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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cienc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t was transferred to the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May 2000, and then back to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in January 2002.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一九九一年六月成立，初時隸屬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二零零零年五月轉往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二零零二年一月再轉回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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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問卷

第一部分

自我介紹

喂，先生／小姐／太太你好，我姓 X，我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既訪問員黎既，我地想訪
問你一 D 立法會選舉既意見，我地只會阻你幾分鐘時間。請你放心，你既電話號碼係經由我
地既電腦隨機抽樣抽中既，而你提供既資料係會絕對保密既，並只會用作綜合分析。如果你
對今次既調查有任何疑問，你可以打 xxxx-xxxx 同我地既督導員聯絡。如果你想知多 D 關於
參與研究既權利，你可以喺辦公時間致電 xxxx-xxxx 向香港大學(全名為：香港大學研究操守
委員會)查詢。為左保障數據既真確性，我地既訪問可能會被錄音，但只會用作內部參考，並
會係 6 個月內銷毀。請問可唔可以開始訪問呢?
可以
唔可以 (終止訪問，多謝，拜拜) [訪員請按「結束訪問」然後離開問卷]

[S1] 請問你既住宅電話號碼係唔係 xxxx xxxx？
係
唔係 (skip to end)
[S1a] 請問你呢伙有幾多人住呢？
___
拒絕回答 (skip to end)

第二部分

[S2]

選出被訪者

請問你屋企而家有冇 18 歲或以上既登記選民係度，因為我地要隨機抽樣，如果多過
一位，請你叫即將生日果位黎聽電話。（訪問員可舉例說明：『即係有冇 8 月或未來
三個月內生日既登記選民係度？』）【如果戶中無合乎資格之對象，訪問告終；多謝
合作，收線。】

有
冇 
訪問完成，多謝合作，拜拜。（skip to end）
拒絕回答 (skip to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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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請問你住響邊區呢？
灣仔
東區
中西區
南區
觀塘
九龍城
黃大仙
旺角
深水步
油尖

（香港島）
（香港島）
（香港島）
（香港島）
（九龍東）
（九龍西）
（九龍東）
（九龍西）
（九龍西）
（九龍西）

西貢
（新界東）
沙田
（新界東）
離島
（新界西）
荃灣
（新界西）
葵青
（新界西）
屯門
（新界西）
元朗
（新界西）
北區
（新界東）
大埔
（新界東）
拒絕回答（skip to end）

[S4] 咁你係咪即係 XXX【根據 S3 答案】 區既登記選民呢？【如對，按下題】如果唔係，
咁你係屬於邊一區既登記選民呢？【讀出其他 4 個答案，改選另一答案】
香港島
九龍西
九龍東
新界西
新界東
拒答（skip to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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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問卷主體部分

[R1] 今年既立法會選舉將在 9 月 4 日舉行，請問你會唔會去投票？（訪問員追問程度）
肯定會
多數會
多數唔會
肯定唔會
未決定（先追問「多數會定多數唔會」）
唔知／難講
拒答

Based on S4 答案「香港島」選民 R2 only, then skip to R7
Based on S4 答案「九龍西」選民 R3 only, then skip to R7
Based on S4 答案「九龍東」選民 R4 only, then skip to R7
Based on S4 答案「新界西」選民 R5 only, then skip to R7
Based on S4 答案「新界東」選民 R6 only, then go on to 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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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問香港島選民
[R2] 係黎緊既立法會地區直選有以下名單參選，你傾向支持邊張名單呢？
（訪問員讀出所有 15 張參選名單，而每張名單只讀出首名候選人名字）

香港島候選名單
1 號民主思路既黃梓謙 名單
2 號人民力量既劉嘉鴻、袁彌明 名單
3 號新民黨既葉劉淑儀、陳家珮 名單
4 號工黨既何秀蘭、麥德正 名單
5 號民建聯既張國鈞、鍾樹根 名單
6 號獨立參選既詹培忠 名單
7 號熱血公民既鄭錦滿、鍾琬媛 名單
8 號香港眾志既羅冠聰 名單
9 號獨立參選既沈志超 名單
10 號獨立參選既王維基 名單
11 號獨立參選既徐子見 名單
12 號獨立參選既司馬文 名單
13 號民主黨既許智峯、單仲偕 名單
14 號公民黨既陳淑莊、鄭達鴻 名單
15 號工聯會既郭偉强、吳秋北 名單

唔會投票
唔會支持任何政黨或候選人／投白票
未決定／唔知／難講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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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問九龍西選民
[R3] 係黎緊既立法會地區直選有以下名單參選，你傾向支持邊張名單呢？
（訪問員讀出所有 15 張參選名單，而每張名單只讀出首名候選人名字）

九龍西候選名單
1 號社民連既吳文遠 名單
2 號本土力量既何志光 名單
3 號公民黨既毛孟靜、李俊晞 名單
4 號經民聯既梁美芬、梁文廣 名單
5 號民協既譚國僑、楊彧 名單
6 號維園衝鋒既朱韶洪 名單
7 號普羅政治學苑既黃毓民、馬愉生 名單
8 號民主黨既黃碧雲、袁海文名單
9 號獨立參選既林依麗、區咏豪 名單
10 號民建聯既蔣麗芸、葉傲冬 名單
11 號獨立參選既關新偉、高志強 名單
12 號小麗民主教室既劉小麗 名單
13 號青年新政既游蕙禎 名單
14 號獨立參選既李泳漢、符偉樂 名單
15 號新思維既狄志遠、黃俊瑯 名單

唔會投票
唔會支持任何政黨或候選人／投白票
未決定／唔知／難講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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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問九龍東選民
[R4] 係黎緊既立法會地區直選有以下名單參選，你傾向支持邊張名單呢？
（訪問員讀出所有 12 張參選名單，而每張名單只讀出首名候選人名字）

九龍東候選名單
1 號工聯會既黃國健、周聯僑 名單
2 號工黨既胡穗珊、趙仕信 名單
3 號愛港之聲既高達斌 名單
4 號前綫既譚香文 名單
5 號獨立參選既謝偉俊 名單
6 號民建聯既柯創盛、黎榮浩 名單
7 號獨立參選既呂永基 名單
8 號民主黨既胡志偉、莫建成 名單
9 號公民黨既譚文豪、梁家傑名單
10 號熱血公民既黃洋達 名單
11 號東九龍社區關注組既陳澤滔 名單
12 號人民力量既譚得志 名單

唔會投票
唔會支持任何政黨或候選人／投白票
未決定／唔知／難講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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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問新界西選民
[R5] 係黎緊既立法會地區直選有以下名單參選，你傾向支持邊張名單呢？
（訪問員讀出所有 20 張參選名單，而每張名單只讀出首名候選人名字）

新界西候選名單
1 號街工既黃潤達、梁靜珊 名單
2 號民主黨既尹兆堅、何俊仁 名單
3 號香港政研會既高志輝、鄧德成 名單
4 號自由黨既周永勤 名單
5 號熱血公民既鄭松泰、張耀心 名單
6 號獨立參選既鄺官穩 名單
7 號新民黨既田北辰、王威信 名單
8 號獨立參選既何君堯 名單
9 號民建聯既梁志祥、呂堅 名單
10 號公民黨既郭家麒、冼豪輝 名單
11 號社民連／人民力量既黃浩銘、陳偉業 名單
12 號工黨既李卓人、趙恩來 名單
13 號青年新政既黃俊傑、王百羽 名單
14 號工聯會既麥美娟、姚國威 名單
15 號民協既馮檢基 名單
16 號民建聯既陳恒鑌、郭芙蓉名單
17 號獨立參選既張慧晶 名單
18 號蒞地基督徒既呂智恆 名單
19 號獨立參選既湯詠芝 名單
20 號獨立參選既朱凱廸 名單

唔會投票
唔會支持任何政黨或候選人／投白票
未決定／唔知／難講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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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問新界東選民
[R6] 係黎緊既立法會地區直選有以下名單參選，你傾向支持邊張名單呢？
（訪問員讀出所有 22 張參選名單，而每張名單只讀出首名候選人名字）

新界東候選名單
1 號獨立參選既方國珊 名單
2 號民主黨既林卓廷、劉慧卿 名單
3 號獨立參選既廖添誠、姜炳耀 名單
4 號香港復興會/熱血公民既陳云根、李珏熙 名單
5 號社民連既梁國雄 名單
6 號工黨既張超雄、郭永健 名單
7 號公民黨既楊岳橋 名單
8 號民主思路既麥嘉晉 名單
9 號獨立參選既鄭家富 名單
10 號民建聯既葛珮帆、莊元苳 名單
11 號獨立參選既侯志強、王水生 名單
12 號自由黨既李梓敬、田北俊 名單
13 號工聯會既鄧家彪、譚金蓮 名單
14 號新民主同盟既范國威、任啟邦 名單
15 號獨立參選既陳玉娥 名單
16 號獨立參選既黃琛喻 名單
17 號正義聯盟既李偲嫣 名單
18 號人民力量既陳志全 名單
19 號青年新政既梁頌恆、李東昇 名單
20 號獨立參選既梁金成 名單
21 號新民黨既容海恩、譚領律 名單
22 號民建聯既陳克勤、胡健民 名單

唔會投票
唔會支持任何政黨或候選人／投白票
未決定／唔知／難講
拒答
9

2016 年立法會選舉滾動調查

調查問卷

[R7] (問所有人) 請問你係唔係區議會(二) 功能界別，俗稱「超級區議會」既登記選民呢？
係
（skip to R8）
唔係 （ask R7a）
唔知／難講（ask R7a）
拒答 （ask R7a）

[R7a] 咁你係唔係其他功能界別選民？
係（skip to R9）
唔係
唔知／難講
拒答

[R8] 假如你可以係黎緊既區議會(二) 功能界別，俗稱「超級區議會」選舉中投票，而此界別
有以下名單參選，你傾向支持邊張名單呢？【訪問員讀出所有 9 張參選名單，而每張名單只
讀出首兩名候選人名字】

區議會(二) 功能界別候選名單
801 號民主黨既涂謹申 名單
802 號民建聯既李慧琼、洪連杉 名單
803 號民主黨既鄺俊宇 名單
804 號民協既何啟明 名單
805 號公民黨既陳琬琛 名單
806 號工聯會既王國興、莫健榮 名單
807 號新民主同盟既關永業、許鋭宇 名單
808 號街工既梁耀忠 名單
809 號民建聯既周浩鼎、李世榮 名單

唔會投票
唔會支持任何政黨或候選人／投白票
未決定／唔知／難講
拒答

10

2016 年立法會選舉滾動調查

調查問卷

[R9] (問所有人) 請問你係上次 (2012 年) 立法會選舉中有冇投票呢？
有
冇：當時是選民
冇：當時不是選民
唔記得
拒答
[R10] (問所有人) 你認為自己既政治取向，係傾向認同邊一個派別呢？ (請讀出頭三個答案，
次序由電腦隨機排列)
傾向中間派
傾向建制派
傾向民主派
冇政治傾向／政治中立／唔屬於任何派別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
唔知／難講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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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個人資料

我想問你些少個人資料，方便分析。
[DM1]
男
女

性別

[DM2]

年齡 【入實數】

_____
唔肯講
[DM2a] 年齡【範圍】
18-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65-69 歲
70 歲或以上
[DM3] 教育程度
小學畢業或以下
中一至中三(初中)
中四至中五(高中)
中六(中學文憑或預科)
中七(預科畢業)
專上非學位
專上學位(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或以上
拒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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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老闆/經理/行政人員
專業人員
輔助專業人員
文員
服務工作人員
商店銷售人員
漁農業熟練工人
手工藝及有關人員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司機
非技術工人
學生
家庭主婦
家庭傭工
不能辨別
退休
失業/待業/其他非在職
其他職位
拒絕回答
[DM5] 請問您每個月既個人收入大約係幾多呢？ 請包括年終雙糧及花紅。
沒有收入
HK$5,000 以下
HK$5,000-7,099
HK$7,100-7,499
HK$7,500-9,999
HK$10,000-12,499
HK$12,500-14,999
HK$15,000-19,999
HK$20,000-24,999
HK$25,000-29,999
HK$30,000-39,999
HK$40,000-4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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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50,000-69,999
HK$70,000-99,999
HK$100,000 或以上
不穩定
拒絕回答
[DM6]

你認為你既家庭屬於以下邊個階級？（讀出首五項答案，只選一項）

上層階級
中產階級既上層
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既下層
下層或基層階級
唔知／難講
拒答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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