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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選民對 2008 年立法會選舉 

意見調查結果摘要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將於今年 9 月 7 日進行，各政黨及有意參選人士正積極部署和

準備。究竟香港選民對今次立法會選舉有多關注呢？他們對立法會議員在一些政策立

場上又有何期望？選民面向投票時將會有何考慮？他們現時的政黨偏好和投票傾向又

是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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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選民對新一屆立法會議員的政策期望、他們的投票考慮

因素、政黨偏好及現階段的投票傾向等有關意見。調查於 2008 年 5 月 27 日至 30 日

進行，共成功訪問了 1,015 位登記選民，回應率為 57.1%。以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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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以內。調

查結果摘要如下。 

（一）對立法會選舉的關注。對於這次立法會選舉，78.5% 的受訪選民表示關

注，不關注的則有 20.1%（見表一）。現在距離九月的立法會選舉的時間尚遠，但已有

近八成的受訪選民表示關注，反映現階段選民頗重視今年的立法會選舉。 

（二）對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政經議題定位的期望。調查列舉了數項香港政經

議題的定位問題，詢問受訪選民對新一屆立法會候選人的期望。首先，在與政府的關

係定位上，有 52.7% 的受訪選民期望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多些「監察政府」，但亦有

36.9% 期望他們多些「與政府合作」（見表二）。在經濟發展方面，有 58.4% 的受

訪選民期望立法會議員多些強調「經濟平均分配」，而期望他們多些強調「經濟增

長」的則有 33.6%（見表三）。在落實「一國兩制」的定位方面，絕大多數的受訪選

民（83.0%）認為立法會議員應多些強調香港與內地加強融合，而認為他們應多些強

調香港與內地保持一定距離的僅有一成多（11.7%）（見表四）。在民主化步伐方

面，受訪選民的意見頗為分歧：45.5% 的受訪選民期望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支持人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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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雙普選的決定，而期望他們繼續支持泛民主派 2012 年雙普選訴求的則有 39.1%

（見表五）。 

（三）選擇候選人時政策議題重要性的考慮。調查又列舉了十一項目前熱門

的政策議題，然後要求受訪選民衡量在選擇候選人時有關議題的重要性。表六顯示，

在十一項政策議題中，高達七項被八成以上受訪選民認為對他們的投票選擇重要／非

常重要，包括：「提高教育質素（如調整母語教學政策、解決副學士出路等問題）」

（93.0%）、「督促政府改善環境保護（如改善空氣污染、廢物處理等問題）」

（92.7%）、「維持香港的金融、旅遊和航運地位，以保持香港的經濟競爭力」

（ 90.2%）、「改善低收入人士貧困問題」（ 90.0%）、「壓抑物價上升」

（89.3%）、「督促政府改善城市規劃（如減少屏風樓等問題）」（83.8%）和「收窄

貧富差距」（83.3%）。其餘四項亦得到約五成五至七成五的受訪選民所認同，包

括：「解決醫療融資問題（如支持成立醫療保險基金）」（75.6%）、「盡快制訂公

平競爭法」（72.2%）、「制定最低工資」（69.7%）及「支持盡快在 2012 年實行特

首及立法會雙普選」（55.9%）。 

（四）選擇候選人時個人條件的考慮。調查亦詢問了受訪選民在投票前，如何

衡量候選人的個人條件。從表七可見，候選人「從政同擔任公職經驗」及「個人背

景，如屬專業人士或擁有高等學歷等」的重要性最受重視，分別有 76.2% 及 74.8% 

的受訪選民認為此兩項條件是他們在選擇候選人時的重要考慮因素。「能受中央政府

接納」及「有口才」的重要性也分別有 56.3% 及 50.9% 的受訪選民認同。至於餘下

三項條件 — 「是現任立法會議員」、「有政黨支持」及「年紀較輕」，則分別只有

38.0%、34.4% 和 26.3% 的受訪選民認為重要／非常重要，認為不重要／非常不重

要的百分比反而較高。 

（五）選民現時的政黨偏好及投票傾向。調查同時發現，現時最多受訪選民認

同的政黨或政團是「民建聯」（17.0%），然後是「民主黨」（15.5%）及「公民黨」

（15.0%），也有近四成的受訪選民（38.3%）表示沒有值得認同或難以說出認同的政

黨（見表八）。在投票傾向方面，表九顯示，現階段有 33.7% 的受訪選民傾向選擇

投票給泛民主派候選人，傾向選擇投票給親中建制派候選人的有 14.7%，而傾向選擇

投票給中間派／獨立候選人的則有 25.7%，另有 24.4% 的選民仍未有清晰的投票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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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民的政治取向、主觀社會階層認同與投票傾向的關係。表十及表十

一分別列出了受訪選民的政治傾向、主觀社會階層認同及其投票傾向之間的交互分

析。在政治取向方面，自稱傾向「親中建制派」的受訪選民大都傾向支持親中建制派

候選人（66.7%），自稱傾向中間派的受訪選民則多傾向支持獨立候選人，而自稱傾

向「民主派」的受訪選民不但較傾向支持泛民主派候選人（78.2%），其對泛民主派

的支持也較堅定（如只有 8.7% 表示「不知道／未決定」）（見表十）。至於主觀社

會階層認同方面，不同社會階層認同者都較傾向支持泛民主派候選人，其中尤以自視

為社會中層的受訪選民為甚：如在自視為社會中層的受訪選民中，有 38.9% 表示傾

向選擇泛民主派候選人，比自視為下層、中下層和中上／上層人士的 29.1%、30.3% 

和 35.8% 都要高（見表十一）。 

總括而言，現階段香港選民對今年的立法會選舉頗為重視，對新一屆立法會候選

人在香港政經議題的定位問題上亦有不同的期望：他們較期望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多監

察政府、多強調經濟平均分配和多重視加強香港與內地的融合。在政策議題方面，

「提高教育質素」、「督促政府改善環境保護」、「維持香港的金融、旅遊和航運地

位」、「改善低收入人士貧困問題」和「壓抑物價上升」等都是現階段選民衡量候選

人時的重要議題。而在候選人個人條件方面，「從政同擔任公職經驗」及「個人背景

如屬專業人士或擁有高等學歷等」則是選民選擇候選人時的最重要考慮因素。至於在

投票傾向方面，自稱傾向「親中建制派」的受訪選民大都傾向支持親中建制派候選

人，自稱傾向「中間派」的受訪選民多傾向支持獨立候選人，而自稱傾向「民主派」

的受訪選民也較傾向支持泛民主派候選人。此外，自視為社會中層的受訪選民對泛民

主派候選人的支持亦較為明顯。 

 

對於上述調查結果，如有垂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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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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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一：「你有幾關注喺九月舉行嘅立法會選舉呢？」 

 百分比  

 完全不關注 2.5 ） 

 不太關注 17.6 ）20.1 

 幾關注 63.6 ） 

 非常關注 14.9 ）78.5 

 不知道／很難說 1.4  

 (樣本數) (1011)  

 

 

表二：「你希望新一屆立法會議員監察政府多啲定係同政府合作多啲呢？」 

 百分比  

 監察政府 52.7  

 同政府合作 36.9  

 不知道／很難說 10.3  

 (樣本數) (1015)  

 

 

表三：「經濟發展方面，你希望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強調經濟增長多啲，定係強調經濟

平均分配多啲呢？」 

 百分比  

 經濟增長 33.6  

 經濟平均分配 58.4  

 不知道／很難說 8.0  

 (樣本數) (1015)  

 

 

表四：「落實『一國兩制』上，你希望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強調香港同內地保持一定距

離多啲，定係強調同內地加強融合多啲呢？」 

 百分比  

 與內地保持一定距離 11.7  

 與內地加強融合 83.0  

 不知道／很難說 5.3  

 (樣本數)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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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民主化步伐方面，泛民主派要求喺2012年實行特首同立法會所有議席雙普

選，而人大嘅決定係2017年可以先行普選特首，之後再普選全體立法會議

席，你希望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支持邊個方案多啲呢？」 

 百分比  

 泛民主派方案／2012 年雙普選 39.1  

 人大決定／2017 年先普選特首 45.5  

 不知道／很難說 15.4  

 (樣本數) (1015)  

 

表六：「新一屆立法會地區選舉將於今年九月七日舉行，以下呢啲議題嘅立場對你會

選邊個候選人有幾重要呢？」（%） 

 不同議題立場 完全唔重要

／唔重要 

非常重要／ 

重要 

不知／ 

難說 

(樣本數) 

1. 提高教育質素（例如調整母語教 

學政策、解決副學士出路問題） 

4.7 93.0 2.3 (1014) 

2. 督促政府改善環境保護（例如改 

善空氣污染、廢物處理等問題） 

5.6 92.7 1.7 (1015) 

3. 維持香港的金融、旅遊和航運地 

位，以保持香港的經濟競爭力 

6.8 90.2 3.0 (1014) 

4. 改善低收入人士貧困問題 6.7 90.0 3.3 (1015) 

5. 壓抑物價上升 8.6 89.3 2.2 (1015) 

6. 督促政府改善城市規劃（例如減 

少屏風樓等問題） 

12.5 83.8 3.6 (1014) 

7. 收窄貧富差距 11.6 83.3 5.1 (1015) 

8. 解決醫療融資問題（例如支持成 

立醫療保險基金） 

19.2 75.6 5.2 (1015) 

9. 盡快制訂公平競爭法 20.1 72.2 7.7 (1013) 

10. 制定最低工資 26.2 69.7 4.1 (1015) 

11. 支持盡快喺 2012 年實行特首同 

立法會雙普選 

38.2 55.9 5.9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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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以下喺一啲立法會候選人嘅條件，你覺得呢啲條件對你考慮選邊個候選人有

幾重要呢？」（%） 

 不同候選人條件 完全唔重要

／唔重要 

非常重要／ 

重要 

不知／ 

難說 

(樣本數) 

1. 從政同擔任公職經驗 20.0 76.2 3.7 (1014) 

2. 個人背景（例如係專業人士或 

擁有高的學歷等） 

22.4 74.8 2.9 (1015) 

3. 能受中央政府接納 39.2 56.3 4.4 (1012) 

4. 有口才 46.4 50.9 2.7 (1015) 

5. 為現任立法會議員 57.1 38.0 4.8 (1012) 

6. 有政黨支持 60.6 34.4 5.0 (1013) 

7. 年紀較輕 70.0 26.3 3.7 (1015) 

 

表八：「喺香港嘅政黨或政團當中，你比較認同邊一個呢？」 

 百分比  

 民建聯 17.0  

 民主黨 15.5  

 公民黨 15.0  

 自由黨 4.5  

 工聯會 3.5  

 職工盟 2.3  

 民協 1.4  

 前線 0.8  

 社民連 0.7  

 公民力量 0.3  

 街工 0.3  

 泛民政團 0.3  

 匯賢智庫 0.1  

 沒有 27.6 )  

 不知道／很難說 10.7 ) 38.3 

 (樣本數)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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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假如聽日就係立法會地區選舉，你又會傾向選以下邊一個派別嘅候選人多 

啲呢？係泛民主派、親中建制派，定係獨立候選人呢？」 

 百分比  

 泛民主派候選人 33.7  

 親中建制派候選人 14.7  

 獨立候選人 25.7  

 不知道／未決定 24.4  

 不會投票／投廢票 1.5  

 (樣本數) (1002)  

 

 

表十：不同政治取向*受訪選民的投票選擇傾向 

政治取向 

 投票選擇 

傾向 

民主派 

傾向 

中間派 

傾向親中 

建制派 

沒有 

政治取向 

 泛民主派候選人 78.2 20.2  2.8  8.8 

 親中建制派候選人  0.6 15.0 66.7  7.3 

 獨立候選人 12.5 43.8 15.7 19.7 

 不知道／未決定  8.7 21.0 14.8 64.2 

 (樣本數) (312) (381) (108) (137) 

* 問題：「講到你嘅政治取向或意見時，你覺得你自己傾向以下邊一個派別多啲呢？係民主派、

中間派，定係親中建制派呢？」（調查結果 –- 傾向民主派：31.6%；傾向中間派：

38.8%；傾向親中建制派：10.9%；沒有政治傾向：14.6%；不知／難說：4.2%） 

 

 

表十一：不同主觀社會階層*受訪選民的投票選擇傾向 

主觀社會階層 

 投票選擇 

下層 中下層 中層 中上／上層 

 泛民主派候選人 29.1 30.3 38.9 35.8 

 親中建制派候選人 18.5 14.4 14.5 14.9 

 獨立候選人 19.9 28.9 26.7 25.4 

 不知道／未決定 32.5 26.4 19.9 23.9 

 (樣本數) (151) (284) (468) (67) 

* 問題：「當講到你嘅社會階層時，你覺得你自己屋企係屬於以下邊一個社會階層呢？係上層、

中上層、中層、中下層，定係下層呢？」（調查結果  -– 下層：15.4%；中下層：

29.2%；中層：46.8%；中上層：6.4%；上層：0.6%；不知／難說：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