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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太研究所民調： 

市民對政黨評價仍然欠佳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亞太所）最近一項有關政黨評價的調查顯

示，與其在去年底進行的同類調查比較，市民對本港政黨的印象並無多大改善，不足一

成受訪市民對政黨的表現感到滿意，約一半人對未來十年政黨的發展前景不感樂觀，接

近六成人對政黨的整體印象較一年前更差。 

 

亞太所去年 11 月曾就市民對本港政黨的印象和評價進行民意調查，發覺市民對政

黨的評價偏向負面。今年 7月，亞太所再就相同主題進行電話調查，成功訪問了 840位

18歲或以上市民，結果發現，有 7.5% 的受訪者表示，整體來說滿意香港政黨的表現，

較去年 11 月份上升 2.9%；表示不滿意的有 41.5%，較去年 11 月份微跌 0.6%（見附表

一）。在政黨發展前景方面，本年 7月的調查發現，49.0%的受訪市民對未來十年政黨的

發展前景不感樂觀，較去年 11月份上升 1.1%，表示樂觀的只有 9.0%，較去年 11月份

下降 1.1%（見附表二）。 

 

調查結果亦顯示，與一年前相比，57.6%的受訪市民對香港政黨的整體印象差了，

35.5%表示沒有改變，只有 4.8%說變好了（見附表三）。 

 

這次調查的結果與去年 11 月份差不多，受訪巿民對政黨的整體觀感仍然不佳。有

多於一半（55.4%）的受訪市民同意，政黨間經常互相爭拗，根本做不了實事，只有 16.2%

不同意這個說法。同時，相對較多（42.0%）受訪市民同意，加入政黨的人都是為了替

自己爭取更多利益，並非真心為市民謀福利，不同意這種講法的只有 13.5%。在有關政

黨功能的問題上，這次調查的結果也是和去年 11月的調查相若，對政黨能否反映民意、

吸納和訓練政治人才，以及是否有效監察政府等問題上並無統一看法，沒有出現較主流

的意見。在反映民意上，27.3%受訪市民同意，香港政黨基本上能代表不同市民的意見，

不同意的有 31.3%。在吸納和訓練政治人才上，34.2%的受訪市民認為本地政黨能達到

這個功能，不同意的有 27.5%。在監察政府的功能上，31.3%受訪市民同意政黨可有效

監督政府，減少施政失誤，不同意的則有 27.3%（見附表四）。 

 

與去年調查的結果一樣，本年 7月的調查亦顯示，受訪市民並非對政黨言行不感興

趣，也不認為政黨可有可無，同時亦明白在未有全面普選下政黨的局限。這次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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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相對較多（43.7%）受訪市民不同意港人對政治不感興趣並且不會理會政黨言行

這個說法，同意的則只有 24.0%。六成的受訪市民同意，政府若無政黨支持，不少政策

都難以順利推行，不同意的只有 15.4%。此外，48.3%受訪市民同意，由於未實行特首

和立法會雙普選，故政黨難有大作為，不同意這個說法的則有 22.4%（見附表四）。 

 

在是否贊成特區政府應由政黨通過選舉執政的問題上，本年 7月的調查顯示，37.4%

受訪市民表示贊成，較去年 11月份的調查下降了 2.2%，不贊成的則有 24.4%，亦較去

年 11月份下降了 3.5%（見附表五）。 

 

在多個本港政黨或政團中，和去年 11 月相比，最多受訪市民表示支持的首五位仍

然是民建聯（11.2%）、民主黨（7.6%）、公民黨（5.7%）、人民力量（2.1%）和工聯會

（1.8%）。工黨則由上次的第六位下降至今次的第九位，自由黨亦由第七位下降至第八

位。此外，仍有高達 58.1%的受訪市民表示，沒有任何本地政黨或政團值得支持。 

 

是次調查於 2013年 7月 22日至 24日晚上進行，成功回應率為 45.4%，以 840個成

功樣本數推算，百分比變項的抽樣誤差約在正或負 3.38%以內（可信度設於 95%）。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 

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傳媒查詢：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員鄭宏泰博士（電話：3943 1341）、項目研

究主任沈國祥先生（電話：2603 6891）、副研究員葉天生先生（電話：3929 3005）

或副研究員葉仲茵博士（電話：3943 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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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對香港政黨的整體滿意度（%） 

 2013年 7月 2012年 11月 

 不滿意 41.5 42.1 

 普通 48.7 50.3 

 滿意 7.5 4.6 

 不知道／很難說 2.3 3.0 

 (樣本數) (840) (839) 

題目：「整體嚟講，你對香港政黨嘅表現有幾滿意呢？係不滿意、普通，定係滿意呢？」 

 

附表二：對未來十年香港政黨發展前景是否樂觀（%） 

 2013年 7月 2012年 11月 

 不樂觀 49.0 47.9 

 一半半 38.9 39.3 

 樂觀 9.0 10.1 

 不知道／很難說 3.0 2.6 

 (樣本數) (840) (839) 

題目：「整體嚟講，你對未來十年香港嘅政黨發展前景樂唔樂觀呢？係不樂觀、樂觀、定係一半 

      半呢？」 

 

附表三：對比一年前對香港政黨的整體印象（%） 

 百分比 

 差了 57.6 

 無改變 35.5 

 好了 4.8 

 不知道／很難說 2.1 

 (樣本數) (840) 

題目：「同一年前比較，你對香港政黨嘅整體印象係差咗、好咗，定係無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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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對香港政黨各種功能和印象的看法（%） 

 2013年 7月 2012年 11月 

香港政黨經常互相爭拗，根本做不到實事   

不同意 16.2 17.9 

一半半 26.8 24.7 

同意 55.4 56.5 

不知道／很難說 1.5 1.0 

(樣本數) (839) (839) 

   

在香港，人們加入政黨主要都是為自己爭取更多利益，並非

真心想為市民謀福利 

  

不同意 13.5 14.0 

一半半 41.7 38.4 

同意 42.0 45.2 

不知道／很難說 2.9 2.4 

(樣本數) (839) (838) 

   

香港政黨基本上能夠代表到不同市民的意見   

不同意 31.3 33.7 

一半半 39.8 36.7 

同意 27.3 28.1 

不知道／很難說 1.7 1.4 

(樣本數) (840) (839) 

   

香港政黨能吸納與訓練政治人才   

不同意 27.5 31.0 

一半半 33.3 29.6 

同意 34.2 36.1 

不知道／很難說 5.0 3.3 

(樣本數) (840) (839) 

   

香港政黨能夠有效監督政府，減少施政失誤   

不同意 27.3 29.2 

一半半 38.1 36.9 

同意 31.3 30.8 

不知道／很難說 3.2 3.1 

(樣本數) (839)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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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對香港政黨各種功能和印象的看法（%）(續) 

 2013年 7月 2012年 11月 

香港人對政治沒有多大興趣，不會理會政黨做過或講過甚麼   

不同意 43.7 44.3 

一半半 30.1 24.5 

同意 24.0 28.5 

不知道／很難說 2.3 2.7 

(樣本數) (838) (838) 

   

香港政府若果沒有政黨支持，很多政策都無可能順利推行   

不同意 15.4 19.9 

一半半 21.2 19.2 

同意 60.0 57.2 

不知道／很難說 3.5 3.7 

(樣本數) (840) (838) 

   

由於未實行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故香港政黨很難有大作為   

不同意 22.4 22.5 

一半半 24.4 25.6 

同意 48.3 47.0 

不知道／很難說 4.9 5.0 

(樣本數) (840) (837) 

題目：「有意見認為：『香港啲政黨成日喺度互相爭拗，佢地根本做唔到嘢』。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 
              呢？係不同意、同意、定係一半半呢？」 

題目：「有意見認為：『喺香港，啲人加入政黨最主要都係為自己搵多啲著數，並唔係真心想為市 
              民謀福利』。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呢？係不同意、同意、定係一半半呢？」 

題目：「有意見認為：『香港嘅政黨基本上都能夠代表到不同市民嘅意見』。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 
              呢？係不同意、同意、定係一半半呢？」 

題目：「有意見認為：『香港嘅政黨可以吸納同訓練到政治人才』。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呢？係不 
              同意、同意、定係一半半呢？」 

題目：「有人話：『香港嘅政黨能夠有效監督政府，減少施政失誤』。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呢？係 
            不同意、同意、定係一半半呢？」 

題目：「有意見認為：『香港人對政治無乜興趣，唔會理啲政黨究竟做過或者講過乜』。你同唔同 
             意呢個講法呢？係不同意、同意、定係一半半呢？」 

題目：「有意見認為：『香港政府若果無政黨嘅支持，好多政策都無可能順利推行』。你同唔同意 
             呢個講法呢？係不同意、同意、定係一半半呢？係不同意、同意、定係一半半呢？」 

題目：「有意見認為：『由於未實行特首同立法會嘅雙普選，所以香港嘅政黨好難有大嘅作為』。 
              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呢？係不同意、同意、定係一半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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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是否贊成香港特區政府由政黨通過選舉執政（%） 

 2013年 7月 2012年 11月 

 不贊成 24.4 27.9 

 一半半 31.1 27.8 

 贊成 37.4 39.6 

 不知道／很難說 7.0 4.8 

 (樣本數) (839) (839) 

題目：「長遠嚟講，你贊唔贊成香港特區政府由政黨通過選舉執政呢？係不贊成、一半半，定係 

      贊成呢？」 

 

附表六：最支持的香港政黨或政團（%） 

 2013年 7月 2012年 11月 

 民建聯 11.2 10.6 

 民主黨 7.6 7.5 

 公民黨 5.7 5.1 

 人民力量 2.1 4.2 

 工聯會 1.8 2.1 

 社民連 1.7 1.5 

 新民黨 1.3 0.8 

 自由黨 1.2 1.7 

 工  黨 0.2 2.0 

 民 協 0.1 0.7 

 其他 5.5 1.9 

 沒有 58.1 59.8 

 不知道／很難說 3.5 1.9 

 (樣本數) (840) (839) 

題目：「你依家最支持香港邊個政黨或政團呢？」【開放式問題，不作任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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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Findings on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Released by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at CUHK 

 

A telephone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22 to 24 July 2013 by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 study the public views on the 

performance, functions, role, and prospec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840 respondents 

aged 18 or above were successfully interviewed, with a response rate of 45.4%.  The sampling 

error is + or –3.38 at a confidence level of 95%.  

 

Major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While 41.5% of the respondents expressed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only 7.5% said they are satisfied.  48.7% answered ‘so-so’.  

When they were asked if they viewed political parties more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wh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last year, 57.6% of 840 respondents said their overall impression on 

political parties has worsened, 4.8% reported an improvement, and 17.3% indicated no change.  

Prospectively, nearly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47.9%) were pessimistic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in the next decade, only 9.0% showed optimism. 

 

Concerning perceived roles and functions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over one-third 

(34.2%) agreed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could absorb and train 

political talents’.  27.5% disagreed with it and 33.3% said ‘so-so’.  When the respondents were 

asked if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could effectively monitor government in order to reduce 

blunder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31.3% agreed and 27.3% disagreed.  Moreover, 27.3% of 

the respondents said that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could represent different views of the 

public, 31.3% disagreed.  Three-fifths agreed that ‘in Hong Kong, many government policies 

could not be smoothly implemented without the support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15.4% 

disagreed with this view.  

 

In the survey, questions about impression of the public on political parties were also asked.  

While over two-fifths of the respondents (42.0%) agreed that ‘those who join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are for self-interests rather than genuinely serving the public’, 13.5% showed 

opposite view and 41.7% said ‘so-so’.  Furthermore, 55.4% of the respondents thought that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were not doing their job but engaging in arguments among 

themselves and 16.2% said otherwise.   

 

Contrary to the popular view that people in Hong Kong are apolitical, 43.7% of respondents did 

not think that people in Hong Kong are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and do not care about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 parties.  A minority (24.0%) supported this popular view.   

 

Almost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48.3%) believed that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to play a more important and active role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in the HKSAR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22.4% disagreed with 

this statement and 24.4% said ‘so-so’.  As for the future political scenario of Hong Kong, nearly 

two-fifths (37.4%) expressed the desire to have political parties ruling the HKSAR in the long 

run.  24.4% opposed this idea. 

 

The top five political parties or organizations that gained the most support from the respondents 

were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of Hong Kong (11.2%), the 

Democratic Party (7.6%), the Civic Party (5.7%), the People Power (2.1%) and the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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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1.8%). There was still 58.1% of the respondents claimed that they 

did not support any political parties or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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