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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心理健康問題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地，根據世界衛生
組織估計：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會受到精神或心
理健康問題的困擾 。在很多其他國家實施的推廣活
動成功提升了普羅大眾對職場上心理健康問題的認
知，並引發社會對此問題的關注，然而在香港，人
們仍然會因為忌諱、文化等因素而不願意對此問題
進行公開討論 。

The City Mental Health Alliance
(CMHA) 是一個非牟利組織聯盟，CMHA的成
員共同支持香港僱主為員工創造良好的心理健康
文化，增加對心理健康的認識，並確保企業可以
採取實際行動來創造健康的工作環境 。CMHA
由香港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帶領 。成立於英
國，CMHA香港於2017年成立 。
為評估目前僱員的心理健康狀況，並為香港僱
主提供相應參考標準，CMHA攜手奧緯諮詢
（Oliver Wyman）於2017年首次開展了職業
心理健康問卷調查 。本報告所展示的是2018年第
二次問卷調查的結果 。

通過問卷調查，我們收到了來自法律、金融服務和
諮詢界别超過400位僱員的問卷結果 – 以此統計
結果為基礎，我們希望透過研究僱員在管理自身心
理健康過程中經常面對的困難，藉此展開普羅大
眾對職場心理健康問題的廣泛討論 。但需要注意
的是：
• • 本問卷的受訪者100% 自願和匿名參加問卷
調查
•• 本問卷的受訪者僅限於在港的專業服務公司的
僱員
•• 某些公司（但不是全部）參與了2017年和
2018年的問卷調查；某些受訪者可能參與了這
兩年的問卷調查
我們希望讀者將本問卷調查結果與CMHA未來的
研究或其他機構的相似研究進行對比時考慮以上
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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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問題在香港職場普遍存在

心理健康問題的普遍程度

對心理健康問題的忌諱

2018年的問卷調查結果表明，37%的受訪者
稱其就職期間曾經歷心理健康問題（2017年為
35%），25%的受訪者稱其在目前公司就職期間
曾經歷過心理健康問題（2017年為24%）。這

在香港，人們一直羞於提起心理健康問題，55%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本人和/或認識的人曾為自己的
心理健康狀況感到羞恥。社會忌諱是阻礙人們坦誠
地討論心理健康問題的重要障礙，員工也可能因此
而不願意在職場討論心理健康問題（根據Time to
Change在英國2011年的研究：67%的受訪人相
信羞恥感帶來的恐懼使他們不願意向僱主透露自己
的心理健康問題1) 。

些年同比的數據表明心理健康問題在香港職場已
經十分普遍並一直存在 。
香港職場心理健康問題

37%

心理健康問題引發的羞恥心理

的受訪者稱其就職期間曾經歷心理健康問題

對於“您、您的同事或您認識的人是否曾經因為心理健康狀況而感
到羞恥？”的回答

45%

受訪者沒有遭遇過因
心理健康問題感到羞
恥的情況

25%

55%

受訪者本人曾因心理
健康問題感到羞恥和/
或認識曾因心理健康
問題感到羞恥的人

的受訪者稱其在目前公司就職期間曾經歷過心理健康

圖1
資料來源：CMHA問卷調查（2018）；樣本規模 n = 405

圖2
資料來源： CMHA問卷調查（2018）；樣本規模 n = 132

1 根據Time to Change（英國的心理健康推廣運動）於2011年對社會忌諱和歧視的影響進行的一項調查（2,770名受訪者）:
www.time-to-change.org.uk/sites/default/files/imce_uploads/The%20impact%20of%20stigma%20in%202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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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問題對工作效率的影響
心理健康狀況欠佳為企業及社會帶來了極大的隱性
成本 – 約65％的受訪者表示當面臨心理健康問題
時自己的工作質量和效率未能達到預期的標準 。

職場工作效率提升的機會

對於 “當面臨心理健康問題時，您認為每個月有多少天自己的工
作質量和效率無法達到預期？”的回答

28%

20%

15%

15%

15%

7%

每月幾天
沒有察覺對工作有任何影響
每月1–2天
每星期2–3天
不清楚

當我們進一步考慮不同的心理健康症狀如活力降低
時尤其明顯 – 超過50%的受訪者曾經歷過這些症
狀。
我們還注意到這類心理健康症狀在處於下屬和高層
夾層中的中層員工（如經理，團隊領導）中尤其普
遍，一些受訪者表示導致他們心理健康問題主要原
因有：
•• 怕影響工作升遷而不願與上級就心理健康問題
進行討論
•• 必須出席工作（因為沒有心理健康问题相關的
請假政策）
•• 工作時間長，幾乎沒有“休養期”，因為員工
即使在辦公時間後仍然需要工作

30%和20%的受訪者也分別表明了情緒管理困難

每星期1天
圖3
資料來源：CMHA HK問卷調查（2018）；樣本規模 n = 145

美國精神病學會（APA）心理健康症狀

在過去兩週內至少出現一次以下心理健康症狀的受訪者百分比

和需要減少飲酒量的問題 。這些調查結果明確了在
職場中需要關注的領域 。僱主應提供充分的支持、
實施明確的政策、努力創建一個有益心理健康的開
放環境；這些均有助於解決職場心理健康問題 。
美國精神病學會（APA）各项心理健康症狀的平均數
按崗位資深程度劃分，1級 ＝ 行政/初級崗位，6級 ＝ 資深崗位

心情低落、抑鬱、絕望

82%

1級

精神不振

76%

2級

煩躁、易怒、焦慮

70%

3級

自我意識薄弱

68%

4級

反社會

64%

5級

活力降低

62%

6級

失眠

37%

圖4
資料來源： CMHA HK 問卷調查（2018）；樣本規模 n = 430

根本沒有

30%

44%

32%

37%
33%
30%
35%

31%
33%

少於1–2天

30%
幾天

19%

9% 3%

19%

12% 5%

19%

11%

22%

29%

43%

10% 12% 4%

7%

8% 5%

13% 10% 4%

多於半數時間

幾乎每天

圖5
資料來源：CMHA HK 問卷調查（2018）；樣本規模 n =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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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調查發現三大問題 – 認知、公司支
持、信任
受訪者回答精選

調查受訪者有機會提供進一步的信息，並要求對
以下4個方面做出具體評論：僱主提供的建議，受
訪者認為有用的服務或支持，機構如何可以支持

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員工和如何支持公司的新加
入者。

“我認為公司應該實際一點，停止對於員工的不切
實際的期望（比如要求24/7全天候待命，周末加
班），並且應該提供實質性的幫助。”

“我的感受是，造成香港企業員工心理健康問題的
主要原因之一是超長的工作時間已經成為了一種文
化，人們普遍接受工作和生活嚴重失衡的狀態。而
且，員工因為害怕職業晉升道路受到影響，通常不
願意與他們的僱主談論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

“公司應該承擔心理健康問診的費用，否則他們的
成本太高了。”
“企業應加強對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認識。很多時候
公司都強調要多鍛煉（身體健康），但其實心理健
康和情感健康也同樣重要。我覺得這個問題引發的
恥辱感和負面認知導致人們難以公開討論這一問
題。”
“精神疾病沒有像其他疾病獲得一樣的支持。對於
精神疾病，我們需要醫囑才可以請假，但是有的時
候我們並不是去拜訪醫生，而是心理醫生。有時
候，心理醫生並不算作是註冊醫生。當我需要足夠
的休息時間才能恢覆或者熬過痛苦的一天的時候，
這些阻礙都令我十分困擾。”

“更多的高層領導應該
站出來提供支持，並且
提供切實可行的解決方
案，而不只是說說。”

“香港的僱主對員工心理健康問題的態度也許正在
變得開放，而且可能僱主也不會因為員工的心理健
康問題歧視僱員。但我認為，除非香港的工作文化
出現根本性的變化，否則香港的心理健康問題不會
得到實質性的改善，而這一改變只有在商業模式發
生變化時才有可能出現。現在香港的企業文化就是
要24/7全天候待命，為客戶提供盡可能長時間的
服務，從而收取更多的費用。”
“合夥人/管理人員需要接受這方面的教育，並且
必須以實際行動帶頭營造一個包容的環境，讓員工
覺得可以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與他們或人力資源部
討論這些問題。員工支持熱線/項目可能不能帶來
很高的投資回報，但是合夥人/經理仍需要樹立更
強的意識，比如考慮在簽約/結束項目後，給業務
團隊一天‘心理健康’休息日。同時他們也可以鼓
勵更加彈性的工作時間，讓員工能夠更好地掌控自
己的工作/生活安排、能夠進行常規的鍛煉或其他
活動。這可以幫助他們建立更多的對心理健康有積
極作用的社交聯系。”

“

“

“培訓管理人員，讓他們能夠更好的和員工交流，
提供更多關於支持機制的信息。”

“不斷提醒人們有心理健康問題是正常的。這應該
是一個社會性的改變，是一個和爭取性別平等一樣
的過程。”
“給他們一些空間。通常當你告訴別人你有問題
時，他們最終只會令你感到窒息，或者提供過度
幫助。”

資料來源： CMHA HK 問卷調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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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支持問題：在經歷過心理健康問題的受訪者
中，8%的人稱其公司提供了足夠的資源來支持員工 。

調查结果表明了與員工心理健康狀況欠佳最為
相關的三個因素 – 而它們都能在職場上得到相對
容易的改善
認知問題：69%的受訪者從未接受過任何有關心
理健康問題的教育或接觸過相關信息 。

信任問題：在經歷過心理健康問題的受訪者
中，36%在工作中透露過自己的情況 。有證據表
明其中一些原因可歸咎於恥辱感。

問卷發現的主要問題 – 認知、公司支持和信任
認知問題

公司支持問題

信任問題

69%

8%

36%

從未接受過任何有關心
理健康的教育

認為公司對員工心理健康
提供了充足的支持

在工作中向他人透露自
己的心理健康問題

圖6
經歷過心理健康問題的受訪者占比
資料來源： CMHA HK 問卷調查（2018）；樣本規模 n = 427（認知問題）；n = 148（公司支持問題）；n = 99（信任問題）

認知問題
調查結果表明僅約24%的受訪者稱其對心理健康
問題具備良好的認知或專業的認知 。這一點至關
重要一因為信任和認知緊密相關，也通常相輔相
成，對心理健康問題具備良好認知的員工一般較願
意與他們的管理者探討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 。
另外，在接受過某些形式的心理健康培訓的受訪者
（約31%）中，大部分（約65%）僅參加過一些
有關心理健康的通識性培訓，而非整天或持續數天
的針對性培訓。值得肯定的是已有一定數量的員工
接受了一些通識性培訓，但這一情況仍有較大的改
善空間 。
僱主應帶頭組織研討會或其他形式的培訓課程，教
育員工識別心理健康狀況欠佳的體徵和症狀，並確
保員工擁有相應的策略和支持系統來保持良好的心
理健康 。

職場心理健康知識水平
對於“您如何評價自己對於心理健康問題的認知程度”的回答
2%

22%

58%

17%

專業認知
很好的認知基礎
一些認知
很少的認知
圖7
資料來源： CMHA HK 問卷調查（2018）；樣本規模 n = 430

職場心理健康培訓

在有接受過培訓的受訪者當中（佔31％）， 對於“您接受過哪種培
訓”的回答
10% 5% 9%

65%

11%

專業/學位等級的培訓
至少完成過幾周的培訓
完成過一天或幾天的培訓
完成過有關精神健康的通識性課程
其他
圖8
資料來源： CMHA HK 問卷調查（2018）；樣本規模 n =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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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支持問題
只有8%的受訪者（他們都表示曾經歷過心理健康
問題）認為，可用於支持員工福祉的資源足以滿
足他們的需求。這與其他研究的結果一致，例如
MIND HK 2018 調查發現，73%的受訪者表示
他們的工作場所沒有提供任何支持員工心理健康需
求的計劃1。
此外，調查受訪者往往不認為他們的公司為他們的
心理健康提供足夠的支持，這表明潛在的改進空
間，特別是在為員工提供更多資源等範疇 。
進一步細分這些分數，36%的員工表示他們沒能
達到良好的工作生活平衡，21%的員工表示他們
不覺得工作時感到受到重視。因此，僱主有相當
大的改進空間並應投入更多的資源支持員工。管
理層也應該有着明確立場，自上而下的倡導健康
的企业文化 。

公司對於心理健康的支持

對於“您認為公司支持心理健康的程度如何”的回答
（100% = 完全同意）
支持多元和包容的文化

70%

支持工作和生活間的平衡

55%

支持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員工

52%

對心理健康話題的包容態度

51%

可用資源

51%

圖9
資料來源： CMHA HK 問卷調查（2018）；樣本規模 n = 133

1 基於Mind Hong Kong（一項由Patient Care Foundation成立的慈善計劃）於2018年對香港對精神健康的態度進行的一項調查（1,210名受訪
者）: www.mind.org.hk/news/timetochangehk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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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問題
僅約36%的受訪者曾與他人透露過自己在工作中
曾經歷過心理健康問題一其中僅12%曾與 人力資
源部溝通，而絕大多數都選擇與同事或經理討論。

由於許多人選擇不與人力資源部門交談而與同事或
經理交談，公司需確保各級員工都對心理健康問題
有一定認知，並知道如何獲得所需的支持。

職場中的信任
曾向他人透露自己在工作中的心理健康問題的受訪者，對於“您向誰傾訴”
的回答; 下圖突顯僱員的主要傾訴對象（調查對象可在一個回答中提及多方
因素，如同事和經理 – 這一信息通過重疊部分顯示12%; 沒有受訪者表示他
們只與人力資源部傾訴）

同事

45%
12%
經理

30%

3%
3%
6%

HR
0%

圖 10
資料來源： CMHA HK 問卷調查（2018）；樣本規模 n = 33 – 已除去12位“不願透露”和1位“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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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應如何為僱員提供支持
在香港 ，心理健康問題已被證明是一個普遍存在的
現象，在專業服務公司中尤甚。心理健康問題為員
工和僱主帶來沉重的成本，僱主需要採取適當且有
效的措施來確保員工的福祉。
本報告闡述了在職場中需要改進的領域，以及員工
在心理健康方面的經驗與僱主提供的支持之間存在
明顯差距。這包括缺乏關於心理健康的認知，缺乏
公司支持以及員工無法輕易傾訴他們的擔憂。將這
些領域納入建立職場心理健康的總體戰略的一部
分，可為僱主和員工帶來益處，並確保長期可持續
性。
公司應該“以身作則”，將“工作場所的精神健康
環境是非常重要的”這一信息傳達給員工。高級

管理層應努力甄別和解決員工關注的問題。這包括
建立良好的工作文化、政策和實施促進良好心理健
康的舉措。公司還應確保員工能夠毫無恐懼或壓力
地談論問題，並在必要時知道在何處獲得幫助和支
持。
各級工作人員應接受關於心理健康的理解和認識的
培訓，公司應為考慮不同級別和不同職責級別的工
作人員提供針對性的的培訓內容，包括高級職員，
部門經理和人力資源/人事經理等角色。
通過適當的規劃，雇主可以為創建精神健康的工作
場所做出有意義的貢獻，並確保員工的福祉成為首
要目標。

City Mental Health Alliance (CMHA) Hong Kong 介绍

CMHA Hong Kong 是一個非牟利組織聯盟，CMHA 的成員共同支持香港僱主為員工創造良好的心理健
康文化，增加對心理健康的認識，並確保企業可以採取實際行動來創造健康的工作環境。該聯盟由業務
主導和專家指導。CMHA 最初是在英國成立的 。 CMHA Hong Kong 於2017 随着眷顧患者基金會的支
持與Mind Hong Kong同时推出。如欲實時追踪CMHA 最新信息，敬請訪問 www.cmhahk.org。
奧緯諮詢介绍
奧緯諮詢是一家全球性管理諮詢公司，旗下擁有 4,700名諮詢顧問，辦公室地點遍布世界 30個國家
的 50多個城市。奧緯諮詢在戰略制定、組織架構設計及轉型、公司運營、風險管理等領域具有很深
的造詣。奧緯諮詢是母公司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旗下全資子公司【母公司紐交所證券代
碼:MMC】。如欲實時追踪奧緯最新信息，敬請訪問 www.oliverwyma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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