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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民調： 

四成七贊成近四成反對 

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化意見分歧 
 

台灣於五月底立法容許同性戀者結婚，香港終審法院最近也裁決在外地結婚

的公務員同性伴侶可享有已婚公務員配偶的福利，並可以選擇合併報稅。香港中

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就香港是否應該合法化同性戀婚姻和同性婚姻伴侶可享

有的公民權利問題進行了電話訪問。訪問結果發現，四成七（47%）的受訪市民

認為香港應該讓同性戀者註冊結婚，但亦有近四成（39.5%）人持反對意見。 

 

是次調查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晚上進行，成功訪問 732 位 18

歲或以上的市民。台灣最近讓同性戀者註冊結婚，調查結果顯示，有四成七（47%）

的受訪市民認為香港也應該讓同性戀者註冊結婚，認為不應該者則有 39.5%。有

2.2%認為無所謂，另有 11.3%的受訪市民以不知道或很難說作答（見附表一）。 

 

香港終審法院於近期裁定，在外地結婚的同性戀公務員的伴侶可以享有已婚

公務員配偶的福利，也可以選擇合併報稅。對於這項裁決賦予同性戀公務員伴侶

的權利，51.1%的受訪市民表示同意，不同意者有 39.1%，另有 9.8%以不知道或

很難說作答（見附表二）。終審法院裁決認為，是否給予在外地註冊的同性婚姻

伴侶福利，與維護香港傳統婚姻制度沒有關聯。47.3%的受訪市民同意終審法院

的看法，但也有 36.3%的受訪市民不同意，另有 16.4%的受訪者以不知道或很難

說作答（見附表三）。 

 

調查亦探討了受訪市民對在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是否可以享有香港社會福



2 
 

利的態度，結果發現，如果在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符合相關資格，51.9%的受訪

市民不同意他們可以配偶身份在香港申請公屋，但有 39.3%的受訪市民表示同意，

另有 8.7%則以不知道或很難說作答（見附表四）。如果在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符

合相關資格，57.7%的受訪市民不同意他們可以配偶身份在香港申請綜合社會援

助，但有 34.2%的受訪市民表示同意，另有 8.2%以不知道或很難說作答（見附表

五）。 

 

當進一步問到受訪市民對在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是否可以享有香港其他公

民權利時，結果發現，如果在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符合相關資格，53.5%的受訪

市民同意他們可以配偶身份在香港申請領養子女，而 39.4%的受訪市民表示不同

意，另有 7.1%以不知道或很難說作答（見附表六）。如果在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

符合相關資格，65.2%的受訪市民同意他們可以配偶身份在香港申請繼承伴侶財

產，而 24.1%的受訪市民表示不同意，另有 10.7%以不知道或很難說作答（見附

表七）。 

 

對於未來十年香港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機會預測，48.1%的受訪市民表示機

會很小，10.1%的受訪市民表示完全沒有機會，但 18.8%的受訪者表示機會頗大，

7.0%的受訪市民表示很大。有 2.3%的受訪市民完全反對合法化，另有 13.7%的

受訪市民以不知道或很難講作答（見附表八）。 

 

是次調查成功回應率為 39.6%。以 732 個成功樣本推算，百分比變項的抽樣

誤差約在正或負 3.62 個百分點以內（可信度設於 95%）。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 

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 

傳媒查詢：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鄭宏泰博士（電話：3943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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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香港應不應該讓同性戀者註冊結婚（百分比） 

              百分比 

不應該       39.5 

應該       47.0 

無所謂（不謮出）       2.2 

不知道/很難說（不謮出）      11.3 

（樣本數）           (726) 

題目：「最近台灣立法容許同性戀者結婚，你認為香港應唔應該俾同性戀者註冊結婚呢？」 

 

附表二：公務員同性配偶可以享有已婚公務員福利和合併報稅（百分比） 

              百分比 

不同意       39.1 

同意       51.1 

不知道/很難說（不謮出）      11.3  

（樣本數）           (732) 

題目：「終審法院最近裁定，同性戀公務員喺外地結婚後，佢嘅配偶可以享有已婚公務員福利，亦可選擇合

併報稅。你同唔同意佢哋有呢啲權利呢？」 

 

附表三：給予外地結婚同性伴侶福利與維護傳統婚姻制度無關（百分比） 

              百分比 

不同意       36.3  

同意       47.3  

不知道/很難說（不謮出）      11.3  

（樣本數）           (732) 

題目：「終審法院認為，給予在外地結婚嘅同性伴侶福利，同維護傳統婚姻制度並無關聯。你同唔同意法庭

呢個睇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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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同性伴侶可以配偶身份申請公屋（百分比） 

              百分比 

不同意       51.9 

同意       39.3 

不知道/很難說（不謮出）      11.3  

（樣本數）           (732) 

題目：「你同唔同意喺外地結婚嘅同性伴侶，如果符合相關資格，可以配偶身份喺香港申請公屋呢？」 

 

附表五：同性伴侶可以配偶身份申請綜援（百分比） 

              百分比 

不同意       57.7  

同意       34.2  

不知道/很難說（不謮出）      11.3  

（樣本數）           (732) 

題目：「你同唔同意喺外地結婚嘅同性伴侶，如果符合相關資格，可以配偶身份喺香港申請綜援呢？」 

 

附表六：同性伴侶可以申請領養子女（百分比） 

              百分比 

不同意       39.4  

同意       53.5  

不知道/很難說（不謮出）      11.3  

（樣本數）           (729) 

題目：「你同唔同意喺外地結婚嘅同性伴侶，如果符合相關資格，可以喺香港申請領養子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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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同性伴侶可以申請繼承伴侶財產（百分比） 

              百分比 

不同意       24.1  

同意       65.2  

不知道/很難說（不謮出）      11.3  

（樣本數）           (727) 

題目：「你同唔同意喺外地結婚嘅同性伴侶，如果符合相關資格，可以喺香港申請繼承伴侶財產呢？」 

 

附表八：未來十年香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機會（百分比） 

              百分比 

機會很大       7.0 

機會頗大       18.8 

機會很小       48.1 

完全沒有機會       10.1 

反對合法化（不謮出）       2.3 

不知道/很難說（不謮出）      11.3 

（樣本數）           (724) 

題目：「你認為喺未來十年香港同性婚姻合法化嘅機會有幾大呢？係好大、幾大、好小，定係冇機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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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Release 

Survey Findings on Public Opinion on Legalisation and  

the Spousal Rights of Same-sex Marriage in Hong Kong 

 

Taiwan legalised same-sex marriage in May. The Hong Kong Court of Final 

Appeal recently ruled in favour of a gay civil servant to grant him and his husband 

spousal benefits and joint tax assessment. To gauge public views on the legalis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and the rights that same-sex couples can enjo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conducted a survey from 17 to 20 June 2019. A total of 732 respondents aged 18 or 

above were successfully interviewed, with a response rate of 39.6%. The sampling error 

was estimated at plus or minus 3.62 percentage points at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Major findings are summarised as follows: 

 

Though approved by law in Taiwan and other regions, same-sex marriage does not 

have a statutory status in Hong Kong. Of 726 respondents, 47.0% of them endorsed 

same-sex marriage in Hong Kong, while 39.5% disagreed with the legalisation in Hong 

Kong. A gay couple has recently been adjudged entitled to spousal benefits and joint 

tax assessment. Over half the respondents (51.1%) agreed with the entitlement, and 

39.1% disagreed with it. The court also denied any reasona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uling and prot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in Hong Kong. Of 732 

respondents, 47.3% concurred with the argument, while 36.3% disagreed with it. 

 

The survey further asked about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 other rights of citizens that 

a spouse of a same-sex marriage could enjoy. Given the eligibility of a spouse of a 

same-sex marriage, over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51.9%) opposed the right of the spouse 

to apply for public housing in Hong Kong, and 39.3% approved the right. Over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57.7%) opposed the right of the spouse to apply for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34.2% approved of the right.  

 

In contrast, given the eligibility of a same-sex marriage spouse, over half the 

respondents (53.5%) backed the right of the spouse to apply to adopt children, while 

39.4% of the respondents opposed the right. In addition, two-thirds of the respondents 

(65.2%) backed the right of a surviving same-sex marriage spouse to inherit property, 

while 24.1% of them disapproved of th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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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ppraise its possibility in the forthcoming ten years, 48.1% of the respondents 

believed there would be a small chance of legalising same-sex marriage in Hong Kong. 

A tenth of the respondents (10.1%) saw no chance at all, but about one quarter of the 

respondents thought the chance was quite great (18.8%) or very great (7.0%).  

 

Media Contact: Dr. ZHENG Wan-tai Victor, Assistant Director (Tel: 3943 13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