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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佈會 

2020年1月17日 



樣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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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意見群組成員 

調查日期 15/1 晚上 - 17/1 早上9時正 

調查方法 以電郵接觸群組成員，並於網上完成調查 

訪問對象 香港市民代表組群 香港市民自結組群 

總成功樣本 1,088 11,820 

回應比率 13.9% 19.4% 

抽樣誤差 
在95%置信水平下，百分比

誤差不超過+/-3% 

在95%置信水平下，百分比誤
差不超過+/-1% 

加權方法 

按照1) 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全港人口年齡及性別分佈統計數字、
各區議會人口數字；2) 選舉事務處提供的整體選舉結果、各區
議會選區總選民人口及其年齡和性別分佈統計數字；3) 常規調
查中的特首評分分佈數字，以「反覆多重加權法」作出調整。 



 調查日期：15-17/1/2020 

 問題：政府近日公布十項民生政策，你有多支持或反對以下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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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民主社區互助共融」計劃調查 

各項政策淨值，按全港比率由高至低排列 「香港市民代表組群」 「香港市民自結組群」 

改善政府外判服務員工待遇 +72% +65% 

逐步增加法定假期 +60% +53% 

改革長者生活津貼計劃 +59% +46% 

進一步增加過渡性房屋 +47% +40% 

擴大「$2乘車優惠」計劃 +44% +45% 

研究推行「劏房」租務管制 +42% +42% 

為低收入人士代供強積金 +38% +27% 

為失業人士提供有時限現金津貼 +35% +27% 

為就業不足人士提供有時限現金津貼 +28% +28% 

為非公屋、非綜援低收入住戶提供現金津貼 +20% +17% 

* 答案選項為「好支持／幾支持／一半半／幾反對／好反對」，淨值是正面 (支持) 減去負面 (反對) 的百分比 



 調查日期：15-17/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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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民主社區互助共融」計劃調查 

意見題目 
「香港市民 
代表組群」 

「香港市民 
自結組群」 

整體而言，你有多支持或反對 

這些政策？* 
+32% +24% 

政府推出這些政策，有沒有改變 

你對政府的觀感？# -1% +2% 

你有多支持或反對政府處理 

10月28日屯門不明氣體事件的做法？* 
-35% -39% 

* 答案選項為「好支持／幾支持／一半半／幾反對／好反對」，淨值是正面 (支持) 減去負面 (反對) 的百分比 
# 答案選項為「顯著變好／稍為變好／不變／稍為變差／顯著變差」，淨值是正面 (變好) 減去負面 (變差) 的百分比 



 調查日期：15-17/1/2020 

 問題：政府近日公布十項民生政策，你有多支持或反對以下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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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民主社區互助共融」計劃調查 

各項政策淨值，按全港比率由高至
低排列 

全港市民 屯門地區 屯門十一素人選區居民 

代表 自結 代表 自結 代表 自結 

改善政府外判服務員工待遇 +72% +65% +82% +51% +82% +60% 

逐步增加法定假期 +60% +53% +84% +55% +84% +60% 

改革長者生活津貼計劃 +59% +46% +67% +33% +65% +39% 

進一步增加過渡性房屋 +47% +40% +19% +18% -29% +17% 

擴大「$2乘車優惠」計劃 +44% +45% +2% +26% -31% +40% 

研究推行「劏房」租務管制 +42% +42% +60% +6% +71% +17% 

為低收入人士代供強積金 +38% +27% +46% +8% +57% +8% 

為失業人士提供有時限現金津貼 +35% +27% +69% +3% +74% +28% 

為就業不足人士提供有時限現金津貼 +28% +28% +49% +5% +77% +27% 

為非公屋、非綜援低收入住戶提供現金津貼 +20% +17% -3% <1% -23% +12% 

* 答案選項為「好支持／幾支持／一半半／幾反對／好反對」， 淨值是正面 (支持) 減去負面 (反對) 的百分比 



 調查日期：15-17/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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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民主社區互助共融」計劃調查 

意見題目 

全港市民 屯門地區 
屯門十一素人

選區居民 

代表
組群 

自結
組群 

代表
組群 

自結
組群 

代表
組群 

自結
組群 

整體而言，你有多支持或反對 

這些政策？* 
+32% +24% +54% -<1% +66% +16% 

政府推出這些政策，有沒有改變 

你對政府的觀感？# -1% +2% +14% -40% +50% -37% 

你有多支持或反對政府處理 

10月28日屯門不明氣體事件的做法？* 
-35% -39% -49% -52% -66% -60% 

* 答案選項為「好支持／幾支持／一半半／幾反對／好反對」， 淨值是正面 (支持) 減去負面 (反對) 的百分比 
# 答案選項為「顯著變好／稍為變好／不變／稍為變差／顯著變差」， 淨值是正面 (支持) 減去負面 (反對) 的百分比 



 調查日期：15-17/1/2020 

 問題：政府近日公布十項民生政策，你有多支持或反對以下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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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民主社區互助共融」計劃調查 

各項政策淨值，按全港比率由高至低排列 
全港市民 黃埔西選區居民 

代表組群 自結組群 代表組群 自結組群 

改善政府外判服務員工待遇 +72% +65% +95% +71% 

逐步增加法定假期 +60% +53% +100% +9% 

改革長者生活津貼計劃 +59% +46% +68% +25% 

進一步增加過渡性房屋 +47% +40% +85% +44% 

擴大「$2乘車優惠」計劃 +44% +45% +95% +53% 

研究推行「劏房」租務管制 +42% +42% +100% +49% 

為低收入人士代供強積金 +38% +27% +73% -<1% 

為失業人士提供有時限現金津貼 +35% +27% +73% +5% 

為就業不足人士提供有時限現金津貼 +28% +28% +73% +4% 

為非公屋、非綜援低收入住戶提供現金津貼 +20% +17% +68% -1% 

* 答案選項為「好支持／幾支持／一半半／幾反對／好反對」， 淨值是正面 (支持) 減去負面 (反對) 的百分比 



 調查日期：15-17/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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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民主社區互助共融」計劃調查 

意見題目 

全港市民 黃埔西選區居民 

代表組群 自結組群 代表組群 自結組群 

整體而言，你有多支持或反對 

這些政策？* 
+32% +24% +68% -1% 

政府推出這些政策，有沒有改變 

你對政府的觀感？# -1% +2% -5% -5% 

你有多支持或反對政府處理 

10月28日屯門不明氣體事件的做法？* 
-35% -39% +1% +27% 

* 答案選項為「好支持／幾支持／一半半／幾反對／好反對」， 淨值是正面 (支持) 減去負面 (反對) 的百分比 
# 答案選項為「顯著變好／稍為變好／不變／稍為變差／顯著變差」， 淨值是正面 (支持) 減去負面 (反對) 的百分比 



 調查日期：15-17/1/2020 

 問題：你有沒有一些意見希望對所屬選區的現任區議員表達？ 

 

屯門十一素人選區居民 及 黃埔西選區  

 

 工作理念與勉勵 

 監察角色 

 改善社區環境 

 改善社區交通 

 發展民主社區 

 回應反修例運動之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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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民主社區互助共融」計劃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