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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民主示威活動，以及泛民主派在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大勝，這些一開始都被視為是香港普選的
前兆。然而，從2020年到2021年，整個局勢的發展已證明並非如此。在過去兩年，香港經歷了民主上嚴重退步
的社會和法律改革。2019年的示威活動並沒有成為香港普選的跳板，而是市民民主運動曇花一現的頂峰，此
後，香港的民主運動受到殘酷的壓制。嚴苛的《國家安全法》（簡稱《國安法》）的實施，就是為了打壓2019
年的抗議活動，同時反映出當局對民主選舉成功的擔憂。北京和香港政府利用《國安法》，藉由邊緣化民主
運動者和民主派政治人物的聲音，迅速重塑了香港社會的政治基礎。尤有甚者，透過取消他們和平抗議的權
利，對他們使用的媒體加強審查，並透過審查候選人資格來控制人民可以投票給誰，普通市民的聲音也被邊緣
化。1

隨著香港社會走向封閉，要收集關於市民意見的準確公正資訊，變得越來越困難，卻也越來越重要。在這樣新
的政治環境中，取得公眾對近期變動的情緒資料和分析，在國際和國內的香港政策相關討論中至關重要。由於
美國國際民主協會（簡稱NDI或協會）在2019年受到中國的制裁，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參與任何被與民主相關
的活動，都增加了相關的風險。有鑑於此，NDI進行匿名的安全線上問卷調查，來評估香港大眾對2020年立法
會選舉延期、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資格遭到取消，以及治理改變的看法	 。	 NDI透過線上投票技術收集的資料,顯
示出對於支持民主	和應如何決策的看法,社會呈現政治兩極化現象。

關於北京還是香港，何者應成為香港的決策中心，各方意見不一。當被問及香港、北京還是兩者都應該是決策
中心時，絕大部分的受訪者都希望香港成為唯一的決策中心（42%）。共有77%的受訪者希望香港成為唯一的
決策中心，或在城市治理方面與北京地位相等。香港出生者更傾向於支持香港成為決策所在地，也更支持民主
意見，像是不同意取消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資格及延後立法會選舉。而且他們更可能根據即將舉行的立法會選舉
結果，而考慮是否離開香港。不過，大多數的香港居民同意以下幾個方面：他們對立法會候選人能夠獲得自由
平等選舉缺乏信心；或許更重要的是，2021年的立法會選舉，可能是決定香港未來的關鍵時刻。	

此外，鑒於最近的事態發展，有一個發現更是重要：受訪者使用的媒體類型，與他們對候選人能否參與自由平
等選舉的看法之間存在相關性。那些對選舉缺乏信心的人，最信任來自社群媒體的新聞，而在各種報紙來源
中，則最信任《蘋果日報》。在NDI意見調查開始之後，《蘋果日報》被迫停刊，儘管他們獲得廣泛的公眾支
持，但所有出版活動仍全面停止。2不僅如此，一家叫做Wix的以色列公司也被迫移除香港流亡社群發布支持民
主的線上內容。3透過限制進用某些媒體，可推升親北京和反民主的言論，不讓市民獲得各種觀點來形成他們
對香港政治制度健康的看法。	

這項調查所揭露的關鍵資訊，有助於解讀香港政治、社會和治理結構正在發生的快速變化，像是以下的重要發
現：

1.	 衰落中的民主：大多數的香港人都可以看到這座城市的民主和基本自由正在衰落，無論他們是否支持

1“Dismantling	a	Free	Society,”	Human	Rights	Watch,	June	25,	2021,	https://www.hrw.org/feature/2021/06/25/dismantling-free-society/hong-kong-one-year-
after-national-security-law
2		Elaine	Yu,	“Hong	Kong’s	Apple	Daily	Newspaper	Prints	Last	Edition	as	Free-Press	Era	Ends,”	Washington	Street	Journal,	June	23,	2021,	https://www.
wsj.com/articles/hong-kongs-apple-daily-will-close-after-government-choked-funds-11624437029
3		Paul	Mozur,	“In	Hong	Kong,	Short-Lived	Censorship	Hints	at	a	Deeper	Standoff,”	New	York	Times,	June	28,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6/03/
technology/hong-kong-internet-censorship.html

NDI透過線上投票技術收集的資料，顯示出對於支持民主
和應如何決策的看法，社會呈現政治兩極化現象。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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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改革，都能感受到這座城市正處於未來是走向民主或是走向專制的關鍵時刻。
2.	 被操縱的選舉過程：市民普遍關注香港民主過程還能堅持多久，大多數人認為候選人不可能在自由平

等的選舉環境中競選。

3.	 即將出逃：與非香港出生者相比，香港出生者更傾向於支持民主。如果立法會選舉結果與他們的政治
信仰不符，政治變革將會導致更大比例的人考慮離開香港。

4.	 媒體來源很重要：那些信任社群媒體做為新聞來源的人，尤其是Facebook和Instagram，會更傾向於支持
民主立場；而那些最信任電視新聞來源的人，則傾向支持親北京的立場。

5.	 審查轉嚴：香港政府樂於審查泛民主新聞來源，這也是香港媒體和網際網路越來越不自由的前兆。4

除了本次調查所發現的社會和治理變化之外，種種新的發展也迅速展開，包括2021年3月的選舉制度變革、到
2021年初對民主派人士的判決激增，以及在2021年6月，香港最受信任的媒體《蘋果日報》結束營運。這些改
變對於有關選舉過程和媒體來源信任的資料而言，帶來了新的意義。這份報告是解讀香港複雜政治環境的必要
資料，並可為參與香港討論的眾多國內外利益相關者提供資訊。儘管言論審查加劇，這份報告仍有助於確保不
同市民的觀點都被納入討論。

4		Primrose	Riordan,	Tabby	Kinder,	and	Nicolle	Liu,	“Hong	Kong	privacy	law	change	will	let	government	block	social	media,”	Financial	Times,	July	22,	
2021.https://www.ft.com/content/814d6340-2b20-4e3c-90bf-b2dd20a24781

香港政府樂於審查泛民主新聞來源，這也是香港媒體和
網際網路越來越不自由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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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民主示威活動催化了香港日漸嚴峻的政治兩極化與紛爭，終而導向《國家安全法》（簡稱《國安法》
）實施，香港的民主原則和基本自由進一步遭受侵蝕。自《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生效以來，香港人能安
全公開地表達政治異議的空間幾乎消失殆盡。該法造成香港瀰漫恐懼，引發自我審查，並對日常生活和機構團
體造成前所未有的影響。該法頒布數小時後，民間社會組織解散，民主運動人士開始逃離這座城市。儘管2019
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結果開出紅盤，民主派候選人獲得壓倒性勝利，但透過選舉加強香港民主空間的希望和樂
觀情緒很快就被粉碎。繼《國安法》之後，2020年7月，香港政府宣布將2020年立法會選舉延至2021年，到2020
年11月，香港政府取消了4名現任民主派議員的資格，引發民主派其餘15名議員集體總辭抗議。立法會目前只
剩下43名議員，其中41人都是親北京派。	

在經歷改變香港民主治理未來的動盪一年後，本調查反映了香港人對2020年底政治和選舉發展的看法。隨著面
對面和線上發表言論自由和異議的安全途徑在香港日益減少後，香港人更加需要開發安全途徑，以繼續讓國
際社會聽到他們的憂慮。透過這項調查，NDI旨在紀錄並放大香港的聲音，並為全球利益相關者提供公正的資
料，協助更精細地瞭解香港市民在全球政策討論中的觀點。

簡介

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根據CC	BY	2.0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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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際民主協會就香港民眾對香港政治和選舉發展的看法進行研究，以匿名方式調查收集了如下資料：選民
行為、對香港政府決策的看法、選舉資訊和新聞的首選來源、對競選過程的看法，以及對2021年立法會選舉後
的未來展望。	

第一波調查於2020年10月20日至11月8日在香港收集資料，共收到6000多份回覆。為因應2020年11月，四名民主
派議員被取消資格和另外15人辭職之政治事件，NDI進行了第二波調查。NDI收集了2020年12月4日至12月16日
的額外資料，共有4400多名受訪者。為俾利後續作業，第一波和第二波將分別稱為「十月」和「十二月」調
查。

總覽

此線上調查技術，能夠持續進行對廣泛、隨機取樣的意見和認知資料的大規模樣本的快速獲取與評估。線上用
戶可匿名加入調查，並可觸及全球網路用戶。當使用者偶然進入數十萬個網域之一時，這些隨機的、並未受到
誘因驅使的使用者將透過一連串專有演算法進行過濾，以確保沒有非人類受訪者，然後再邀請過濾後的使用者
參與調查。

此技術會自動鎖定受訪者的地理位置，並為提供適合其使用語言和背景脈絡的調查。這個調查方法已在中國大
陸、緬甸、伊朗、伊拉克、土耳其、亞塞拜然等封閉空間成功進行調查。任何可上網的裝置都可以進入調查，
這項技術也不會遭到國家監控、網路控制措施和廣告封鎖技術所攔截。儘管此調查會收集並報告所有受訪者的
年齡、性別和地理位置，但不會收集或報告任何可供辨識的個人資訊。在沒有使用任何誘因驅使的情況下，受
訪者可隨時退出調查。此外，此技術使用來自美國人口普查局國際資料庫的香港人口統計資訊，透過排序演算
法評估事後的性別與年齡分層，並進行加權，以評估具有全港代表性人口的看法。

受訪者的匿名性和安全性

此調查在問卷設計、受訪者體驗和資料儲存階段的各個層面，都採用策略性安全措施。安全措施乃是專為調查
的主題和調查地區的安全風險而設，也可隨著新資訊和地緣政治發展的走向而調整。這些安全措施可確保所有
的回覆意見都無法追溯個人。所有的受訪者在隨機進入調查時，都會被告知調查的匿名性、安全性和隱私性，
這有助於收集其他敏感和不安全的答案，或社會上不受歡迎的看法。	

侷限

基於網際網路用戶的規模，以及能對一個國家整個網際網路使用人口進行隨機抽樣，在短時間內獲得非常大的
樣本是可能的。由於受訪者不屬於特定人口次群體之下的某些專門小組或討論群組，因此在資料收集的過程
中，可讓過去被邊緣化的聲音得以參與。此外，匿名性也對提出極其敏感問題、獲得誠實回覆，以及維護受訪
者安全有幫助。

但優點同時也是缺點。由於這是基於網際網路所開發的技術，所以不能觸及無法上網的族群。也由於沒有關於
受訪者的任何身分識別資訊，所以無法對受訪者進行後續追蹤。最後，由於受訪者沒有獲得誘因，也沒有留下
的壓力，有些人離開了調查。為了吸引和留住參與者，調查使用了許多措施與策略，包括改善調查介面，使用
任何裝置螢幕和頻寬都能輕鬆參與調查，還有清晰簡潔的用語，方便立即理解。

有許多其他方法適合需要長期後續追蹤、小組討論、與已知關鍵訊息提供者、已知參與者或完全無法上網者、
或人口中極少數人口子群體（例如有三個或更多孩子的女性警員）進行訪談。不過，考慮到匿名性、安全性、
能夠誠實回答敏感問題、和真正隨機的網際網路人口樣本（包括封閉空間中的聲音）的好處，抵消了這些局
限。

調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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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根據CC	BY	2.0	授權使用

沒有一種方法能產生完美代表性或絕對準確的調查結果。這些資料提供了一種洞見，應與其他來源的資料一同
理解，以揭露更大的真相。這些發現可以協助思考如何微調或調整目前的努力，以更好地反映香港人所揭露的
價值觀、優先事項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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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計概況	

此調查收集了一系列多元的觀點，包括不同的年齡、性別、教育水準和收入範圍。下面的人口統計表按年齡、
性別和資料收集月份，列出了受訪者加權前後的大致輪廓。如表1所示，受訪者的人口學分布，符合網際網路
使用者的預期人口統計範圍。大多數受訪者出生於香港（64%），36%出生於香港以外地區。56%的受訪者擁有
學士學位或學士以上學位，44%的受訪者擁有中學或以下學歷。61%的受訪者月收入為港幣30,000元或以下（約
美金3,800元），而18%的月收入高於港幣61,000元（約美金7,800元）。	

十月 十二月

年齡 未加權 加權 未加權 加權

18-24 21% 8% 24% 9%

25-34 26% 14% 28% 16%

35-44 20% 17% 19% 17%

45-54 15% 19% 13% 16%

55-64 12% 22% 10% 18%

65+ 6% 20% 6% 24%

n	=	 40380 23580

表	1：按年齡類別細分的受訪者，顯示十月和十二月波次調查的未加權和加權資料。	

十月 十二月

性別 未加權 加權 未加權 加權

男性 63% 44% 66% 47%

女性 37% 56% 34% 53%

n	=	 40380 23580

表	2：按性別細分的受訪者，顯示十月和十二月波次調查的未加權和加權資料。	

投票行為	

隨著2019年香港民主運動風起雲湧，許多市民將投票視為提高民代表親民主聲音和實現普選的關鍵。2019年11
月，有294萬香港市民參加了區議會選舉投票，而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人數約為147萬。5然而，當《國安

5“Voter	Turnout	Rate,”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2019.	https://www.elections.gov.hk/dc2019/eng/turnout.html

結果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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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於2020年6月30日生效時，香港的政治環境起了巨大變化。此後，民主派人士因政治活動和言論受到越來
越多的審查，被監禁的風險也越來越大，導致許多人離開香港。2020年11月11日，就在本研究的兩波調查之
間，4名泛民主立法會成員被免職，此舉促使其他15名泛民主派立法會成員因聲援而辭職。	

2016	年立法會選舉

本調查顯示，56%的受訪者沒有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投票，與之前NDI委託進行的民意調查相比，這個數字
高於預期。根據NDI在2020年初獲取的調查結果，4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沒有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投票。人們
表示他們沒有投票，有可能是為了對投票行為保密，以避免被問及更進一步的問題，或是該調查可能接觸到了
政治活躍度較低的人口。在45-54歲之間、和55-64歲之間的受訪者，在2016年投票的比例（分別為47%和50%）
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在38%-43%之間）。於香港出生者參與2016年選舉的比例（59%）高於非香港出生者
（34%）。在比較這兩波調查的結果時，十二月份調查的受訪者表示在2016年投票的比例（42%）低於十月份
的受訪者（45%）。這顯示了，像是11月12日4名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以及隨後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大規模辭
職的政治事件，可能在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間影響了受訪者。	

十二月調查中，表示在2016年投票的受訪者人數比十月減少

十二月

十月

0%               25%        50%                   75%          100%  

42%

45%

58%

55%

  已投票	  未投票

2020年立法會選舉延期	

只有4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2020年選舉被延期之前就決定要去投票。與2016年投票的調查結果類似，與所
有其他年齡層（介於42-45%之間）相比，45-54歲和55-64歲的人更傾向於表示他們原本就打算在2020年投票（
分別為48%和52%）。香港出生者（64%）比非香港出生者（37%）更可能打算在2020年投票。同理，與十月的
第一波調查（47%）相比，在十二月的第二波調查中，透露他們原本打算在2020年投票的人數減少了（43%)。

2021	年立法會選舉

與受訪者在2016年的投票參與率和2020年的投票計畫的調查結果類似，當被問及他們2021年的投票計畫時，
只有35%的人打算在2021年投票，而39%的人表示不確定是否會投票。與其他年齡層的比例（33%至35%）相
比，45-54歲和55-64歲的人再次成為打算在2021年投票最活躍的群體（分別為37%和39%）。儘管同時有26%的
男性和女性表示他們不會在2021年的立法會選舉投票，但表示他們將在2021年投票的男性受訪者（37%）則高
於女性（34%）。在比較這兩波調查時，與十月的受訪者（37%）相比，十二月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將在2021
年投票的人數比例較少（33%)。然而，在調查中表示不會投票的百分比仍與十月的調查結果相同，為26%，這
反映出投票意圖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正如在其他投票行為相關問題中所觀察到的，十二月這波調查中表示打
算投票的受訪者較少，這可能表示香港人對民主程序的態度日趨謹慎。	

已在2016年投票的受訪者，更可能在2021年選舉再次投票；在2016年投票的受訪者中，有60%的受訪者表示他
們會在未來的選舉中再次投票。如同前面的結果，與非香港出生者（31%）相比，香港出生者更可能會在2021
年選舉投票（57%）。此外，相較於較不密切關注、或完全不關注立法會選舉新聞的人（分別為24%和25%），
表示密切或非常關注立法會選舉新聞的人，更可能在2021年選舉中投票（分別為58%和62%）。受訪者對候選
人是否能在自由平等選舉中競選的信心，也與他們在2021年投票的可能性相關，那些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的人
（分別為51%和52%）比不太有信心或完全沒有信心的人（分別為43%和38%）更有可能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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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在2016年投票的人也會2021年投票

未投票

已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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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法會選舉延期的看法

2020年7月31日，原定於2020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正式宣布將延至2021年9月。6香港政府宣稱，因為
COVID-19疫情嚴峻，延期是必要之舉。然而，在泛民主派於2019年11月區議會選舉中獲勝後，許多民主支持
者認為這是出於政治動機的舉動，目的是防止泛民主派在立法會中占多數的可能。就在7月13日宣布延期之
前，12名民主派候選人和4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被取消參加2020年立法會選舉的資格。民主派人士競選和擔任
公職的難度越來越高，更在11月達到巔峰，4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喪失資格，另有	15人辭職。

關於立法會選舉取消資格和選舉延期決定的事件，出現政治兩極化情況。從投票行為部分的意見可以看出，香
港出生者更可能投票或打算投票，他們更傾向於不同意延期和取消資格，同時也支持泛民主派辭職。密切關
注選舉新聞與對延期、取消資格和辭職的看法之間也存在相關性。在密切關注選舉相關新聞的受訪者當中，
有60%同意或強烈同意延期，67%同意取消資格，71%同意辭職。同樣地，密切關注新聞者分別有	 58%、60%和
65%強烈同意或同意延期、取消資格和辭職。	

過半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選舉延期

17%

非常同意

32%

同意

29%

不同意

22%

非常不同意

2020年立法會選舉延期決定	

跟2021年投票計畫的結果一樣，調查結果顯示，對香港政府延期2020年立法會選舉決定的意見存在分歧。49%
的受訪者同意或強烈同意延期決定。在對照相對年輕的年齡層時，45%的18-24歲族群和47%的25-34歲族群均同
意或強烈同意延期。與非香港出生的受訪者（49%）相比，香港出生的受訪者更傾向不同意延期（53%），但

6	2021年4月13日，選舉進一步延至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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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性別和波次調查加以分群後，卻顯示差異很小甚至沒有差異。關注立法會選舉消息的受訪者中，約有
43%強烈同意延期選舉的決定。在選擇電視為最信任的新聞來源的受訪者中，67%的人同意或強烈同意延期選
舉。另一方面，在選擇社群媒體為最信任的新聞來源的受訪者中，有63%不同意或強烈反對選舉延期。在最信
任社群媒體做為新聞來源的受訪者中，信任Facebook與Instagram的受訪者中有72%不同意或強烈反對立法會選
舉延期，而信任Twitter的為60%、YouTube為53%、LIHKG（連登）為66%，或	 WhatsApp、Signal、Telegram則為
67%。有趣的是，人們對立法會候選人能否在自由平等選舉中競選的信心程度，正好與他們對延期選舉的同意
程度呈高度正相關。譬如，強烈同意延期選舉的受訪者中，有79%對候選人可在自由平等選舉中競選有信心或
非常有信心，而強烈反對延期選舉的受訪者中只有20%對自由平等的選舉有信心

。

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

當被問及他們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資格遭到取消的看法時，50%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該決定，
然而大多數45歲以上的人則同意或非常同意該決定。同意取消議員資格的決定也因性別而異，男性（54%）的
同意比例高於女性（47%）。出生地也影響了人們對取消資格的看法，與其他地方出生者（19%）相比，香港
出生者強烈反對的人數要高出許多（27%)。

香港出生者更傾向於不同意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

非香港出生者

香港出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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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議員辭職	

略超過一半的受訪者（51%）同意或強烈同意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集體總辭的決定。男性強烈同意辭職的比
例（22%）高於女性（17%）。此外，香港出生者同意或強烈同意辭職的比例（57%)也高於其他地方出生者
（49%）。人們對選舉新聞的關注程度，與他們對立法會議員辭職的同意程度之間，存在很高的正相關。大
多數密切關注選舉相關新聞的人（56%）強烈同意辭職，而完全不關注立法會選舉的人中，有50%強烈反對辭
職。然而，正如後面會詳細解釋的，受訪者接收新聞的來源和方式，為資料加入進一步的細微差別。人們對候
選人可以參加自由平等選舉的信心程度，與他們對辭職決定的同意程度之間，也存在類似的高度正相關。	

在選擇電視為最信任的新聞來源的受訪者中，67%的人同
意或強烈同意延期選舉。另一方面，在選擇社群媒體為
最信任的新聞來源的受訪者中，有63%不同意或強烈反對
選舉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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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決定和治理	

自2019年以來，香港政府日益受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全國人大）對香港問題決策的影響。此外，北京祭
出《國安法》後，產生了新的制度結構，不僅強加了不透明的刑事條款，也加強了北京對香港司法程序的監
督。7由於親北京的政治陣營中，有一些人尋求在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建立更密切的關係，這些變革讓人們質
疑香港是否可以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維持不受北京影響的自治。受訪者對誰應該為香港做決定，以及香港
選舉過程是否透明的看法因年齡和性別而有不同。	

決策所在地

最大比例的受訪者認為，有關香港的法律和憲法決定應僅在香港進行（42%）。共有77%的受訪者表示，在治
理城市方面，香港應該是唯一的決策所在地，或與北京地位平等。不意外地，香港出生者（53%）比其他地方
出生者（31%）更支持香港做為唯一的決策地點。女性（46%）比男性（39%）更支持香港應為決策中心。受訪
者對決策所在地的看法，也因他們對立法會選舉的參與和態度而異。那些對候選人可以參加自由平等選舉的信
心極低或沒有信心的人，更相信應該在香港做出決定（54%），而對選舉環境有信心者，認為應該以香港為決
策中心的為34%，非常有信心者則為25%。在那些對自由平等選舉環境非常有信心或有信心的人當中，分別有
39%和44%認為應同時在香港和北京進行決定。	

選舉過程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關於對香港選舉過程的感受，受訪者被隨機分配回答對於香港選舉可信度或透明度的看法。在這兩種問題中，
大概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同意或強烈同意選舉過程是透明或可信的（55%）。18-24歲的受訪者傾向於不同意或強
烈不同意選舉過程是透明或可信的。另外，資料也顯示，女性（48%）比男性（44%）更傾向不同意或強烈反
對選舉過程是透明或可信的。	

在這兩波的調查中，人們對於選舉過程的可信度看法並沒有改變，但是，從2020年10月到2020年12月，人們對
透明度的信念有所上升。十二月調查中，有20%的人強烈同意政府的選舉過程是透明的，高於十月的16%。雖
然香港出生的受訪者和非香港出生的受訪者對選舉過程的可信度有同樣的看法，但香港出生的受訪者（22%）
比非香港出生者的受訪者（18%），更傾向於強烈不同意政府的選舉過程是透明的。	

人們對立法會候選人能夠參加自由平等選舉的信心程度，也與他們認為選舉過程是否透明或可信的程度密切相
關。絕大多數非常有信心的受訪者同意或強烈同意選舉過程是透明或可信的（89%）。

從十月到十二月，人們們對透明度的信念有所上升

十二月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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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慘遭撤銷的承諾：危機四伏的香港》，美國國際民主協會，2021年	4月，https://www.ndi.org/sites/default/files/NDI%20April%202021%20
Report%20-%20Revoked%20Promises_Hong%20Kong%20in%20Crisis.pdf

最大比例的受訪者認為，有關香港的法律和憲法決定應
僅在香港進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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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相關資訊的使用		

由於政治發展導致立法會發生劇烈改變，香港居民透過各種新聞來源，來瞭解治理上的變化和香港的未來。香
港出生的受訪者和老一輩的受訪者尤其傾向於密切關注選舉新聞。然而，受訪者獲得消息的管道與他們對立法
會選舉程序的信心之間存在相關性。在衡量香港的資訊環境以及虛假資訊和錯誤資訊的傳播方式時，這項發現
更是耐人尋味。8

對選舉新聞的興趣

資料顯示，58%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很密切或非常密切關注有關立法會選舉的消息。45-64歲的受訪者最密切
關注選舉，45-54歲和55-64歲則分別有59%和6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很密切或非常密切關注選舉。依性別分群
時，20%的男性表示他們非常密切關注立法會選舉新聞，而女性的比例為18%。多數在香港出生的人表示密切
或非常密切關注選舉（65%），而在非香港出生的受訪者中，只有不到一半（48%）有同樣的關注程度。受訪
者對候選人能夠在自由平等選舉中競選的信心程度，與他們密切關注選舉的程度密切相關，越是密切關注選舉
新聞，信心度就越高。	

信任的立法會選舉消息來源

當被問及他們最偏好的選舉新聞來源時，電視（24%）和社群媒體（20%）是受訪者最受信任的來源。在特定
來源中，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是最信任的電視新聞來源，報紙類是《蘋果日報》，社群媒體則是
Facebook與Instagram。35歲以下的受訪者顯示最信任來自社群媒體的新聞，18-24歲受訪者為25%，25-34歲受訪
者為	 23%，而較信任電視新聞的45-54歲和55-64歲受訪者則分別為28%和31%。香港出生的受訪者更傾向於信
任來自傳統媒體的新聞。人們對電視和社群媒體的信任也與他們對選舉的信心程度密切相關。22%的受訪者對
自由平等的選舉環境完全沒有信心，而這些受訪者最信任的新聞來源是社群媒體，只有12%的受訪者信任電視
媒體。同樣地，對自由平等的選舉環境不太有信心的受訪者當中，有25%信任社群媒體，20%信任電視做為新
聞的來源。相形之下，那些對自由平等選舉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的人對社群媒體的信任度較低，分別為16%和
15%。而28%對選舉環境非常有信心的受訪者和34%有信心的受訪者選擇電視為其信任的新聞來源。	

對競選環境的看法	

香港的民主派候選人因各種原因被取消參選資格，這與北京在香港的政治影響力和介入香港治理的增加情況不
謀而合。本次調查目的是瞭解香港民眾對於《國安法》實施以來，民主派候選人在延期至2021年的立法會選舉
中被取消資格後，越演越烈的香港選舉事態的看法。當受訪者被問及他們對自由平等的選舉環境的信心，以及
對民主派候選人被取消資格的看法時，不同年齡層、出生地和性別的觀點也有差異，這可能代表一定程度的人
口政治兩極化。

對自由平等選舉環境的信心	

超過一半（5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候選人能否在自由平等的選舉環境中競選和操作，不太有信心或完全
沒有信心。男性（51%）比不到一半的女性（45%）對於舉行自由平等的選舉更具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值得
注意的是，受訪者對自由平等選舉的信心度在十二月的調查中比月的上升，並從有信心變為非常有信心，因為
有20%的受訪者在十二月調查時表示非常有信心，而在十月時僅為16%。然而，香港出生者表示對候選人能夠
在自由平等的選舉中參選的信心較低，56%香港出生的受訪者不太有信心或完全沒有信心，而非香港出生者則
為51%。香港出生者對選舉過程缺乏信心的看法，與前述的香港出生者與非香港出生者在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
上的看法分歧一致。

8		報告《偏光鏡：不實資訊、錯誤資訊和香港分裂的媒體景觀》，美國國際民主協會，2021年8月。

在特定來源中，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是最信
任的電視新聞來源，報紙類是《蘋果日報》，社群媒體
則是Facebook與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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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阻止候選人參選立法會的看法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54%）對阻止民主派候選人參選持正面看法。進一步來說，有34%的受訪者表示這是必要
之舉，20%認為這是合法的。另一方面，25%的受訪者主張這是政治審查，21%的受訪者認為這限制了基本自
由。資料顯示，年輕人對於這方面看法分歧。26%的18-24歲受訪者和29%的25-34歲受訪者認為有必要阻止候選
人參選，而分別有20%和21%的受訪者認為此舉是合法的。同樣地，25-34歲的受訪者中，有23%認為它限制了
基本自由，26%認為這是政治審查，而18-24歲的受訪者則分別為28%和26%。女性（48%）比男性（44%）也更
傾向於對阻止民主派候選人參選有負面看法。同樣，與非香港出生者（44%）相比，香港出生者（48%）更傾
向於對阻止民主派候選人持負面看法。	

在表示不太密切關注選舉新聞的受訪者中，大多數贊同阻止民主派候選人參選（59%）。此外，對於選舉過程
將會自由平等更具信心的受訪者，也對立法會阻止民主候選人表示更大的支持。	

對自由選舉的信心與支持取消民主派候選人資格之間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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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立法會選舉的影響和移民潮		

《國安法》頒布後，許多民主派運動者和其他香港居民紛紛逃離香港，前往美國、英國和台灣等地。隨著2020
一整年香港的政治發展加速，受訪者被問及是否認為立法會選舉是否會影響香港的未來，以及如果選舉結果對
他們不利，他們是否會考慮移民。絕大多數受訪者認為選舉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香港的未來，許多年輕受訪者
認為他們會考慮離開香港。這與國際社會所見證，自2020年7月以來，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尋求移民的事實相
吻合。

超過一半（5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候選人能否在自
由平等的選舉環境中競選和操作，不太有信心或完全沒
有信心。

在2021年底，超過半數受訪者表示2021年立法會選舉將對
香港的未來產生中度或重大的影響（51%），81%的受訪
者認為選舉至少會產生輕微影響。



– 15 –

立法會選舉對香港的影響

在2021年底，超過半數受訪者表示2021年立法會選舉將對香港的未來產生中度或重大的影響（51%），81%的
受訪者認為選舉至少會產生輕微影響。與非香港出生者（46%）相比，香港出生者（54%）更傾向於相信立法
會選舉將對香港的未來產生中度或重大影響。若依收入類別加以分群，僅顯示受訪者認為選舉的影響重大程度
有所不同，收入最高的類別傾向於相信選舉會產生重大影響或根本沒有影響。例如，在年收入超過港幣61,000
元的受訪者當中，有28%表示選舉會產生重大影響，而31%表示不會產生影響。此外，密切關注選舉消息與相
信選舉將對香港未來影響重大的兩項變數，兩者之間亦存在高度正相關：非常密切或密切關注新聞的受訪者，
分別有77%和63%認為選舉會產生重大或中度影響。對自由平等選舉的信心程度，也與對選舉對香港影響的看
法呈正相關：對於自由平等的選舉環境非常有信心的受訪者，有49%認為這會產生重大影響。相反地，對自由
平等選舉完全沒有信心的人，則有42%認為選舉不會產生影響。而那些對自由平等選舉的可能性持中等信念的
受訪者，也對選舉本身的重要性持中等信任態度。	

對選舉強烈感覺充滿信心或不太有信心
與相信選舉會對香港產生重大影響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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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離開香港

當問到如果選舉結果對其不利，是否會考慮離開香港時，受訪者存在明顯分歧，37%表示他們會考慮或很有可
能考慮離開香港，38%表示可能不會離開，24%未決定。如果選舉結果對其不利，18-24歲和25-34歲年齡層更傾
向於考慮離開香港，分別為46%和44%，而其他年齡層只有30-37%。較多香港出生者（42%）表示，如果選舉結
果對他們不利，將會考慮或很有可能考慮離開香港，而其他地方出生者只有28%表示曾考慮離開香港。完全不
關注選舉消息和密切關注選舉消息者，是最可能考慮離開香港的群體。與對候選人能夠參加自由平等選舉不太
有信心或沒有信心的受訪者（12%和13%）相比，表示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的受訪者，較傾向於完全不考慮離
開（分別為30%和35%）。

較多香港出生者（42%）表示，如果選舉結果對他們不
利，將會考慮或很有可能考慮離開香港，而其他地方出
生者只有28%表示曾考慮離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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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政治環境持續惡化，民主派運動者、政治人物和一般市民的權力日益受到侵蝕。他們的權利因限制進用
自由且獨立的媒體、剝奪抗議的基本權利，還有審查候選人資格以阻止舉行代表所有政治觀點的可信選舉等，
而受到侵犯。隨著《國安法》的實施，參與活動或與任何被視為民主派的組織有聯繫，就有遭到拘留甚至監禁
的嚴重風險。儘管在資料蒐集方法上避免偏見，但香港的組織和人民面臨的政治壓力越來越大，導致在香港收
集資料的過程可能會被視為支持民主，而變得更加困難，或近乎不可能。

NDI	 使用相關技術，可在封閉社會中以匿名且安全的方式收集資料，同時使受訪者的風險降至最低。本報告呈
現的調查結果描繪了民主派和親北京陣營內的各種觀點。然而，香港人對這座城市正在發生的政治變化感到擔
憂。大多數的香港人希望香港是香港自己的唯一決策者，或在決策上與北京地位相當（77%），不過，選擇香
港應為唯一決策中心，仍然是最熱門的答案（42%）。遺憾的是，香港人在對候選人可以參加自由平等的選舉
的看法上，是一致地缺乏信心，他們也一致相信2021年的立法會選舉將是決定香港未來的關鍵點。此外，本調
查也凸顯出民主派媒體成為被攻擊的目標，例如《蘋果日報》，支持民主派的受訪者表示是他們最信任的報紙
新聞來源。	

本報告提供的資訊至關重要，它呈現了對香港不同政治觀點的整體看法。所有資料應由國際和國內利害關係人
用於進行有關香港政治改革及香港人民訴求的討論和建議。

遺憾的是，香港人在對候選人可以參加自由平等的選舉
的看法上，是一致地缺乏信心，他們也一致相信2021年
的立法會選舉將是決定香港未來的關鍵點。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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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的問題

0 請問您的性別是

男性

女性

1 請問您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是否投票？

是

否

2 在	2020年立法會選舉延期之前，您是否打算投票？

是

否

3 請問您是否會在2021立法會選舉中投票？

是

否

不知道

4 您是否同意港府將立法會選舉延期一年的決定？

強烈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強烈不同意

16 您是否同意港府取消四名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決定？

強烈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強烈不同意

17 您是否同意立法會議員集體辭職，以抗議北京取消議員資格的決定？

強烈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強烈不同意

5 任何法律和憲法決定地點應該是……

香港

北京

香港和北京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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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對於以下說法，請問您是同意還是不同意：香港政府的選舉過程是透明的

6b 對於以下說法，請問您是同意還是不同意：香港政府的選舉過程是可信的

強烈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強烈不同意

7 整體來說，您有多密切關注立法會選舉的新聞？

非常密切

很密切

不密切

非常不密切

8 哪項是您最信任的立法會選舉消息來源？

跳至	8a 電視

跳至	8b 報紙

跳至	8c 社群媒體

家人、親朋好友

廣播電台

其他

8a 哪項是您最信任的立法會選舉新聞電視來源？

香港電台（RTHK)

NowTV

CNN

TVB

英國廣播公司（BBC）

ViuTV

香港有線電視（i-Cable)

8b 哪項是您最信任的立法會選舉新聞報紙來源？

《明報》

《星島日報》／《頭條日報》

《蘋果日報》

《南華早報》（SCMP）

《香港自由新聞》（HKFP）

《大公報》（TKP）

《立場新聞》

《東方日報》

8c 哪項是您最信任的立法會選舉新聞社群媒體來源？

Facebook／Instagram

Twitter

Youtube

LIHKG（連登）



– 19 –

WhatsApp／Signal／Telegram

9 您對於所有立法會候選人都能在自由平等的選舉環境中競選和操作有多大信心？

很有信心

還算有信心

不太有信心

完全沒信心

10 以下哪項敘述最能反映您的觀點？阻止民主派候選人參選立法會......

是政治審查

限制基本自由

是合法的

是必要之舉

11 您認為	2021	年的立法會選舉會對香港及其市民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嗎？

嚴重影響

中度影響

輕微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12 如果您有足夠的資源，假設立法會選舉結果對您不利，您是否會考慮離開香港嗎？

是

很有可能

可能不會

否

尚未決定

13 您是在香港出生的嗎？

是

否

14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什麼？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非學位生）

學士學位

研究生（碩士及以上）

15 請問您的月收入是多少？

低於港幣10,000元

港幣11,000-20,000元

港幣21,000-30,000元

港幣31,000-40,000元

港幣41,000-50,000元

港幣51,000-60,000元

港幣61,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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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加強和響應世界各地人們生活在承認和促
進基本人權之民主社會的願望。NDI	 成立於	 1983	
年，歷年來曾與	 156	 個國家和地區的當地夥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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