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好！我係嶺南大學打來的。 

我 現在正在進行一項關於 剛過去的 2016 年立法會選舉 訪問。 

 

請問呢個電話號碼 是否 XXXX XXXX (電話)？ 

 

請問府上有幾多位 已登記選民？ 

         有，直接輸入合格者人數，並找電腦所抽取的那個人來訪問 

         沒有，說謝謝，中止訪問，按 ESC 

 

 

呢個訪問 係一個 重要研究計劃 的一部分，內容會比較長，可能會超過 15 分鐘， 

 希望你 幫我們，接受我們訪問，多謝你。 

 

 

1. 你認為自己 對 政治 有幾大興趣？是 非常有興趣、有小小興趣、不大有興趣， 

   還是 完全無興趣？ 

   (1) 非常有興趣     (2) 有小小興趣       (3) 不大有興趣        (4) 完全無興趣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2. 你 有幾留意 電視、電台、報紙 或 網上 有關政治的報導？ 

   是 非常留意、小小留意、不大留意，還是 完全不留意？ 

   (1) 非常留意       (2) 小小留意        (3) 不大留意        (4) 完全不留意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以下我會讀出一些句子，請表示 你對這些句子， 

是 非常同意、小小同意、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小小不同意，還是 非常不同意。 

 

 

3. [你對 以下句子，是 非常同意、小小同意、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小小不同意，還是 非常不同意？] 

   你認為 你自己 了解香港 最重要的 政治議題。 

   (1) 非常同意       (2) 小小同意         (3)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4) 小小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4. [你對 以下句子，是 非常同意、小小同意、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小小不同意，還是 非常不同意？] 

   在一個 民主制度 下，尋求 不同觀點的 妥協 是重要的。 

   (1) 非常同意       (2) 小小同意         (3)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4) 小小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5. [你對 以下句子，是 非常同意、小小同意、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小小不同意，還是 非常不同意？] 

   大部分的 政治人物 都 不關心人民。 

   (1) 非常同意       (2) 小小同意         (3)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4) 小小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6. [你對 以下句子，是 非常同意、小小同意、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小小不同意，還是 非常不同意？] 

   大部分的 政治人物 都是 值得信賴的。 

   (1) 非常同意       (2) 小小同意         (3)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4) 小小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7. [你對 以下句子，是 非常同意、小小同意、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小小不同意，還是 非常不同意？] 

   政治人物 本身 就是 香港的 主要問題。 

   (1) 非常同意       (2) 小小同意         (3)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4) 小小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8. [你對 以下句子，是 非常同意、小小同意、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小小不同意，還是 非常不同意？] 

   政府有一個強勢領導人，縱使他 違反規則 去 解決問題，對香港也是好的。 

   (1) 非常同意       (2) 小小同意         (3)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4) 小小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9. [你對 以下句子，是 非常同意、小小同意、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小小不同意，還是 非常不同意？] 

   應該是 市民 作出 大部分的 重要政策決定，而不應該是 政治人物。 

   (1) 非常同意       (2) 小小同意         (3)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4) 小小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10. [你對 以下句子，是 非常同意、小小同意、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小小不同意，還是 非常不同意？] 

   大部分 政治人物，只關心 有錢人 和 有權勢的人 的利益。 

   (1) 非常同意       (2) 小小同意         (3)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4) 小小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11. [你對 以下句子，是 非常同意、小小同意、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小小不同意，還是 非常不同意？] 

   窮人 對 政治，應該有 更大的 參與。 

   (1) 非常同意       (2) 小小同意         (3)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4) 小小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12. [你對 以下句子，是 非常同意、小小同意、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小小不同意，還是 非常不同意？] 

   少數族裔人士 應該要 適應 香港的生活方式。 

   (1) 非常同意       (2) 小小同意         (3)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4) 小小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13. [你對 以下句子，是 非常同意、小小同意、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小小不同意，還是 非常不同意？] 

    一般來說，來香港的移民 對 香港經濟 是 有利的。 



   (1) 非常同意       (2) 小小同意         (3)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4) 小小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14. [你對 以下句子，是 非常同意、小小同意、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小小不同意，還是 非常不同意？] 

    一般來說，來香港的移民 會 破壞 香港的文化。 

   (1) 非常同意       (2) 小小同意         (3) 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4) 小小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現在轉一轉話題。 

 

 

15.你認為 自己是中國人 嗎？ 

   (1) 是 

   (2) 不是     [跳至 第 22 題]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有人認為 以下的條件，對於 算得上是 真正的 中國人，是重要的， 

但 其他人 就認為 不重要。 

咁你認為 以下條件，是 非常重要、小小重要、小小不重要，還是 完全不重要。 

 

 

16. [你認為 以下條件，對於 算得上是 真正的 中國人， 

    是 非常重要、小小重要、小小不重要，還是 完全不重要？] 

    在中國出生。 

   (1) 非常重要       (2) 小小重要        (3) 小小不重要     (4) 完全不重要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17. [你認為 以下條件，對於 算得上是 真正的 中國人， 

    是 非常重要、小小重要、小小不重要，還是 完全不重要？] 

   一生中 大部分時間 都在中國生活。 



   (1) 非常重要       (2) 小小重要        (3) 小小不重要     (4) 完全不重要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18. [你認為 以下條件，對於 算得上是 真正的 中國人， 

    是 非常重要、小小重要、小小不重要，還是 完全不重要？] 

   識講普通話。 

   (1) 非常重要       (2) 小小重要        (3) 小小不重要     (4) 完全不重要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19. [你認為 以下條件，對於 算得上是 真正的 中國人， 

    是 非常重要、小小重要、小小不重要，還是 完全不重要？] 

   尊重 中國的 政治制度和法律。 

   (1) 非常重要       (2) 小小重要        (3) 小小不重要     (4) 完全不重要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20. [你認為 以下條件，對於 算得上是 真正的 中國人， 

    是 非常重要、小小重要、小小不重要，還是 完全不重要？] 

   覺得 自己係中國人。 

   (1) 非常重要       (2) 小小重要        (3) 小小不重要     (4) 完全不重要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21. [你認為 以下條件，對於 算得上是 真正的 中國人， 

    是 非常重要、小小重要、小小不重要，還是 完全不重要？] 

   祖先 係 中國人。 

   (1) 非常重要       (2) 小小重要        (3) 小小不重要     (4) 完全不重要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22. 現在轉一轉話題。 

    你認為 香港 政治人物之間 的 貪污，例如 他們收受賄賂， 

    是非常普遍、頗普遍、不很普遍，還是 幾乎沒有發生？ 

   (1) 非常普遍        (2) 頗普遍       (3) 不很普遍     (4) 幾乎沒有發生 

   (8) 不知道          (9) 拒絕回答 

 



 

23.有人認為：政府應該 減稅，即使 減稅 意味著 減少社會服務的 支出，例如 醫療和教? 

   其他人就認為：政府應該 增加 社會服務的 支出，即使 增加支出 意味著 加稅。 

   在 0 至 10 分的量表上，0 代表“政府應減稅、減服務開支”， 

   10 代表“政府應加稅、增加服務開支”，你會把自己放在哪個位置呢？ 

   __ __ [00 – 10] 

   (97) 拒絕回答       (98) 不知道 

 

 

24. 整體而言，你對 香港特區政府 在過去四年 的表現 是 非常好、好、不好， 

    還是 非常不好？ 

    (1) 非常好      (2) 好        (3) 不好      (4) 非常不好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25. 你認為 香港 有沒有 一個 政黨或組織 能夠 適當代表 你的意見？ 

    (1) 有 

    (5) 沒有      [跳至第 27 題] 

    (7) 拒絕回答  [跳至第 27 題] 

    (8) 不知道    [跳至第 27 題] 

 

 

26. 請問是 哪個 政黨或組織 最能夠代表 你的意見？[不要讀出答案] 

 (01) 民主黨     (02) 公民黨       (03) 工黨       (04) 民協 

 (05) 街工       (06) 人民力量     (07) 社民連     (08) 新民主同盟 

 (09) 新思維     (10) 民主思路     (11) 熱血公民   (12) 普羅政治學院 

 (13) 香港復興會 (14) 本土民主前線 (15) 青年新政   (16) 香港眾志 

 (17) 民建聯     (18) 工聯會       (19) 新民黨     (20) 自由黨 

 (21) 經民聯     (22) 新界社團聯會 

 (23) 其它：________________ 

 (97) 拒絕回答   (98) 不知道 

 

 

27. 你認為 和十二個月前相比，香港 的 經濟情況， 

    係 變好了好多、變好了小小、差不多、變差了小小，還是 變差了好多？ 

    (1) 變好了好多     (2) 變好了小小      (3) 差不多 

    (4) 變差了小小     (5) 變差了好多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28. 你 有沒有 在剛結束的 立法會選舉 的 地方選區選舉 中 投票？ 

    (1) 有 

    (5) 沒有     [跳至第 33 題] 

    (7) 拒絕回答 [跳至第 33 題] 

    (8) 不知道   [跳至第 33 題] 

 

 

29. 請問你所屬 選區係： 

   (1) 香港島 

   (2) 九龍東 

   (3) 九龍西 

   (4) 新界東 

   (5) 新界西 

   (7) 拒絕回答 [跳至第 33 題] 

   (8) 不知道   [跳至第 33 題] 

 

 

30. 你是 投票支持 哪一張名單 呢？ 

    [請參考 2016 年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名單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 [001 – 110] 

   (994) 拒領選票             (995) 忘記了           (996) 投了白票∕棄權票 

   (997) 拒絕回答             (998) 不知道 

 

 

31. 你 有沒有 與 家人 或 相識的人， 

   協調投票 給不同名單，讓更多 在相同陣營 的候選人 當選， 

   即所謂「配票」？ 

   (1) 有          (2) 沒有 

   (7) 不明白      (8) 不願回答 

 

 

32. 如果 在投票前，你認為 你最支持的候選人， 

   將會 夠票當選，或者 無論如何 都 不夠票當選， 

   在這種情況下，你 會不會 轉而投票支持 相同陣營的 其他候選人？ 

   (1) 會          (2) 不會 

   (7) 不明白      (8) 不願回答 



 

 

33. 你 有沒有 在剛結束的 立法會選舉 的 超級區議會選舉 中 投票？ 

    (1) 有 

    (5) 沒有      [跳至 35 題] 

    (7) 拒絕回答  [跳至 35 題] 

    (8) 不知道    [跳至 35 題] 

 

 

34. 你是 投票支持 哪一張名單 呢？ 

   [如有需要要求，請讀出名單] 

   (01) 民主黨：涂謹申         (02) 民建聯：李慧 王京  (03) 民主黨：鄺俊宇 

   (04) 民協：何啟明           (05) 公民黨：陳琬琛     (06) 工聯會：王國興 

   (07) 新民主同盟：關永業     (08) 街工：梁耀忠       (09) 民建聯：周浩鼎 

   (94) 拒領選票               (95) 忘記了             (96) 投了白票∕棄權票 

   (97) 拒絕回答               (98) 不知道 

 

 

35. 你有沒有在上次 [2012 年] 的立法會 地方選區選舉中 投票？ 

    (1) 有 

    (5) 沒有                    [跳至 37 題] 

    (6) 當時不是或未登記為選民  [跳至 37 題] 

    (7) 拒絕回答                [跳至 37 題] 

    (8) 不知道                  [跳至 37 題] 

 

 

36. 在 地方選區選舉 中，你 當時是 投票支持 哪張名單？ 

    [請參考 2012 年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名單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 [01 – 76] 

   (94) 拒領選票               (95) 忘記了             (96) 投了白票∕棄權票 

   (97) 拒絕回答               (98) 不知道 

 

 

37. 有些人認為 投票給 不同的候選人，不會 令事情 有任何不同， 

    另有些人則認為 投票給 不同的候選人，會 令事情 非常不同。 

    在這 1 至 5 的量表上，1 代表投票給不同的候選人，會令事情非常不同， 

    5 代表投票給不同的候選人，不會令事情有任何不同， 

    你會把自己放在哪個位置呢？ 



    ______ [1 – 5]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我想知道你對香港各個政黨的看法。 

    當我讀出一個政黨的名字後，請你以 0 至 10 量表來評價該政黨。 

    0 代表你非常不喜歡該政黨，10 代表你非常喜歡該政黨。 

    如果你從未聽過該政黨或你覺得你對該政黨認識不深，請講出。 

 

第一個政黨是 … 

[各政黨出現次序隨機] 

 

 

38. [0 代表你非常不喜歡該政黨，10 代表你非常喜歡該政黨。] 

    民主黨。 

    ___  ___ [00 – 10]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39. [0 代表你非常不喜歡該政黨，10 代表你非常喜歡該政黨。] 

    民建聯 

    ___  ___ [00 – 10]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40. [0 代表你非常不喜歡該政黨，10 代表你非常喜歡該政黨。] 

    公民黨 

    ___  ___ [00 – 10]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41. [0 代表你非常不喜歡該政黨，10 代表你非常喜歡該政黨。] 

    新民黨 

    ___  ___ [00 – 10]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42. [0 代表你非常不喜歡該政黨，10 代表你非常喜歡該政黨。] 

    工聯會 

    ___  ___ [00 – 10]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43. [0 代表你非常不喜歡該政黨，10 代表你非常喜歡該政黨。] 

    青年新政 

    ___  ___ [00 – 10]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那麼對政黨領袖的看法呢？ 

    當我讀出一個政黨領袖的名字後，請你以 0 至 10 量表來評價該政黨領袖。 

    0 代表你 非常不喜歡他∕她，10 代表你 非常喜歡他/她。 

    如果你從未聽過該政黨領袖或你覺得你對他∕她認識不深，請講出。 

 

第一個政黨領袖是 … 

[各政黨領袖出現次序隨機] 

 

 

44. [0 代表你 非常不喜歡他∕她，10 代表你 非常喜歡他/她。] 

    民主黨的劉慧卿。 

    ___  ___ [00 – 10] 

    (96) 從未聽過這個人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45. [0 代表你 非常不喜歡他∕她，10 代表你 非常喜歡他/她。] 

    民建聯的李慧瓊(王京)。 

    ___  ___ [00 – 10] 

    (96) 從未聽過這個人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46. [0 代表你 非常不喜歡他∕她，10 代表你 非常喜歡他/她。] 

    公民黨的余若薇。 

    ___  ___ [00 – 10] 

    (96) 從未聽過這個人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47. [0 代表你 非常不喜歡他∕她，10 代表你 非常喜歡他/她。] 

    新民黨的葉劉淑儀。 

    ___  ___ [00 – 10] 

    (96) 從未聽過這個人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48. [0 代表你 非常不喜歡他∕她，10 代表你 非常喜歡他/她。] 

    工聯會的林淑儀。 

    ___  ___ [00 – 10] 

    (96) 從未聽過這個人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49. [0 代表你 非常不喜歡他∕她，10 代表你 非常喜歡他/她。] 

    青年新政的梁頌恆。 

    ___  ___ [00 – 10] 

    (96) 從未聽過這個人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在政治上，人們有時談及左派和右派。 

    在這 0 至 10 的量表上，0 代表左派，10 代表右派。 

 

首先，你會把 … 放在哪個位置呢？ 

[各政黨出現次序隨機] 

 

 

50. [0 代表左派，10 代表右派。] 

    民主黨 

    ___  ___ [00 – 10] 

    (95) 從未聽過左派∕右派 [跳至第 57 題]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51. [0 代表左派，10 代表右派。] 

    民建聯 

    ___  ___ [00 – 10] 

    (95) 從未聽過左派∕右派 [跳至第 57 題]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52. [0 代表左派，10 代表右派。] 

    公民黨 

    ___  ___ [00 – 10] 

    (95) 從未聽過左派∕右派 [跳至第 57 題]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53. [0 代表左派，10 代表右派。] 

    新民黨 

    ___  ___ [00 – 10] 

    (95) 從未聽過左派∕右派 [跳至第 57 題]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54. [0 代表左派，10 代表右派。] 

    工聯會 

    ___  ___ [00 – 10] 

    (95) 從未聽過左派∕右派 [跳至第 57 題]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55. [0 代表左派，10 代表右派。] 

    青年新政 

    ___  ___ [00 – 10] 

    (95) 從未聽過左派∕右派 [跳至第 57 題]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56. [0 代表左派，10 代表右派。] 

    那麼你會把自己放在哪個位置呢？ 

    ___  ___ [00 – 10] 

    (97) 拒絕回答     (98) 不知如何打分 

 

 

在政治上，人們有時談及 親香港 和 親北京。 

    在這 0 至 10 的量表上，0 代表 親香港，10 代表親北京。 



 

首先，你會把 … 放在哪個位置呢？ 

[各政黨出現次序隨機] 

 

 

57. [0 代表親香港，10 代表親北京。] 

    民主黨 

    ___  ___ [00 – 10] 

    (95) 從未聽過親香港∕親北京 [跳至第 64 題]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58. [0 代表親香港，10 代表親北京。] 

    民建聯 

    ___  ___ [00 – 10] 

    (95) 從未聽過親香港∕親北京 [跳至第 64 題]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59. [0 代表親香港，10 代表親北京。] 

    公民黨 

    ___  ___ [00 – 10] 

    (95) 從未聽過親香港∕親北京 [跳至第 64 題]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60. [0 代表親香港，10 代表親北京。] 

    新民黨 

    ___  ___ [00 – 10] 

    (95) 從未聽過親香港∕親北京 [跳至第 64 題]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61. [0 代表親香港，10 代表親北京。] 

    工聯會 

    ___  ___ [00 – 10] 

    (95) 從未聽過親香港∕親北京 [跳至第 64 題]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62. [0 代表親香港，10 代表親北京。] 

    青年新政 

    ___  ___ [00 – 10] 

    (95) 從未聽過親香港∕親北京 [跳至第 64 題] 

    (96) 從未聽過這個黨    (97) 拒絕回答   (98) 認識不深/不知如何打分 

 

 

63. [0 代表親香港，10 代表親北京。] 

    那麼你會把自己放在哪個位置呢？ 

    ___  ___ [00 – 10] 

    (97) 拒絕回答     (98) 不知如何打分 

 

 

64. 整體而言，你對香港 民主制度 的運作情況 是 非常滿意、小小滿意、 

    小小不滿意、還是 非常不滿意 呢？ 

    (1) 非常滿意     (2) 小小滿意     (4) 小小不滿意     (5) 非常不滿意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65. 你是否 通常認為 自己 與某個政黨 較為接近？ 

   (1) 是       [跳至 67 題] 

   (2) 否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66. 你是否覺得你和其中一個政黨較其他政黨稍為接近？ 

    (1) 是 

    (5) 否       [跳至 69 題] 

    (7) 拒絕回答 [跳至 69 題] 

    (8) 不知道   [跳至 69 題] 

 

 

67. 你覺得 和你 最接近的 是 哪一個政黨呢？   [不用讀出政黨名字] 

 (01) 民主黨     (02) 公民黨       (03) 工黨       (04) 民協 

 (05) 街工       (06) 人民力量     (07) 社民連     (08) 新民主同盟 



 (09) 新思維     (10) 民主思路     (11) 熱血公民   (12) 普羅政治學院 

 (13) 香港復興會 (14) 本土民主前線 (15) 青年新政   (16) 香港眾志 

 (17) 民建聯     (18) 工聯會       (19) 新民黨     (20) 自由黨 

 (21) 經民聯     (22) 新界社團聯會 

 (23) 其它：________________ 

 (97) 拒絕回答   (98) 不知道 

 (97) 拒絕回答 

 (98) 不知道 

 

 

68. 你覺得是 非常接近、幾接近 或 不是非常接近 該政黨？ 

    (1) 非常接近     (2) 幾接近     (3) 不是非常接近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69. 請問你的年齡是： 

     _______歲 [018 – 099] 

     (997) 拒絕回答      (998) 不知道 

 

 

70. 請問你的教育程度是：[以完成的程度來計算] 

  (01) 未曾接受正規教育/小學未畢業     (02) 小學 

  (03) 中一至中三                      (04) 中四至中六 [新制] 

  (05) 中四至中五 [舊制]               (06) 中六至中七 [舊制] 

  (07) 職業訓練局課程 - 初中程度       (08) 職業訓練局課程 - 高中程度 

  (09) 職業訓練局課程 - 大專非學士程度 

  (10) 專上教育-文憑/證書              (11) 副學位課程 

  (12) 學位課程                        (13) 碩士 

  (14) 博士 

  (15)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97) 拒絕回答      (98) 不知道 

 

 

71. 請問你的的婚姻狀況是： 

    (1) 已婚或同居   (2) 喪偶    (3) 離婚或分居    (4) 單身 [從未結婚]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72. 請問你是不是工會成員？ 

    (1) 是           (2) 不是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73. 請問你目前的就業情況是： 

  [屬就業人口] 

   (01) 全職 [每星期工作 32 個小時以上] 

   (02) 兼職 [每星期工作 15 至 32 個小時] 

   (03) 每星期工作少過 15 個小時    (04) 替家人打工 

   (05) 失業 

  [屬非就業人口] [跳至第 76 題] 

   (06) 學生 [包括在職業先修學校受訓] 

   (07) 退休    (08) 主婦     (09) 永久傷殘     (10) 其他 _________ 

   (96) 不適用 [從來未曾受僱過] [跳至第 76 題] 

   (97) 拒絕回答  [跳至第 76 題] 

   (98) 不知道    [跳至第 76 題] 

 

 

74. 請問你的主要職業是： 

    [若目前屬失業或非就業人口，以最後一份工作為準] 

    ___  ___ (01 - 96) 

    (97) 拒絕回答             (98) 不知道 

 

 

75. 請問你是在公營部門、私營機構、公私合營機構、還是非牟利機構工作呢？ 

    [若目前屬失業或非就業人口，以最後一份工作為準] 

    (1) 公營部門    (2) 私營機構    (3) 公私合營機構    (4) 非牟利機構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76. 請問你的 家庭 平均月入多少 (港元)？ 

    (01) 無收入 

    (02) $5,999 或 以下      (03) $6,000 - 9,999 

    (04) $10,000 - 19,999    (05) $20,000 - 29,999 

    (06) $30,000 - 39,999    (07) $40,000 - 49,999 

    (08) $50,000 - 59,999    (09) $60,000 或 以上 

    (10) 無固定收入 



    (97) 拒絕回答            (98) 不知道 

 

 

77. 請問你有沒有宗教信仰？ 

    (1) 有 

    (2) 沒有     [跳至 80 題] 

    (7) 拒絕回答 [跳至 80 題] 

    (8) 不知道   [跳至 80 題] 

 

 

78. 請問你參加宗教活動的頻密程度？ 

    (1) 從不參加      (2) 每年 1 次          (3) 每年 2 次至 11 次 

    (4) 每月 1 次     (5) 每月 2 次或以上    (6) 每星期 1 次或以上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79. 請問你信仰的是 哪一個宗教 (教派)？ 

    (01) 基督教 

    (02) 天主教 

    (03) 回教 / 伊斯蘭教 

    (04) 「拜神」[拜祖先、拜觀音、拜土地等民間宗教] 

    (05) 佛教 

    (06) 道教 

    (07) 其他 __________ 

    (97) 拒絕回答             (98) 不知道 

 

 

80. 請問你是否在香港出生？ 

     (1) 是       [跳至第 83 題] 

     (2) 否 

     (7) 拒絕回答 [跳至第 83 題] 

     (8) 不知道   [跳至第 83 題] 

 

 

81. 請問你在 哪一個國家 或地區 出生？ 

     (1) 澳門             (2) 台灣       (3) 中國大陸 

     (4) 其他 ___________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82. 請問你 來了香港 幾多年？ 

    __ __ 年 [07 – 80] 

    (81) 80 年以上 

    (97) 拒絕回答         (98) 不知道 

 

 

83. 請問 你的父親 是否 在香港出生？ 

     (1) 是             (2) 否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84. 請問 你的母親 是否 在香港出生？ 

     (1) 是             (2) 否 

     (7) 拒絕回答       (8) 不知道 

 

 

85. 請問你在家中最常用的語言是甚麼？ 

     (203) 粵語（廣州話）     (024) 普通話（國語） 

     (032) 英語 

     (023) 客家話             (025) 福建話 (含台灣閩南話) 

     (996) 其他 ____________ 

     (997) 拒絕回答           (998) 不知道 

 

 

對被訪者說：問卷完成，多謝你接受訪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