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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國際金融海嘯對香港影響意見調查結果摘要 
 

 

目前香港正受國際金融海嘯問題的困擾，不少市民感受到資產價值下跌、倒閉風

潮、經濟不景、失業率上升的壓力。究竟市民如何看待國際金融海嘯對香港以至個人

投資和生活的影響？他們又怎樣評估未來香港經濟前景？對特區政府處理國際金融海

嘯有否信心？如何評價中央政府推出的振興經濟方案對香港可能出現的幫助？針對這

些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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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九日進行，

共成功訪問了 1,002 位 18 歲或以上的市民，回應率為 51.2%。以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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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以

內。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一）金融海嘯對香港和市民的影響。首先，在國際金融海嘯對香港的負面影

響上，高達 79.9% 的受訪者表示「很大」，18.1%認為「有些」影響，只有 0.8% 表

示「沒有」影響（見表一）。換言之，市民一面倒地認為目前的國際金融海嘯對香港

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調查結果又發現，只有 26.6% 的受訪者表示國際金融海嘯沒

有對他們的個人投資造成負面影響，表示「有些」及「很大」負面影響的百分比分別

有 41.5% 及 23.3%（見表二）。至於對個人生活質素的負面影響方面，表示「沒有」

的佔 32.2%，回答「有些」及「很大」負面影響的百分比分別有  52.8% 及 14.7%

（見表二）。可見，這次國際金融海嘯不論對香港整體社會還是個人（包括投資或生

活質素方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很少市民能夠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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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海嘯對失業和減薪的影響。附表三的調查結果又顯示，有 54.5% 

的在職受訪者表示現時「不擔心」自己會失業，但表示「有些擔心」及「很擔心」的

亦分別有 34.4% 和 10.0%。若將這次調查結果和過去本研究所曾進行的相關調查相

比，我們發現，這次調查中表示「不擔心」失業的受訪在職人士的百分比較 2002 年

12 月的調查（當時為「沙士」前夕，香港已陷入通縮、失業率高企的困境）為高，

卻較接近 1998 年 6 月的調查，可見市民現時對失業的擔憂，頗類似當年香港經歷亞

洲金融風暴之初經濟開始出現不景時的狀況。此外，有 45.1% 的在職受訪者表示現

時「不擔心」減薪或收入下降，但表示「有些擔心」及「很擔心」的分別有 35.6% 

和 18.0%，說明在職市民擔心減薪或收入下降的百分比較憂慮失業為高。對比 2002

年 12 月的調查，目前擔心減薪或收入下降的在職市民比率明顯較「沙士」前夕時為

低。至於對家人失業及減薪的憂慮，這次調查的結果發現，有 52.1% 的受訪者表示

「有些擔心」或「很擔心」家人會失業時，而表示「有些擔心」或「很擔心」家人減

薪或收入下降的也有 57.8%，兩項比率均低於「沙士」前夕時的相關百分比（見附表

三）。此外，從表四可見，主觀社會階層認同越低者，擔憂自己會失業或減薪的百分

比也越高；同樣情況也出現於對家人失業及減薪的憂慮，即主觀社會階層認同越高

者，不擔憂家人失業或減薪的百分比也越低（見附表四）。 

（三）對未來經濟前景的看法。對於香港未來三年經濟前景的展望，市民的看

法較為悲觀，表示不樂觀的有 40.3%，表示普通的有 35.9%，而表示樂觀的亦只有

22.1%。對比上月份同類調查，對香港未來三年經濟前景不樂觀的百分比下跌了 4.5

個百分點，表示樂觀的百分比上升了 5 個百分點（見附表五）。當進一步被問及對本

港四大經濟支柱（即金融、貿易、物流和旅遊）的未來發展的信心時，較多受訪者表

示「普通」（49.9%），認為「信心不大」的有 29.8%，而表示「信心大」的只有

15.4%（見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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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香港對抗金融海嘯的信心。面對席捲全球的國際金融海嘯的衝擊，有

26.3% 的受訪者對香港目前金融制度的穩健性表示「信心大」，50.6% 表示信心一

般，表示「信心不大」的只有 18.2%（見附表六），反映現時市民對香港金融制度的

穩健性仍有一定的信心，但較上月的調查仍有所下降。在特區政府能否成功帶領香港

抵禦國際金融海嘯的信心方面，有 31.6% 的受訪者表示信心不大，表示信心只屬一

般的有 47.8%，而表示信心大的只有 18.3%（見附表六）。當那些表示信心不大的受訪

者被追問原因時，最多受訪者提及的是「國際市場問題，特區政府無能為力」

（34.4%），其次是「政府管治不善」（25.9%）（見附表六）。可見，市民多傾向認為現

時國際金融海嘯問題主要來自外來因素，非特區政府能獨力解決。此外，在特區政府

（包括金管局）處理國際金融海嘯的表現方面， 57.1% 的受訪者表示普通，而表示

不滿意和滿意的分別有 25.4%和 14.0%。與上月的調查比較，有關的滿意比率明顯下

跌（見附表六）。 

（五）對特區政府穩定經濟措施的意見。為了抵禦國際金融海嘯、穩定經濟，

特區政府最近推出了連串經濟措施（如動用外匯儲備保証全數銀行存款、為中小企提

供信貸保証、斥資推動旅遊業和展覽業等），調查結果發現，有 35.1%的受訪市民表

示有關措施對穩定香港經濟作用不大，而表示「幫助大」的只有 15.0%（見附表

七）。調查又列舉了一些紓緩國際金融海嘯對香港衝擊的建議措施，結果顯示，最多

受訪者選擇的是「撥更多資源或創造更多職位幫助失業人士」（28.2%）、「加大力

度協助中小企業度過難關」（24.6%）、「加快開展十大基建項目」（15.4%）和「改

善金融監督機制以鞏固金融中心地位」（13.1%）等（見附表七）。 

（六）對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方案能否幫助香港的意見。中央政府已經推出了

四萬億人民幣振興經濟方案，有 27.7% 的受訪市民表示有關方案對香港經濟發展幫

助不大，表示「普通」的有 50.0%，而表示「幫助大」的有 17.1%（見附表八）。當被

問及這個振興經濟方案的背景下，是否贊成政府調撥資源主動幫助港人到內地尋找發

展機遇時，調查結果反映市民的意見頗為分歧，贊成與不贊成的百分比分別有 33.6%

和 29.7%，而表示「一半半」的亦有 33.4%（見附表八）。與此同時，有接近一半的受

訪市民（48.7%）贊成特區政府應主動請求中央政府推出措施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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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贊成的只有 23.6%（見附表八）。此外，當被問及在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立

法會、政黨、商界等一系列選項中，那一方最能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和增強競爭力時，

最多受訪者指出的是「中央政府」（39.7%），然後是「香港特區政府」（25.5%）和

「商界」（21.0%）（見附表八）。簡言之，面對國際金融海嘯的衝擊，市民對中央政府

的援手普遍有所期待，也較傾向認為中央政府最能幫助香港經濟克服挑戰。 

（七）對內地與香港經濟關係的意見。對於香港的經濟發展應否與內地加強融

合，絕大多數的受訪市民（84.8%）持肯定態度，持否定意見的只有 3%（見附表

九）。有關結果顯示，在國際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市民一面倒地認為加強香港經濟與

內地的融合是不容迴避的出路。 

總括而言，對於現時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市民普遍認為已對香港造成很大的負

面影響，而有關的影響也同時波及他們個人的投資和生活質素。更值得注意的是，分

別有近半數和超過半數的受訪在職人士有些擔心或很擔心自己失業和減薪，而憂慮家

人失業和減薪的受訪市民的相關比例更高，當中低下階層的處境明顯更差。事實上，

市民對香港未來經濟前景頗為悲觀，對特區政府能成功帶領香港抵禦國際金融海嘯的

信心也只屬一般，原因是他們多瞭解到這場金融風暴是國際市場問題，特區政府能著

力的空間有限。雖然如此，市民仍希望特區政府多撥資源和創造更多職位幫助失業人

士、加大力度協助中小企業度過難關和加快開展十大基建項目。另一方面，市民對中

央政府推出的四萬億人民幣振興經濟方案能否幫助香港多持中間觀望態度，但近半數

贊成特區政府應主動請求中央政府推出措施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也較傾向認為中央

政府最能幫助香港經濟克服挑戰，並且一面倒地認為加強與內地的融合是香港經濟不

容迴避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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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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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一：金融海嘯對香港的影響 

 百分比  

「你覺得現時嘅國際金融海嘯對香港帶來幾大負面影響呢？」   

沒有 0.8  

有些 18.1  

很大 79.9  

不知道／很難說 1.2  

(樣本數) (1002)  

 

附表二：金融海嘯對個人的影響 

 百分比  

「現時嘅金融海嘯對你個人嘅投資帶來幾大負面影響呢？」   

沒有 26.6  

有些 41.5  

很大 23.3  

沒有任何投資 8.4  

不知道／很難說 0.2  

(樣本數) (1002)  

「現時嘅金融海嘯對你個人嘅生活質素帶來幾大負面影響呢？」   

沒有 32.2  

有些 52.8  

很大 14.7  

不知道／很難說 0.3  

(樣本數)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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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金融海嘯威脅下對失業和減薪的擔憂 

 2008 年 

11 月 

2002 年 

12 月 

1998 年 

6 月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你擔唔擔心自己會失業呢？」 

【只問在職受訪者】 
   

不擔心 54.5 32.7 56.4 

有些擔心 34.4 34.9 37.1 

很擔心 10.0 30.8 5.1 

不知道／很難說 1.0 1.7 1.5 

(樣本數) (607) (545) (410) 

「你擔唔擔心會減薪或收入下降呢？」 

【只問在職受訪者】 

   

不擔心 45.1 33.0 -- 

有些擔心 35.6 34.1 -- 

很擔心 18.0 30.3 -- 

不知道／很難說 1.3 2.6 -- 

(樣本數) (607) (545) -- 

「你擔唔擔心你嘅家人失業呢？」    

不擔心 43.7 29.2 -- 

有些擔心 35.6 33.6 -- 

很擔心 16.5 31.7 -- 

不知道／很難說 4.2 5.4 -- 

(樣本數) (1000) (1012) -- 

「你擔唔擔心你嘅家人會減薪或收入下降呢？」    

不擔心 37.9 31.0 -- 

有些擔心 38.8 34.1 -- 

很擔心 19.0 27.7 -- 

不知道／很難說 4.3 7.2 -- 

(樣本數) (1000) (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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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不同社會階層對失業和減薪擔憂的差異（%） 

 主觀社會階層 

 下層 中下層 中層 中上層／上層 

自己失業的擔憂     

不擔心 32.1  46.5  60.6  71.4 

有些擔心 49.1  40.1  31.8  19.0 

很擔心 17.0  12.4  6.9  7.9 

不知道／很難說 1.9  1.0  0.7  1.6 

(樣本數) (53) (202) (277) (63) 

自己減薪或收入下降的擔憂     

不擔心 30.2  36.6  50.2  63.5 

有些擔心 34.0  38.6  35.4  28.6 

很擔心 34.0  22.8  13.7  6.3 

不知道／很難說 1.9  2.0  0.7  1.6 

(樣本數) (53) (202) (277) (63) 

家人失業的擔憂     

不擔心 19.3  35.1  51.2  74.7 

有些擔心 31.9  44.5  34.7  13.7 

很擔心 41.2  15.8  11.5  8.4 

不知道／很難說 7.6  4.6  2.6  3.2 

(樣本數) (119) (348) (418) (95) 

家人減薪或收入下降的擔憂     

不擔心 20.2  27.6  45.2  67.4 

有些擔心 32.8  47.4  38.0  22.1 

很擔心 42.0  19.3  13.9  8.4 

不知道／很難說 5.0  5.7  2.9  2.1 

(樣本數) (119) (348) (418)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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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對香港未來經濟前景的看法 

 2008 年 

11 月 

2008 年 

10 月 

 百分比 百分比 

「你對未來三年香港經濟前景樂唔樂觀呢？」   

不樂觀 40.3 44.8 

普通 35.9 36.9 

樂觀 22.1 17.1 

不知道／很難說 1.7 1.2 

(樣本數) (1002) (824) 

「你對香港現存嘅金融、貿易、物流、旅遊四大經濟 

支柱嘅未來發展前景信心大唔大呢？」 
  

不大 29.8 -- 

普通 49.9 -- 

大 15.4 -- 

不知道／很難說 4.9 -- 

(樣本數) (1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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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對香港對抗金融海嘯的信心及特區政府對抗金融海嘯的表現 

 2008 年 

11 月 

2008 年 

10 月 

 百分比 百分比 

「你對目前香港金融制度嘅穩健性信心大唔大呢？」   

不大 18.2 18.1 

普通 50.6 46.4 

大 26.3 32.5 

不知道／很難說 4.9 3.0 

(樣本數) (1002) (825) 

「你對香港特區政府能夠成功帶領香港抵禦呢場國際金融 

海嘯嘅信心大唔大呢？」 
  

不大 31.6 -- 

普通 47.8 -- 

大 18.3 -- 

不知道／很難說 2.3 -- 

(樣本數) (1002) -- 

「你信心唔大嘅最主要原因係唔係？」 

【此題只問對政府能成功帶領香港抵禦國際金融海嘯 

  信心不大的受訪者】 

  

國際市場問題，特區政府無能為力 34.4 -- 

政府管治不善 25.9 -- 

政府缺乏長遠規劃 13.9 -- 

政府對金融海嘯的危害性評估不足 11.4 -- 

政治紛爭太多 6.0 -- 

其他 6.9 -- 

不知道／很難說 1.6 -- 

(樣本數) (317) -- 

「你滿唔滿意特區政府（包括金管局）喺處理國際金融海嘯 

嘅表現呢？」 
  

不滿意 25.4 24.6 

普通 57.1 44.0 

滿意 14.0 27.3 

不知道／很難說 3.5 4.1 

(樣本數) (1002)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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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對特區政府穩定經濟措施的意見 

 百分比  

「你認為特區政府最近推出嘅連串經濟措施（如動用外匯儲備 

保証全數銀行存款、為中小企提供信貸保証、斥資推動旅遊 

業和展覽業等），對穩定香港嘅經濟幫助大唔大呢？」 

  

不大 35.1  

普通 46.7  

大 15.0  

不知道／很難說 3.2  

(樣本數) (1002)  

「紓緩全球金融海嘯對香港帶來嘅衝擊，以下邊一項措施係 

你最期望特區政府會實施呢？」 

  

撥更多資源或創造更多職位幫助失業人士 28.2  

加大力度協助中小企業度過難關 24.6  

加快開展十大基建項目 15.4  

改善金融監督機制以鞏固金融中心地位 13.1  

增加對弱勢社群的生活津貼與服務 7.6  

仿效澳門政府向全港市民派錢 6.1  

其他 3.4  

不知道／很難說 1.7  

(樣本數)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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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對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方案能否幫助香港的意見 

 百分比  

「你認為中央政府最新推出嘅四萬億人民幣振興經濟方案， 

對香港嘅經濟發展幫助大唔大呢？」 
  

不大 27.7  

普通 50.0  

大 17.1  

不知道／很難說 5.2  

(樣本數) (1002)  

「中央政府已經推出咗四萬億人民幣振興經濟方案，你贊唔 

贊成特區政府調撥資源主動去幫助港人到內地尋找發展機 

遇呢？」 

  

不贊成 29.7  

一半半 33.4  

贊成 33.6  

不知道／很難說 3.2  

(樣本數) (1002)  

「你贊唔贊成特區政府主動請求中央政府推出措施支持香港 

嘅經濟發展呢？」 
  

不贊成 23.6  

一半半 25.9  

贊成 48.7  

不知道／很難說 1.8  

(樣本數) (1002)  

「對於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和增強競爭力，你認為以下邊一方 

最能幫到香港呢？」 
  

中央政府 39.7  

香港特區政府 25.5  

商界 21.0  

香港立法會 3.1  

本港政黨 1.0  

其他 3.2  

不知道／很難說 6.5  

(樣本數)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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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對內地與香港經濟關係的意見 

 百分比  

「你認為香港嘅經濟發展應唔應該同內地加強融合呢？」   

不應該 3.0  

普通 10.2  

應該 84.8  

不知道／很難說 2.0  

(樣本數) (1002)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