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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內所有資料的版權由香港民意研究計劃(香港民研)創造後對外公開。 

香港民研積極推動公開數據和技術，以及自由思想、知識和資訊。 

香港民研的前身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港大民研)。 

本刊物中「香港民研」或「民研計劃」可以泛指「香港民意研究計劃」 

或「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視乎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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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香港民意研究所轄下的香港民意研究計劃(香港民研) 每兩星期透過進行定期調查研究不

同社會議題，包括特首民望，並公開發放結果。在 9月 2至 4日進行今次定期調查期間，

特首林鄭月娥在 9月 4 日 5時左右公布在立法會復會後動議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因此

香港民研即時作出特別安排去研究有關公布的民意效應：1) 分拆公布前後之樣本進行分

析，及 2) 設計香港民研意見群組跟進調查，並在 9月 5至 7日進行。 

 

是次定期電話調查於 9 月 2日開始進行，並沒有問到被訪者對於特首於 9月 4日公布撤回

修例但不接納其他訴求做法的意見，而調查於公布前已成功訪問 731位市民，公布後則成

功訪問 315 位市民，即合共 1,046 個成功個案。為深入研究有關公布的民意效應，除了將

公布前後之樣本分拆及進行分析之外，香港民研立即透過香港民研意見群組中的非概率組

群，即香港市民自結組群，於 9月 5至 7日進行網上調查，並成功訪問 13,647位市民。非

概率組群屬於開放組織，香港民意研究所於 7 月起開放予任何 12 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參

加，其意見並不能直接反映全港市民意見。不過，當與隨機抽樣定期調查的結果一併分析，

群組中不同組別的結果就有助解釋定期調查，詳情見本報告較後部分。 

 

在設計上，意見群組調查沿用定期調查的兩條題目，即特首評分及支持比率，另加入一條

有關特首公布撤回修例的意見題目，首兩條則用作計算更深入分析的控件。 

 

 

調查結果 

 

以下為香港民研定期調查的樣本資料及結果，然後是意見群組調查的樣本資料及結果： 

 

香港民研定期調查 

 

表 1：定期調查樣本資料 

 

調查日期 : 2-4/9/2019 

調查方法 : 由真實訪問員進行隨機抽樣電話訪問 

訪問對象 : 18歲或以上操粵語的香港居民 

成功樣本數目[1] : 1,046 (包括 518個固網及 528個手機號碼樣本) 

實效回應比率[2] : 69.5% 

抽樣誤差[3] : 在 95%置信水平下，百分比誤差不超過+/-4%，淨值誤差不超過

+/-6%，評分誤差不超過+/-2.2 

加權方法[4] : 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的統計數字以「反覆多重加權法」作出調

整。全港人口年齡及性別分佈統計數字來自《二零一八年年中人

口數字》，而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及經濟活動身分統計數

字則來自《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統計數字》（2018年版）。 

[1] 調查的固網及手機樣本比例於 2018 年 4 月更新為二比一，2019 年 7 月再更新為一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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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研計劃在 2017 年 9 月前以「整體回應比率」彙報樣本資料，2017 年 9 月開始則以「實效回應比率」

彙報。2018 年 7 月，民研計劃再調整實效回應比率的計算方法，因此改變前後的回應比率不能直接比較。 

[3] 此公報中所有誤差數字均以 95%置信水平計算。95%置信水平，是指倘若以不同隨機樣本重複進行有關

調查 100 次，則 95 次各自計算出的誤差範圍會包含人口真實數字。由於調查數字涉及抽樣誤差，傳媒

引用百分比數字時，應避免使用小數點，在引用評分數字時，則可以使用一個小數點。 

[4] 過往，手機樣本會按照固網樣本中民情指數的基礎數據進行調整，再作統計，但由 2018 年 7 月起，民

研計劃研再微調加權方法，不再將固網樣本及手機樣本分開處理，手機樣本亦不再按照固網樣本中民情

指數的基礎數據作調整，整體效果是手機樣本的重要性略為提升。 

 

表 2：定期調查按日期分析 

 

調查日期 
2/9/19 3/9/19 4/9/19 上一天之

變化 

2-4/9/19 

(公布前) (公布後) (整體樣本) 

樣本數目 394 337 315 -- 1,046 

特首林鄭月娥評分 26.5+/-3.3 22.9+/-3.4 26.6+/-3.7 +3.7 25.4+/-2.0 

林鄭月娥出任特首支持率 21+/-4% 18+/-4% 19+/-4% +1% 19+/-2% 

林鄭月娥出任特首反對率 71+/-5% 80+/-4% 74+/-5% -5% 75+/-3% 

支持率淨值 -50+/-8% -62+/-8% -56+/-9% +6% -55+/-5%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調查 

 

表 3：意見群組調查樣本資料 

 

調查日期 ： 5-7/9/2019 

調查方法 ： 網上調查 

訪問對象 ： 香港民研的香港市民自結組群成員 

成功樣本數目 ： 13,647 

回應比率 ： 69.7% 

 

表 4至 5：意見群組調查結果 

 

根據隨機抽樣電話調查(在 9 月 4 日特首公布後之 313 個樣本)中特首民望的結果分佈去調

整意見群組調查主要題目的結果，然後得出以下意見群組調查之結果：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宣布在立法會復會後動議撤回修訂《逃犯條例》，但沒有接納其他訴求，你有幾

支持或者反對這個做法？ 

支持 24% 

一半半 8% 

反對 65% 

唔知／難講 2% 

支持率淨值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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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組群中不同組別進行主要題目的交叉分析後，得出以下結果：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宣布在立法會復會後動議撤回修訂《逃犯條

例》，但沒有接納其他訴求，你有幾支持或者反對這個做法？ 

 支持 一半半 反對 唔知／難講 
支持率 

淨值 

有效樣本 

數目 

特首林鄭月娥評分：0分 1% 2% 96% 1% -96% 10,175 

特首林鄭月娥評分：1-100分 11% 9% 78% 2% -67% 2,639 

支持林鄭月娥出任特首 69% 8% 21% 1% 48% 169 

反對林鄭月娥出任特首 1% 3% 94% 1% -93% 13,041 

 

 

觀察 

 

9月 2至 4日進行的電話調查顯示，特首林鄭月娥的整體評分為 25.4分，按日分析顯示其

評分在 9月 3日突然公布撤回修例前為 22.9分，屬歷史新低。上次按次調查的歷史低位在

8 月 15 至 20 日錄得，當時為 24.6 分。9 月 4 日公布撤回修例後，其按日評分回升 3.7 分

至 26.6分，而支持率淨值亦回升 6個百分點。在按照講話過後的特首民望分佈數字作出統

計調整後，意見群組調查的推算結果顯示，三分之二香港市民反對特首公布的處理手法，而

在給予特首零分或反對林鄭月娥出任特首的組別中，他們反對特首公布之比率高達 94%至

96%。在支持林鄭月娥出任特首的組別中，69%支持其公布的做法。 

 

 

評論 

 

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及行政總裁鍾庭耀表示：「如果特首林鄭月娥的用意是民望止血，她

宣布撤回修例已經達到效果。可是，她的民望依然極低，繼續處於危險時期。她的救亡方

案只得四分一市民支持，似乎來得太遲做得太少。她的下一次機會將圍繞她如何與市民進

行直接對話，本人在 9 月 5日已經提醒特首不可偏聽、不可閉門造車、更不可預設結論。

對話平台應該交由獨立人士設計和主理，優先處理撤回條例以外的四項訴求。」 

 

請登入 https://www.pori.hk/pori_release20190905_chi 瀏覽鍾庭耀在 9 月 5 日發表的完整公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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