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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同「鍾民調」56%撐通過方案
保健海流會調查揭真相 籲反對派「還票於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鄭治祖）由香港3
間大學聯合進行、被稱為「鍾氏民調」的特首普選
方案滾動民意調查昨日公布最新調查結果，反對率
為43.4%，支持率為41.6%，兩者相差1.8個百分點。
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晚強調，坊間有很多關於政
改的民調，不同的調查得出不同的結果，社會應留
意民調負責人是否有強烈的政治傾向。他不點名提
到，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早前預告在立法
會表決政改方案前進行大型民調，透過「全民投
票」解決政改爭議，建議市民應參考和思考民調機
構負責人的言論。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香港大學民意
研究計劃和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合作進行
政改滾動民意調查，昨日公布於本月4日至8日進行的

最新結果稱，在電話成功訪問1,129名18歲或以上的香
港市民中，支持方案者佔 41.6%，反對方案者佔
43.4%，兩者相差1.8個百分點。反對方案比率仍高於
支持比率。
梁振英昨晚結束在多倫多及芝加哥的訪問抵港時，

回應了在場記者的提問。他指出，坊間有很多關於政
改的民調，不同民調機構有不同問題，並會得出不同
結果，「這3間大學附屬的民調機構做的民調結果，
結果顯示反對的人比支持的人多，這方面是較為突
出。」

應思考負責人有否強烈政治傾向
他強調，香港社會在參考與政治有關的民調時，應

參考和思考民調機構負責人是否有強烈的政治傾向，

以至其專業程度及往績。他不點名質疑，鍾庭耀早前
曾經預告在立法會表決前進行大型民調，希望透過
「全民投票」解決政改爭議，「負責人早曾預告接近
政改投票時的情況。現在情況和預告是否一致？大家
可比較一下他之前及之後的言論。」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出席公開活動

後回應說，3間大學的民調只是眾多民調的其中一個，
仍有其他民調有不同的結果，她不會評論個別民調結
果。

鄭耀棠：民調結果與民情有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特區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昨日

在一公開活動後指出，民調得出的結果，建基於問題
如何設定。今時今日，大家不應問贊成或反對方案，

而是該問贊成立法會通過方案與否。他並質疑提問方
法不同，可令結果相差最少10多個百分點，又指民調
結果與目前民情有異。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高級特任講師、「民主

思路」秘書長張楚勇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現在不
應着眼於民調數字，而應反應思考香港社會分化及撕
裂的局面。即使特首普選方案通過，各界仍應有心理
準備，無論是特區政府管治、內地與香港的關係「都
唔會有好日子過」。
他認為，大家現在應「反璞歸真」地思考「一國兩

制」的精神，又質疑有香港年輕人舉起龍獅旗，「究
竟佢哋明唔明，究竟有否心思熟慮？係唔係純粹發
洩？」他強調，言論自由有其重要性，但應是「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包容不同意見。

特首不點名質疑「鍾氏民調」

保健海流協進會於上月15日至本月8日
進行2017年特首普選民調，以電話語

音系統自動外撥，隨機抽樣找出不同的流動
電話號碼進行訪問，並成功訪問5,465人。
該會於昨日公布的調查發現，在18歲以上

的受訪者中，52.8%表示支持2017年特首普
選方案通過，反對的則有39.6%，「無意
見」的佔7.5%。在 18歲以下的受訪者之
中，有52%人表示支持方案通過，表示反對
的有39.9%，只有8.1%受訪者表示「無意
見」。
為免調查結果傾斜中專或以上教育程度受
訪者，調查又根據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上進行
加權調查，發現教育程度為小學或以下受訪
者中，支持方案的比率為13.9%，反對為
5.2%，「無意見」為3.6%；中學程度受訪
者的支持率佔 30.8%，反對率佔 14.7%，
「無意見」佔1.4%；大專或以上受訪者的支
持率為 12.0%，反對為 13.9%，無意見為
1.4%。

支持比率較反對多逾20個百分點
經該會加權調整後，正式調查結果為：
56.8%的受訪者支持方案通過，33.8%表示反
對，9.5%人士表示「無意見」，當中支持的
比率較反對的比率多出超過20個百分點。
是次民調參照「鍾氏民調」範本，調查問
題也一樣，但得出的結果迥異。保健海流協
進會成員、民調發起人伍迪希昨日揭開這個
「謎底」：他解釋，該會的民調與3間大學

的滾動調查有10項不同之處 （見表），包
括讓整日為口奔馳、工時長的底層香港市民
在簡短的1分鐘內發表意見，而非「三大民
調」般須耗上受訪者5分鐘。

「三大民調」用固網電話訪問局限大
他續說，香港是世界上流動電話滲透率最

高的地區，「三大民調」卻只用固網家居電
話訪問，局限了受訪市民的範圍，結果可能
非常不全面，而國際問卷標準也建議訪問對
象包含流動電話用戶，故該會的民調以流動
電話（5、6、9字頭）進行，擴大市民表達
有關意見的平台。

傅振中籲勿令市民只能做「塘邊鶴」
該會副會長傅振中則強調，按照香港基本
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落實
2017年特首普選，是中央、特區政府及全港
市民的共同願望，也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要
里程碑，更有利特區政府未來的施政。他促
請反對派勿再綑綁式投反對票，扼殺市民的
投票權，令市民只能做「塘邊鶴」，僅能觀
察而無普選權利。
傅振中又指，若反對派堅決否決方案，將

會在未來的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中「票債票
償」，面對選戰慘敗的結局。他預告，該會
將於下周三立法會審議及表決普選方案時，
加入「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或愛國團
體，在立法會示威區支持通過方案的議員及
凝聚支持方案的聲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三間大學特首普選方案滾動民調（又稱

「鍾氏民調」）近日稱，調查結果顯示反對方案者較支持者多。不過，保

健海流協進會借用有關民調的問法進行調查，得出的結果卻迥異：支持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通過的受訪者比例為56.8%，反對者比例為33.8%，

支持與反對的受訪者比率差距超過20個百分點。該會呼籲反對派應順應民

意，不應「綑綁式」否決普選方案，而應「還票於民」，勿讓香港市民在

特首選舉時只能做「塘邊鶴」，否則他們在未來的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時

將會「票債票償」。

「一分鐘政改民調」與「鍾氏民調」十大分別：
三間大學聯合滾動民調

1. 5條問題（包括政治取向）。

2. 僅以固網家居電話進行訪問

3. 撥打的任意電話為5間大學所提供。

4. 不提供受訪時間供公眾參考。

5. 由真人進行問卷，受訪者或受訪問員語氣
或聲調影響。

6. 訪問時間約5分鐘，某些市民或無法負擔
這麼長的時間。

7. 受訪者可能因3間大學的名義而有先入為
主的感覺，影響客觀性。

8. 問卷結果根據男女比例 45：55 進行加
權，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9. 不包含18歲以下人士。

10.三大民調並無供翻查受訪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保健海流協進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保健海流會「一分鐘民調」

採用前者4條問題，但不包含受訪者政治取
向。

透過流動電話進行訪問，涵蓋全港市民的範
圍。

打出的任意電話號碼只有一個來源。

列明受訪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10時
至晚上9時。

由一位配音員錄音的語音系統自動進行，確保
一致性。

訪問時間僅1分鐘，不會對受訪者帶來時間上
的困擾。

全新民調系統，令受訪者較易接受。

問卷結果根據男女比例48：52 進行加權，不
包括可能不太懂粵語的家庭傭工，更接近香港
實際情況。

包含18歲或以下人士。

歡迎媒體查詢，以示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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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海流協
進會公布調查
結果。

鄭治祖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李自
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在即，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都呼籲反對派通過方
案。前特區政務司司長、全國政協常委
唐英年指，反對派至今仍在說一些在全
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以外的
事，及要推翻「8．31」決定，都是不切
實際的，更令人質疑他們究竟有多大的
誠意希望方案通過。他希望大家反思，
倘方案不獲通過，下一次只會將「8．
31」決定這個「套餐」再拿出來「翻
熱」，為何現在不接受。
唐英年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他會在
全國政協常委下周一在京開會時，向中
央爭取倘政改方案獲立法會通過，就擴
大提委會的選民基礎，如將公司票轉為
董事票等。不過，他仍然擔心，就算獲
得中央同意，反對派仍然未必接受。

質疑反對派不切實際欠誠意

他說，「現在離投票仍有一周的時
間，『泛民』仍然在說一些在（『8．
31』決定）框架以外的事，我覺得這是
不切實際的，我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有多
大的誠意希望通過。我覺得我也是失敗
的，因為我未能說服更多『泛民』朋友
的支持。我擔任『政改三人組』時，
『泛民』所提出的要求，基本上很多都
是在人大常委會的框架之內的，我們就
去確認那些要求是否屬實，只要是真
的，我們便再多走一次（向中央反
映），結果亦得到中央政府同意。」
唐英年續指，反對派說要以推翻「8
．31」決定作為未來抗爭的目標，但全
國人大常委會從未試過撤回其決定，反
對派要爭取一些從來未發生過的事並不
實際。「在2017參選特首的人都必需
要回答，是否有意啟動『政改五步
曲』？不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也只
會給香港同一個『套餐』（『8．31』

決定），再次『叮翻熱』。你上次不
吃，今次是否會吃呢？這樣還不是更難
嚥下。」

棠哥籲反對派勿做普選殺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昨日在一公

開場合表示，中央已清楚表態不會有任
何改變，尤其是「8．31」決定，他相信
無論如何陳述，「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會

改變」。
他指出，反對派中有人不喜歡中央的

管治，即使有溫和派人士希望通過特首
普選方案，但反對派採取綑綁式投票，
令他感到可惜。香港人爭取民主數十
年，現在普選的「生殺大權」不在中央
和特區政府手上，而在少數派議員手
上。他呼籲反對派支持方案，當普選推
手而不是殺手。

唐唐：與其「翻熱」何不現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堅
稱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昨日指出，特首普選方案一旦遭否
決，香港與中央的關係定會變差，失去未來
重啟「政改五步曲」的機會，以致失去立法
會的普選時間表，香港最終會成為輸家。她
呼籲反對派放下意氣之爭，通過方案。
李慧琼昨日指出，她認同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早前指出，特首普選方案一旦遭否
決就再無普選時間表，也就是民主的退
步，而否決方案後所帶來的結果，包括香
港與中央的關係變得更差等，就要全港市
民來承受。

籲反對派大局為重
她呼籲反對派應以大局為重，放下意氣
之爭，放棄「綑綁式」否決方案，並運用
智慧、勇氣支持普選方案。否則，香港必
定會失去未來重啟「政改五步曲」的機
會，以致立法會普選的時間表，屆時香港
一定是輸家。
李慧琼認為，下屆特區政府有空間重啟
「政改五步曲」，惟反對派應先接受中央
與香港的憲制關係，以解決雙方的僵局，
從而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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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松：否決方案損長遠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反對派堅稱

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卻避談香港失落普選後
的困局。前財政司司長、「團結香港基金」顧問梁
錦松昨日表示，一旦方案遭否決，特區政府難以推
動政策，會影響香港長遠競爭力，不利年輕人上樓
或向上流動。他呼籲反對派議員靜心思考，支持通
過方案。
梁錦松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時表示，從各方反應

看，自己對方案獲得立法會通過的機會不樂觀，但強

調通過方案比現時情況邁進一步，並呼籲議員靜心想
一想，希望最終有奇蹟出現。

不利年輕人上樓向上流
他強調，香港現在有很多深層次矛盾，如果方案通

過，特區政府能有效推行政策，工商界及年輕人都有
更多發揮機會。相反，一旦方案不通過，現時很多政
策無法通過的情況會繼續，對香港長遠的競爭力、對
每個人包括年輕人上樓和向上流動都不利。■■梁錦松梁錦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唐英年唐英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鄭耀棠鄭耀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慧琼李慧琼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