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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市民對通脹問題意見調查結果摘要 
 

 

目前香港正受通脹問題的困擾，不少市民感受到物價上升、百物騰貴的壓力。究

竟市民對目前通脹問題的嚴重程度及未來物價趨勢的估計是怎樣？物價上升對市民日

常生活各方面（例如食物、住屋、交通、衣著、水電燃氣及耐用品等）造成的負面影

響又多大？市民對有關紓緩措施的態度又如何呢？有鑑於此，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

研究所屬下的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特別進行了一項電話調查，詢問市民的相關意

見。調查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至七日進行，共成功訪問了 1,018 位 18 歲或以上的市

民，回應率為 55.1%。以 1,018 個樣本數推算，將可信度（confidence level）設於

95%，百份比的抽樣誤差約在正或負 3.07% 以內。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一）對目前香港通脹問題嚴重性的評估。調查結果發現，絕大多數的受訪

者（96.5%）均覺得目前物價上升問題的情況嚴重，其中回答「嚴重」的有 50.1%，

表示「非常嚴重」的亦有 46.4%（見表一），反映市民一面倒地認為目前的通脹問題

相當嚴峻。 

（二）對香港未來通脹問題趨勢的估計。對於未來一年本港的通脹問題趨勢的

展望，有多達 83.2% 的受訪者認為物價將會「上升」，認為「一樣」及「下降」的

分別只有 8.8% 和 3.0%（見表二）。換言之，絕大多數市民預期通脹問題並非短暫的

現象，而且有惡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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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脹問題帶來的負面影響。調查結果又顯示，有 64.7% 的受訪者表示

通脹對他們整體生活造成「頗大」或「非常大」的負面影響，而回答「少許」或「完

全沒有」的則有 35.3%（見表三）。為了更深入了解通脹對市民不同生活範疇的影

響，調查分別從食物（包括出外用饍等）、住屋（包括租金、供樓或管理費等）、交

通（包括車、船、鐵路或汽油費等）、衣著（包括衣履鞋襪等）、水電燃氣（包括石

油氣或煤氣等）、耐用品（包括傢俬、電器或手提電話等）六個方面，探討物價上升

如何具體地影響他們的生活。調查結果發現，食物價格上升對市民的影響最大，有近

七成的受訪者（69.3%）表示有關負面影響是「頗大」或「非常大」；其次是水電燃

氣及交通方面，分別有 51.4% 及 44.5% 的受訪者表示物價上升對他們帶來「頗大」

或「非常大」的負面影響。相對而言，通脹對受訪者在住屋、衣著和耐用品方面的影

響較少，回答負面影響「頗大」或「非常大」的百分比分別有 23.8%、22.9% 和 

20.5%（見表四）。換言之，物價上升確實對市民的生活帶來不同程度的壓力，當中

尤以食物、水電燃氣及交通方面的開支為甚。 

（四）對造成香港物價上升的主要原因的認知。調查亦發現，最多受訪者認

為「內地物價上升」（30.4%）是造成目前香港物價上升的最主要原因，然後是「國

際物價上升」（19.4%）、「本港商人乘機加價」（16.3%）、「香港政府打擊通脹不

力」（12.1%）和「本地生產成本上升」（7.8%）（見表五）。顯而易見，市民多傾

向認為現時本港的通脹問題主要來自外來因素（如內地及國際物價上升），而非本地

因素（如特區政府打擊通脹不力）。 

（五）對紓緩市民面對物價上升壓力的建議措施的看法。調查列舉了一些紓

緩物價上升的建議措施，包括「增加長者生果金額」、「增加綜援金額」、「增加邊

遠地區人士交通津貼」、「限制公共服務加費」、「限制水電燃氣加費」、「如澳門

的做法，向全港市民一筆過分派部份財政盈餘，還富於民」、「盡快立法制定最低工

資」、「寬減公屋租金」和「為公屋輪候冊上的市民提供部份租金津貼」等九項，然

後測試受訪者對這些紓緩措施的贊成程度。結果顯示，最多受訪者贊成的措施是「增

加長者生果金額」（85.1%）、「限制水電燃氣加費」（85.3%）和「限制公共服務加

費」（84.9%），贊成度均超越八成。其餘六項措施的贊成度也不低，在五成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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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綜援金額）至七成半（盡快立法制定最低工資和增加邊遠地區人士交通津貼）之間

（見表六）。 

（六）對財政預算案能否幫助紓緩物價上升影響的意見。對於今年初政府公

佈的財政預算案能否幫助紓解市民受物價上升的影響，受訪者的態度頗不一致：有

44.2% 的受訪者回答「可以」或「完全可以」，但也有 46.1% 認為「不可以」或「完

全不可以」（見表七）。值得注意的是，物價上升問題從去年已浮現，而政府公布的

財政預算案中亦有涉及支援弱勢社群和紓解民困的措施（如電費補貼、向每名領取高

齡津貼長者一次過發放三千元、向綜援受助者額外發放一個月金額、寬減稅務等）。

然而，調查結果卻發現，仍有超過一半的受訪市民（53.9%）表示「不知道」今年的

財政預算案中有關紓解民困的措施，回答知道的有 46.1%（見表八）。這多少顯示政

府對財政預算案內容的推廣做得並不太理想，市民對相關資訊的掌握依然模糊。 

（七）對政府及政黨能否幫助紓緩市民受物價上升影響的意見。當被問及對

政府壓抑物價上升的信心時，有 55.1% 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信心」，表示有信心的則

有 42.2%（見表九），反映市民對政府紓緩物價上升問題的信心相對不足，有待加

強。此外，調查又詢問了受訪者對有政黨背景的立法會議員在幫助市民紓解物價上升

壓力上的評價，結果顯示，表示「沒有幫助」或「完全沒有幫助」的佔 54.8%，明顯

較回答「有幫助」或「完全有幫助」的百分比（37.6%）為高（見表十）。在那些認

為有政黨背景的立法會議員能幫助紓解市民通脹之苦的受訪者當中，最多受訪者認為

「民建聯」（24.6%）的幫助最大，遠遠拋離其他政黨如「民主黨」（9.3%）和「工

聯會」（8.2%），但也有近四成受訪者未能明確指出任何一個特定政黨對他們幫助最

大（見表十一）。 

 

總括而言，市民不僅普遍認為通脹問題情況嚴重，對未來一年通脹的展望，亦不

感樂觀，並預期物價會繼續上升。與此同時，大多數市民體驗到通脹問題對他們的整

體生活已造成負面的影響，當中又以食物、水電燃氣及交通開支等方面造成的影響較

為突出。不過，市民較傾向認為現時本港的通脹問題主要來自外來因素而非本地因

素。在紓緩物價上升問題的建議措施方面，「增加長者生果金額」、「限制水電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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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費」和「限制公共服務加費」等都獲得超過八成市民的支持。此外，市民對財政預

算案能否幫助紓緩物價上升問題亦態度分歧，對政府和政黨能否壓抑物價上升的信心

也相對不足。 

 

對於上述調查結果，如有任何垂詢，請與副所長王家英教授聯絡（電話：2609 

8784）。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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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一：「你覺得香港依家物價上升嘅問題有幾嚴重呢？」 

 百分比   完全不嚴重 0.2 )  不嚴重 2.5 ) 2.7  嚴重 50.1 )  非常嚴重 46.4 ) 96.5  不知道／很難說 0.9   (樣本數) (1018)  

 

附表二：「你覺得香港未來一年嘅物價將會繼續上升、下降，定係同依家一樣呢？」 

 百分比   下降 3.0   一樣 8.8   上升 83.2   不知道／很難說 4.9   (樣本數) (1018)  

 

附表三：「整體嚟講，你覺得依家物價上升對你造成幾大嘅負面影響呢？」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5   少許 32.8   頗大 41.5   非常大 23.2   不知道／很難說 0.1   (樣本數)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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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以下幾方面嘅物價上升對你有幾大嘅負面影響呢？」 不同生活支出  百分比  食物方面  完全沒有 3.3  

  少許 27.2  

  頗大 42.2 ) 

  非常大 27.1 ) 69.3 

  不知道／很難說 0.1  

  (樣本數) (1018)  水電燃氣方面  完全沒有 13.9  

  少許 33.7  

  頗大 31.1 ) 

  非常大 20.3 ) 51.4 

  不知道／很難說 1.0  

  (樣本數) (1018)  交通方面  完全沒有 19.9  

  少許 35.4  

  頗大 27.2 ) 

  非常大 17.3 ) 44.5 

  不知道／很難說 0.2  

  (樣本數) (1018)  住屋方面  完全沒有 41.9  

  少許 33.4  

  頗大 14.8 ) 

  非常大 9.0 ) 23.8 

  不知道／很難說 0.8  

  (樣本數) (1018)  衣著方面  完全沒有 28.2  

  少許 48.4  

  頗大 18.4 ) 

  非常大 4.5 ) 22.9 

  不知道／很難說 0.5  

  (樣本數) (1018)  耐用品方面  完全沒有 33.9  

  少許 44.9  

  頗大 15.0 ) 

  非常大 5.5 ) 20.5 

  不知道／很難說 0.7  

  (樣本數)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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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你覺得依家香港物價上升問題嘅最主要原因係以下邊一項呢？」 

 百分比   內地物價上升 30.4   國際物價上升 19.4   本港商人乘機加價 16.3   香港政府打擊通脹不力 12.1   本地生產成本 (例如租金、人工等) 上升 7.8   以上所有都是 2.4   其他 6.7   不知道／很難說 5.1   (樣本數) (1018)  

 

附表六：「以下係一啲紓緩市民受物價上升壓力嘅可能措施，唔知你有幾贊成呢？」 紓緩措施  百分比  增加長者生果金額  完全不贊成 1.8 ) 

  不贊成 7.8 ) 9.6 

  贊成 61.9 ) 

  非常贊成 23.2 ) 85.1 

  不知道／很難說 5.3  

  (樣本數) (1017)  限制水電燃氣加費  完全不贊成 1.0 ) 

  不贊成 11.1 ) 12.1 

  贊成 63.1 ) 

  非常贊成 22.2 ) 85.3 

  不知道／很難說 2.6  

  (樣本數) (1017)  限制公共服務加費  完全不贊成 0.9 ) 

  不贊成 11.3 ) 12.2 

  贊成 65.1 ) 

  非常贊成 19.8 ) 84.9 

  不知道／很難說 2.9  

  (樣本數) (1017)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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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以下係一啲紓緩市民受物價上升壓力嘅可能措施，唔知你有幾贊成呢？」 

（續上表） 紓緩措施  百分比  盡快立法制定最低工資  完全不贊成 1.4 ) 

  不贊成 16.0 ) 17.4 

  贊成 55.9 ) 

  非常贊成 19.6 ) 75.5 

  不知道／很難說 7.2  

  (樣本數) (1015)  增加邊遠地區人士交通津貼  完全不贊成 1.1 ) 

  不贊成 17.1 ) 18.2 

  贊成 67.3 ) 

  非常贊成 7.9 ) 75.2 

  不知道／很難說 6.6  

  (樣本數) (1016)  寬減公屋租金  完全不贊成 1.5 ) 

  不贊成 21.3 ) 22.8 

  贊成 59.5 ) 

  非常贊成 9.8 ) 69.3 

  不知道／很難說 7.9  

  (樣本數) (1013)  如澳門的做法，向全港市民  完全不贊成 1.7 ) 一筆過分派部份財政盈餘  不贊成 30.3 ) 32.0 

  贊成 42.1 ) 

  非常贊成 19.7 ) 61.8 

  不知道／很難說 6.2  

  (樣本數) (1016)  增加綜援金額  完全不贊成 3.8 ) 

  不贊成 27.3 ) 31.1 

  贊成 50.4 ) 

  非常贊成 5.5 ) 55.9 

  不知道／很難說 13.0  

  (樣本數) (1016)  為公屋輪候冊上的市民提  完全不贊成 2.4 ) 供部份租金津貼  不贊成 26.8 ) 29.2 

  贊成 54.0 ) 

  非常贊成 4.5 ) 58.5 

  不知道／很難說 12.3  

  (樣本數)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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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你覺得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可唔可以紓緩市民受物價上升問題嘅影響呢？」 

 百分比   完全不可以 8.8 )  不可以 37.3 ) 46.1  可以 43.9 )  完全可以 0.3 ) 44.2  不知道／很難說 9.7   (樣本數) (1017)  

 

附表八：「你知唔知道今年嘅財政預算案中，有邊啲紓解市民受物價上升壓力嘅措施 

呢？」 

 百分比   不知道 53.9   知道 46.1   (樣本數) (1016)  

 

附表九：「你對香港政府能夠壓抑物價上升問題嘅信心有幾大呢？」 

 百分比   完全沒有 17.0 )  沒有 38.1 ) 55.1  有些 39.9 )  完全有 2.3 ) 42.2  不知道／很難說 2.8   (樣本數) (1016)  

 

附表十：「你覺得有政黨背景嘅立法會議員喺紓緩市民受物價上升壓力上有冇幫到市 

民呢？」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3.4 )  沒有 31.4 ) 54.8  有些 37.4 )  完全有 0.2 ) 37.6  不知道／很難說 7.6   (樣本數)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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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你又覺得有邊個政黨最能幫到市民紓緩受物價上升嘅壓力呢？」 

【只問表示有政黨背景的立法會議員能幫助市民紓緩物價上升壓力】 

 百分比   民建聯 24.6   民主黨 9.3   公民黨 5.0   自由黨 3.4   民協 0.3   工聯會 8.2   職工盟 6.9   社民連 0.5   前線 0.3   獨立議員 0.5   沒有 1.6   不知道／很難說 39.4   (樣本數) (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