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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和行政長官選舉意見調查 
 
 
1. 調查目的和方法 

 
這次電話民意調查由未來@香港委託嶺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進

行，其目的是了解公眾對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和行政長官選舉的意

見。是次民意調查在二零一七年三月一日至七日進行，並以 18 歲
或以上的香港居民為訪問對象。本次民調所使用的電話號碼是以隨

機抽樣方式於電話簿中抽出，然後再把電話號碼的最後兩位數字以

隨機數字代替；在接通電話後，我們在住戶內再以隨機抽樣方式選

取一名合資格的被訪者。我們最後完成共 1,014 份問卷，回應率是 
29.1%，在 95% 信心水平下，抽樣誤差約為 ± 3.1 個百分點。 

 
本調查主要分為五部分：(1) 對本屆特區政府施政的看法；(2) 對來

屆特區政府施政的期望；(3) 預計行政長官候選人在推行不同政策

時的成效；(4) 對中央政府關於行政長官具備四個標準的看法；以

及 (5) 行政長官選舉問題。 
 

為避免不同問題的出現次序以及問題某些字眼或子句在同一問題的

出現次序，影響被訪者的答案，本調查採取隨機原則來處理，即由

電腦隨機決定不同問題的出現次序以及相關字眼或子句在同一問題

的出現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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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結果 1 
 
 
2.1 對本屆特區政府施政的看法 2   
 
 
2.1.1 本屆特區政府最成功的施政 

 
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當被問及本屆特區政府最成功的施政是甚麼

時，最多被訪者回答的是房屋 (9.0%)，其次是取消雙非產子 (3.8%) 

和老人福利 (2.6%)。此外，有四成四 (44.4%) 的被訪者表示「沒有任

何成功施政」，兩成六 (26.3%) 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見附表 1)。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3 
 
(1) 18–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沒有任何成功施政」( p 值為

0.001)； 

(2) 中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沒有任何成功施政」  ( p 值為

0.001)； 

(3) 自稱「泛民主派」和自稱「本土自決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沒

有任何成功施政」 ( p 值為 0.000)。 

 

                                                 
1 除被訪者的背景資料 ( 附表 20 – 24) 外，本報告列出的數據，均已根據被訪者的性別和年齡

作加權處理。 

2 為避免問題的出現次序，影響被訪者的答案，2.1.1 至 2.1.1 段中的題目出現次序，由電腦隨

機決定。 

3 我們根據被訪者以下的社會經濟背景變項，進行交叉表列分析： 
(1) 年齡區分為 3 個組別：18 – 29 歲、30 – 49 歲、50 歲或以上； 
(2) 教育程度區分為 3 個組別：小學或以下、中學或預科、專上教育 (包括文憑/證書課程、副

學士、學位課程或以上)； 
(3) 個人平均收入區分為  4 個組別：沒有收入、低收入  ($9,999 或以下)、中收入 ($10,000 – 

29,999) 、高收入 ($30,000 或以上)； 
(4) 就業情況區分為  2 個組別：有工作  (全職或兼職工作)、沒有工作 (失業、學生、家庭主

婦、退休) )； 
(5) 自稱的政治傾向區分為 4 個組別：自稱「建制派」、自稱「泛民主派」、自稱「本土自決

派」、自稱「三者都不是」( 即自稱不是「建制派」、不是「泛民主派」、不是「本土自決

派」)； 
(6) 性別區分為 2 個組別：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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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本屆特區政府最失敗的施政 

 
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當被問及本屆特區政府最失敗的施政是甚麼

時，最多被訪者回答的是房屋 (9.1%) 和 社會分化 (9.1%)，其次是政

改失敗  (3.5%)、教育  (3.1%) 和  所有施政(3.0%)。此外，有一成四 

(13.7%) 的被訪者表示「沒有任何失敗施政」，兩成五 (24.9%) 表示

「不知道/無意見」(見附表 2)。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50 歲或以上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沒有任何失敗施政」( p 值為

0.000)； 

(2) 預科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沒有任何失敗施政」 ( p 值

為 0.000)；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沒有任何失敗施政」( p 值為

0.002)； 

(4) 沒有工作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沒有任何失敗施政」( p 值為

0.002)； 

(5)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沒有任何失敗施政」 ( p 值

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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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對來屆特區政府施政的期望 4   
 
2.2.1 應否重新啟動政制改革諮詢 
 
當被問及下一任行政長官應否在任內重新啟動政制改革諮詢時，有

六成六  (65.6%) 的被訪者表示應該，一成二  (11.9%) 表示不應該，

百分之九 (9.3%) 表示「一半半」。此外，有一成三 (13.0%) 的被訪者

表示「不知道/無意見」(見附表 3)。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被訪者認為下一任行政長官應否在任內重新啟

動政制改革諮詢，與他們的社會經濟背景資料，並沒有顯著的統計

關係。 
 

 

                                                 
4 為避免問題的出現次序，影響被訪者的答案，2.2.1 至

 2.2.3 段 中的題目出現次序，由電腦隨

機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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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應否推動基本法 23 條立法 
 
當被問及下一任行政長官應否在任內推動基本法  23 條立法時，有

三成一 (30.7%) 的被訪者表示應該，四成三 (43.3%) 表示不應該，一

成一 (10.8%) 表示「一半半」。此外，有一成五 (14.9%) 的被訪者表

示「不知道/無意見」(見附表 4)。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18–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下一任行政長官不應該在任內推動

基本法  23 條立法，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應該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下一任行政長官應該在任

內推動基本法 23 條立法，或表示「一半半」，中學或預科學歷的較

傾向表示應該，而專上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不應該 ( p 值為 0.000)；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一半半」，低、中收入的較傾向

表示下一任行政長官不應該在任內推動基本法  23 條立法，，而高

收入的則較傾向表示應該 ( p 值為 0.014)； 

(4)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下一任行政長官應該在任內

推動基本法 23 條立法，而自稱「泛民主派」或自稱「本土自決派」

的則較傾向表示不應該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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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應否遏止香港獨立思潮的散佈 
 
當被問及下一任行政長官應否在任內遏止香港獨立思潮的散佈時，

有四成七 (47.0%) 的被訪者表示應該，三成三 (32.9%) 表示不應該，

一成 (9.9%) 表示「一半半」。此外，有百分之九 (9.4%) 的被訪者表

示「不知道/無意見」(見附表 5)。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18–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下一任行政長官不應該在任內遏止

香港獨立思潮的散佈，或表示「一半半」，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

向表示應該 ( p 值為 0.000)； 

(2) 預科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下一任行政長官應該在任

內遏止香港獨立思潮的散佈，而專上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不應該 ( p 

值為 0.001)； 

(3) 中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對於及下一任行政長官應否在任內遏止

香港獨立思潮的散佈的問題上表示「一半半」( p 值為 0.027)； 

(4) 男性被訪者較傾向表示下一任行政長官應該在任內遏止香港獨

立思潮的散佈，而女性的則較傾向表示不應該 ( p 值為 0.012)； 

(5)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下一任行政長官應該在任內

遏止香港獨立思潮的散佈，而自稱「泛民主派」或自稱「本土自決

派」的則較傾向表示不應該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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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預計行政長官候選人在推行不同政策時的成效 5   
 
2.3.1 促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當被問及在三位行政長官候選人中，哪一位在「促進內地與香港之

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方面做得最好時，有四成七 (46.5%) 的被訪者

表示是林鄭月娥，兩成九  (28.7%) 表示是曾俊華，百分之四  (3.9%) 

表示是胡國興。此外，有一成 (9.7%) 的被訪者表示「沒有一個做得

好」，一成一 (10.8%) 表示「不知道/無意見」(見附表 6)。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18–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促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相互理

解和尊重」方面曾俊華做得最好，或表示「沒有一個做得好」，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林鄭月娥做得最好 ( p 值為 0.003)； 

(2) 預科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促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

相互理解和尊重」方面林鄭月娥做得最好，而專上學歷的則較傾向

表示曾俊華做得最好 ( p 值為 0.007)； 

(3)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促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

相互理解和尊重」方面林鄭月娥做得最好，自稱「泛民主派」或自

稱「本土自決派」的較傾向表示曾俊華做得最好，而自稱「三者都

不是」的則傾向表示林鄭月娥做得最好，或表示「沒有一個做得好」 

( p 值為 0.000)。 

                                                 
5 為避免問題的出現次序，影響被訪者的答案，2.3.1 至

 2.3.5 段 中的題目出現次序，由電腦隨

機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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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當被問及在三位行政長官候選人中，哪一位在「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方面做得最好時，有四成二 (42.0%) 的被訪者表示是曾俊華，一成

九 (18.7%) 表示是林鄭月娥，一成九 (18.5%) 表示是胡國興。此外，

有百分之九 (9.0%) 的被訪者表示「沒有一個做得好」，一成一 (11.4%) 

表示「不知道/無意見」(見附表 7)。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18–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方面胡國

興做得最好，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林鄭月娥做得最好 ( p 

值為 0.020)； 

(2) 預科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方

面林鄭月娥做得最好，而專上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曾俊華或胡國興

做得最好 ( p 值為 0.000)； 

(3) 男性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方面曾俊華做得

最好，而女性的則較傾向表示林鄭月娥做得最好 ( p 值為 0.041)； 

(4)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方

面林鄭月娥做得最好，自稱「泛民主派」的較傾向表示曾俊華做得

最好，自稱「本土自決派」的較傾向表示胡國興做得最好，而自稱

「三者都不是」的則傾向表示「沒有一個做得好」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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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促進經濟繁榮 
 
當被問及在三位行政長官候選人中，哪一位在「促進經濟繁榮」方

面做得最好時，有五成五(54.5%) 的被訪者表示是曾俊華，兩成五

(24.5%) 表示是林鄭月娥，百分之三  (2.7%) 表示是胡國興。此外，

有百分之八 (8.4%) 的被訪者表示「沒有一個做得好」，一成 (9.6%) 表

示「不知道/無意見」(見附表 8)。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18–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促進經濟繁榮」方面曾俊華做

得最好，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林鄭月娥做得最好 ( p 值為

0.001)； 

(2) 預科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促進經濟繁榮」方面林

鄭月娥做得最好，而專上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曾俊華做得最好 ( p 值

為 0.031)； 

(3)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促進經濟繁榮」方面林

鄭月娥做得最好，而自稱「泛民主派」或自稱「本土自決派」的則

較傾向表示曾俊華做得最好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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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守護香港核心價值 
 
當被問及在三位行政長官候選人中，哪一位在「守護香港核心價值」

方面做得最好時，有三成二 (32.3%) 的被訪者表示是曾俊華，兩成

六 (25.8%) 表示是胡國興，兩成一 (21.3%) 表示是林鄭月娥。此外，

有百分之九 (8.8%) 的被訪者表示「沒有一個做得好」，一成一 (11.4%) 

表示「不知道/無意見」(見附表 9)。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18–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守護香港核心價值」方面胡國

興或曾俊華做得最好，30–49 歲的較傾向表示曾俊華做得最好，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林鄭月娥做得最好 ( p 值為 0.000)； 

(2) 預科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守護香港核心價值」方

面林鄭月娥做得最好，而專上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胡國興做得最好 

( p 值為 0.000)；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守護香港核心價值」方面林鄭

月娥做得最好，或表示「沒有一個做得好」，而高收入的則較傾向

表示曾俊華做得最好 ( p 值為 0.018)； 

(4) 有工作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守護香港核心價值」方面胡國興

做得最好，而沒有工作的則較傾向表示林鄭月娥做得最好 ( p 值為

0.007)； 

(5) 男性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守護香港核心價值」方面胡國興做得

最好，而女性的則較傾向表示曾俊華做得最好 ( p 值為 0.000)； 

(4)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守護香港核心價值」方

面林鄭月娥做得最好，自稱「泛民主派」的較傾向表示曾俊華做得

最好，自稱「本土自決派」的較傾向表示胡國興做得最好，而自稱

「三者都不是」的則傾向表示「沒有一個做得好」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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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能夠令基層市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 
 
當被問及在三位行政長官候選人中，哪一位在「能夠令基層市民分

享經濟發展成果」方面做得最好時，有三成九 (39.0%) 的被訪者表示

是曾俊華，兩成三 (22.8%) 表示是林鄭月娥，一成三 (13.2%) 表示是

胡國興。此外，有一成三  (12.6%) 的被訪者表示「沒有一個做得

好」，一成二 (11.9%) 表示「不知道/無意見」(見附表 10)。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18–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能夠令基層市民分享經濟發展

成果」方面胡國興或曾俊華做得最好，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

示林鄭月娥做得最好 ( p 值為 0.000)； 

(2) 預科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能夠令基層市民分享經

濟發展成果」方面林鄭月娥做得最好，而專上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

胡國興做得最好 ( p 值為 0.031)； 

(3)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能夠令基層市民分享經

濟發展成果」方面林鄭月娥做得最好，自稱「泛民主派」或自稱「本

土自決派」的較傾向表示曾俊華或胡國興做得最好，而自稱「三者

都不是」的則傾向表示「沒有一個做得好」(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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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對中央政府關於行政長官具備四個標準的看法 6   
 
2.4.1 四個標準中哪一個最重要 

 
當被問及中央政府官員要求行政長官具備的四個標準中哪一個是最

重要，還是四個標準同樣重要時 7，有兩成四 (24.0%) 的被訪者表示

是港人擁護，一成八(17.5%) 表示是有管治能力，百分之六(6.2%) 

表示是愛國愛港，百分之二 (1.9%) 表示是中央信任。此外，有四成

七  (46.7%) 的被訪者表示四個標準同樣重要，百分之三(3.4%) 的被

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見附表 11)。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18–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四個標準中港人擁護或有管治能

力最重要，30–49 歲的較傾向表示有管治能力最重要，而 50 歲或以

上的則較傾向表示四個標準同樣重要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四個標準中愛國愛港最

重要，或表示四個標準同樣重要，而專上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港人

擁護或有管治能力最重要 ( p 值為 0.000)；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四個標準中愛國愛港最重要，

或表示四個標準同樣重要，中收入的較傾向表示港人擁護或有管治

能力最重要，而高收入的則較傾向表示有管治能力最重要  ( p 值為

0.000)； 

(4) 有工作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四個標準中有管治能力最重要，

而沒工作的則較傾向表示愛國愛港最重要，或表示四個標準同樣重

要 ( p 值為 0.000)； 

(5)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四個標準中愛國愛港最重

要，或表示四個標準同樣重要，自稱「泛民主派」和自稱「本土自

決派」的則較傾向表示港人擁護或有管治能力最重要，而自稱「三

者都不是」的則較傾向表示四個標準同樣重要 ( p 值為 0.000)。 

                                                 
6 為避免問題的出現次序，影響被訪者的答案，2.4.2 至

 2.4.5 段 中各組的題目出現次序，以及

每組中各候選人的出現次序，均由電腦隨機決定。 
7 題目中讀出四個標準的次序，由電腦隨機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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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不同候選人具備「愛國愛港」標準的程度 

 
當被訪者被問要求對不同候選人具備「愛國愛港」標準的程度作評

分 (0 分代表「非常不具備」，10 分代表「非常具備」) 時，林鄭月

娥的平均評分是 7.19 (標準差是 2.38)，曾俊華的平均評分是 6.95 (標
準差是 1.90)，胡國興的平均評分是 6.01 (標準差是 2.32)。此外，分

別有一成一 (10.8%)、一成 (9.5%) 和一成五 (14.6%) 的被訪者表示在

對林鄭月娥、曾俊華和胡國興評分時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見附表

12)。 
 
變異數分析 (ANOVA) 顯示： 
  
(1) 18–29 歲的被訪者對胡國興的平均評分較高，50 歲或以上的則較

低 ( p 值為 0.004)；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對曾俊華的平均評分較低，而專上學

歷的則較高( p 值為 0.015)；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對胡國興的平

均評分較低，而專上學歷的則較高( p 值為 0.000)；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對曾俊華的平均評分較低，而高收入的則較

高 ( p 值為 0.022)；沒有收入的被訪者對胡國興的平均評分較低，而

高收入的則較高 ( p 值為 0.006)； 

(4) 有工作的被訪者對胡國興的平均評分較高，而沒工作的則較低 

( p 值為 0.012)； 

(5)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對林鄭月娥的平均評分較高，而自稱「本

土自決派」的則較低 ( p 值為 0.000)；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對曾

俊華和胡國興的平均評分均較低，而自稱「泛民主派」的則較高 ( p 值

均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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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不同候選人具備「中央信任」標準的程度 

 
當被訪者被問要求對不同候選人具備「中央信任」標準的程度作評

分 (0 分代表「非常不具備」，10 分代表「非常具備」) 時，林鄭月

娥的平均評分是 8.13 (標準差是 1.87)，曾俊華的平均評分是 5.92 (標
準差是 1.92)，胡國興的平均評分是 4.33 (標準差是 2.22)。此外，分

別有百分之七  (7.3%)、一成  (9.5%) 和一成三(13.1%) 的被訪者表示

在對林鄭月娥、曾俊華和胡國興評分時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見附

表 13)。 
 
變異數分析 (ANOVA) 顯示： 
  
(1)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對林鄭月娥的平均評分較低，而專上

學歷的則較高( p 值為 0.023)； 

(2)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對曾俊華的平均評分較低，而自稱「泛

民主派」的則較高 ( p 值為 0.026)；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對胡國

興的平均評分較低，而自稱「泛民主派」的則較高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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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不同候選人具備「有管治能力」標準的程度 

 
當被訪者被問要求對不同候選人具備 「有管治能力」 標準的程度作

評分 (0 分代表「非常不具備」，10 分代表「非常具備」) 時，曾俊

華的平均評分是 6.61 (標準差是 1.84)，林鄭月娥的平均評分是 6.26 

(標準差是 2.49)，胡國興的平均評分是 5.01 (標準差是 2.16)。此外，

分別有百分之七  (6.8%)、百分之六  (6.2%) 和一成四(13.7%) 的被訪

者表示在對曾俊華、林鄭月娥和胡國興評分時表示「不知道/無意

見」 (見附表 14)。 
 
變異數分析 (ANOVA) 顯示： 
  
(1) 18–29 歲的被訪者對林鄭月娥的平均評分較低，50 歲或以上的則

較高 ( p 值為 0.000)；18–29 歲的被訪者對胡國興的平均評分較高，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低 ( p 值為 0.002)； 

(2)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對曾俊華的平均評分較低，而自稱「泛

民主派」的則較高 ( p 值為 0.000)；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對林鄭

月娥的平均評分較高，而自稱「本土自決派」的則較低  ( p 值為

0.000)；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對胡國興的平均評分較低，而自稱

「泛民主派」或的自稱「本土自決派」則較高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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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不同候選人具備「港人擁護」標準的程度 

 
當被訪者被問要求對不同候選人具備 「港人擁護」 標準的程度作評

分 (0 分代表「非常不具備」，10 分代表「非常具備」) 時，曾俊華

的平均評分是 7.04 (標準差是 1.97)，胡國興的平均評分是 5.33 (標準

差是 2.13)，林鄭月娥的平均評分是 5.23 (標準差是 2.57)。此外，分

別有百分之六  (6.4%)、一成一  (10.6%) 和百分之七(6.5%) 的被訪者

表示在對曾俊華、胡國興和林鄭月娥評分時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見附表 15)。 
 
變異數分析 (ANOVA) 顯示： 
 
(1) 18–29 歲的被訪者對曾俊華和胡國興的平均評分均較高，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均較低 ( p 值均為 0.000)；18–29 歲的被訪者對林鄭月

娥的平均評分較低，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高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對曾俊華的平均評分較低，而專上學

歷的則較高 ( p 值為 0.000)；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對胡國興的平

均評分較低，而專上學歷的則較高 ( p 值為 0.001)；小學或以下學歷

的被訪者對林鄭月娥的平均評分較高，而專上學歷的則較低 ( p 值為

0.000)；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對曾俊華的平均評分較低，而高收入的則較

高 ( p 值為 0.008)；沒有收入的被訪者對林鄭月娥的平均評分較高，

而高收入的則較低 ( p 值為 0.002)； 

(4) 有工作的被訪者對林鄭月娥的平均評分較低，而沒有工作的則

較高 ( p 值為 0.007)； 

(5) 男性被訪者對林鄭月娥的平均評分較低，而女性的則較高 ( p 值

為 0.009)； 

(6)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對曾俊華和胡國興的平均評分均較低，

而自稱「泛民主派」的則均較高 ( p 值均為 0.000)；自稱「建制派」

的被訪者對林鄭月娥的平均評分較高，而自稱「本土自決派」的則

較低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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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行政長官選舉問題   
 
2.5.1 中央政府官員應否表示只支持某一位候選人 

 
當被問及贊成「在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應該讓各候選人爭取選委會

委員的支持，而中央政府官員不應該表示只支持某一位候選人」(下

稱「前一種意見」) ，還是「為避免當選的行政長官候選人，不獲中

央政府任命，因此中央政府官員在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應該表示只

支持某一位候選人」(下稱「後一種意見」) 時 8，有六成九(69.4%) 的

被訪者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一成三(13.0%) 表示贊成後一種意

見，百分之八(8.2%) 表示兩種意見都不贊成。此外，有百分之九

(8.7%) 的被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見附表 16)。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而專上學

歷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0)； 

(2) 男性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而女性的則較傾向表

示贊成前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19)； 

(3)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而自稱「泛

民主派」和自稱「本土自決派」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 ( p 值

為 0.000)。 

 
 

                                                 
8 題目中讀出兩種意見的次序，由電腦隨機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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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支持哪一位行政長官候選人 

 
當被問及如果在今次行政長官選舉中有投票權，被訪者會投票支持

哪一位候選人出任行政長官時，有四成四  (43.9%) 的被訪者表示會

投票支持曾俊華，兩成八  (27.6%) 表示會投票支持林鄭月娥，一成

三  (12.6%) 表示會投票支持胡國興。此外，有百分之九(8.6%) 的被

訪者表示不會投給任何一位，百分之六  (5.9%) 表示「不知道/無意

見」 (見附表 17)。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18–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會投票支持胡國興，或表示不會投

給任何一位，30–49 歲的較傾向表示會投票支持曾俊華，而 50 歲或

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會投票支持林鄭月娥 ( p 值為 0.000)； 

(2) 預科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會投票支持林鄭月娥，而

專上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會投票支持胡國興 ( p 值為 0.000)； 

(3) 男性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會投票支持胡國興 ( p 值為 0.019)。 

(4)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會投票支持林鄭月娥，自稱

「泛民主派」的較傾向表示會投票支持曾俊華或胡國興，自稱「本

土自決派」的較傾向表示會投票支持胡國興，而自稱「三者都不是」 

的則較傾向表示不會投給任何一位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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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結果重點 

 
(一) 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最多被訪者認為本屆特區政府最成功

的施政是房屋 (9.0%)，其次是取消雙非產子 (3.8%) 和老人福

利 (2.6%)。此外，有四成四的被訪者表示「沒有任何成功施

政」。 

 
(二) 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最多被訪者認為本屆特區政府最失敗

的施政是房屋  (9.1%) 和  社會分化  (9.1%)，其次是政改失敗 

(3.5%)、教育  (3.1%) 和  所有施政(3.0%)。此外，有一成四的

被訪者表示「沒有任何失敗施政」。 
 
(三) 分別有六成六、三成一和四成七的被訪者認為下一任行政長

官在任內應該重新啟動政制改革諮詢、推動基本法  23 條立

法 以及  遏止香港獨立思潮的散佈，認為不應該的則分別有

一成二、四成三和三成三。 
 
(四) 當被問及在推行不同政策時哪一位行政長官候選人做得最好

時，認為林鄭月娥做得最好的是在「促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

相互理解和尊重」方面(46.5%)，認為曾俊華做得最好的是在

「促進經濟繁榮」方面 (54.5%)、「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方

面(42.0%)、「能夠令基層市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方面

(39.0%)以及「守護香港核心價值」方面(32.3%)。 
 
(五) 對於中央政府官員要求行政長官候選人具備的四個標準，分

別有兩成四、一成八、百分之六和百分之二的被訪者認為

「港人擁護」、「有管治能力」、「愛國愛港」和「中央信任」

標準是最重要，也有四成七的被訪者表示四個標準同樣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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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被訪者被問要求對不同候選人具備不同標準的程度作評分 (0 

分代表「非常不具備」，10 分代表「非常具備」)。就「愛國

愛港」標準來說，平均評分依次是林鄭月娥 ( 7.19)、曾俊華 

( 6.95)、胡國興 ( 6.01)；就「中央信任」標準來說，平均評分

依次是林鄭月娥  (8.13)、曾俊華  ( 5.92)、胡國興  ( 4.33)；就

「有管治能力」標準來說，平均評分依次是曾俊華 ( 6.61)、林

鄭月娥 (6.26)、胡國興 (5.04)；就「港人擁護」標準來說，平

均評分依次是曾俊華  (7.04)、胡國興  (5.33)、林鄭月娥 

(5.23)。 
 
(七) 有六成九的被訪者表示贊成「在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應該讓

各候選人爭取選委會委員的支持，而中央政府官員不應該表

示只支持某一位候選人」，一成三表示贊成「為避免當選的

行政長官候選人，不獲中央政府任命，因此中央政府官員在

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應該表示只支持某一位候選人」。 

 

(八) 如果在今次行政長官選舉中有投票權，有四成四的被訪者表

示會投票支持曾俊華出任行政長官，兩成八表示會投票支持

林鄭月娥，一成三表示會投票支持胡國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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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除被訪者背景資料 ( 附表 19 – 23 ) 外，以下附表顯示的數據，均已根據被訪者
年齡和性別作加權處理。9 
 
 
 
1. 你認為本屆特區政府最成功的施政是甚麼？ 
 

 頻數 百分比 

房屋 91 9.0 
取消雙非產子 39 3.8 
老人福利 26 2.6 
土地 16 1.6 
限奶令 14 1.4 
扶貧 14 1.4 
社會福利 12 1.2 
$2 乘車優惠 11 1.1 
公屋 11 1.1 
分裂香港 11 1.1 
民生 10 1.0 
其他* 40 3.9 
沒有任何成功施政 450 44.4 
不知道/無意見 266 26.3 
不願回答 3 0.3 

   
總數 1,014 100.0 

* 其他的答案，包括打擊佔中、反港獨、經濟、幼稚園免費、基建等。 

                                                 
9 表 1 至 2、表 3 至 5 、表 6 至 10、表 12 至 15中的題目出現次序隨機。 



  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和行政長官選舉意見調查 

 
未來@香港 22 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  

 
2. 你認為本屆特區政府最失敗的施政是甚麼？ 
 

 頻數 百分比 

房屋 92 9.1 
社會分化 92 9.1 
政改失敗 35 3.5 
教育 31 3.1 
所有施政 30 3.0 
樓價高 24 2.4 
不聽民意 20 2.0 
佔中 18 1.8 
沒有全民退保 12 1.2 
民生 10 1.0 
其他* 255 25.1 
沒有任何失敗施政 139 13.7 
不知道/無意見 253 24.9 
不願回答 3 0.3 

   
總數 1,014 100.0 

* 其他的答案，包括法治、經濟、公屋、TSA、土地、基建、大陸化、不能守護一國兩制、
不理基層、中港矛盾、貧富懸殊、立法會秩序差、不得民心、冇錢派等。 

 
 
 



  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和行政長官選舉意見調查 

 
未來@香港 23 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  

 
3. 下一任行政長官應否在任內推行以下的政策：重新啟動政制改革諮詢？ 
 

 頻數 百分比 

應該 664 65.5 
一半半 94 9.3 
不應該 121 11.9 
不知道/無意見 132 13.0 
不願回答 3 0.3 

   
總數 1,014 100.0 

 
 
4. 下一任行政長官應否在任內推行以下的政策：推動基本法 23 條立法？ 
 

 頻數 百分比 

應該 311 30.7 
一半半 109 10.8 
不應該 439 43.3 
不知道/無意見 151 14.9 
不願回答 5 0.4 

   
總數 1,014 100.0 

 
 
5. 下一任行政長官應否在任內推行以下的政策：遏止香港獨立思潮的散佈？ 
 

 頻數 百分比 

應該 477 47.0 
一半半 101 9.9 
不應該 334 32.9 
不知道/無意見 95 9.4 
不願回答 7 0.7 

   
總數 1,0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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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促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方面，你認為是 ______，還

是 ______，抑或 ______ 做得最好？  
 

 頻數 百分比 

林鄭月娥 472 46.5 
曾俊華 292 28.7 
胡國興 40 3.9 
沒有一個做得好 98 9.7 
不知道/無意見 109 10.8 
不願回答 3 0.3 

   
總數 1,014 100.0 

 

 
7. 在「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方面，你認為是 ______，還是 ______，抑或 

______ 做得最好？  
 

 頻數 百分比 

曾俊華 426 42.0 
林鄭月娥 190 18.7 
胡國興 188 18.5 
沒有一個做得好 91 9.0 
不知道/無意見 116 11.4 
不願回答 3 0.3 

   
總數 1,0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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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促進經濟繁榮」方面，你認為是 ______，還是 ______，抑或 ______ 做

得最好？  
 

 頻數 百分比 

曾俊華 553 54.5 
林鄭月娥 248 24.5 
胡國興 27 2.7 
沒有一個做得好 85 8.4 
不知道/無意見 98 9.6 
不願回答 3 0.3 

   
總數 1,014 100.0 

 

 
9. 在「守護香港核心價值」方面，你認為是 ______，還是 ______，抑或 

______ 做得最好？ 
 

 頻數 百分比 

曾俊華 328 32.3 
胡國興 261 25.8 
林鄭月娥 216 21.3 
沒有一個做得好 90 8.8 
不知道/無意見 115 11.4 
不願回答 4 0.4 

   
總數 1,0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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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能夠令基層市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方面，你認為是 ______，還是 

______，抑或 ______ 做得最好？  
 

 頻數 百分比 

曾俊華 395 39.0 
林鄭月娥 232 22.8 
胡國興 133 13.2 
沒有一個做得好 128 12.6 
不知道/無意見 121 11.9 
不願回答 5 0.5 

   
總數 1,014 100.0 

 

 
11.  中央政府官員要求行政長官候選人具備以下四個標準：___、___、___、

___，哪一個標準是最重要的，還是四個標準同樣重要？ 
 

 頻數 百分比 

港人擁護 243 24.0 
有管治能力 178 17.5 
愛國愛港 63 6.2 
中央信任 19 1.9 
四個標準同樣重要 474 46.7 
不知道／無意見 35 3.4 
拒絕回答 2 0.2 

   
總數 1,0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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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請你就 各位 行政長官候選人 具備「愛國愛港」標準的程度 作評分， 

0 分代表「非常不具備」，10 分代表「非常具備」。 
 

 林鄭月娥 曾俊華 胡國興 

0 2.7 1.0 2.9 
1 1.3 0.1 1.4 
2 0.8 0.8 2.9 
3 2.0 2.5 4.3 
4 2.8 2.7 4.2 
5 10.3 12.0 18.9 
6 6.5 12.5 11.1 
7 13.1 18.1 15.8 
8 23.6 26.2 14.3 
9 10.3 4.7 2.4 
10 15.5 8.8 6.3 
不知道/無意見 10.8 9.5 14.6 
不願回答 0.5 1.1 0.9 

    
總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總頻數 1,014 1,014 1,014 
平均數 7.19 6.95 6.01 
標準差 2.38 1.90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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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請你就 各位 行政長官候選人 具備「中央信任」標準的程度 作評分， 

0 分代表「非常不具備」，10 分代表「非常具備」。 
 

 林鄭月娥 曾俊華 胡國興 

0 1.3 2.2 7.8 
1 0.3 0.5 2.7 
2 0.3 2.5 6.6 
3 0.7 3.1 10.7 
4 0.8 4.9 10.2 
5 4.2 23.2 25.2 
6 5.3 16.9 12.3 
7 11.2 20.5 4.9 
8 27.0 11.4 3.6 
9 15.9 2.2 .8 
10 25.4 2.8 1.5 
不知道/無意見 7.3 9.5 13.1 
不願回答 0.5 0.3 0.7 

    
總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總頻數 1,014 1,014 1,014 
平均數 8.13 5.92 4.33 
標準差 1.87 1.9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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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請你就 各位 行政長官候選人 具備「有管治能力」標準的程度 作評分， 

0 分代表「非常不具備」，10 分代表「非常具備」。 
 

 曾俊華 林鄭月娥 胡國興 

0 1.2 5.1 5.1 
1 0.3 2.3 1.6 
2 1.3 1.8 4.5 
3 2.3 3.6 7.2 
4 4.3 4.5 9.4 
5 13.3 13.2 22.0 
6 13.3 10.3 14.5 
7 26.7 17.3 13.4 
8 21.0 23.2 6.3 
9 4.5 7.4 0.9 
10 4.5 4.9 1.2 
不知道/無意見 6.8 6.2 13.7 
不願回答 0.4 0.3 0.4 

    
總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總頻數 1,014 1,014 1,014 
平均數 6.61 6.26 5.01 
標準差 1.84 2.49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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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請你就 各位 行政長官候選人 具備「港人擁護」標準的程度 作評分， 

0 分代表「非常不具備」，10 分代表「非常具備」。 
 

 曾俊華 胡國興 林鄭月娥 

0 1.1 4.1 7.0 
1 0.6 1.2 2.7 
2 1.5 4.9 4.9 
3 1.7 8.9 7.4 
4 2.7 7.9 9.0 
5 11.1 25.3 16.7 
6 11.1 16.0 14.3 
7 18.1 16.9 12.1 
8 26.7 11.5 11.5 
9 10.4 1.6 3.7 
10 7.9 1.7 3.6 
不知道/無意見 6.4 10.6 6.5 
不願回答 0.6 0.5 0.7 

    
總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總頻數 1,014 1,014 1,014 
平均數 7.04 5.33 5.23 
標準差 1.97 2.13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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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有意見認為：在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應該讓各候選人爭取選委會委員的支

持，而中央政府官員不應該表示只支持某一位候選人。 
    也有意見認為：為避免當選的行政長官候選人，不獲中央政府任命，因此

中央政府官員在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應該表示只支持某一位候選人。你贊

成哪一種意見？ 
 

 頻數 百分比 

贊成前者 704 69.4 
贊成後者 132 13.0 
兩者都不贊成 83 8.2 
不知道/無意見 88 8.7 
不願回答 7 0.7 

   
總數 1,014 100.0 

 
 
17.  如果你在今次行政長官選舉中有投票權，那麼你會投票支持____、____，

還是 ____？ 
 

 頻數 百分比 

曾俊華 445 43.9 
林鄭月娥 280 27.6 
胡國興 129 12.7 
不會投給任何一位 87 8.6 
不知道/無意見 60 5.9 
不願回答 13 1.3 

   
總數 1,0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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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討論香港政治的時候，有「建制派」、「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的

分別。一般來說，你較傾向建制派、泛民主派、本土自決派，還是三者都

不是？10  

 
 頻數 百分比 

泛民主派 263 25.9 
建制派 165 16.3 
本土自決派 74 7.3 
三者都不是 451 44.5 
不知道/無意見 54 5.3 
不願回答 8 0.8 

   
總數 1,014 100.0 

 
 

19. 被訪者年齡 

 
 頻數 百分比 

18-19歲 30 3.0 
20-24歲 57 5.6 
25-29歲 46 4.5 
30-34歲 60 5.9 
35-39歲 38 3.7 
40-44歲 81 8.0 
45-49歲 63 6.2 
50-54歲 172 17.0 
55-59歲 90 8.9 
60-64歲 115 11.3 
65歲或以上 262 25.8 

   
總數 1,014 100.0 

 
 

                                                 
10 三個派別出現次序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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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被訪者教育程度 

 
 頻數 百分比 

無接受正規教育 27 2.7 
小學 99 9.8 
中一至中三 125 12.3 
中四至中六 [新制] 23 2.3 
中四至中五 [舊制]] 180 17.8 
中六至中七 [舊制] 117 11.5 
文憑/證書課程 [非學位] 68 6.7 
副學士課程 16 1.6 
學位課程 [包括碩士、博士等] 335 33.0 
其他 5 0.5 
不願回答 19 1.9 

   
總數 1,014 100.0 

 
 
21. 被訪者每月平均個人收入  

 
 頻數 百分比 

無收入 400 39.4 
$4,999 11 1.1 
$5,000 - 9,999 21 2.1 
$10,000 - 14,999 72 7.1 
$15,000 - 19,999 70 6.9 
$20,000 - 29,999 118 11.6 
$30,000 - 39,999 56 5.5 
$40,000 - 49,999 32 3.2 
$50,000或 以上 82 8.1 
無固定收入 46 4.5 
不願回答 106 10.5 

   
總數 1,0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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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被訪者的就業情況 

 
 頻數 百分比 

全職工作 465 45.9 
兼職工作 60 5.9 
失業、待業 20 2.0 
學生 48 4.7 
家庭主婦 82 8.1 
退休 318 31.4 
不願回答 21 2.1 

   
總數 1,014 100.0 

 
 
23. 被訪者的性別 

 
 頻數 百分比 

男 485 47.8 
女 529 52.2 

   
總數 1,014 1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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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問卷 
 
你好！我係 嶺南大學 打來的。現正進行一項意見調查。 

 

請問府上的 電話號碼 是否 XXXX XXXX (電話)？ 

 

請問府上有多少名 18 歲或以上的 香港居民 呢？ 

        有，直接輸入合格者人數，並找電腦所抽取的那個人來訪問 

        沒有，說謝謝，中止訪問，按 ESC 

 

[Q.1-2 出現次序隨機] 

1. 你認為 本屆特區政府 最成功的施政 是甚麼？ 

   (1) ____________________ 

   (2) 沒有任何成功施政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絕回答 

 

2. 你認為 本屆特區政府 最失敗的施政 是甚麼？ 

   (1) ____________________ 

   (2) 沒有任何失敗施政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絕回答 

 

以下我們會讀出行政長官的部分工作，請你回答 哪一位 行政長官候選人 會做

得最好。[Q.3-7 出現次序隨機] 

 

3. 在「促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方面， 

   你認為是 ______，還是 ______，抑或 ______ 做得最好？ 

   [答案 1 – 3 出現次序隨機] [請按出現次序讀出答案 1 – 3] 

   (1) 曾俊華            (2) 林鄭月娥       (3) 胡國興  

   (4) 沒有一個做得好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絕回答 

 

4. 在「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方面， 

   你認為是 ______，還是 ______，抑或 ______ 做得最好？ 

   [答案 1 – 3 出現次序隨機] [請按出現次序讀出答案 1 – 3] 

   (1) 曾俊華            (2) 林鄭月娥       (3) 胡國興  

   (4) 沒有一個做得好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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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促進經濟繁榮」方面， 

   你認為是 ______，還是 ______，抑或 ______ 做得最好？ 

   [答案 1 – 3 出現次序隨機] [請按出現次序讀出答案 1 – 3] 

   (1) 曾俊華            (2) 林鄭月娥       (3) 胡國興  

   (4) 沒有一個做得好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絕回答 

 

6. 在「守護香港核心價值」方面， 

   你認為是 ______，還是 ______，抑或 ______ 做得最好？ 

   [答案 1 – 3 出現次序隨機] [請按出現次序讀出答案 1 – 3] 

   (1) 曾俊華            (2) 林鄭月娥       (3) 胡國興  

   (4) 沒有一個做得好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絕回答 

 

7. 在「能夠令基層市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方面， 

   你認為是 ______，還是 ______，抑或 ______ 做得最好？ 

   [答案 1 – 3 出現次序隨機] [請按出現次序讀出答案 1 – 3] 

   (1) 曾俊華            (2) 林鄭月娥       (3) 胡國興  

   (4) 沒有一個做得好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絕回答 

 

你認為 下一任行政長官，應不應該 在任內 推行以下的政策？ 

[Q.8-10 出現次序隨機] 

 

8.  重新啟動政制改革諮詢 

    (1) 應該               (2) 一半半         (3) 不應該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絕回答 

 

9.  推動基本法 23 條立法 

    (1) 應該               (2) 一半半         (3) 不應該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絕回答 

 

10. 遏止香港獨立思潮的散佈 

    (1) 應該               (2) 一半半         (3) 不應該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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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央政府官員要求 行政長官候選人 具備以下 四個標準： 

    ____、____、____、____， 

    你認為 哪一個標準 是最重要的，還是 四個標準同樣重要？ 

    [答案 1-4 出現次序隨機]  [請按出現次序讀出答案 1-4] 

    (1) 愛國愛港          (2) 中央信任   (3) 有管治能力  (4) 港人擁護 

    (5) 四個標準同樣重要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絕回答 

 

請你就 各位 行政長官候選人 具備以上標準的程度 作評分， 

0 分代表「非常不具備」，10 分代表「非常具備」。 

[Q.12-14、Q.15-17、Q.18-20、Q.21-23 四組問題出現次序隨機] 

[各組問題中 候選人的出現次序 隨機] 

 

12. 愛國愛港：曾俊華 

    __ 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無意見        (98) 拒絕回答 

 

13. 愛國愛港：林鄭月娥 

    __ 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無意見        (98) 拒絕回答 

 

14. 愛國愛港：胡國興 

    __ 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無意見        (98) 拒絕回答 

 

15. 中央信任：曾俊華 

    __ 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無意見        (98) 拒絕回答 

 

16. 中央信任：林鄭月娥 

    __ 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無意見        (98) 拒絕回答 

 

17. 中央信任：胡國興 

    __ 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無意見        (98) 拒絕回答 

 

18. 有管治能力：曾俊華 

    __ 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無意見        (98) 拒絕回答 

 

19. 有管治能力：林鄭月娥 

    __ 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無意見        (98) 拒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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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有管治能力：胡國興 

    __ 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無意見        (98) 拒絕回答 

 

21. 港人擁護：曾俊華 

    __ 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無意見        (98) 拒絕回答 

 

22. 港人擁護：林鄭月娥 

    __ 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無意見        (98) 拒絕回答 

 

23. 港人擁護：胡國興 

    __ 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無意見        (98) 拒絕回答 

 

 

[電腦隨機選問 Q.24a或Q.24b中的一題] 

24a. 有意見認為：在 行政長官選舉 期間，應該讓 各候選人 爭取選委會委員 

的支持，而 中央政府官員 不應該表示 只支持 某一位候選人。 

  也有意見認為：為避免 當選的 行政長官候選人，不獲中央政府任命， 

  因此 中央政府官員 在行政長官選舉 期間，應該表示 只支持 某一位候選人。 

    你贊成哪一種意見？ 

    (1) 贊成前者              (2) 贊成後者        (3) 兩者都不贊成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4b. 有意見認為：為避免 當選的 行政長官候選人，不獲中央政府任命， 

  因此 中央政府官員 在行政長官選舉 期間，應該表示 只支持 某一位候選人。 

 也有意見認為：在 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應該讓 各候選人爭取選委會委員 的支持， 

               而 中央政府官員 不應該表示 只支持某一位候選人。 

    你贊成哪一種意見？ 

    (1) 贊成前者              (2) 贊成後者        (3) 兩者都不贊成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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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如果你在 今次行政長官選舉 中有投票權， 

    那麼 你會 投票支持____、____，還是 ____？ 

    [答案 1-3 出現次序隨機]  [請按出現次序讀出答案 1-3] 

    (1) 曾俊華             (2) 林鄭月娥 

    (3) 胡國興             (4) 不會投給任何一位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絕回答 

 

[電腦隨機 選擇發問 Q26a-Q26f 其中一題] 

 

26a. 在討論香港政治的時候，有「建制派」、「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的分別。 

    一般來說，你 較傾向 建制派、泛民主派、本土自決派，還是 三者都不是？ 

    (1) 建制派           (2) 泛民主派     (3) 本土自決派    (4) 三者都不是 

    (7) 不知道/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6b. 在討論香港政治的時候，有「建制派」、「本土自決派」和「泛民主派」的分別。 

    一般來說，你 較傾向 建制派、本土自決派、泛民主派，還是 三者都不是？ 

    (1) 建制派           (2) 本土自決派    (3) 泛民主派    (4) 三者都不是 

    (7) 不知道/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6c. 在討論香港政治的時候，有「泛民主派」、「本土自決派」和「建制派」的分別。 

    一般來說，你 較傾向 泛民主派、本土自決派、建制派，還是 三者都不是？ 

    (1) 泛民主派         (2) 本土自決派     (3) 建制派    (4) 三者都不是 

    (7) 不知道/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6d. 在討論香港政治的時候，有「泛民主派」、「建制派」和「本土自決派」的分別。 

    一般來說，你 較傾向 泛民主派、建制派、本土自決派，還是 三者都不是？ 

    (1) 泛民主派         (2) 建制派      (3) 本土自決派    (4) 三者都不是 

    (7) 不知道/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6e. 在討論香港政治的時候，有「本土自決派」、「泛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分別。 

    一般來說，你 較傾向 本土自決派、泛民主派、建制派，還是 三者都不是？ 

    (1) 本土自決派       (2) 泛民主派    (3) 建制派    (4) 三者都不是 

    (7) 不知道/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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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f. 在討論香港政治的時候，有「本土自決派」、「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分別。 

    一般來說，你 較傾向 本土自決派、建制派、泛民主派，還是 三者都不是？ 

    (1) 本土自決派       (2) 建制派      (3) 泛民主派   (4) 三者都不是 

    (7) 不知道/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7. 請問您的 年齡 大約是 

    (01) 18-19 歲      (02) 20-24 歲       (03) 25-29 歲 

    (04) 30-34 歲      (05) 35-39 歲       (06) 40-44 歲 

    (07) 45-49 歲      (08) 50-54 歲       (09) 55-59 歲 

    (10) 60-64 歲      (11) 65歲或以上 

 

28. 請問你的 教育程度 是 

    (01) 無接受正規教育                (02) 小學 

    (03) 中一至中三                    (04) 中四至中六 [新制] 

    (05) 中四至中五 [舊制]             (06) 中六至中七 [舊制] 

    (07) 文憑/證書課程 [非學位]        (08) 副學士課程 

    (09) 學位課程 [包括碩士、博士等]   (10) 其他 

    (98) 不願回答 

 

29. 請問您的 個人 收入，每個月平均是多少？ 

    (00) 無收入 

    (01) $4,999 或 以下      (02) $5,000 - 9,999 

    (03) $10,000 - 14,999    (04) $15,000 - 19,999 

    (05) $20,000 - 29,999    (06) $30,000 - 39,999 

    (07) $40,000 - 49,999    (08) $50,000 或 以上 

    (09) 無固定收入          (98) 不願回答 

 

30. 請問你的 就業情況 是 

    (1) 全職工作         (2) 兼職工作         (3) 失業、待業 

    (4) 學生             (5) 家庭主婦         (6) 退休 

    (8) 不願回答 

 

31. 性別 

    (1) 男        (2) 女 

 

 

-- 訪問已經完結，多謝您接受訪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