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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治現況的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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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現況的意見。是次民意調查在二

零一六年十月三日至十日晚上進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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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份問卷，回應率是 32.1%，在  95% 
信心水平下，抽樣誤差約為 ± 3.1 個百分點。 

 
本調查主要分為四部分：(1) 立法會選舉及其影響；(2) 對公共機構

的信心；(3) 對行政長官選舉的期望；以及 (4) 香港獨立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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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舉及其影響 2   
 
 
2.1.1 新一屆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議事效率 

 
當被問及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新一屆立法會的議事效率如何時，

有兩成  (19.5%) 的被訪者表示會更好(好一點或好很多)，三成二 

(31.8%) 表示會差不多，三成二(32.3%) 表示會更差(差一點或差很

多) 。此外，還有一成六 (16.1%) 表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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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新一屆立法

會的議事效率會差不多，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會更差 ( p 

值為 0.000)； 

(2) 中學或預科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新一屆立法會的議事效率

會更好 ( p 值為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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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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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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新一屆立法會的議事效率會更

好，低收入的較傾向表示會差不多，而高收入的則較傾向表示會更

差 ( p 值為 0.011)； 

(4) 沒有工作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新一屆立法會的議事效率會更好 

( p 值為 0.031)； 

(5) 男性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新一屆立法會的議事效率會更差，而

女性的則較傾向表示會更好 ( p 值為 0.002)； 

(6)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新一屆立法會的議事效率會

更差，自稱「泛民主派」的較傾向表示會更好，而自稱「本土自決

派」的則較傾向表示會差不多 ( p 值為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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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新一屆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行政立法關係 

 
當被問及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新一屆立法會的行政立法關係如何

時，有一成五(15.0%) 的被訪者表示會更好(好一點或好很多)，三成

一  (31.1%) 表示會差不多，三成八(38.4%) 表示會更差(差一點或差

很多) 。此外，還有一成五 (15.3%) 表示是「不知道/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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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新一屆立法

會的行政立法關係會更好或差不多，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

會更差 ( p 值為 0.033)； 

(2) 男性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新一屆立法會的行政立法關係會更差，

而女性的則較傾向表示會更好 ( p 值為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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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新一屆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監督政府 

 
當被問及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新一屆立法會在監督政府方面的表

現如何時，有三成九(39.1%) 的被訪者表示是更好(好一點或好很

多)，三成 (30.1%) 表示是差不多，一成八(17.8%) 表示是更差(差一

點或差很多) 。此外，還有一成三 (12.8%) 表示是「不知道/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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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新一屆立法

會在監督政府方面的表現更好，30–49 歲的較傾向表示表現差不

多，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表現更差 ( p 值為 0.01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新一屆立法會在監督政府

方面的表現更差，而中學或預科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表現更好 ( p 值

為 0.006)； 

(3)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新一屆立法會在監督政府方

面的表現更差或差不多，自稱「泛民主派」的較傾向表示表現更好，

自稱「本土自決派」的較傾向表示表現更好或更差，而自稱「三者

都不是」的則較傾向表示表現差不多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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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新一屆立法會的表現 

 
根據 2.1.1至 2.1.3段的結果，可以計算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被訪

者估計新一屆立法會在不同方面表現的指數：4 

 

新一屆立法會 

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 指數值 

監督政府 124.5 
議事效率 84.7 
行政立法關係 72.3 

 
其中，「監督政府」的指數值為 124.5 (大於 100)，顯示較多訪者估

計新一屆立法會在監督政府方面，會比上一屆立法會表現更好；相

反，「議事效率」和「行政立法關係」的指數值為 84.7 和 72.3 (均
小於 100)，顯示較多訪者估計新一屆立法會在議事效率和行政立法

關係方面，會比上一屆立法會更差。 
 

                                                 
4 指數值 = (更好百分比 – 更差百分比)/(更好百分比 + 差不多百分比 + 更差百分比) × 100 + 
100。根據公式，指數值在 0 與 200 之間。當指數值為 0 時，所有被訪者 (回答更好、 差不多

或更差) 均回答更差；當指數值為 200 時，所有被訪者均回答更好；當指數值為 100 時，回

答更差與回答更好的被訪者百分比相等；當指數值大於 100 時，回答更好的被訪者百分比，

比回答更差的百分比大；而當指數值小於 100 時，回答更差的被訪者百分比，比回答更好的百

分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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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立法會拉布，是完全沒有正面功能，還是阻止通過拉布議員

反對法案的不得已手段 
 

當被問及贊成「立法會拉布，只會阻慢議會進程，完全沒有正面功

能」(下稱「前一種意見」)，還是「立法會拉布，可以阻止議會通

過 拉布議員反對的法案，是不得已的手段」(下稱「後一種意見」) 

時  5，有四成二  (41.6%) 的被訪者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四成三 
(42.9%) 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一成  (10.2%) 表示兩種意見都不贊

成。此外，有百分之五(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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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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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的較傾

向表示兩種意見都不贊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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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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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 

(5) 自稱「建制派」和自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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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稱「本土自決派」的則較傾

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0)。 
 

 

 

                                                 
5 題目中讀出兩種意見的次序，由電腦隨機決定。詳情參見問卷中問題 4a、4b (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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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中聯辦參與協調立法會選舉工作，有沒有違反「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原則 
 

當被問及贊成「中聯辦參與協調立法會選舉工作，而立法會選舉是

香港的 內部事務，因此這樣做是 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原

則」 (下稱「前一種意見」) ，還是「中聯辦參與協調立法會選舉工

作，只是反映中央關心香港的立法會選舉，是應該的，並沒有違反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原則」(下稱「後一種意見」) 時 6，有六成 

(60.4%) 的被訪者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兩成二 (22.3%) 贊成後一種

意見，百分之六  (5.6%) 表示兩種意見都不贊成。此外，有一成一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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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50 歲或以上

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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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自稱「建制派」和自稱「三者都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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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題目中讀出兩種意見的次序，由電腦隨機決定。詳情參見問卷中問題 5a、5b (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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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剛過去立法會地區選舉高投票率的原因 

 
當被問為甚麼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中地區選舉的投票率是歷年最高

時，最多被訪者提出的原因是「不滿政府」(16.9%)，其他較多被訪

者提出的原因，包括「多了年青人投票」(11.7%)、「多了人關心社

會/政治」(10.7%) 和「不滿現狀」(8.4%)。此外，有百分之九 (8.6%) 

的被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見附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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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對公共機構的信心 7   
 
2.2.1 對特區政府的信心 
 
當被問及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對特區政府的信心是增加還是減

少時，有一成三  (12.7%) 的被訪者表示信心增加  (增加了一點或增

加了很多 )，兩成四  (24.0%) 表示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六成

(59.8%) 表示信心減少(減少了一點或減少了很多)。此外，有百分之

三 (3.4%) 的被訪者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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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現時對特

區政府的信心減少，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增加或信心

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特區政府的信心增

加或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而專上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

( p 值為 0.000)；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特區政府的信心沒有增加

沒有減少，低收入的較傾向表示信心增加，而中收入的則較傾向表

示信心減少 ( p 值為 0.005)； 

(4) 有工作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特區政府的信心減少，而沒

有工作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增加或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 p 值為

0.013)； 

(5)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特區政府的信心增加

或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自稱「泛民主派」和自稱「本土自決派」

的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而自稱「三者都不是」的則較傾向表示信

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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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段中的題目出現次序，由電腦隨

機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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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對立法會的信心 
 
當被問及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對立法會的信心是增加還是減少

時，有一成三 (13.3%) 的被訪者表示信心增加 (增加了一點或增加了

很多)，三成一 (31.2%) 表示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四成八(48.4%) 

表示信心減少(減少了一點或減少了很多)。此外，有百分之七 (7.1%) 

的被訪者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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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現時對立

法會的信心增加或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

向表示信心減少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立法會的信心增加 
( p 值為 0.001)； 

(3) 低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立法會的信心增加或信心沒

有增加沒有減少，中收入的較傾向表示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而

高收入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 ( p 值為 0.002)； 

(4) 男性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立法會的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

少，而女性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 ( p 值為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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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對法院的信心 
 
當被問及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對法院的信心是增加還是減少

時，有一成一 (10.8%) 的被訪者表示信心增加 (增加了一點或增加了

很多)，五成  (49.7%) 表示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三成一  (31.4%) 

表示信心減少(減少了一點或減少了很多)。此外，有百分之八(7.9%) 

的被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見附表 9)。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18–4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現時對法

院的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減

少 ( p 值為 0.008)；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法院的信心增加，

中學或預科學歷的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而專上學歷的則較傾向表

示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p 值為 0.004)； 

(3)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法院的信心增加或信

心減少，自稱「泛民主派」的較傾向表示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自稱「本土自決派」的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而自稱「三者都不是」

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 p 值為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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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對警察的信心 
 
當被問及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對警察的信心是增加還是減少

時，有一成八 (18.4%) 的被訪者表示信心增加 (增加了一點或增加了

很多 )，三成二  (32.1%) 表示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四成五 
(45.1%) 表示信心減少  (減少了一點或減少了很多)。此外，有百分

之四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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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現時對警

察的信心減少，30–49 歲的較傾向表示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增加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警察的信心增加，

而專上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 ( p 值為 0.000)；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警察的信心增加，低收入

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立法會的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中收

入的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而高收入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增加 ( p 值

為 0.009)； 

(4) 自稱「建制派」和自稱「三者都不是」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

對警察的信心增加或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而自稱「泛民主派」

和自稱「本土自決派」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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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對廉政公署的信心 
 
當被問及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對廉政公署的信心是增加還是減

少時，有一成(9.8%) 的被訪者表示信心增加 (增加了一點或增加了

很多 )，三成二  (32.2%) 表示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五成二 
(52.2%) 表示信心減少 (減少了一點或減少了很多)。此外，有百分之

六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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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現時對廉

政公署的信心減少，30–49 歲的較傾向表示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

少，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增加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廉政公署的信心增

加或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而專上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 

( p 值為 0.002)； 

(3) 沒有收入和低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廉政公署的信心

增加，中收入的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而高收入的則較傾向表示信

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 p 值為 0.002)； 

(4) 沒有工作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廉政公署的信心增加 ( p 值

為 0.006)； 

(5)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廉政公署的信心增加

或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自稱「泛民主派」和自稱「本土自決派」

的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而自稱「三者都不是」的則較傾向表示信

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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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對中央政府的信心 
 
當被問及與 4 年前相比，對中央政府的信心是增加還是減少時，有

一成三  (13.4%) 的被訪者表示信心增加  (增加了一點或增加了很

多)，三成六  (35.8%) 表示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四成七  (46.7%) 

表示信心減少  (減少了一點或減少了很多)。此外，有百分之四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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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與 4 年前相比，現時對中央政府的

信心減少，30–49 歲的較傾向表示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而 50 歲

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增加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中央政府的信心增

加或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而專上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 

( p 值為 0.000)；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中央政府的信心增加，低

收入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或信心增加，而中收入的則較傾向表示信

心減少 ( p 值為 0.006)； 

(4) 有工作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中央政府的信心減少，而沒

有工作的則較傾向表示信心增加 ( p 值為 0.006)； 

(5)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現時對中央政府的信心增加

或信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自稱「泛民主派」和自稱「本土自決派」

的較傾向表示信心減少，而自稱「三者都不是」的則較傾向表示信

心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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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現時對公共機構的信心 

 
根據 2.2.1至 2.2.5 段的結果，可以計算出與曾蔭權做特首時 或 與 4 

年前相比，對一些公共機構的信心指數：8 

 

與曾蔭權做特首時/ 
與 4 年前相比 指數值 

特區政府 51.2 
廉政公署 55.0 
立法會 62.2 
警察 72.1 
法院 77.6 
  

中央政府 65.3 
 
對各個公共機構的信心指數值均遠低於  100，顯示現時對各個公共

機構的信心減少的被訪者，遠多於信心增加的被訪者，即使指數值

最高的「法院」，也是如此。 
 
 

  
 

                                                 
8 指數值 = (信心增加百分比 – 信心減少百分比)/(信心增加百分比 + 信心不增不減百分比 + 信

心減少百分比) × 100 + 100。根據公式，指數值在 0 與 200 之間。當指數值為 0 時，所有被訪

者 (回答信心增加、減少或不增不減) 均回答信心減少；當指數值為 200 時，所有被訪者均回

答信心增加；當指數值為 100 時，回答信心增加與回答信心減少的被訪者百分比相等；當指

數值大於 100 時，回答信心增加的被訪者百分比，比回答信心減少的百分比大；而當指數值

小於 100 時，回答信心減少的被訪者百分比，比回答信心增加的百分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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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對行政長官選舉的期望 
 
2.3.1 下一任行政長官上任後最優先要處理甚麼問題 
 
當被問下一任行政長官上任後最優先要處理的是甚麼問題時，最多

被訪者提出的問題是「土地/房屋問題」(31.7%)，其他較多被訪者提

出要處理的問題，包括「民生」(14.4%)、「社會和諧、團結社會」

(7.4%)，「經濟問題」(4.5%) 、「行政立法關係」(3.7%)、「市民與

政府關係」(3.6%)、「行政立法關係」(3.3%) 和「政制改革」(3.0%)。
此外，有百分之七 (6.8%) 的被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見附表

13)。 
 

 
2.3.2 最希望誰當選下一任行政長官 
 
當被問最希望誰當選下一任行政長官時，最多被訪者提出的名字是

曾俊華  (19.8%)，其他較多被訪者提出的名字，包括梁振英 
(4.9%)、林鄭月娥 (3.4%) 和曾鈺成 (3.2%)。此外，有五成四 (54.2%) 

的被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見附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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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香港獨立的討論 
 
2.4.1 出現港獨討論，主要是因為香港人缺乏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還是因為香港人不滿近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情況 
 

當被問及贊成港獨討論的出現「主要是因為香港人缺乏對中國的國

家認同」(下稱「前一種意見」) ，還是「主要是因為香港人不滿近

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情況」(下稱「後一種意見」) 時 9，有兩成

三 (23.4%) 的被訪者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四成 (40.4%) 表示贊成後

一種意見，一成五  (15.4%) 表示兩種意見都贊成，一成三  (13.0%) 

表示兩種意見都不贊成。此外，有百分之七  (7.4%) 的被訪者表示

「不知道/無意見」 (見附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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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兩種意見都贊

成，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或兩種意見都不

贊成 ( p 值為 0.000)； 

(2) 小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兩種意見都不贊成 ( p 值為

0.013)； 

(3) 沒有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低收入的較傾

向表示兩種意見都贊成或都不贊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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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6)； 

(4) 有工作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而沒工作的則較

傾向表示兩種意見都不贊成 ( p 值為 0.023)； 

(5) 自稱「建制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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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泛民主派」和自稱「本土自決派」的則較傾向表

示贊成後一種意見，而自稱「三者都不是」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前

一種意見，或表示兩種意見都贊成或都不贊成 ( p 值為 0.000)。 

                                                 
9 題目中讀出兩種意見的次序，由電腦隨機決定。詳情參見問卷中問題 15a、15b (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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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應否容許中學在課堂或校內活動裏討論港獨議題 

 
當被問及贊成「香港獨立明顯地違反『基本法』，沒有甚麼值得討

論，所以不應該容許中學在課堂或校內活動裏討論港獨這個議題」

(下稱「前一種意見」)，還是「在中學的課堂或校內活動裏討論港

獨，可以深化同學認識，所以應該容許中學討論港獨」(下稱「後一

種意見」) 時 10，有三成一 (31.3%) 的被訪者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

五成七(56.9%) 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百分之七(6.8%) 表示兩種意

見都不贊成。此外，有百分之五(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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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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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而專上

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0)； 

(3) 自稱「建制派」和自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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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稱「本土自決派」的則較傾

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0)。 

 
 

                                                 
10 題目中讀出兩種意見的次序，由電腦隨機決定。詳情參見問卷中問題 16a、16b (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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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中央政府應否容許討論港獨 

 
當被問及贊成「港獨涉及國家主權，是一個原則問題，所以中央政

府不應該容許討論港獨」(下稱「前一種意見」) ，還是「討論港獨，

屬於言論自由範圍，要相信市民的識別能力，所以中央政府應該容

許討論」(下稱「後一種意見」) 時 11，有兩成三(22.8%) 的被訪者表

示贊成前一種意見，六成七(66.7%) 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百分之

六(5.6%) 表示兩種意見都不贊成。此外，有百分之五(4.5%) 的被訪

者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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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專上教

育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01)； 

(3) 沒有收入和低收入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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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7)； 

(4) 女性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 ( p 值為 0.031)。 

(5) 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贊成前一種意見，自稱「泛

民主派」和自稱「本土自決派」的較傾向表示贊成後一種意見，而

自稱「三者都不是」的則傾向表示兩種意見都不贊成 ( p 值為 0.000)。 

 
 

                                                 
11 題目中讀出兩種意見的次序，由電腦隨機決定。詳情參見問卷中問題 17a、17b (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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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應否容許主張香港獨立的人成為立法會議員 

 
當被問及應否容許主張香港獨立的人成為立法會議員時，有四成一

(41.3%) 的被訪者表示應該容許，四成一 (40.9%) 表示不應該容許。

此外，有一成八(17.5%) 的被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見附表

18)。 
 
交叉表列分析顯示： 
  
(1) 18–29 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應該容許主張香港獨立的人成為立

法會議員，而 50 歲或以上的則較傾向表示不應該容許  ( p 值為

0.000)； 

(2) 中學或以下學歷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不應該容許主張香港獨立

的人成為立法會議員，而專上教育學歷的則較傾向表示應該容許 ( p 

值為 0.000)； 

(3) 男性被訪者較傾向表示應該容許主張香港獨立的人成為立法會

議員，而女性的則較傾向表示不應該容許 ( p 值為 0.025)。 

(4) 自稱「建制派」和自稱「三者都不是」的被訪者較傾向表示不應

該容許主張香港獨立的人成為立法會議員，而自稱「泛民主派」和

自稱「本土自決派」的則較傾向表示應該容許 ( p 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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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結果重點 

 
(一) 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新一屆立法會在不同方面的表現是更

好還是更差？在監督政府方面，較多被訪者認為新一屆立法

會的表現會更好，相反，在議事效率和行政立法關係方面，

則有較多被訪者認為新一屆立法會的表現會更差。 

 
(二) 立法會拉布，是完全沒有正面功能，還是阻止通過拉布議員

反對法案的不得已手段？兩種意見均各有超過四成被訪者贊

成，顯示在這個問題上公眾的意見分歧。 
 
(三) 有六成的被訪者認為中聯辦參與協調立法會選舉工作，違反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原則，兩成多則認為沒有違反。 
 
(四) 與曾蔭權做特首時 或 與 4 年前相比，現時公眾對公共機構的

信心是增加還是減少？結果顯示，表示對不同公共機構  (特
區政府、廉政公署、立法會、警察、法院、中央政府) 信心

減少的被訪者均超過三成，其中，表示對特區政府和廉政公

署信心減少的被訪者超過五成，表示對立法會、警察和中央

政府信心減少的被訪者超過四成。 
 
(五) 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超過三成的被訪者認為下一任行政長

官上任後最優先要處理的問題就是「土地/房屋問題」，並有

接近兩成的被訪者表示最希望曾俊華當選下一任行政長官。 
 
(六) 有兩成多的被訪者認為出現港獨討論，主要是因為香港人缺

乏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四成認為主要是因為香港人不滿近年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情況。此外，也各有一成多兩種意見

都贊成和兩種意見都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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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五成多的被訪者認為應該容許中學在課堂或校內活動裏討論

港獨這個議題，六成多認為中央政府應該容許討論港獨。 

 

(八) 應否容許主張香港獨立的人成為立法會議員？表示應該容許

和表示不應該容許的被訪者，均超過四成，顯示在這個問題

上公眾的意見分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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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除被訪者背景資料 ( 附表 20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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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你估計新一屆立法會在 議事效率 方面，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 是會好很

多、好一點、差不多、差一點，還是差很多？ 
 

 頻數 百分比 

好很多 27 2.6 
好一點 171 16.9 
差不多 322 31.8 
差一點 194 19.1 
差很多 134 13.2 
不知道/無意見 164 16.1 
不願回答 3 0.3 

   
總數 1,015 100.0 

 

 
2. 你估計新一屆立法會在 行政立法關係 方面，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 是會

好很多、好一點、差不多、差一點，還是差很多？ 
 

 頻數 百分比 

好很多 20 1.9 
好一點 133 13.1 
差不多 315 31.1 
差一點 239 23.6 
差很多 150 14.8 
不知道/無意見 156 15.3 
不願回答 2 0.2 

   
總數 1,015 100.0 

 
 

                                                 
12 表 1 至 3、表 7 至 11 中的題目出現次序隨機，詳細說明見注釋 2 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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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估計新一屆立法會在 監督政府 方面，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 是會好很

多、好一點、差不多、差一點，還是差很多？ 
 

 頻數 百分比 

好很多 51 5.0 
好一點 346 34.1 
差不多 305 30.1 
差一點 103 10.2 
差很多 78 7.6 
不知道/無意見 130 12.8 
不願回答 2 0.2 

   
總數 1,015 100.0 

 

 
4. 有意見認為：立法會拉布，只會阻慢議會進程，完全沒有正面功能。也有意

見認為：立法會拉布，可以阻止議會通過拉布議員反對的法案，是不得已的

手段。你贊成哪一種意見？13 
 

 頻數 百分比 

贊成前者 423 41.6 
贊成後者 436 42.9 
兩者都不贊成 103 10.2 
不知道/無意見 50 4.9 
不願回答 3 0.3 

   
總數 1,015 100.0 

 

 

                                                 
13 題目中讀出兩種意見的次序，由電腦隨機決定。詳情參見問卷中問題 4a、4b (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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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意見認為：中聯辦參與協調立法會選舉工作，而立法會選舉是香港的內部

事務，因此這樣做是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原則。也有意見認為：中

聯辦參與協調立法會選舉工作，只是反映中央關心香港的立法會選舉，是應

該的，並沒有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原則。你贊成哪一種意見？14 
 

 頻數 百分比 

贊成前者 614 60.4 
贊成後者 227 22.3 
兩者都不贊成 56 5.6 
不知道/無意見 110 10.8 
不願回答 9 0.9 

   
總數 1,015 100.0 

 

                                                 
14 題目中讀出兩種意見的次序，由電腦隨機決定。詳情參見問卷中問題 5a、5b (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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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地區選舉的投票率是歷年最高的。你認為投票率高的最

主要原因是甚麼？ 
 

 頻數 百分比 

不滿政府 172 16.9 
多了年青人投票 119 11.7 
多了人關心社會/政治 109 10.7 
不滿現狀 85 8.4 
大家都想表達意見 42 4.1 
佔中/雨傘運動影響 35 3.4 
不滿梁振英 26 2.6 
不滿上屆立法會 22 2.2 
中央干預 22 2.2 
公民意識提升 17 1.7 
多年輕人關心社會/政治 16 1.6 
多了人投票 11 1.1 
多了年輕人參選 11 1.1 
市民覺醒 10 1.0 
市民想投心儀的議員 9 0.9 
多了老人家投票 8 0.8 
不滿建制派 7 0.7 
多了參選人 7 0.7 
反對拉布 6 0.6 
不滿民生問題 5 0.5 
搞事 5 0.5 
其他 180 17.7 
不知道/無意見 88 8.6 
不願回答 3 0.3 
   

總數 1,015 100.0 
 
 



  香港管治現況的意見調查 

 
未來@香港 28 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  

 
7. 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現在你對 特區政府 的信心， 增加了很多、增加

了一點、沒有增加沒有減少、減少了一點，還是減少了很多？ 

 
 頻數 百分比 

增加了很多 30 2.9 
增加了一點 99 9.7 
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244 24.0 
減少了一點 244 24.0 
減少了很多 363 35.8 
不知道/無意見 34 3.4 
不願回答 1 0.1 

   
總數 1,015 100.0 

 
 
8. 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現在你對 立法會 的信心， 增加了很多、增加了

一點、沒有增加沒有減少、減少了一點，還是減少了很多？ 

 
 頻數 百分比 

增加了很多 25 2.5 
增加了一點 110 10.8 
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316 31.2 
減少了一點 267 26.3 
減少了很多 224 22.1 
不知道/無意見 72 7.1 
不願回答 1 0.1 

   
總數 1,0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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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現在你對 法院 的信心， 增加了很多、增加了一

點、沒有增加沒有減少、減少了一點，還是減少了很多？ 

 
 頻數 百分比 

增加了很多 25 2.5 
增加了一點 84 8.3 
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504 49.7 
減少了一點 210 20.7 
減少了很多 109 10.7 
不知道/無意見 81 7.9 
不願回答 2 0.2 

   
總數 1,015 100.0 

 
 
10. 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現在你對 警察 的信心， 增加了很多、增加了一

點、沒有增加沒有減少、減少了一點，還是減少了很多？ 

 
 頻數 百分比 

增加了很多 59 5.8 
增加了一點 128 12.6 
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325 32.1 
減少了一點 221 21.8 
減少了很多 237 23.3 
不知道/無意見 43 4.2 
不願回答 2 0.2 

   
總數 1,0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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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與曾蔭權做特首時相比，現在你對 廉政公署 的信心， 增加了很多、增加

了一點、沒有增加沒有減少、減少了一點，還是減少了很多？ 

 
 頻數 百分比 

增加了很多 22 2.2 
增加了一點 77 7.6 
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327 32.2 
減少了一點 283 27.9 
減少了很多 247 24.3 
不知道/無意見 56 5.6 
不願回答 2 0.2 

   
總數 1,015 100.0 

 
 
12. 與 4 年前相比，現在你對 中央政府 的信心增加了很多、增加了一點、沒有

增加沒有減少、減少了一點，還是減少了很多？ 

 
 頻數 百分比 

增加了很多 57 5.6 
增加了一點 78 7.7 
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364 35.8 
減少了一點 173 17.0 
減少了很多 301 29.7 
不知道/無意見 40 4.0 
不願回答 1 0.1 

   
總數 1,0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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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你認為下一任行政長官，上任後最優先要處理的是甚麼問題？ 
 

 頻數 百分比 

土地/房屋問題 322 31.7 
民生 146 14.4 
社會和諧、團結社會 75 7.4 
經濟問題 46 4.5 
行政立法關係 38 3.7 
市民與政府關係 37 3.6 
中港關係 33 3.3 
政制改革 30 3.0 
民心問題 19 1.9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問題 12 1.2 
立法會問題 11 1.1 
福利問題 10 1.0 
老人福利問題 9 0.9 
醫療問題 8 0.8 
梁振英問題 7 0.7 
貧富懸殊 7 0.7 
貪污問題 7 0.7 
人口問題 5 0.5 
其他 120 11.8 
不知道/無意見 69 6.8 
不願回答 4 0.4 
   

總數 1,0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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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你希望誰當選下一任行政長官？ 
 

 頻數 百分比 

曾俊華 201 19.8 
梁振英 50 4.9 
林鄭月娥 35 3.4 
曾鈺成 32 3.2 
梁錦松 16 1.6 
劉德華 15 1.5 
葉劉淑儀 10 0.9 
余若薇 8 0.8 
周潤發 4 0.4 
范徐麗泰 4 0.4 
黃毓民 4 0.4 
陳方安生 3 0.3 
梁國雄 3 0.3 
田北俊 2 0.2 
唐英年 2 0.2 
黃之鋒 2 0.2 
朱凱迪 2 0.2 
只要不是梁振英都可以 16 1.6 
沒有一個滿意 3 0.3 
其他 40 4.0 
不知道/無意見 550 54.2 
不願回答 13 1.3 
   

總數 1,0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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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最近香港出現“香港獨立”的討論。有意見認為：出現港獨的討論，主要是

因為香港人缺乏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也有意見認為：主要是因為香港人不滿 

近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情況。你贊成哪一種意見？15 
 

 頻數 百分比 

贊成前者 237 23.4 
贊成後者 410 40.4 
兩者都贊成 156 15.4 
兩者都不贊成 132 13.0 
不知道/無意見 75 7.4 
不願回答 5 0.5 

   
總數 1,015 100.0 

 

 
16. 有意見認為：香港獨立明顯地違反“基本法”，沒有甚麼值得討論，所以 

不應該容許中學在課堂或校內活動裏討論港獨這個議題。也有意見認為：在

中學的課堂或校內活動裏討論港獨，可以深化同學認識，所以應該容許中學

討論港獨。你贊成哪一種意見？16 
 

 頻數 百分比 

贊成前者 317 31.3 
贊成後者 578 56.9 
兩者都不贊成 69 6.8 
不知道/無意見 49 4.8 
不願回答 3 0.3 

   
總數 1,015 100.0 

 

 

                                                 
15 題目中讀出兩種意見的次序，由電腦隨機決定。詳情參見問卷中問題 15a、15b (見附件)。 

16 題目中讀出兩種意見的次序，由電腦隨機決定。詳情參見問卷中問題 16a、16b (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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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意見認為：港獨涉及國家主權，是一個原則問題，所以中央政府不應該容

許討論港獨。也有意見認為：討論港獨，屬於言論自由範圍，要相信市民的

識別能力，所以中央政府應該容許討論。你贊成哪一種意見？17 
 

 頻數 百分比 

贊成前者 232 22.8 
贊成後者 677 66.7 
兩者都不贊成 56 5.6 
不知道/無意見 46 4.5 
不願回答 4 0.4 

   
總數 1,015 100.0 

 

 
18. 你認為應不應該容許主張香港獨立的人，成為立法會議員？ 
 

 頻數 百分比 

應該 419 41.3 
不應該 415 40.9 
不知道/無意見 177 17.5 
不願回答 4 0.4 

   
總數 1,015 100.0 

 

                                                 
17 題目中讀出兩種意見的次序，由電腦隨機決定。詳情參見問卷中問題 17a、17b (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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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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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頻數 百分比 

建制派 115 11.4 
泛民主派 269 26.5 
本土自決派 106 10.5 
三者都不是 449 44.2 
不知道/無意見 66 6.5 
不願回答 10 1.0 

   
總數 1,015 100.0 

 
 

20. 被訪者年齡 

 
 頻數 百分比 

18-19歲 52 5.1 
20-24歲 89 8.8 
25-29歲 68 6.7 
30-34歲 53 5.2 
35-39歲 42 4.1 
40-44歲 93 9.2 
45-49歲 66 6.5 
50-54歲 145 14.3 
55-59歲 100 9.9 
60-64歲 112 11.0 
65歲或以上 195 19.2 

   
總數 1,015 100.0 

 
 

                                                 
18 本表題目中的「建制派」、「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的出現次序隨機。詳情參見問卷

中問題 19a-19f (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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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被訪者教育程度 

 
 頻數 百分比 

無接受正規教育 25 2.5 
小學 95 9.4 
中一至中三 102 10.0 
中四至中六 [新制] 42 4.1 
中四至中五 [舊制]] 157 15.5 
中六至中七 [舊制] 134 13.2 
文憑/證書課程 [非學位] 45 4.4 
副學士課程 31 3.1 
學位課程 [包括碩士、博士等] 364 35.9 
其他 8 0.8 
不願回答 12 1.2 

   
總數 1,015 100.0 

 
 
22. 被訪者每月平均個人收入  

 
 頻數 百分比 

無收入 337 33.2 
$4,999 37 3.6 
$5,000 - 9,999 34 3.3 
$10,000 - 14,999 116 11.4 
$15,000 - 19,999 80 7.9 
$20,000 - 29,999 120 11.8 
$30,000 - 39,999 58 5.7 
$40,000 - 49,999 35 3.4 
$50,000或 以上 71 7.0 
無固定收入 27 2.7 
不願回答 100 9.9 

   
總數 1,0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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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被訪者的就業情況 

 
 頻數 百分比 

全職工作 504 49.7 
兼職工作 72 7.1 
失業、待業 17 1.7 
學生 91 9.0 
家庭主婦 76 7.5 
退休 236 23.3 
不願回答 19 1.9 

   
總數 1,015 100.0 

 
 
24. 被訪者的性別 

 
 頻數 百分比 

男 503 49.6 
女 512 50.4 

   
總數 1,015 1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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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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估計 新一屆立法會 在以下方面，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 

   是會 好很多、好一點、差不多、差一點，還是 差很多？ 

[Q1-Q3出現次序隨機] 

 

1.  [新一屆立法會 在 ______ 方面，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 

    是會 好很多、好一點、差不多、差一點，還是 差很多？] 

    議事效率 

    (1) 好很多         (2) 好一點     (3) 差不多 

    (4) 差一點         (5) 差很多 

    (7) 不知道/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  [新一屆立法會 在 ______ 方面，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 

    是會 好很多、好一點、差不多、差一點，還是 差很多？] 

    行政立法關係 

    (1) 好很多         (2) 好一點     (3) 差不多 

    (4) 差一點         (5) 差很多 

    (7) 不知道/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3.  [新一屆立法會 在 ______ 方面，與上一屆立法會相比， 

    是會 好很多、好一點、差不多、差一點，還是 差很多？] 

    監督政府 

    (1) 好很多         (2) 好一點     (3) 差不多 

    (4) 差一點         (5) 差很多 

    (7) 不知道/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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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a-Q4b 出現次序隨機] 

[電腦隨機 選擇發問 Q4a、Q4b 其中一題] 

 

4a. 有意見認為：立法會拉布，只會 阻慢議會進程，完全沒有正面功能。 

   也有意見認為：立法會拉布，可以阻止議會通過 拉布議員反對的法案， 

                 是不得已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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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拉布，可以 阻止議會通過 拉布議員反對的法案， 

               是不得已的手段。 

   也有意見認為：立法會拉布，只會 阻慢議會進程，完全沒有正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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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a-Q5b 出現次序隨機] 

[電腦隨機 選擇發問 Q5a、Q5b 其中一題] 

 

5a. 有意見認為：中聯辦 參與 協調 立法會選舉 工作，而 立法會選舉 是 

        香港的 內部事務，因此 這樣做 是 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原則。 

   也有意見認為：中聯辦 參與 協調 立法會選舉 工作，只是反映 中央關心 

     香港的 立法會選舉，是應該的，並沒有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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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 有意見認為：中聯辦 參與 協調 立法會選舉 工作，只是反映 中央關心 

     香港的 立法會選舉，是應該的，並沒有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原則。 

   也有意見認為：中聯辦 參與 協調 立法會選舉 工作，而 立法會選舉 是 

        香港的 內部事務，因此 這樣做 是 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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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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剛過去的 立法會選舉 地區選舉 的投票率 是歷年最高的。 

   你認為 投票率高 的 最主要原因 是甚麼？ 

   (1) ____________________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與 曾蔭權做特首時 相比，現在 你對 以下機構 的信心， 

是 增加了很多、增加了一點、沒有增加沒有減少、減少了一點，還是 減少了

很多？ 

[Q7-Q11 出現次序隨機] 

 

7. [與 曾蔭權做特首時 相比，現在 你對 以下機構 的信心，是 增加了很多、 

   增加了一點、沒有增加沒有減少、減少了一點，還是 減少了很多？] 

   特區政府 

   (1) 增加了很多           (2) 增加了一點       (3) 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4) 減少了一點           (5) 減少了很多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8. [與 曾蔭權做特首時 相比，現在 你對 以下機構 的信心，是 增加了很多、 

   增加了一點、沒有增加沒有減少、減少了一點，還是 減少了很多？] 

   立法會 

   (1) 增加了很多           (2) 增加了一點       (3) 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4) 減少了一點           (5) 減少了很多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9. [與 曾蔭權做特首時 相比，現在 你對 以下機構 的信心，是 增加了很多、 

   增加了一點、沒有增加沒有減少、減少了一點，還是 減少了很多？] 

   法院 

   (1) 增加了很多           (2) 增加了一點       (3) 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4) 減少了一點           (5) 減少了很多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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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與 曾蔭權做特首時 相比，現在 你對 以下機構 的信心，是 增加了很多、 

   增加了一點、沒有增加沒有減少、減少了一點，還是 減少了很多？] 

   警察 

   (1) 增加了很多           (2) 增加了一點       (3) 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4) 減少了一點           (5) 減少了很多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1. [與 曾蔭權做特首時 相比，現在 你對 以下機構 的信心，是 增加了很多、 

   增加了一點、沒有增加沒有減少、減少了一點，還是 減少了很多？] 

   廉政公署 

   (1) 增加了很多           (2) 增加了一點       (3) 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4) 減少了一點           (5) 減少了很多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2. 那麼，與 4 年前相比，現在 你對 中央政府 的信心，是 增加了很多、 

    增加了一點、沒有增加沒有減少、減少了一點，還是 減少了很多？ 

   (1) 增加了很多           (2) 增加了一點       (3) 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4) 減少了一點           (5) 減少了很多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3. 你認為 下一任行政長官，上任後 最優先 要處理的 是甚麼問題？ 

   (1) ____________________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4. 你 希望 誰 當選 下一任 行政長官？ [只回答 1 個名字] 

    [不要讀出答案] 

   (1) _________________   (7) 不知道/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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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a-Q15b 出現次序隨機] 

[電腦隨機 選擇發問 Q15a、Q15b 其中一題] 

 

15a. 最近香港 出現 “香港獨立” 的討論。 

   有意見認為：出現港獨的討論，主要是因為 香港人 缺乏 對中國的 國家認同。 

   也有意見認為：主要是因為 香港人 不滿 近年 一國兩制 在香港 的實施情況。 

   你贊成哪一種意見？ 

    (1) 贊成前者          (2) 贊成後者 

    (3) 兩者都贊成        (4) 兩者都不贊成 

    (7) 不知道/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5b. 最近香港 出現 “香港獨立” 的討論。 

   有意見認為：出現港獨的討論， 

               主要是因為 香港人 不滿 近年 一國兩制 在香港 的實施情況。 

   也有意見認為：主要是因為 香港人 缺乏 對中國的 國家認同。 

   你贊成哪一種意見？ 

    (1) 贊成前者          (2) 贊成後者 

    (3) 兩者都贊成        (4) 兩者都不贊成 

    (7) 不知道/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Q16a-Q16b 出現次序隨機] 

[電腦隨機 選擇發問 Q16a、Q16b 其中一題] 

 

16a. 有意見認為：香港獨立 明顯地違反“基本法”，沒有甚麼 值得討論， 

        所以 不應該容許 中學 在課堂 或 校內活動 裏 討論 港獨 這個議題。 

   也有意見認為：在 中學的 課堂 或 校內活動 裏 討論港獨，可以深化同學認識， 

          所以 應該容許 中學 討論 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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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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 有意見認為：在 中學的 課堂 或 校內活動 裏 討論港獨，可以深化同學認識， 

          所以 應該容許 中學 討論 港獨。 

   也有意見認為：香港獨立 明顯地違反“基本法”，沒有甚麼 值得討論， 

          所以 不應該容許 中學 在課堂 或 校內活動 裏 討論 港獨 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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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7a-Q17b 出現次序隨機] 

[電腦隨機 選擇發問 Q17a、Q17b 其中一題] 

 

17a. 有意見認為：港獨 涉及 國家主權，是一個原則問題， 

                 所以 中央政府 不應該容許 討論港獨。 

   也有意見認為：討論港獨，屬於言論自由範圍，要相信市民的識別能力， 

                 所以 中央政府 應該容許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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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b. 有意見認為：討論港獨，屬於言論自由範圍，要相信市民的識別能力， 

                 所以 中央政府 應該容許討論。 

   也有意見認為：港獨 涉及 國家主權，是一個原則問題， 

                 所以 中央政府 不應該容許 討論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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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你認為 應不應該容許 主張香港獨立的人，成為 立法會議員？ 

    (1) 應該                  (2) 不應該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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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a-Q19f 出現次序隨機] 

[電腦隨機 選擇發問 Q19a-Q2919f 其中一題] 

 

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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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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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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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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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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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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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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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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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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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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1) 男        (2) 女 

 

 

-- 訪問已經完結，多謝您接受訪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