答問卷的

僱員，分析他們當中的變化5。整體上，僱員對「計劃」的印象仍能維持正面的看法，並大致穩定。

雖然部分題目在第二階段有較正面答案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佔大多數。

由表3.1	(a)可見，被問到在大灣區的事業發展計劃是否清晰時，有七成僱員（70%）在第二階段認為大致或

非常清晰，比上一階段（83%）下降13個百分點，但認為清晰的僱員仍佔多數。香港青年到大灣區

內地城市就業，這是他們的新嘗試和探索過程。在缺乏相關經驗的情況下，參加者在第一階段調查所表達

的觀點，應是對「計劃」實施早期一個較表面的印象。在工作超過半年後的第二階段調查中，部分

參加者反映其認知和態度有所調整，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單從問卷的答案，我們無法完全得悉調整

的箇中原因，而且原因也可以有很多。當然我們可嘗試推論，例如香港經濟近期開始好轉，部分參加者

認為回港就業發展機會可能更好；此外，疫情反覆令參加者長期不能回港，因而產生一些負面情緒等。

事實上，我們認為這變化是有趣和重要的。因此，本追蹤性研究在最後第四階段時，會安排僱員作焦點

小組討論，而有關現象將包括在探討的範圍內，到時我們對此變化會有更深入和詳盡的理解。

由表3.1	(b)	可見，願意長期逗留大灣區工作（即兩年以上）的僱員比率，在第二階段微升至44%。表示

不知道或很難說自己願意逗留多久的僱員，比率上升至近兩成（19%），反映部分僱員對是否在大灣區

長期發展，未有清楚的意向。大部分僱員認為自己大致或非常適合在現職公司長遠發展，比率在兩階段

大致不變，維持在超過七成半的水平（見表3.1	(c)）。

5	 由於第一和第二階段皆有僱員未有完成整份問卷，而兩份問卷的問題次序有別，有部分題目在第二階段的回答人數比第一階段多。

3				僱員對「計劃」的觀感和工作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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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僱員在首兩階段對大灣區就業看法的比較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a)	認為在大灣區的事業發展計劃
是否清晰*

不太清晰／完全不清晰 21	(16%) 30	(24%)

大致清晰／非常清晰 107	(83%) 86	(70%)

不知道／很難說 1	(1%) 7	(6%)

總計 129 123

(b)	願意逗留在大灣區內地城市
工作多久

兩年或以下 65	(50%) 46	(37%)

兩年以上 50	(39%) 54	(44%)

不知道／很難說 14	(11%) 23	(19%)

總計 129 123

(c)	是否適合在現職公司長遠發展

不太適合／完全不適合 12	(10%) 15	(12%)

大致適合／非常適合 90	(77%) 93	(76%)

不知道／很難說 15	(13%) 15	(12%)

總計 117 123

註：*費氏精確檢定法（Fisher’s	exact	test）顯示百分比分布差異呈統計上顯著關係（p	<	0.05）。

由表3.2可見，僱員大多期望「計劃」有助事業發展（88%）、讓他們吸收更多工作經驗（69%），以及

擴闊人際網絡（58%）等。表3.3(a)所示，在第二階段問卷，有近五成半僱員認為大部分或全部能夠

達成當初參與「計劃」的期望（54%），比第一階段下跌11個百分點。

表3.2：僱員參與「計劃」的首五項期望

比率（n=123）

有助事業發展 88%

吸收更多工作經驗 69%

擴闊人際網絡 58%

獲得更高薪金 57%

有助發展專業技能 54%

註：以上項目可選多項，百分比可超過100%。

同時，認為「計劃」對專業發展和事業發展有幫助的僱員有所下降，但認為大致或非常有幫助的僱員

仍佔大多數，比率分別為63%和86% (見表3.3 (b)和(c)）。認為「計劃」對事業以外的人生發展

有幫助的僱員比率大致不變，兩階段的變化不呈顯著關係（見表3.3(d)）。上述現象反映小部分僱員參與

「計劃」後，發現其工作對將來就業未必有直接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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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僱員在首兩階段對「計劃」看法的比較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a)	目前為止，當初參與「計劃」
的期望能達成多少***

小部分能夠達成／完全不能夠達成 30	(25%) 54	(44%)

大部分能夠達成／全部能夠達成 78	(65%) 67	(54%)

不知道／很難說 12	(10%) 2	(2%)

總計 120 123

(b)	目前為止，「計劃」對專業發展
的幫助有多大*

不太有幫助／完全沒有幫助 18	(15%) 39	(32%)

大致有幫助／非常有幫助 91	(78%) 78	(63%)

不知道／很難說 8	(7%) 6	(5%)

總計 117 123

(c)	目前為止，「計劃」對事業發展
的幫助有多大**

不太有幫助／完全沒有幫助 2	(2%) 14	(11%)

大致有幫助／非常有幫助 109	(93%) 106	(86%)

不知道／很難說 6	(5%) 3	(2%)

總計 117 123

(d)	目前為止，「計劃」對事業以外
的人生發展幫助有多大

不太有幫助／完全沒有幫助 13	(11%) 20	(16%)

大致有幫助／非常有幫助 95	(81%) 96	(78%)

不知道／很難說 9	(8%) 7	(6%)

總計 117 123

註：*費氏精確檢定法（Fisher’s	exact	test）顯示百分比分布差異呈統計上顯著關係（*p<0.05,	**	p<0.01,	***	p<0.001）。

3.2	僱員現時工作和培訓情況

在第二階段問卷當中，極大部分僱員已經在其崗位工作超過六個月（95%）。同時，有小部分受訪僱員

指自己在創科職位工作（22%），而當中一半人已開始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6。表3.4比較兩個階段對

現職公司培訓的看法。在第二階段認為公司提供足夠培訓的比例維持在超過五成半的水平，認為未有

提供足夠培訓的僱員有所增加，由13%大幅上升至23%，兩階段的變化呈顯著關係（p<0.05）。在

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一段時間後，我們推論或有更多僱員認為公司應提供更多培訓，以增加其競爭力和

應付工作需要。此外，大部分僱員均在兩階段滿意自己在現職公司的表現，並由第一階段的78%微升至

第二階段的84%。

6	 「計劃」下提供的創科職位，派駐僱員在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和受訓時間，兩地各佔約6至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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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僱員在首兩階段認為現職公司提供的培訓是否足夠*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不足夠 16	(13%) 27	(23%)

足夠 67	(56%) 67	(58%)

不知道／很難說 37	(31%) 22	(19%)

總計 120 116

註：*費氏精確檢定法（Fisher’s	exact	test）顯示百分比分布差異呈統計上顯著關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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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僱員對內地的了解

為了跟進僱員在不同階段對內地的了解和適應，我們就首兩階段均有回答問卷的僱員，抽取其回覆作

直接比較。由表4.1可見，僱員對全部項目的了解程度均有上升。在「計劃」下，僱員到大灣區內地

城市工作半年以上，對內地各方面，無論是職場文化和要求或是社會文化和政策，都比以往了解得

更深入。其中工作潛規則、內地政府資助優惠及醫療配套的升幅呈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分別是p<0.001、

p<0.001和p<0.05）。

表4.1：首兩階段僱員了解內地各方面情況的比率

回答「非常了解」或「大致了解」的比率

第一階段（n=129） 第二階段（n=117） 兩階段的變化

工作潛規則*** 51% 74% +23百分點

內地政府資助優惠*** 40% 63% +23百分點

醫療配套* 44% 58% +14百分點

企業文化 81% 91% +10百分點

人際溝通技巧 82% 91% +9百分點

房屋 55% 64% +9百分點

僱主要求的技能 87% 94% +7百分點

稅務安排 45% 52% +7百分點

社會保障 46% 52% +6百分點

僱主要求的工作能力 88% 93% +5百分點

交通 87% 91% +4百分點

銀行開戶 84% 87% +3百分點

註：*費氏精確檢定法（Fisher’s	exact	test）顯示百分比分布差異呈統計上顯著關係（*	p<0.05,	**	p<0.01,	***	p<0.001）。

在第二階段，74%僱員對工作潛規則有所了解，遠高於第一階段的51%。部分僱員在工作初期，未必

了解內地的辦公室文化，未熟悉如何與上司和同事合作和溝通。然而，與同事相處大半年後，這些僱員

逐漸對辦公室潛規則加深了解，融入當地工作文化。

同時，僱員對內地政府資助優惠的了解程度，由第一階段的40%升至第二階段的63%。在內地工作

期間，部分僱員透過公司或兩地政府提供的資訊，了解內地政府為港人提供甚麼資助和補貼。廣東省

政府於2022年5月印發《支持港澳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創業的實施細則》通知，其中包括香港青年

4				僱員對內地的了解和適應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追蹤性成效評估研究-第二階段報告	 19

在大灣區就業的相關資助7。這些資助包括內地政府2022年初公布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生活補助」，

為僱員在計劃期間提供每月1,000元人民幣的生活補貼。其他適用於香港青年的補貼包括「基層就業

補貼」，為中小微企業、個體戶或公共服務等職位工作的青年提供一次性3,000元人民幣補貼。僱員對

大灣區醫療配套的了解程度，由第一階段的44%大幅上升至第二階段的58%。部分僱員在大灣區內地

城市工作期間，可能有使用該城市的醫療配套，例如醫院和診所，故增加對此的了解。

可是，約一半僱員依然對稅務安排和社會保障不甚了解。對於這兩個項目，僱員認為了解的比率由第一

階段約四成半，微升至逾五成。根據勞工處提供的資料，由於參加「計劃」的僱員由香港公司僱用、

支薪和派駐內地工作，他們無須繳付內地的社會保險金額8。因此，僱員一般對內地社會保障未有深入

認識，也可理解。可是，根據勞工處，在派駐內地期間，香港居民（包括「計劃」參加者）從內地取得

的薪金，須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規繳納個人所得稅9。參加「計劃」的

僱員必須繳付內地稅項，而且多數由僱用的公司直接從每月薪金扣除及繳交政府10。因此，僱員應該更

深入了解內地稅制，特別是個人所得稅的計算方法，知道自己應繳交多少稅款，並在公司支薪時檢查是

否計算正確，以保障自己的權益。

4.2	僱員在內地的適應情況和消閒活動

由表4.2可見，僱員對內地各方面的適應程度，大部分在第二階段均有上升，顯示大部分僱員能適應

當地的生活及工作安排。當中僱員在第一階段適應程度最低的一項：「工作潛規則」，從59%大幅上升至

第二階段的75%，並呈統計上的顯著差別（p<0.05）。同時，僱員對「人際溝通」及「社會治安」的

適應程度也有顯著上升（分別上升12個百分點和9個百分點，兩者均是p<0.05）。

7	 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2022年5月10日）。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廣東省財政廳	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		
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關於印發《支持港澳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創業的實施細則》的通知。

	 取自http://hrss.gd.gov.cn/zwgk/xxgkml/bmwj/gfxwj/content/post_3927073.html	
8	 勞工處（2021年12月）。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供參與畢業生參考的實用資訊。
	 取自https://www2.jobs.gov.hk/0/Doc/information/tc/gbayes/gbayes_useful_info.pdf	
9	 勞工處（2021年12月）。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供參與畢業生參考的實用資訊。
	 取自https://www2.jobs.gov.hk/0/Doc/information/tc/gbayes/gbayes_useful_info.pdf。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
法》，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而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滿	183	天的個人，為居民個人。居民個人從中國境內
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均須依照稅法規定繳納個人所得稅。

10	 香港經濟日報（2018年12月6日）。【內地稅制】港人北上搵食點交稅？
	 取自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224334/【內地稅制】港人北上搵食點交稅？	

http://hrss.gd.gov.cn/zwgk/xxgkml/bmwj/gfxwj/content/post_3927073.html
https://www2.jobs.gov.hk/0/Doc/information/tc/gbayes/gbayes_useful_info.pdf
https://www2.jobs.gov.hk/0/Doc/information/tc/gbayes/gbayes_useful_info.pdf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2224334/【內地稅制】港人北上搵食點交稅？


20	 4.	僱員對內地的了解和適應

表4.2：首兩階段僱員適應內地各方面情況的比率

回答「非常適應」或「大致適應」的比率

第一階段（n=127） 第二階段（n=117） 兩階段的變化

工作潛規則* 59% 75% +16百分點

人際溝通* 81% 93% +12百分點

社會治安* 84% 93% +9百分點

廉潔守法情況 78% 87% +9百分點

企業文化 78% 86% +8百分點

日常生活安排 89% 95% +6百分點

醫療衛生 70% 74% +4百分點

資訊自由 71% 73% +2百分點

食物安全 86% 85% -1百分點

民主法治 76% 74% -2百分點

環境保護 83% 79% -4百分點

註：*費氏精確檢定法（Fisher’s	exact	test）顯示百分比分布差異呈統計上顯著關係（p<0.05）。

由表4.3可見，大部分僱員均有在工餘時間遊覽內地不同地方和與內地朋友聚會。在第二階段，有65%

指自己經常或有時到內地其他地方旅遊，了解當地生活文化，比率遠高於第一階段的48%。同時，

有73%僱員指自己經常或有時與國內朋友聚會，擴闊社交圈子，而且比第一階段顯著上升。

表4.3：首兩階段僱員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生活期間進行消閒活動的比率

回答「經常」或「有時」的比率

第一階段
（n=117）

第二階段
（n=115）

兩階段的變化

到內地其他地方旅遊*** 48% 65% +17百分點

與國內朋友聚會** 65% 73% +8百分點

出席或參與文化、藝術或體育活動 48% 52% +4百分點

到電影院觀看電影 50% 50% +0百分點

閱讀內地報刊或雜誌 50% 48% -2百分點

與外國朋友聚會 33% 29% -4百分點

逛書店及購買書籍 56% 51% -5百分點

註：*費氏精確檢定法（Fisher’s	exact	test）顯示百分比分布差異呈統計上顯著關係（*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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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除了提供就業機會和工作經驗外，亦讓參加者有機會透過旅遊認識不同內地城市的歷史和流行

文化，加深對不同地區的認識。此外，「計劃」亦讓參加者拓闊在內地的人脈，與不同城市的人建立

友誼，互相交流。



22	 5.	總結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由2021年推行至今，MWYO和香港總商會就「計劃」的成效已完成兩份

報告，第一階段報告主要了解僱主和僱員在「計劃」開展初期的看法和狀況，並提供了延續「計劃」和

改善「計劃」的建議11。第二階段的報告主要探討僱員到了「計劃」中期，在觀感和認知上的實況和

轉變。

我們發現僱員對「計劃」的印象到了「計劃」開展了超過半年後，仍維持相當正面的看法。由下表

可見，雖然部分題目回覆較正面答案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佔大多數。

表5.1：受訪僱員在首兩階段研究的回應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目前為止，當初參與「計劃」的期
望能達成多少***	

小部分能夠達成／完全不能夠達成 25% 44%

大部分能夠達成／全部能夠達成 65% 54%

不知道／很難說 10% 2%

是否適合在現職公司長遠發展

不太適合／完全不適合 10% 12%

大致適合／非常適合 77% 76%

不知道／很難說 13% 12%

目前為止，「計劃」對專業發展的
幫助有多大**

不太有幫助／完全沒有幫助 15% 32%

大致有幫助／非常有幫助 78% 63%

不知道／很難說 7% 5%

目前為止，「計劃」對事業發展的
幫助有多大**

不太有幫助／完全沒有幫助 2% 11%

大致有幫助／非常有幫助 93% 86%

不知道／很難說 5% 2%

目前為止，「計劃」對事業以外的
人生發展幫助有多大*

不太有幫助／完全沒有幫助 11% 16%

大致有幫助／非常有幫助 81% 	78%

不知道／很難說 8% 6%

認為在大灣區的事業發展計劃是否
清晰*

不太清晰／完全不清晰 16% 24%

大致清晰／非常清晰 83% 70%

不知道／很難說 1% 6%

願意逗留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
多久

兩年或以下 50% 37%

兩年以上 39% 44%

不知道／很難說 11% 19%

註：*費氏精確檢定法（Fisher’s	exact	test）顯示百分比分布差異呈統計上顯著關係（*	p<0.05,	**	p<0.01,	***	p<0.001）。

11	 第一階段的報告內容可見於https://bit.ly/MWYO_Jan22_GCC

5				總結

https://bit.ly/MWYO_Jan22_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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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僱員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一段時間後，對內地各方面的了解程度和適應程度均有呈現上升

的趨勢。他們特別加深了對工作潛規則、內地政府資助優惠和醫療配套的了解。在第二階段，更大比例

的僱員在工餘時間遊覽內地不同地方和與內地朋友聚會，建立友誼，了解當地文化。

基於上述觀察，我們認為政府應延續「計劃」。讓大灣區能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適合的就業機會，這對

大灣區及香港青年發展均非常重要。「計劃」得以成功，需要有足夠的參與企業和青年作承載體，以發揮

滾雪球的作用；他們亦能互相學習和作更廣泛推動其他青年到大灣區就業。政府如只推行該「計劃」

一次就停止，效益會事倍功半，無以為繼；社會亦可能出現錯誤的解讀。香港政府和社會鼓勵香港

青年考慮到大灣區就業，現仍面對不少挑戰。因此，政府應持續擔當領導和促進者角色，積累更多

寶貴經驗，以完善「計劃」。今次「計劃」的一些政策理念和要素細則，有調整改善空間。因此，政府

須考慮推行第二期計劃，以檢視這些調整要素的成效，作為這類就業計劃長遠運作的參考。這項實驗的

成果，對香港整體就業市場亦有重要參考價值。

我們第三階段的研究將於2022年11至12月進行，即在「計劃」實施最後兩個月。我們希望進一步了解

僱員經歷整個「計劃」後，在想法和發展路向上的轉變，以及就未來事業比較確切的安排。這才能

更準確地評價「計劃」的整體成效。



24	 	附件

第二階段問卷問題

1.	 你覺得自己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的事業發展計劃是否清晰？

	 	 1.	 非常清晰	 88.	不知道／很難說

	 	 2.	 大致清晰	 		 	 	

	 	 3.	 不太清晰

	 	 4.	 完全不清晰	 	

2.	 你願意逗留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多久？

	 	 1.	 一年以下	 66.	不想逗留

	 	 2.	 一年至兩年	 88.	不知道／很難說

	 	 3.	 三年至四年	 		 	

	 	 4.	 五年或以上	

3.	 你參與「計劃」的期望是甚麼？（可選多項）

	 	 1.	 有助事業發展	 66.	以上皆沒有

	 	 2.	 有助往大灣區發展	 77.	其他（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擴闊人際網絡	 88.	不知道／很難說

	 	 4.	 獲得更高薪金

	 	 5.	 有助發展專業技能

	 	 6.	 吸收更多工作經驗

	 	 7.	 多了解大灣區內地城市

	 	 8.	 自己的專業在大灣區內地城市有更好前景

	 	 9.	 擺脫失業行列

4.	 目前為止，你當初決定參與「計劃」的期望能否達成？

	 	 1.	 全部能夠達成	 88.	不知道／很難說

	 	 2.	 大部分能夠達成	 		 	

	 	 3.	 小部分能夠達成	 		

	 	 4.	 完全不能夠達成	

5.	 你覺得自己是否適合在現職公司作長遠發展？

	 	 1.	 非常適合	 88.	不知道／很難說

	 	 2.	 大致適合	 		 	

	 	 3.	 不太適合

	 	 4.	 完全不適合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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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目前為止，「計劃」對你各方面的發展有否幫助？

非常有
幫助

大致有
幫助

不太有
幫助

完全沒有
幫助

不知道／
很難說

專業發展（如考取專業資格)

事業發展

人生發展（工作以外）

7.	 如果「計劃」	獲得延續，你會否推薦香港的朋友參加（假設朋友符合申請資格）？

	 	 1.	 會	 88.	不知道／很難說

	 	 2.	 不會	 	 	

8.	 此乃MWYO青年辦公室及香港總商會調查研究第二階段的問卷。於2021年9月至11月期間，你有否	

	 填妥並回覆我們第一階段的問卷？

	 	 1.	 有	 88.	不知道／很難說

	 	 2.	 沒有	 	 	 	 	 	

9.	 你修讀的專業或學科是？

	 	 1.	 會計／金融

	 	 2.	 人文學科（人類學／神學／文化研究／歷史／文學／哲學／語言）

	 	 3.	 藝術／音樂／體育等

	 	 4.	 工商管理

	 	 5.	 傳理／綜合媒體

	 	 6.	 計算機科學／計算機工程／電子工程

	 	 7.	 土木工程／建築

	 	 8.	 化學工程／生物工程／航天工程

	 	 9.	 教育

	 	 10.	醫療護理

	 	 11.	 數學／統計／精算

	 	 12.	法律

	 	 13.	自然科學（化學／生物／物理）

	 	 14.	社會科學（政治學／公共行政學／社會學／地理／經濟／心理學）

	 	 15.	其他（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你的最高學歷是？

	 	 1.	 學士學位

	 	 2.	 碩士學位

		 	 3.	 博士學位

	 	 4.	 其他	（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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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你最近修讀的學位由哪個地區或城市的院校頒授？

	 	 1.	 香港	 	 	 	 	 	

	 	 2.	 中國內地	 	 	 	

	 	 3.	 其他地區（註明國家或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在參與「計劃」前，你有多少年全職工作經驗?

	 	 1.	 年期：____________年	 【續問13】

	 	 2.	 沒有全職工作經驗	 【跳問15】

	 	 3.	 不知道／很難說	 【跳問15】

13.	你最近一份工作的工資大概是多少？

	 	 1.	 10,000港元或以下

	 	 2.	 10,001至18,000港元

	 	 3.	 18,001至20,000港元	

	 	 4.	 20,001至30,000港元

	 	 5.	 30,001港元或以上	

14.	你最近一份工作屬於哪個行業？	

	 	 1.	 專業及商用服務業（法律、會計、公關等）

	 	 2.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	 運輸及倉庫業

	 	 4.	 郵政及快遞業

	 	 5.	 金融及保險業

	 	 6.	 建築、工程及建造業

	 	 7.	 地產業

	 	 8.	 住宿及酒店業

	 	 9.	 餐飲服務業

	 	 10.	資訊及通訊業

	 	 11.	 製造業

	 	 12.	醫療保健業

	 	 13.	社會服務業（社工、非牟利機構等）

	 	 14.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

	 	 15.	零售業

	 	 16.	政府、公營及半政府機構

	 	 17.	教育

	 	 18.	藝術、娛樂、休閒、其他文化活動

	 	 19.	維修及個人服務業

	 	 77.	其他（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8.	不知道／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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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的現職公司屬於哪個行業？	

	 	 1.	 專業及商用服務業（法律、會計、公關等）

	 	 2.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	 運輸及倉庫業

	 	 4.	 郵政及快遞業

	 	 5.	 金融及保險業

	 	 6.	 建築、工程及建造業

	 	 7.	 地產業

	 	 8.	 住宿及酒店業

	 	 9.	 餐飲服務業

	 	 10.	資訊及通訊業

	 	 11.	 製造業

	 	 12.	醫療保健業

	 	 13.	社會服務業（社工、非牟利機構等）

	 	 14.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

	 	 15.	零售業

	 	 16.	政府、公營及半政府機構

	 	 17.	教育

	 	 18.	藝術、娛樂、休閒、其他文化活動

	 	 19.	維修及個人服務業

	 	 77.	其他（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8.	不知道／很難說

16.	 到目前為止，你在此職位工作了多久？

	 	 1.	 少於三個月	 88.	不知道／很難說

	 	 2.	 三至五個月	

	 	 3.	 六個月或以上	

17.	 你現時是否受聘於「計劃」下的創科職位？

	 	 1.	 是	 【續問18】	 	 	 	

	 	 2.	 否	 【跳問19】

	 	 88.	不知道／很難說		 【跳問19】	 	

	

18.	 你參加「計劃」至今，是否已被安排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

	 	 1.	 是，月數：____________

	 	 2.	 否	 	 	 	

	 	 3.	 不知道／很難說	



28	 	附件

19.	 你認為自己是否了解大灣區內地城市的生活及工作情況？請回答以下選項：

非常了解 大致了解 不太了解 完全不了解
不知道／
很難說

僱主要求的技能

僱主要求的工作能力

企業文化

工作潛規則

人際溝通技巧

稅務安排

內地政府資助優惠

房屋

銀行開戶

交通

社會保障

醫療配套

20.	你認為自己是否適應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生活及工作情況？請回答以下選項：

非常適應 大致適應 不太適應 完全不適應
不知道／
很難說

資訊自由

環境保護

醫療衞生

食物安全

社會治安

民主法治

人際溝通

企業文化

工作潛規則

廉潔守法情況

日常生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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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你認為自己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是否有優勢？

	 	 1.	 非常有優勢	 88.	不知道／很難說

	 	 2.	 大致有優勢	 	 	 	

	 	 3.	 不太有優勢

	 	 4.	 完全沒有優勢	 	

22.	你認為自己與其他內地的大學畢業青年相比，是否有優勢？請回答以下所有選項：

非常有優勢 大致有優勢 不太有優勢
完全沒有
優勢

不知道／
很難說

工作態度

工作效率		

一般技能

專業技能

人際溝通技巧

職業操守

領導能力

解難能力

應變能力

普通話能力

英文寫作能力

英語會話能力

一般電腦技能

處理大數據能力

團隊合作

服從指示

獨立工作能力

23.	你認為現時你的人際網絡對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是否有幫助？

	 	 1.	 非常有幫助	 88.	不知道／很難說

	 	 2	 大致有幫助	 	 	 	

	 	 3.	 不太有幫助

	 	 4.	 完全沒有幫助	 	



30	 	附件

24.	目前為止，你覺得現職公司所提供的培訓是否足夠？

	 	 1.	 足夠	 	 	

	 	 2.	 不足夠

	 	 88.	不知道／很難說

25.	目前為止，你是否滿意自己在現職公司的工作表現？

	 	 	1.	 非常滿意	 88.	不知道／很難說

	 	 	2.	大致滿意	 	 	 	

	 	 	3.	不太滿意

	 	 	4.	完全不滿意

	

26.	你在內地城市有沒有經常聯絡的親戚或好朋友？

	 	 1.	 1至3位	 77.	沒有

	 	 2.	 4至5位	 88.	不知道／很難說		

	 	 3.	 6位或以上	 	 	 	

27.	你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生活期間，是否經常進行以下消閒活動？

經常 有時 甚少 完全沒有
不知道／
很難說

到內地其他地方旅遊

到電影院觀看電影

出席或參與文化、藝術或
體育活動

閱讀內地報刊或雜誌

逛書店及購買書籍

與國內朋友聚會

與外國朋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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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你的性別是？

	 	 1.	 女性

	 	 2.	 男性	

29.	你的年齡組別是？	

1.	 18至19歲

	 	 2.	 20至24歲

	 	 3.	 25至29歲

	 	 4.	 30至34歲

30.	為方便聯絡	閣下進行最後階段的問卷調查（即「計劃」完結後約三個月），請提供你的個人聯絡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WYO青年辦公室是一個以青年為本、獨立運作的民間智庫，工作橫跨研究與調查、倡議與教育、培訓與能力

提升。我們積極與各促進青年發展的持份者緊密合作，包括青年、家長、校長、教師、社工、僱主、公民社會

領袖，以及政府與政黨，致力在不同範疇上，引領各方以新思維促進香港青年發展。

如欲了解更多，或提供意見，請聯絡：

黎卓然先生	 研究副總監

				david.lai@mwyo.org

陳朗軒先生				研究員

				justin.chan@mwyo.org

羅祥國博士				特別顧問

				ck.law@mwyo.org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追蹤性成效評估研究（第二階段）：

https://bit.ly/MWYO_Jul22_GCC-P2

關於我們

				mwyo.org 				facebook
				MW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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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	9736	9067									
	 alan.tse@mwy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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