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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事件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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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事件以及近年發生的衝突事件的意

見。是次民意調查在二零一六年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五日晚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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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 份

問卷，回應率是 34.3%，在 95% 信心水平下，抽樣誤差約為 ± 3.0 

個百分點。 
 

本調查主要分為兩部分：(1)  近年發生的衝突事件；以及 (2) 旺角

事件。 
 

為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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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電腦隨機決定相關字眼或

子句在同一問題的出現次序。此外，為避免正面表述還是反面表述

問題內容，影響被訪者的答案，本調查採取隨機原則來處理，即由

電腦隨機決定相關問題內容是正面表述還是反面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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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結果 

1 
 
 
2.1 近年發生的衝突事件 2   
 
 
2.1.1 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的武力 

 
當被問及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的武力整體

來說是過分還是不足時  3，有三成五  (35.2%) 的被訪者表示是適當

的，三成一  (31.1%) 表示是過分的，兩成一  (21.1%) 表示是不足

的，還有百分之八 (7.7%) 表示是「有時過分，有時不足」 (見附表

1)。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4： 
 
(1) 18 – 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警察對在

場參與者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過分的，而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

表示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不足的 ( p 值為 0.000)； 

 

                                                 
1 除被訪者的背景資料 ( 附表 20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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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2.1.2 段、2.1.3 與  2.1.4 段、2.1.5 與 

2.1.6 段中的題目出現次序，由電腦隨機決定。 

3 為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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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問題有以下兩個版
本，並以電腦隨機方式，來決定向被訪者發問哪一個版本：「你認為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警

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過分的、適當的，還是不足的？」，以及「你認為

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不足的、適當的，還是過

分的？」。 

4 為方便分析，我們把被訪者的社會經濟背景變項，作以下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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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 
(6) 出生地區分為 2 個組別：香港出生、非香港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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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的

武力整體來說是適當的，中學或預科學歷的較傾向表示使用的武力

整體來說是不足的，而專上教育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使用的武力整

體來說是過分的 ( p 值為 0.005)； 

(3)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的武

力整體來說是不足的，自稱「泛民主派」的較傾向表示使用的武力

整體來說是過分的或「有時過分，有時不足」，自稱「本土派」的

較傾向表示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過分的，而自稱「三者都不是」

的則較傾向表示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不足的或適當的  ( p 值為

0.000)。 

 
 
 
2.1.2 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的武力 

 
當被問及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的武力整體

來說是過分還是不足時  5，有六成  (60.3%) 的被訪者表示是過分

的，兩成  (20.2%) 表示是適當的，百分之七 (6.7%) 表示是不足的，

還有百分之七 (7.2%) 表示是「有時過分，有時不足」 (見附表 2)。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18 – 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在場參與

者對警察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不足的或適當的，而30 歲或以上的

則較傾向表示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過分的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的

武力整體來說是過分的，而專上教育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使用的武

力整體來說是適當的 ( p 值為 0.017)； 

 

                                                 
5 為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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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問題有以下兩個版
本，並以電腦隨機方式，來決定向被訪者發問哪一個版本：「你認為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在

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過分的、適當的，還是不足的？」，以及「你認為

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不足的、適當的，還是過

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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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的武力整

體來說是過分的，而低收入的則較傾向表示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

或適當的或「有時過分，有時不足」( p 值為 0.018)； 

(4) 男性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的武力整體來

說是適當的，而女性的則較傾向表示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過分的 

( p 值為 0.000)； 

(5) 自稱「建制派」或自稱「三者都不是」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在場

參與者對警察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過分的，自稱「泛民主派」的

較傾向表示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適當的或「有時過分，有時不

足」，而自稱「本土派」的則較傾向表示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是不

足的或適當的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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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警察可以對在場參與者使用超過當時環境所需要的武力？ 

 
當被問及贊成「為了恢復秩序，警察對在場參與者，可以使用武

力，即使是超過當時環境所需要的武力都可以」(下稱「前一種意

見」) ，還是 「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不可以使用超過當時環境所需

要的武力」(下稱「後一種意見」) 時 6，有三成 (30.0%) 的被訪者表

示贊成前一種意見，五成五  (54.6%) 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百分之

九 (9.4%) 表示兩種意見都不贊成 (見附表 3)。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18 – 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而 50 歲或以上

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或兩種意

見都不贊成，中學或預科學歷的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而專

上教育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0)；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而低收入或高

收入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21)； 

(4) 非香港出生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27)； 

(5) 自稱「建制派」或自稱「三者都不是」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

前一種意見，而自稱「泛民主派」或自稱「本土派」的則較傾向表

示贊成後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0)。 

 

                                                 
6 為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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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問題有以下兩個版
本，並以電腦隨機方式，來決定向被訪者發問哪一個版本：「有意見認為：為了恢復秩序，警

察對在場參與者，可以使用武力，即使是超過當時環境所需要的武力都可以。也有意見認為：

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不可以使用超過當時環境所需要的武力。你贊成哪一種意見？」，以及「有

意見認為：為了恢復秩序，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也不可以使用超過當時環境所需要的武力。也

有意見認為：警察對在場參與者，可以使用武力，即使是超過當時環境所需要的武力都可以。

你贊成哪一種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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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在場參與者可以對警察作武力反抗？ 

 
當被問及贊成「無論任何情況之下，在場參與者對警察都不應該使

用武力」(下稱「前一種意見」) 還是「當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過

分武力，在場參與者便可以武力反抗」(下稱「後一種意見」) 時 7，

有四成七 (46.8%) 的被訪者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三成  (30.0%) 表
示贊成後一種意見，一成八 (17.5%) 表示兩種意見都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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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後一種意見，而 50 歲或以上

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0)； 

(2) 中學或預科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而專上

教育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5)； 

(3) 自稱「建制派」或自稱「三者都不是」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

前一種意見，而自稱「泛民主派」或自稱「本土派」的則較傾向表

示贊成後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0)。 

 

                                                 
7 為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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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條問題有以下兩
個版本，並以電腦隨機方式，來決定向被訪者發問哪一個版本：「有意見認為：無論任何情況

之下，在場參與者對警察都不應該使用武力。也有意見認為：當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過分武

力，在場參與者便可以武力反抗。你贊成哪一種意見？」，以及「有意見認為：當警察對在場

參與者使用過分武力，在場參與者便可以武力反抗。也有意見認為：無論任何情況之下，在場

參與者對警察都不應該使用武力。你贊成哪一種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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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武力抗爭可以阻止特區政府推行某些政策？ 

 
當被問及贊成「武力抗爭有時可以阻止特區政府推行某些政策」 (下

稱「前一種意見」) 還是「武力抗爭只會令特區政府推行政策時更強

硬」(下稱「後一種意見」) 時 8，有兩成九(28.8%) 的被訪者表示贊

成前一種意見，四成五  (45.1%) 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一成八 

(17.6%) 表示兩種意見都不贊成。此外，有百分之八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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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前一種意見，30 – 49歲的較

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而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兩種意見

都不贊成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或兩種意

見都不贊成，中學或預科學歷的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而專

上教育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0)；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兩種意見都不贊成，低收入的較

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或兩種意見都不贊成，中收入的較傾向表

示贊成後一種意見，而高收入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 ( p 值

為 0.007)； 

(4) 男性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 p 值為 0.010)； 

(5)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自稱「泛

民主派」或自稱「本土派」的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而自稱

「三者都不是」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或兩種意見都不贊成 ( p 

值為 0.000)。 

 

                                                 
8 為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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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條問題有以下兩
個版本，並以電腦隨機方式，來決定向被訪者發問哪一個版本：「有意見認為：武力抗爭有時

可以阻止特區政府推行某些政策。也有意見認為：武力抗爭只會令特區政府推行政策時更強

硬。你贊成哪一種意見？」，以及「有意見認為：武力抗爭只會令特區政府推行政策時更強硬。

也有意見認為：武力抗爭有時可以阻止特區政府推行某些政策。你贊成哪一種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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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政治訴求可以用武力抗爭？ 

 
當被問及贊成「政治訴求，只可以用和平手段來爭取，不能訴諸武

力」(下稱「前一種意見」) 還是「政治訴求，可以使用和平手段來

爭取，但不排除武力抗爭」 (下稱 「後一種意見」)時 9，有五成八 

(57.8%) 的被訪者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三成六 (35.6%) 表示贊成後

一種意見，只有百分之四  (4.3%) 表示兩種意見都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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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後一種意見，而 50 歲或以上

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贊成前一種意見，而

專上教育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0)；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而低、中、高

收入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1)； 

(4) 男性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而女性的的則較傾

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0)； 

(5) 自稱「建制派」或自稱「三者都不是」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

前一種意見，而自稱「泛民主派」或自稱「本土派」的則較傾向表

示贊成後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0)。 

                                                 
9 為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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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條問題有以下兩
個版本，並以電腦隨機方式，來決定向被訪者發問哪一個版本：「有意見認為：政治訴求，只

可以用和平手段來爭取，不能訴諸武力。也有意見認為：政治訴求，可以使用和平手段來爭

取，但不排除武力抗爭。你贊成哪一種意見？」，以及「有意見認為：政治訴求，可以使用和

平手段來爭取，但不排除武力抗爭。也有意見認為：政治訴求，只可以用和平手段來爭取，不

能訴諸武力。你贊成哪一種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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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旺角事件」10   

 
為避免社會上對旺角事件性質的不同描述，影響被訪者的答案，因

此在向被訪者提問之前，會首先讀出一段對旺角事件性質有不同描

述的引言。但有關描述的排列次序可能會影響被訪者的答案，因此

我們準備了以下兩個版本的引言，並以電腦隨機方式決定要向被訪

者讀出哪一個版本： 
 
(1)「以下的問題，是有關農曆年初一至年初二凌晨在旺角發生的事

件。這次事件，有人認為是暴亂，有人認為是騷亂，有人認為是警

民衝突，亦有人認為是『魚蛋革命』。我們就簡單稱之為『旺角事

件』。」 
 
(2)「以下的問題，是有關農曆年初一至年初二凌晨在旺角發生的事

件。這次事件，有人認為是『魚蛋革命』，有人認為是警民衝突，

有人認為是騷亂，亦有人認為是暴亂。我們就簡單稱之為『旺角事

件』。」 
 
 
2.2.1 發生「旺角事件」的原因 
 
在沒有提供可選擇答案的情況下，我們問被訪者認為「旺角事件」

發生的最主要原因是甚麼？結果有八成五  (85.4%) 的被訪者有提出

原因，一成四 (14.1%) 表示「不知道 / 無意見」。我們把相類似答案

歸類為同一答案後，最多被訪者認為發生「旺角事件」的最主要原

因是「乘機搞事」(20.0%)，其次是「不滿政府」(7.2%) 和「民怨」

(6.3%) (見附表 8)。 
 

                                                 
10 為避免問題的出現次序，影響被訪者的答案，2.2.2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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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旺角事件」中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武力的接受程度 

 
被訪者被要求對「旺角事件」中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武力的接受

程度作評分 (0 分表示「非常不接受」，10 分表示「非常接受」)，
平均評分是 5.51 分，中位數評分是 5 分，眾數評分是 10 分，標準

差是 3.46 (見附表 8)。 
 
方差分析 (ANOVA)  11, 12 結果顯示： 

 

(1) 18 – 29 歲的被訪者的平均評分較低，而 50 歲或以上的平均評分

則較高 ( p 值為 0.000)； 

(2) 預科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的平均評分較高，而專上教育學歷的

平均評分則較低 ( p 值為 0.050)； 

(3) 低、中收入的被訪者的平均評分較低，而高收入的平均評分則

較高 ( p 值為 0.023)； 

(4) 非香港出生的被訪者的平均評分較高 ( p 值為 0.035)； 

(5) 自稱「建制派」或自稱「三者都不是」的被訪者的平均評分較高，

而自稱「泛民主派」或自稱「本土派」的平均評分則較低  ( p 值為

0.000)。 

 
 

                                                 
11  對被訪者社會經濟背景的組別區分，與交叉表列分析的組別區分相同。見注釋 4。 

12  方差分析是透過觀察某一社會經濟組別中的不同子組別之間的分項平均評分是否相同，從

而辨識不同子組別之間的差異。當我們說某一子組別的平均評分較高或較低，都是指該子組別

的平均評分與有關社會經濟組別的平均評分作比較。例如，性別這一組別的平均評分是 4.0，
而男性被訪者的平均評分是 3.2，以及女性的平均評分是 4.5；當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男、女被訪

者的平均評分有差異時，我們會說「男性被訪者的平均評分較低」(即男性被訪者的平均評分 

[3.2] 低於性別這一組別的平均評分[4.0])，以及「女性被訪者的平均評分較高」(即女性被訪者

的平均評分 [4.5] 高於性別這一組別的平均評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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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對「旺角事件」中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武力的接受程度 

 
被訪者被要求對「旺角事件」中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武力的接受

程度作評分 (0 分表示「非常不接受」，10 分表示「非常接受」)，
平均評分是 2.67分，中位數評分是 2分，眾數評分是 0分，標準差

是 3.04 (見附表 9)。 
 
方差分析結果顯示： 

 

(1) 18 – 29 歲的被訪者的平均評分較高，而 30 歲或以上的平均評分

則較低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的平均評分較低，而專上教育學歷的

平均評分則較高 ( p 值為 0.000)；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的平均評分較低，而低、中收入的平均評分

則較高 ( p 值為 0.014)； 

(4) 自稱「建制派」或自稱「三者都不是」的被訪者的平均評分較低，

而自稱「泛民主派」或自稱「本土派」的平均評分則較高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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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在未來一、兩年發生類似「旺角事件」的機會 

 
有六成二 (62.1%) 的被訪者表示經過「旺角事件」之後，香港在未來 

一、兩年發生類似「旺角事件」的機會是更大，一成二 (11.5%) 表示

發生機會更小，一成四  (13.5%) 表示發生機會大小和現在一樣。此

外，有一成三  (12.5%) 的被訪者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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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未來 一、兩年發生類似

「旺角事件」的機會是更大，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機會是

更小 ( p 值為 0.000)； 

(2) 預科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香港在未來 一、兩年發生

類似「旺角事件」的機會是更小，而專上教育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

機會是更大 ( p 值為 0.000)；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香港在未來 一、兩年發生類似

「旺角事件」的機會是更小，而低、高收入的則較傾向表示機會是

更大 ( p 值為 0.004)； 

(4) 非香港出生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香港在未來 一、兩年發生類似

「旺角事件」的機會是更小 ( p 值為 0.000)； 

(5)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香港在未來 一、兩年發生

類似「旺角事件」的機會是更小，而自稱「本土派」的則較傾向表

示機會是更大 ( p 值為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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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希望特區政府處理衝突事件手法更嚴厲還是更寬鬆 13  

 
有三成八 (37.6%) 的被訪者表示經過「旺角事件」之後，希望特區政

府處理衝突事件手法更嚴厲，兩成五  (24.8%) 表示希望手法更寬

鬆，兩成五(24.5%) 表示希望處理衝突事件手法維持不變。此外，

有一成二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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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希望特區政府處理衝突事件手法更寬

鬆，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希望處理手法更嚴厲  ( p 值為

0.003)； 

(2) 預科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希望特區政府處理衝突事件手

法更嚴厲，而專上教育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希望處理手法更寬鬆 ( p 

值為 0.000)； 

(3) 男性的被訪者較傾向希望特區政府處理衝突事件手法維持不

變，而女性的則較傾向表示處理手法更嚴厲 ( p 值為 0.002)； 

(4) 非香港出生的被訪者較傾向希望特區政府處理衝突事件手法更

嚴厲 ( p 值為 0.007)； 

(5)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希望特區政府處理衝突事件手法

更嚴厲，自稱「泛民主派」或自稱「本土派」較傾向表示希望處理

手法更寬鬆，而自稱「三者都不是」的則較傾向表示希望處理手法

更嚴厲或維持不變 ( p 值為 0.000)。 

 

                                                 
13 為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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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條問題有以下兩

個版本，並以電腦隨機方式，來決定向被訪者發問哪一個版本：「經過『旺角事件』之後，你

希望特區政府處理衝突事件的手法，更嚴厲、更寬鬆，還是維持不變？」，以及「經過『旺角

事件』之後，你希望特區政府處理衝突事件的手法，更寬鬆、更嚴厲，還是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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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希望中央政府放寬還是收緊對香港的政策 14 

 
有四成 (40.4%) 的被訪者表示經過「旺角事件」之後，希望中央政府

放寬對香港的政策，三成七  (36.8%) 表示希望維持不變，一成三 

(13.1%) 表示希望中央政府收緊對香港的政策。此外，有百分之九 

(8.5%) 的被訪者表示「不知道 / 無意見」(見附表 12)。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18 – 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希望中央政府放寬對香港的政策，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希望中央政府收緊對香港的政策或維持

不變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中央政府收緊對香港的政策或

維持不變，而專上教育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希望中央政府放寬對香

港的政策 ( p 值為 0.000)； 

(3)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中央政府收緊對香港的政策或維

持不變，自稱「泛民主派」或自稱「本土派」 的較傾向表示希望中

央政府放寬對香港的政策，而自稱「三者都不是」的則較傾向表示

希望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維持不變 ( p 值為 0.000)。 

 
 

                                                 
14 為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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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條問題有以下兩

個版本，並以電腦隨機方式，來決定向被訪者發問哪一個版本：「經過『旺角事件』之後，你

希望中央政府收緊抑或放寬對香港的政策，還是維持不變？」，以及「經過『旺角事件』之後，

你希望中央政府放寬抑或收緊對香港的政策，還是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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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特區政府應否成立獨立委員會全面調查「旺角事件」 

 
有六成五  (64.9%) 的被訪者表示特區政府應該成立獨立委員會，對

「旺角事件」作出全面的調查，兩成六 (26.3%) 表示不應該。此外，

有百分之八 (8.4%) 的被訪者表示「不知道 / 無意見」(見附表 13)。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特區政府

不應該成立獨立委員會，對「旺角事件」作出全面的調查，而自稱

「泛民主派」的則較傾向表示應該成立獨立委員會對「旺角事件」

作出全面的調查 ( p 值為 0.000)。 
 
 
 

2.2.8 會用甚麼字或詞去形容「旺角事件」 
 

在沒有提供可選擇答案的情況下，我們問被訪者會用甚麼 字或詞

去形容「旺角事件」。結果有八成三 (83.3%) 的被訪者有提出原因，

一成六 (15.8%) 表示「不知道 / 無意見」。我們把相類似答案歸類為

同一答案後，最多被訪者會用「暴亂」(8.6%) 去形容「旺角事件」，

其次是「騷亂」(5.7%) (見附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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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觀察 

 
 
(一) 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警察和在場參與者，雙方都有向對方

使用武力。一般而言，較多被訪者接受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

用武力，以及不接受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武力，但是，持

相反意見的被訪者儘管較少，但仍有相當數目 (約三成)。 
 
(二) 多數被訪者懷疑以武力抗爭作為手段來政改變政府的施政，

以及認為只能以和平手段來爭取政治訴求，但有為數不少的

被訪者則持相反意見 (約三成)。 
 
(三) 在「旺角事件」中，警察和在場參與者，雙方都有向對方使

用武力。相對於近年的一般衝突事件，更多被訪者接受警察

對在場參與者使用武力，以及不接受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

武力，但仍有不少被訪者持相反意見 (約一成多至三成)。 
 
(四) 有超過六成的被訪者表示經過「旺角事件」之後，香港在未

來 一、兩年發生類似「旺角事件」的機會是更大。 

 

(五) 雖然有近四成的被訪者表示經過「旺角事件」之後，希望特

區政府處理衝突事件手法更嚴厲，但希望中央政府收緊對香

港的政策的被訪者則只有一成三；相反，有四分一的被訪者

表示希望特區政府處理衝突事件手法更寬鬆，而希望中央政

府放寬對香港的政策的被訪者卻有四成。 
 
(六) 有超過六成的被訪者表示特區政府應該成立獨立委員會，對

「旺角事件」作出全面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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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不同子組別的意見，在若干問題上有明顯的差別。其中值得

注意的，包括： 
   

• 年齡方面：18-29 歲年齡組別較傾向接受在場參與者對警

察使用武力、不接受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武力、肯定

武力抗爭、希望特區政府更寬鬆地處理衝突事件，以及

希望中央政府放寬對香港的政策；而 50 歲或以上年齡組

別則較傾向持相反意見。 

• 教育程度方面：小學或以下學歷組別較傾向不接受在場

參與者對警察使用武力、接受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武

力、否定武力抗爭、希望特區政府更嚴厲地處理衝突事

件，以及希望中央政府收緊對香港的政策或維持不變；

而專上學歷組別較傾向持相反意見。 

• 自稱政治傾向方面：自稱「泛民主派」和自稱「本土派」

組別較傾向接受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武力、不接受警

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武力，以及肯定武力抗爭；而自稱

「建制派」和自稱「三者都不是」組別則較傾向持相反意

見。 

 
(八) 但在特區政府應否成立獨立委員會，全面調查「旺角事件」

的問題上，不同社會經濟組別中的各個子組別並沒有差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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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除被訪者背景資料 ( 附表 20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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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你認為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

是過分的、適當的，還是不足的？16 
 

 
頻數 百分比 

過分的 312 31.1 
適當的 353 35.2 
不足的 212 21.1 
有時過分，有時不足 78 7.7 
不知道 / 無意見 46 4.5 
不願回答 3 0.3 

   
總數 1,003 100.0 

 

 
2. 你認為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的武力，整體來說，

是過分的、適當的，還是不足的？17 
 

 
頻數 百分比 

過分的 604 60.3 
適當的 202 20.2 
不足的 68 6.7 
有時過分，有時不足 72 7.2 
不知道 / 無意見 54 5.4 
不願回答 2 0.2 

   
總數 1,003 100.0 

 

 

                                                 
15 表1與2、表3與4、表5與6、表8與9中的題目出現次序隨機，詳細說明見注釋2和 10。 

16 本表題目中的關鍵形容詞有不同的出現次序，詳細說明見注釋 3。 

17 本表題目中的關鍵形容詞有不同的出現次序，詳細說明見注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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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意見認為：為了恢復秩序，警察對在場參與者，可以使用武力，即使是超

過當時環境所需要的武力都可以。也有意見認為：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不可

以使用超過當時環境所需要的武力。你贊成哪一種意見？18 
 

 
頻數 百分比 

贊成前者 301 30.0 
贊成後者 548 54.6 
兩者都不贊成 94 9.4 
不知道 / 無意見 54 5.4 
不願回答 6 0.6 

   
總數 1,003 100.0 

 

 

 
4. 有意見認為：無論任何情況之下，在場參與者對警察都不應該使用武力。也

有意見認為：當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過分武力，在場參與者便可以武力反

抗。你贊成哪一種意見？19 
 

 
頻數 百分比 

贊成前者 470 46.8 
贊成後者 301 30.0 
兩者都不贊成 176 17.5 
不知道 / 無意見 44 4.4 
不願回答 12 1.2 

   
總數 1,003 100.0 

 

 

                                                 
18 本表題目中的兩種意見有不同的出現次序，詳細說明見注釋 6。 

19 本表題目中的兩種意見有不同的出現次序，詳細說明見注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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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意見認為：武力抗爭有時可以阻止特區政府推行某些政策。也有意見認

為：武力抗爭只會令特區政府推行政策時更強硬。你贊成哪一種意見？20 
 

 
頻數 百分比 

贊成前者 289 28.8 
贊成後者 453 45.1 
兩者都不贊成 177 17.6 
不知道 / 無意見 78 7.8 
不願回答 6 0.6 

   
總數 1,003 100.0 

 

 
6. 有意見認為：政治訴求，只可以用和平手段來爭取，不能訴諸武力。也有意

見認為：政治訴求，可以使用和平手段來爭取，但不排除武力抗爭。你贊成

哪一種意見？21 
 

 
頻數 百分比 

贊成前者 580 57.8 
贊成後者 357 35.6 
兩者都不贊成 43 4.3 
不知道 / 無意見 18 1.8 
不願回答 5 0.5 

   
總數 1,003 100.0 

 

                                                 
20 本表題目中的兩種意見有不同的出現次序，詳細說明見注釋 8。 

21 本表題目中的兩種意見有不同的出現次序，詳細說明見注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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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認為發生「旺角事件」，最主要的原因是甚麼？ 
 

 
頻數 百分比 

乘機搞事 201 20.0 
不滿政府 72 7.2 
民怨 63 6.3 
有人背後煽動、搞大事件 51 5.1 
年青人問題 48 4.8 
政府施政問題 46 4.6 
政府問題 40 4.0 
警方問題 36 3.6 
警民衝突 30 3.0 
社會問題 29 2.9 
暴亂 23 2.3 
政府處理不當 22 2.2 
小販問題 21 2.1 
政府不聽民意 19 1.9 
示威者反應太激烈 16 1.6 
各方面都不對 14 1.4 
本土派 14 1.4 
其他答案 145 14.5 
不知道 / 無意見 141 14.1 
不願回答 5 0.5 

   
總數 1,003* * 

* 由於部分被訪者回答了超過一個答案，因此各項的頻數總和與百分比總和，超過樣本

總數和百分之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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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整體來說，你對「旺角事件」中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使用的武力，你有幾接受

呢？ 0 分表示「非常不接受」，10 分表示「非常接受」。 
 

 
頻數 百分比 

0 分 138 13.7 
1 分 24 2.4 
2 分 44 4.4 
3 分 71 7.0 
4 分 48 4.8 
5 分 188 18.8 
6 分 48 4.8 
7 分 60 6.0 
8 分 67 6.6 
9 分 25 2.5 
10 分 223 22.2 
不知道 / 無意見 59 5.9 
不願回答 7 0.7 

   
總數 1,003 100.0 
平均評分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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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整體來說，你對「旺角事件」中在場參與者對警察使用的武力，你有幾接受

呢？ 0 分表示「非常不接受」，10 分表示「非常接受」。 
 

 
頻數 百分比 

0 分 430 42.9 
1 分 40 4.0 
2 分 56 5.6 
3 分 76 7.6 
4 分 50 5.0 
5 分 137 13.7 
6 分 38 3.8 
7 分 42 4.2 
8 分 31 3.1 
9 分 6 0.6 
10 分 45 4.5 
不知道 / 無意見 47 4.7 
不願回答 5 0.5 

   
總數 1,003 100.0 
平均評分 2.67 

 

 

 

10. 經過「旺角事件」之後，你認為香港在未來 一、兩年，發生類似「旺角事

件」的機會，是更大還是更小？ 
 

 
頻數 百分比 

更大 623 62.1 
更小 115 11.5 
和現在一樣 135 13.5 
不知道 / 無意見 125 12.5 
不願回答 4 0.4 

   
總數 1,00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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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經過「旺角事件」之後，你希望特區政府處理衝突事件的手法，更嚴厲、更

寬鬆，還是維持不變？22 
 

 
頻數 百分比 

更嚴厲 378 37.6 
更寬鬆 249 24.8 
維持不變 246 24.5 
不知道 / 無意見 118 11.8 
不願回答 12 1.2 

   
總數 1,003 100.0 

 

 

 

12. 經過「旺角事件」之後，你希望中央政府收緊抑或放寬對香港的政策，還是

維持不變？23 
 

 
頻數 百分比 

收緊 131 13.1 
放寬 406 40.4 
維持不變 369 36.8 
不知道 / 無意見 86 8.5 
不願回答 12 1.2 

   
總數 1,003 100.0 

 

                                                 
22 本表題目中的關鍵形容詞有不同的出現次序，詳細說明見注釋 13。 

23 本表題目中的關鍵動詞有不同的出現次序，詳細說明見注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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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你認為特區政府應不應該成立獨立委員會，對「旺角事件」作出全面的調

查？ 
 

 
頻數 百分比 

應該 651 64.9 
不應該 264 26.3 
不知道 / 無意見 85 8.4 
不願回答 3 0.3 

   
總數 1,003 100.0 

 

 

14. 你會用甚麼字或詞，去形容上述的「旺角事件」？ 
 

 
頻數 百分比 

暴亂 86 8.6 
騷亂 57 5.7 
暴力 36 3.6 
混亂 35 3.5 
暴動 35 3.5 
不幸 33 3.3 
乘機搞事 33 3.3 
衝突 28 2.8 
警民衝突 20 2.0 
政府問題 19 1.9 
無謂 19 1.9 
不恰當 17 1.7 
官逼民反 15 1.5 
不滿政府 13 1.3 
悲劇 13 1.3 
暴徒 13 1.3 
不知所謂 11 1.1 
各方面都不對 11 1.1 
有人策劃 11 1.1 
過分 11 1.1 
小事 10 1.0 
其他答案 30.9 30.8 
不知道 / 無意見 158 15.8 
不願回答 10 1.0 

   
總數 1,00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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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討論香港政治的時候，有「建制派」、「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分別。

一般來說，你較傾向建制派、泛民主派、本土派，還是三者都不是？24 

 
 

頻數 百分比 

建制派 104 10.3 
泛民主派 194 19.3 
本土派 85 8.5 
三者都不是 557 55.5 
不知道 / 無意見 57 5.7 
不願回答 6 0.6 

   
總數 1,003 100.0 

 

 

 

16. 請問你在  2012 年立法會地方選舉中，投票給哪一個政黨或候選人的名

單？ 
 

 
頻數 百分比 

__________  358 35.7 
當時是選民，但沒有投票 184 18.4 
當時有資格當選民，但沒

有登記成為選民，所以

沒有投票 

80 7.9 

當時不合乎選民資格 61 6.1 
投了白票⁄棄權票 37 3.7 
拒領選票 25 2.5 
忘記了 200 19.9 
不願回答 59 5.8 

   
總數 1,003 100.0 

 

 

 

 

 

 

 
                                                 
24 本表題目中的「建制派」、「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出現次序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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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你在 2016 年 9 月之前，會不會登記成為選民？ 

 [只限於在表 16 中回答在 2012 年立法會選舉時「有資格當選民，但沒有登

記成為選民」的被訪者回答] 
 

 
頻數 百分比 

會 37 46.6 
不會 30 37.8 
不知道 11 14.5 
不願回答 1 1.1 

   
總數 80 100.0 

 

 

 

18. 你在 2016 年 9 月之前，會不會合乎資格成為選民？ 

 [只限於在表 16 中回答在 2012 年立法會選舉時「不合乎選民資格」的被訪

者回答] 
 

 
頻數 百分比 

會 54 88.6 
不會 5 8.1 
不知道 2 3.3 

   
總數 61 100.0 

 

 

 

19. 你在 2016 年 9 月之前，會不會登記成為選民？ 

 [只限於在表 16 中回答在 2012 年立法會選舉時「不合乎選民資格」以及在

表 18 中回答在 2016 年 9 月之前「會」合乎選民資格的被訪者回答] 
 

 
頻數 百分比 

會 45 82.8 
不會 8 14.7 
不知道 1 2.5 

   
總數 5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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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被訪者年齡 

 
 

頻數 百分比 

18-19歲 50 5.0 
20-24歲 73 7.3 
25-29歲 52 5.2 
30-34歲 56 5.6 
35-39歲 50 5.0 
40-44歲 98 9.8 
45-49歲 70 7.0 
50-54歲 141 14.1 
55-59歲 98 9.8 
60-64歲 121 12.1 
65歲或以上 194 19.3 

   
總數 1,003 100.0 

 
 
 

21. 被訪者教育程度 

 
 

頻數 百分比 

無接受正規教育 40 4.0 
小學 93 9.3 
中一至中三 110 11.0 
中四至中六 [新制] 36 3.6 
中四至中五 [舊制]] 194 19.3 
中六至中七 [舊制] 115 11.5 
文憑/證書課程 [非學位] 75 7.5 
副學士課程 31 3.1 
學位課程 [包括碩士、博士等] 295 29.4 
其他 2 0.2 
不願回答 12 1.2 

   
總數 1,00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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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被訪者每月平均個人收入  

 
 

頻數 百分比 

無收入 364 36.3 
$4,999 39 3.9 
$5,000 - 9,999 42 4.2 
$10,000 - 14,999 107 10.7 
$15,000 - 19,999 66 6.6 
$20,000 - 29,999 105 10.5 
$30,000 - 39,999 60 6.0 
$40,000 - 49,999 36 3.6 
$50,000或 以上 63 6.3 
無固定收入 35 3.5 
不願回答 86 8.6 

   
總數 1,003 100.0 

 
 
 

23. 被訪者的就業情況 

 
 

頻數 百分比 

全職工作 472 47.1 
兼職工作 68 6.8 
失業、待業 22 2.2 
學生 87 8.7 
家庭主婦 86 8.6 
退休 256 25.5 
不願回答 12 1.2 

   
總數 1,00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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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被訪者的性別 

 
 

頻數 百分比 

男 481 48.0 
女 522 52.0 

   
總數 1,003 100.0 

 
 

 
25. 你是不是在香港出生？ 

 
 

頻數 百分比 

是 727 72.5 
不是 260 25.9 
不願回答 16 1.6 

   
總數 1,003 100.0 

 
 
 
26. 請問你來香港居住了多少年？ 

 [只限於在表 25 中回答「不是」在香港出生的被訪者回答] 
 

 
頻數 百分比 

10 年以下 8 3.1 
10 – 19 年 27 10.4 
20 – 29 年 34 13.1 
30 – 39 年 54 20.8 
40 – 49 年 41 15.8 
50 – 59 年 40 15.4 
60 – 69 年 30 11.5 
70 – 79 年 5 1.9 
80 年 或以上 7 2.7 
忘記了/不知道 8 3.1 
不願回答 6 2.3 

   
總數 260 100.0 

 
 

 

***   ***   ***



  旺角事件意見調查 

 
未來@香港 31 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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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的問題，是 有關 近年發生 的 衝突事件 的。 

 

[Q.1 – Q.2 出現次序隨機] 

 

 

1a. 你認為 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警察 對 在場參與者 使用的武力， 

    整體來說，是 過分的、適當的，還是 不足的？ 

    (1) 過分的                (2) 適當的       (3) 不足的 

    (4) 有時過分，有時不足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b. 你認為 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警察 對 在場參與者 使用的武力， 

    整體來說，是 不足的、適當的，還是 過分的？ 

    (1) 不足的                (2) 適當的       (3) 過分的 

    (4) 有時不足，有時過分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a. 你認為 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在場參與者 對 警察 使用的武力， 

    整體來說，是 過分的、適當的，還是 不足的？ 

    (1) 過分的                (2) 適當的       (3) 不足的 

    (4) 有時過分，有時不足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b. 你認為 在近年的衝突事件中，在場參與者 對 警察 使用的武力， 

    整體來說，是 不足的、適當的，還是 過分的？ 

    (1) 不足的                (2) 適當的       (3) 過分的 

    (4) 有時不足，有時過分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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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 Q.4 出現次序隨機] 

 

3a. 有意見認為：為了 恢復秩序，警察 對 在場參與者，可以使用 武力， 

                即使是 超過 當時環境所需要的 武力 都可以。 

 也有意見認為：警察對在場參與者，不可以使用超過當時環境所需要的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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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 有意見認為：為了 恢復秩序，警察 對 在場參與者， 

                也不可以使用 超過 當時環境所需要的 武力。 

    也有意見認為：警察 對 在場參與者，可以使用 武力， 

                  即使是 超過 當時環境所需要的 武力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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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有意見認為：無論任何情況之下，在場參與者對警察都不應該使用武力。 

    也有意見認為：當 警察 對 在場參與者 使用 過分武力， 

在場參與者 便可以 武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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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 有意見認為：當 警察 對 在場參與者 使用 過分武力， 

在場參與者 便可以 武力反抗。 

也有意見認為：無論任何情況之下，在場參與者對警察都不應該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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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 – Q.6 出現次序隨機] 

 

5a. 有意見認為：武力抗爭 有時可以 阻止 特區政府 推行某些政策。 

    也有意見認為：武力抗爭 只會令 特區政府 推行政策 時 更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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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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有意見認為：武力抗爭 只會令 特區政府 推行政策 時 更強硬。 

    也有意見認為：武力抗爭 有時可以 阻止 特區政府 推行某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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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有意見認為：政治訴求，只可以用 和平手段 來爭取，不能 訴諸武力。 

 也有意見認為：政治訴求，可以使用和平手段來爭取，但不排除 武力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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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b. 有意見認為：政治訴求，可以使用和平手段來爭取，但不排除 武力抗爭。 

    也有意見認為：政治訴求，只可以用 和平手段 來爭取，不能 訴諸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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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的問題，是 有關 農曆 年初一至年初二凌晨 在旺角發生 的 事件。 

這次事件，有人認為是 暴亂，有人認為是 騷亂，  

          有人認為是 警民衝突，亦有人認為是「魚蛋革命」。 

我們就 簡單 稱之為「旺角事件」。      

[其中，有兩種出現次序：「暴亂」、「騷亂」、「警民衝突」和「魚蛋革命」 

                     或「魚蛋革命」、「警民衝突」、「騷亂」和「暴亂」] 

 

7.  你認為 發生「旺角事件」，最主要 的 原因 是甚麼？ 

    (1) 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下答案]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Q.8 – Q.9 出現次序隨機] 

 

8. 整體來說，你對「旺角事件」中 警察 對 在場參與者 使用的武力， 

你有幾接受呢？    0 分 表示「非常不接受」，10 分 表示「非常接受」。 

    __  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無意見            (98) 不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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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整體來說，你對「旺角事件」中 在場參與者 對 警察 使用的武力， 

你有幾接受呢？  0 分 表示「非常不接受」，10 分 表示「非常接受」。 

    __  __ 分 [00 – 10] 

    (97) 不知道 / 無意見            (98) 不願回答 

 

10. 經過「旺角事件」之後，你認為 香港在未來 一、兩年， 

    發生類似「旺角事件」的機會，是 更大 還是 更小？   

    (1) 更大                 (2) 更小            (3) 和現在一樣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1a. 經過「旺角事件」之後，你希望 特區政府 處理 衝突事件 的手法， 

    更嚴厲、更寬鬆，還是 維持不變？ 

    [要強調「應該」] 

    (1) 更嚴厲               (2) 更寬鬆            (3) 維持不變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1b. 經過「旺角事件」之後，你希望 特區政府 處理 衝突事件 的手法， 

    更寬鬆、更嚴厲，還是 維持不變？ 

    [要強調「應該」] 

    (1) 更寬鬆               (2) 更嚴厲            (3) 維持不變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2a. 經過「旺角事件」之後，你希望 中央政府 收緊抑或放寬對香港的政策， 

     還是 維持不變？ 

    [要強調「應該」] 

    (1) 收緊                 (2) 放寬            (3) 維持不變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2b. 經過「旺角事件」之後，你希望中央政府放寬抑或收緊對香港的政策， 

     還是 維持不變？ 

    [要強調「應該」] 

    (1) 放寬                 (2) 收緊            (3) 維持不變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3. 你認為特區政府應不應該成立獨立委員會，對「旺角事件」作出全面的調查？ 

    (1) 應該                 (2) 不應該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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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你會用 甚麼 字或詞，去形容 上述的「旺角事件」？  

    (1) 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下答案]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5a. 在討論香港政治的時候，有「建制派」、「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分別。

一般來說，你較傾向建制派、泛民主派、本土派，還是三者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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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5b. 在討論香港政治的時候，有「建制派」、「本土派」和「泛民主派」的分別。

一般來說，你較傾向建制派、本土派、泛民主派，還是三者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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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5c. 在討論香港政治的時候，有「泛民主派」、「本土派」和「建制派」的分別。

一般來說，你較傾向泛民主派、本土派、建制派，還是三者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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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5d. 在討論香港政治的時候，有「泛民主派」、「建制派」和「本土派」的分別。

一般來說，你較傾向泛民主派、建制派、本土派，還是三者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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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5e. 在討論香港政治的時候，有「本土派」、「泛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分別。

一般來說，你較傾向本土派、泛民主派、建制派，還是三者都不是？ 

    (1) 本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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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f. 在討論香港政治的時候，有「本土派」、「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分別。

一般來說，你較傾向本土派、建制派、泛民主派，還是三者都不是？ 

    (1) 本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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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請問你在 2012 年立法會地方選舉中，投票給哪一個政黨或候選人的名單？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當時是選民，但沒有投票 

    (3) 當時有資格當選民，但沒有登記成為選民，所以沒有投票 

    (4) 當時不合乎選民資格 

    (5) 投了白票⁄棄權票        (6) 拒領選票 

    (7) 忘記了                  (8) 不願回答 

[選答案 3 的被訪者，回答 Q.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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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答案 4 的被訪者，回答 Q.18] 

[選其他答案的被訪者，跳至 Q.20] 

 

17. 你在 2016 年 9 月之前，會不會 登記 成為選民？ 

    (1) 會                      (2) 不會 

    (7) 不知道                  (8) 不願回答 

[跳至 Q.20] 

 

18. 你在 2016 年 9 月時，會不會 合乎資格 成為選民？ 

    (1) 會                      (2) 不會 

    (7) 不知道                  (8) 不願回答 

[選答案 2、7、8 的被訪者，跳至 Q.20] 

 

19. 你在 2016 年 9 月之前，會不會 登記 成為選民？ 

    (1) 會                      (2) 不會 

    (7) 不知道                  (8) 不願回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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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不願回答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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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角事件意見調查 

 
未來@香港 37 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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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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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你是否 在香港出生？ 

    (1) 是       [訪問已經完結，多謝您接受訪問] 

    (2) 否 

    (8) 不願回答 [訪問已經完結，多謝您接受訪問] 

 

25. 請問 你來香港 居住了 多少年？ 

    __ __ 年 [01 – 79] 

    (80) 80 年或以上 

    (97) 忘記了/不知道        

(98) 不願回答 

 

 
-- 訪問已經完結，多謝您接受訪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