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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市民對政府政策期望意見調查結果摘要 

 

政治學一項普遍的發現是，公眾對政府管治的評價（俗稱政府民望）與政府的政

策表現息息相關，而公眾對政府的政策期望，又深刻地影響著他們對政府施政表現的

具體評價，從而牽動著政府整體民望的起起落落。究竟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在不同政

策範疇有何期望？對政府政策表現和整體施政表現又有何評價？除了政府外，在現代

社會的管治，政黨及政團的參與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市民對本港的政黨及政團的期

望與表現又有何看法？為了回答有關問題，推動香港政策研究，讓政府和政黨更能掌

握民意改善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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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六日進行了一項電話調查，詢問市民的相關意

見。調查共成功訪問了 1,002 位 18 歲或以上的市民，回應率為 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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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期望優先處理的政策。首先是有關市民最期望特區政府優先處理的政

策。調查顯示，最多受訪者表示「經濟發展」（30.3%）是他們最期望特區政府優先處

理的政策範疇，其次為「民生福利」（18.3%）和「醫療衛生」（17.5%），隨其後為

「教育」（11.4%）、「政制及管治」（10.8%）、「環境保護」（8.3%）和「房屋及規劃」

（2.9%）（見表一）。顯而易見，市民當前最期望特區政府優先處理經濟事務和與民生

直接相關的民生福利和醫療衛生等事務，而政治、環保、房屋規劃等議題的迫切性則

相對地沒有受到那麼多重視。 

 

（二）在不同政策內最期望優先處理的問題。調查又要求受訪者在不同政策

範疇內選出最期望特區政府優先處理的問題。首先在「經濟發展」方面，較多受訪者

要求政府優先處理的問題是「發展有前景行業」（30.7%），然後是「扶助中小企業」

（24.5%）和「加強監管金融業」（20.5%）（見表二）。在「政制及管治」方面，最多

受訪者期望特區政府優先處理「如何吸納民意」的問題（36.5%），而「檢討政治委任

或高官問責制」（26.9%）和「盡快進行政制檢討以落實普選安排」（17.9%）則分別排

第二和第三位（見表三）。在「房屋及規劃」政策方面，較多受訪者表示「檢討市區

重建策略」（29.5%）是他們現時最期望特區政府優先處理的問題，緊隨其後的是「加

速興建公營房屋」（27.4%）和「加強控制炒樓措施」（21.6%）（見表四）。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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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面，較多受訪者期望特區政府優先處理「檢討教學語文政策」的問題

（27.6%），其次是「增設子女教育免稅額」（23.3%）及「推行小班教學」（22.7%）

（見表五）。至於「醫療衛生」方面，最多受訪者期望的是「解決醫療人手不足」

（33.7%），隨後的是「加強傳染病監控」（16.4%）、「加強藥物監管」（16.2%）、「食

物安全」（12.5%）和「醫療融資」（10.2%）（見表六）。在「民生福利」政策方面，

「改善失業問題」（36.7%）排首位，然後是「穩定物價」（22.6%）、「改善長者服務及

福利」（15.0%）、「加強扶貧工作」（12.3%）和「檢討綜援制度」（11.7%）（見表七）。

最後在「環境保護」方面，最多受訪者期望特區政府優先處理的是「改善空氣質素」

（37.6%），其次為「保護香港水質」（23.3%）、「加強生態保育」（14.4%）、「推動使

用電動車輛」（12.4%）和「落實膠袋稅」（10.3%）（見表八）。若將這些結果與上述市

民期望特區政府優先處理的政策次序合併一起看，不難發現，經濟上發展有前景行業

和扶助中小企業，民生福利上改善失業問題和穩定物價，以及醫療衛生上解決醫療人

手不足問題、妥善處理傳染病的監控及做好藥物的監管，都應是政府回應民意改善民

望的政策工作重點。 

 

（三）對政府不同政策範疇表現的評價。受訪者又被要求對政府不同政策範疇

表現作出滿意度的評價，結果顯示，受訪者對七個政策範疇的不滿意度都高於滿意

度，反映政府的政策表現與市民的期望存在明顯的落差。若比較「滿意／非常滿意」

的百分比，較多受訪者表示滿意的政策範疇包括「醫療衛生」（24.6%）、「民生福

利」(20.1%) 和「房屋及規劃」(20.0%)；若對比回答「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的百分

比，較多受訪者不滿意的則有「教育」（44.4%）和「環境保護」 (41.4%)（見表

九）。 

 

（四）對政府有否長遠經濟策略的意見。值得注意的是，當被問及特區政府有

否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長遠策略時，大多數受訪者（62.9%）都表示「沒有」，表示

「有」的只佔 31.6%，另外 5.5% 表示「不知道／很難說」（見表十）。換言之，主流民意

明顯認為特區政府欠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長遠策略，這是值得有關當局深思的問

題。 

 

（五）對特區政府整體施政表現的評價和對特首改善施政的期望。調查又顯

示，受訪市民對特區政府現體施政的評價並不理想，有 15.6% 的受訪者表示「滿意／

非常滿意」特區政府的整體施政表現，但回答「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的卻有 34.4%

（見表十一）。至於對特首曾蔭權先生整體表現的評價，其結果較特區政府整體施政

稍佳，有 22.6% 的受訪者表示「滿意／非常滿意」特首的整體表現，表示「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的則有 30.0%（見表十二）。當被問及那些方面的工作特首應有所加

強以改善施政時，最多受訪者指出的是「多照顧基層市民利益」（40.2%），然後依次

是「多落區聆聽民意」（30.0%）、「多照顧中產階級利益」（25.6%）和「多與不同政黨

溝通」（24.9%）（見表十三）。有關結果說明，市民普遍期望特首能更有效地平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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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階層（尤其是中產和基層）的利益，多聆聽民意和多與不同政黨溝通，使政府政

策更能體現民意的均衡與期望。 

 

（六）對政黨／政團整體表現的評價及期望。調查結果又顯示，受訪市民對

本港政黨／政團表現的評價頗為負面，有 42.2% 表示「不滿意／非常不滿意」政黨及

政團的整體表現，明顯高於政府整體施政表現的不滿意度 (34.4%)，而表示「滿意／

非常滿意」的不足一成（9.2%）（見表十四），也明顯低於政府整體施政表現的滿意度 

(15.6%)（見表十一）。換言之，政府民望的低迷，並沒有為本地政黨／政團的表現帶

來機會，本地政黨／政團的民望，還不及政府。當被問及最滿意哪一個本地政黨／政

團時，較多受訪者指出是「民建聯」（13.0%），然後依次是「民主黨」（11.1%）、「公民

黨」（10.1%）和「社民連」（3.3%）。值得注意的是，表示沒有任何本港政黨／政團是他

們滿意的百分比高達 47.7%，進一步反映市民對政黨／政團的表現頗多質疑（見表十

五）。至於對政黨／政團的期望，最多受訪者希望政黨／政團能「反映及整合社會不

同利益／反映民意」（29.0%），然後是「協助政府施政／不要阻礙政府施政」

（27.5%）和「監察政府施政」（21.9%）（見表十六）。有關結果反映，當前市民似乎較

重視政黨／政團協助和監督政府有效掌握及平衡民意，回應他們當前的政策訴求，做

好和落實他們所關注的政策工作。 

 

總括而言，調查反映當前主流民意對政府和政黨／政團的表現頗有不滿，期望政

府的政策應多集中於在經濟上發展有前景行業和扶助中小企業，在民生福利上改善失

業問題和穩定物價，以及在醫療衛生上解決醫療人手不足問題、妥善處理傳染病的監

控及做好藥物的監管，並盡早制定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長遠策略。與此同時，他們也

期望政黨／政團協助和監督政府有效掌握及平衡民意，回應他們當前的政策訴求，做

好和落實他們所關注的政策工作。 

 

 

對於上述調查結果，如有任何垂詢，請與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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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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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一：「喺不同政策範疇當中，邊一項係你最期望政府會優先處理呢？」 

 百分比  

經濟發展 30.3   

民生福利 18.3   

醫療衛生 17.5   

教育 11.4   

政制及管治 10.8   

環境保護 8.3   

房屋及規劃 2.9   

其他 0.5   

沒有期望 0.1   

(樣本數) (1002)  

 

表二：「『經濟發展』方面，你最期望政府優先處理乜嘢問題呢？」 

 百分比  

發展有前景行業 (如食品檢測、生物科技、創意產業等) 30.7   

扶助中小企業 24.5   

加強監管金融業 20.5   

加快開展港深邊境及發展區 8.1   

加快制定公平競爭法 7.4   

其他 3.7   

對這方面政策沒有期望 1.5   

不知道／很難說 3.7  

(樣本數) (1002)  

 

表三：「『政制及管治』方面，你最期望政府優先處理乜嘢問題呢？」 

 百分比  

如何吸納民意 36.5   

檢討政治委任或高官問責制 26.9   

盡快進行政制檢討以落實普選安排 17.9   

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13.5   

其他 1.6   

對這方面政策沒有期望 1.4   

不知道／很難說 2.2   

(樣本數)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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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房屋及規劃』方面，你最期望政府優先處理乜嘢問題呢？」 

 百分比  

檢討市區重建策略 29.5   

加速興建公營房屋 27.4   

加強控制炒樓措施 21.6   

加速興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11.3   

加快拍賣官地，增加土地供應 5.7   

其他 1.0   

對這方面政策沒有期望 0.7   

不知道／很難說 2.8   

(樣本數) (1002)  

 

表五：「『教育』方面，你最期望政府優先處理乜嘢問題呢？」 

 百分比  

檢討教學語文政策 27.6   

增設子女教育免稅額 23.3   

推行小班教學 22.7   

檢討副學士地位問題 12.2   

落實「三三四」學制及通識教育 10.1   

其他 1.3   

對這方面政策沒有期望 0.8   

不知道／很難說 2.1   

(樣本數) (1002)  

 

表六：「『醫療衛生』方面，你最期望政府優先處理乜嘢問題呢？」 

 百分比  

解決醫療人手不足 33.7   

加強傳染病監控 16.4   

加強藥物監管 16.2   

食物安全 12.5   

醫療融資 10.2   

檢討長者醫療券 9.0   

其他 1.7   

對這方面政策沒有期望 0.1   

不知道／很難說 0.3   

(樣本數)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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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民生福利』方面，你最期望政府優先處理乜嘢問題呢？」 

 百分比  

改善失業問題 36.7   

穩定物價 22.6   

改善長者服務及福利 15.0   

加強扶貧工作 12.3   

檢討綜援制度 11.7   

其他 0.7   

對這方面政策沒有期望 0.4   

不知道／很難說 0.7   

(樣本數) (1001)  

 

表八：「『環境保護』方面，你最期望政府優先處理乜嘢問題呢？」 

 百分比  

改善空氣質素 37.6   

保護香港水質 23.3   

加強生態保育 14.4   

推動使用電動車輛 12.4   

落實「膠袋稅」 10.3   

其他 1.2   

對這方面政策沒有期望 0.3   

不知道／很難說 0.6   

(樣本數) (1002)  

 

表九：「你對特區政府以下各方面嘅政策表現有幾滿意呢？」（%） 

 不同政策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一般 

非常滿意

／滿意 

不知／ 

難說 

(樣本數) 

 醫療衛生 37.1 37.6 24.6 0.7 (1002) 

 民生福利 29.6 48.7 20.2 1.5 (1002) 

 房屋及規劃 24.9 52.5 20.0 2.7 (1002) 

 環境保護 41.4 41.0 16.2 1.4 (1002) 

 教育 44.4 38.4 15.7 1.5 (1002) 

 政制及管治 36.9 49.0 12.7 1.4 (1002) 

 經濟發展 28.2 60.4 11.2 0.3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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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你覺得特區政府有冇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嘅長遠策略呢？」 

 百分比  

沒有 62.9   

有 31.6   

不知道／很難說 5.5   

(樣本數) (1001)  

 

表十一：「整體嚟講，你對特區政府嘅施政表現有幾滿意呢？」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6.2  ) 

不滿意 28.2  ) 34.4 

普通／一般 49.3   

滿意 14.7  ) 

非常滿意 0.9  ) 15.6 

不知道／很難說 0.7   

(樣本數) (1002)  

 

表十二：「整體嚟講，你對特首曾蔭權嘅表現有幾滿意呢？」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7.4  ) 

不滿意 22.6  ) 30.0 

普通／一般 47.0   

滿意 21.3  ) 

非常滿意 1.3  ) 22.6 

不知道／很難說 0.5   

(樣本數) (1002)  

 

表十三：「你認為特首曾蔭權應加強邊方面嘅工作以改善施政呢？」【複選】 

 百分比 * 

多照顧基層市民利益 40.2  

多落區聆聽民意 30.0  

多照顧中產階級利益 25.6  

多與不同政黨溝通 24.9  

多就重要政策向市民解釋 16.4  

多與立法會溝通 14.9  

其他 3.6  

不知道／很難說 2.2  

(樣本數) (1001)  

* 由於可選多項，總計百分比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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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整體嚟講，你對本港嘅政黨或政團嘅表現有幾滿意呢？」 

 百分比  

非常不滿意 7.1  ) 

不滿意 35.1  ) 42.2 

普通／一般 45.6   

滿意 9.0  ) 

非常滿意 0.2  ) 9.2 

不知道／很難說 3.1   

(樣本數) (1001)  

 

表十五：「你最滿意邊個本港政黨或政團呢？」 

 百分比  

民建聯 13.0   

民主黨 11.1   

公民黨 10.1   

社民連 3.3   

工聯會 2.1   

自由黨 1.6   

職工盟 1.2   

泛民主派 2.4   

其他 2.0   

沒有 47.7   

不知道／很難說 5.4   

(樣本數) (998)  

 

表十六：「對於本港嘅政黨或政團，你最大嘅期望係乜嘢呢？」 

 百分比  

反映及整合社會不同利益／反映民意 29.0   

協助政府施政／不要阻礙政府施政 27.5   

監察政府施政 21.9   

推動政制民主化 13.1   

可以上台組織政府執政 3.9   

其他 1.4   

沒有期望 0.9   

不知道／很難說 2.3   

(樣本數)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