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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太研究所民調： 

近六成人料社會衝突將更多 

 

近期部分支持及反對政府人士在不同場合中出現互相指罵甚至肢體衝突的情況，引

起輿論熱議，甚至出現「社會撕裂」之說。香港中文大學（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最近

一項調查顯示，市民對這種情況頗為憂慮。數據顯示，約六成受訪市民並不接受這些人

士愈趨激烈的言行，五成七擔心衝突情況將經常出現，五成九則估計未來三年有關衝突

將更加嚴重。 

 

調查於 2013年 8月 19日至 21日晚上進行，共成功訪問了 893位 18歲或以上的市

民。結果顯示，58.8%受訪市民表示，近期部分反對政府人士參與活動時的言行愈趨激

烈，對於他們這種做法並不接受，表示接受的只有 11.8%，28.3%則回答「一半半」（見

附表一）。同樣地，對於部分支持政府人士的相同行為和情況，有 61.0%的受訪市民明

言並不接受，接受的僅有 11.7%，表示「一半半」的則有 25.7%（見附表二）。 

 

 對於部分支持及反對政府人士近期出現的對罵及推撞情況，例如特首出訪天水圍及

觀塘時的衝突場面，57.3%的受訪者擔心香港將經常出現這種情況，感到不擔心的只有

20.3%，另有 21.5%表示「一半半」（見附表三）。此外，58.5%受訪者估計，這種衝突在

未來三年將會更加嚴重，24.0%預料將會和現時差不多，僅有 8.9%預計衝突將會緩和一

些（見附表四）。 

 

 受訪市民雖擔心衝突將變得頻繁和嚴重，但對於衝突會否升級或甚至演變成暴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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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一致看法。33.6%的受訪市民同意，假如衝突情況持續，將有可能引發大型社會暴亂，

不過，亦有 37.6%的人不同意這種說法，表示「一半半」的則有 26.8%（見附表五）。同

樣地，33.8%的受訪市民同意，大部分香港人都不主張使用暴力，類似的衝突場面應該

不會再升級，但不同意的亦達 30.2%，31.5%則表示「一半半」（見附表六）。 

 

 負責是次調查的研究人員認為，從數據顯示，市民普遍並不接受部分支持或反對政

府人士的激烈行為，亦擔憂衝突將變得頻繁和嚴重。市民雖對衝突是否升級為更嚴重事

件無一致看法，惟有三分一人認為若情況持續將或引發大型暴亂，值得社會關注。 

 

是次調查的成功回應率為 46.8%，以 893個成功訪問數目推算，百分比變項的抽樣

誤差約在正或負 3.28%以內（可信度設於 95%）。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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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研究員葉仲

茵博士（電話：3943 1396）、項目研究主任沈國祥先生（電話：2603 6891）或副研究員

葉天生先生（電話：3929 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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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是否接受部分反對政府人士愈來愈激烈的言行（%） 

 百分比 

 不接受 58.8 

 一半半 28.3 

 接受 11.8 

 不知道／很難說 1.1 

 (樣本數) (893) 

題目：「近來，部分反對政府人士喺參與活動時嘅言行愈來愈激烈，請問你接唔接受佢地呢種做法呢？
係接受、不接受、定係一半半呢？」 

 

附表二：是否接受部分支持政府人士愈來愈激烈的言行（%） 

 百分比 

 不接受 61.0 

 一半半 25.7 

 接受 11.7 

 不知道／很難說 1.7 

 (樣本數) (892) 

題目：「近來，部分支持政府人士喺參與活動時嘅言行愈來愈激烈，請問你接唔接受佢地呢種做法呢？
係接受、不接受、定係一半半呢？」 

 

附表三：是否擔心香港會經常出現這種社會衝突的情況（%） 

 百分比 

 不擔心 20.3 

 一半半 21.5 

 擔心 57.3 

 不知道／很難說 0.9 

 (樣本數) (893) 

題目：「最近，支持及反對政府人士曾出現互相對罵甚至肢體衝突，你擔唔擔心香港會經常出現呢種
社會衝突嘅情況呢？係擔心、不擔心、定係一半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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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衝突情況在未來三年的趨勢（%） 

 百分比 

 更加嚴重 58.5 

 同現時差不多 24.0 

 緩和一些 8.9 

 不知道／很難說 8.6 

 (樣本數) (892) 

題目：「你估計呢種衝突情況喺未來三年係會更加嚴重、同宜家差唔多、定係會緩和一啲呢？」 

 

附表五：是否同意假如衝突情況持續，將有可能引發大型社會暴亂（%） 

 百分比 

 不同意 37.6 

 一半半 26.8 

 同意 33.6 

 不知道／很難說 2.0 

 (樣本數) (892) 

題目：「有意見認為，假如呢種衝突情況持續，將有可能引發大型嘅社會暴亂。請問你同唔同意呢個

講法呢？係同意、不同意、定一半半呢？」 

 

附表六：是否同意大部分香港人都不主張使用暴力，類似衝突場面應該不會再升級（%） 

 百分比 

 不同意 30.2 

 一半半 31.5 

 同意 33.8 

 不知道／很難說 4.5 

 (樣本數) (891) 

題目：「有意見認為，大部分香港人都唔主張使用暴力嘅，類似嘅衝突場面應該唔會再升級。你同唔

同意呢個講法呢？係同意、不同意、定一半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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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Findings on Views of Recent Social Confrontation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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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elephone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19 to 21 August 2013 by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to study the public views 

on recent social confrontations in Hong Kong.  893 respondents aged 18 or above were 

successfully interviewed, with a response rate of 46.8%.  The sampling error is + or –3.28 at a 

confidence level of 95%. 

 

Major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While nearly three-fifths of the respondents (58.8%) said they disapproved the radical behavior 

of anti-government protesters, only 11.8% expressed their approval.  28.3% answered ‘so-so’.  

Likewise, 61.0% of the respondents disagreed with the radical behavior of pro-government 

protesters, 11.7% approved.  A quarter (25.7%) neither approved nor disapproved.   

 

Concerning their views over the possibility of mor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physical clashes 

between anti- and pro- government groups in the future, 57.3% of the respondents were worried 

and 20.3% felt otherwise.  21.5% said ‘so-so’.  Furthermore, almost three-fifths of the 

respondents (58.5%) predicted that these confrontational incidents would become more serious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On the contrary, less than one-tenth (8.9%) showed optimism and 

believed that these would be eased.  A quarter of the respondents (24.0%) indicated no change.   

 

The respondents were also asked if they agreed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As most people in Hong 

Kong do not favour the use of violence, these social confrontations would not be further 

escalated.’  33.8% agreed and 30.2% disagreed.  31.5% reported ‘so-so’.  While one-third 

(33.6%) of the respondents agreed that ‘Large-scale social riots would erupt should these 

confrontational incidents continue to occur’, 37.6% dismissed this possibility and 26.8% said 

‘so-so’.     

 

 
 

Media Contacts: Dr. ZHENG Wan-tai Victor, Research Fellow (Tel: 3943 1341); Dr. IP Chung-yan Joanne, 

Research Associate (Tel: 3943 1396); Mr. SHUM Kwok-cheung, Project Officer (Tel: 2603 6891); Mr. YIP 

Tin-sang, Research Associate (Tel: 3929 3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