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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對特首選舉
市民對特首選舉意見
特首選舉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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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論壇在本月12日至21日，用音頻電話成功訪問了2160名市民，了解他們對是次特首選
舉的意見。
二‧主要調查結果
1.


受訪者認同民意重要 但“唔緊張
唔緊張”選舉
唔緊張 選舉
雖然各傳媒用大量篇幅報道今次特首選戰，但只有16.7%的受訪者表示“好緊張”今
次選舉，而表示“有些緊張”的，有31.6%。有39.0%的受訪者表示“唔緊張”，另有12.7%
表示“沒有意見”，反映有過半數的市民，對今次選舉表現冷漠。（見表1）



儘管有過半市民對選舉表示“唔緊張”，但有七成多市民，認為民意對今次選舉的
結果有一定影響，(有25.5%認為“會有好大影響”，49.9%認為“會有些影響”)，
而認為完全無影響的，則只有兩成。（見表2）

2.


過半受訪者不支持流選及投白票
對於有人呼籲選委在今次選舉中投白票，有半數(50.2%)的受訪者表示反對。只有
31.6%的受訪者表示支持。對於流選的看法，有48.7%的受訪者表示“不想流選”，有
29.4%的受訪者表示“想流選”。這反映有較多數市民，希望在3月25日的選舉中，選
出新一屆行政長官。（見表6, 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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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消息主導今次選舉
對於今次特首選舉被負面消息主導，只有14.5%受訪者認同，這是因為“小圈子”選
舉才出現。有一半受訪者(54.7%)認為，這是所有民主選舉均會出現的問題，另有
26.4%的受訪者表示，兩種說法都有道理。（見表5）
就兩位候選人的負面消息，六成受訪者(58.3%)認同，唐英年的負面消息是基於事實
而不是抹黑。而對梁振英的負面消息，受訪者看法較為分歧，有三成(29.2%)認為是
抹黑居多，三成(38.5%)認為抹黑和事實皆有，兩成(25.6%)認為是事實居多。（見
表3, 表4）

4. 特首支持度梁振英仍佔優
 受著近期負面消息的影響，梁的支持度在三者中仍然佔優，有44.2%的受訪者表示
支持梁振英，有25.5%的受訪者支持唐英年，另有10.9%支持何俊仁，而三者皆不選
的有16.5%。（見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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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
受訪者認同候選人有被抹黑
受訪者認同候選人有被抹黑
調查發現，市民認為唐英年和梁振英，都有被不同程度的抹黑影響。作為行政長官候選
人，公眾必然就其過去言行作最嚴厲監察，正如調查發現，對候選人的負面消息報導，
是任何民主選舉皆會出現的問題。
市民疏離感強
可惜的是，今次選舉負面消息之持續程度令人驚訝，讓社會完全失去深入討論政綱的機
會，更強化了市民對特首選舉的疏離感，讓近半市民以冷漠及旁觀者的態度看待這場關
乎未來五年香港發展的選舉，實在令人失望。
主流民意不希望流選
雖然公眾對特首選舉被負面消息主導而感到失望，但調查發現，支持投白票，以及希望
流選的受訪者，不是民意主流。有過半的受訪者，還是希望看到 3 月 25 日能順利選出
新一屆行政長官。
下一屆行政長官任重道遠
新論壇認為，下一任行政長官任重道遠，工作艱巨，特別在經歷今次特首選戰後，行政
長官必須以更大努力，團結及爭取不同界別的支持，拉近市民與政府的距離，並以緩解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作為工作重點，以實務工作建立市民對新一屆政府的信心。
數據列表

表 1 你有幾緊張，今次特首選舉呢？
好緊張
有 d 緊張
人數(%) 360 (16.7%)
683 (31.6%)

唔緊張

無意見

842 (39.0%)

275 (12.7%)

表 2 你認為，民意對今次特首選舉嘅結果，有幾大影響呢？
會有好大影響 會有 D 影響
完全無影響
人數(%) 550 (25.5%) 1077 (49.9%) 419 (19.4%)

無意見
11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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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係今次選舉過程中，唐英年被揭發有僭建同有婚外情，你認為呢 d 負面消息，
係抹黑多，定係事實多 d 呢？
好多係抹黑，好 有 d 抹黑，有 d 好少抹黑，多數 唔清楚，無意見
少係事實
係事實
都係事實
人數(%) 206 (9.5%)
574 (26.6%)
1260 (58.3%)
120 (5.6%)
表 4 係今次選舉過程中，梁振英被指西九漏報資料，同有支持者被捲入黑勢力，
你認為呢 d 負面消息，係抹黑多，定係事實多 d 呢？
好多係抹黑，好 有 d 抹黑，有 d 好少抹黑，多數 唔清楚，無意見
少係事實
係事實
都係事實
人數(%) 631 (29.2%)
832 (38.5%)
552 (25.6%)
145 (6.7%)
表 5 今次特首選舉，俾負面消息主導。有人話，呢 d 係小圈子選舉先有嘅問題，
亦有人話，就算有普選，呢 d 問題亦一樣會出現，咁你對負面消息主導左今次選舉嘅
睇法係：
係小圈子選舉嘅 係所有民主選舉 好難講，兩種講 唔清楚，無意見
問題
都會有嘅問題 法都有道理
人數(%) 313 (14.5%) 1182 (54.7%) 570 (26.4%)
95 (4.4%)
表 6 有人話，依家三位候選人都唔適合行政長官，呼籲選委係今次選舉中投白票，
咁你支唔支持，啲選委係今次選舉中投白票呢？
支持投白票 唔支持投白票
好難講
唔清楚，無意見
人數(%) 683 (31.6%) 1084 (50.2%) 243 (11.3%)
150 (6.9%)
表 7 咁你又想唔想，3 月既特首選舉出現流選呢？
想有流選
唔想有流選
好難講
人數(%) 636 (29.4%) 1051 (48.7%) 298 (13.8%)

唔清楚，無意見
175 (8.1%)

表 8 係今次選舉，有無影響你對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既信心呢？
增加咗對普選嘅 減少咗對普選嘅 無乜影響 唔清楚，無意見
信心
信心
人數(%) 686 (31.8%)
459 (21.3%)
725 (33.6%)
29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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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係唐英年、梁振英、何俊仁三位參選人當中，你會傾向支持邊一位做特首呢﹖
唐英年
梁振英
何俊仁 以上皆不支 唔清楚，無意
持
見
人數(%) 550 (25.5%) 955 (44.2%) 235 (10.9%) 357 (16.5%) 63 (2.9%)
表 10 係選舉之前，你有幾大機會會改變呢個選擇呢？
應該無乜機會改
可能會改
人數(%)
1425 (81.9%)
147 (8.4%)

好難講
168 (9.7%)

受訪者背景資料

階層
人數(%)

基層

中產

上層

975 (45.1%)

999 (46.3%)

186 (8.6%)

性別
人數(%)

男

女

940 (43.5%)

1220 (56.5%)

年齡組別
人數(%)

15-25

26-35

36-45

46-55

56-65

66-80

310

298

422

538

406

185

(14.4%)

(13.8%)

(19.5%)

(25.0%)

(18.8%)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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