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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一：「你覺得香港依家物價上升嘅問題有幾嚴重呢？」 

 百分比  
 完全不嚴重 0.2 ) 
 不嚴重 2.5 ) 2.7 
 嚴重 50.1 ) 
 非常嚴重 46.4 ) 96.5 
 不知道／很難說 0.9 
 (樣本數) (1018)  

 

表二：「你覺得香港未來一年嘅物價將會繼續上升、下降，定係同依家一樣呢？」 

 百分比  
 下降 3.0 
 一樣 8.8 
 上升 83.2 
 不知道／很難說 4.9 
 (樣本數) (1018)  

 

表三：「整體嚟講，你覺得依家物價上升對你造成幾大嘅負面影響呢？」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5 
 少許 32.8 
 頗大 41.5 
 非常大 23.2 
 不知道／很難說 0.1 
 (樣本數)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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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以下幾方面嘅物價上升對你有幾大嘅負面影響呢？」 

不同生活支出  百分比  

食物方面  完全沒有 3.3  
  少許 27.2  
  頗大 42.2 ) 
  非常大 27.1 ) 69.3 
  不知道／很難說 0.1  
  (樣本數) (1018)  

水電燃氣方面  完全沒有 13.9  
  少許 33.7  
  頗大 31.1 ) 
  非常大 20.3 ) 51.4 
  不知道／很難說 1.0  
  (樣本數) (1018)  

交通方面  完全沒有 19.9  
  少許 35.4  
  頗大 27.2 ) 
  非常大 17.3 ) 44.5 
  不知道／很難說 0.2  
  (樣本數) (1018)  

住屋方面  完全沒有 41.9  
  少許 33.4  
  頗大 14.8 ) 
  非常大 9.0 ) 23.8 
  不知道／很難說 0.8  
  (樣本數) (1018)  

衣著方面  完全沒有 28.2  
  少許 48.4  
  頗大 18.4 ) 
  非常大 4.5 ) 22.9 
  不知道／很難說 0.5  
  (樣本數) (1018)  

耐用品方面  完全沒有 33.9  
  少許 44.9  
  頗大 15.0 ) 
  非常大 5.5 ) 20.5 
  不知道／很難說 0.7  
  (樣本數) (1018)  

 



 6

表五：「你覺得依家香港物價上升問題嘅最主要原因係以下邊一項呢？」 

 百分比  
 內地物價上升 30.4 
 國際物價上升 19.4 
 本港商人乘機加價 16.3 
 香港政府打擊通脹不力 12.1 
 本地生產成本 (例如租金、人工等) 上升 7.8 
 以上所有都是 2.4 
 其他 6.7 
 不知道／很難說 5.1 
 (樣本數) (1018)  

 

表六：「以下係一啲紓緩市民受物價上升壓力嘅可能措施，唔知你有幾贊成呢？」 

紓緩措施  百分比  

增加長者生果金額  完全不贊成 1.8 ) 
  不贊成 7.8 ) 9.6 
  贊成 61.9 ) 
  非常贊成 23.2 ) 85.1 
  不知道／很難說 5.3  
  (樣本數) (1017)  
限制水電燃氣加費  完全不贊成 1.0 ) 
  不贊成 11.1 ) 12.1 
  贊成 63.1 ) 
  非常贊成 22.2 ) 85.3 
  不知道／很難說 2.6  
  (樣本數) (1017)  
限制公共服務加費  完全不贊成 0.9 ) 
  不贊成 11.3 ) 12.2 
  贊成 65.1 ) 
  非常贊成 19.8 ) 84.9 
  不知道／很難說 2.9  
  (樣本數) (1017)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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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六：「以下係一啲紓緩市民受物價上升壓力嘅可能措施，唔知你有幾贊成

呢？」 

紓緩措施  百分比  

盡快立法制定最低工資  完全不贊成 1.4 ) 
  不贊成 16.0 ) 17.4 
  贊成 55.9 ) 
  非常贊成 19.6 ) 75.5 
  不知道／很難說 7.2  
  (樣本數) (1015)  
增加邊遠地區人士交通津貼  完全不贊成 1.1 ) 
  不贊成 17.1 ) 18.2 
  贊成 67.3 ) 
  非常贊成 7.9 ) 75.2 
  不知道／很難說 6.6  
  (樣本數) (1016)  
寬減公屋租金  完全不贊成 1.5 ) 
  不贊成 21.3 ) 22.8 
  贊成 59.5 ) 
  非常贊成 9.8 ) 69.3 
  不知道／很難說 7.9  
  (樣本數) (1013)  
如澳門的做法，向全港市民  完全不贊成 1.7 ) 
一筆過分派部份財政盈餘，  不贊成 30.3 ) 32.0 

還富於民  贊成 42.1 ) 
  非常贊成 19.7 ) 61.8 
  不知道／很難說 6.2  
  (樣本數) (1016)  
增加綜援金額  完全不贊成 3.8 ) 
  不贊成 27.3 ) 31.1 
  贊成 50.4 ) 
  非常贊成 5.5 ) 55.9 
  不知道／很難說 13.0  
  (樣本數) (1016)  
為公屋輪候冊上的市民提  完全不贊成 2.4 ) 
供部份租金津貼  不贊成 26.8 ) 29.2 
  贊成 54.0 ) 
  非常贊成 4.5 ) 58.5 
  不知道／很難說 12.3  
  (樣本數)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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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你覺得今年嘅財政預算案可唔可以紓緩市民受物價上升問題嘅影響呢？」 

 百分比  
 完全不可以 8.8 ) 
 不可以 37.3 ) 46.1 
 可以 43.9 ) 
 完全可以 0.3 ) 44.2 
 不知道／很難說 9.7 
 (樣本數) (1017)  

 

表八：「你知唔知道今年嘅財政預算案中，有邊啲紓解市民受物價上升壓力嘅措施 

呢？」 

 百分比  
 不知道 53.9 
 知道 46.1 
 (樣本數) (1016)  

 

表九：「你對香港政府能夠壓抑物價上升問題嘅信心有幾大呢？」 

 百分比  
 完全沒有 17.0 ) 
 沒有 38.1 ) 55.1 
 有些 39.9 ) 
 完全有 2.3 ) 42.2 
 不知道／很難說 2.8 
 (樣本數) (1016)  

 

表十：「你覺得有政黨背景嘅立法會議員喺紓緩市民受物價上升壓力上有冇幫到市 

民呢？」 

 百分比  
 完全沒有 23.4 ) 
 沒有 31.4 ) 54.8 
 有些 37.4 ) 
 完全有 0.2 ) 37.6 
 不知道／很難說 7.6 
 (樣本數)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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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你又覺得有邊個政黨最能幫到市民紓緩受物價上升嘅壓力呢？」 

【只問表示有政黨背景的立法會議員能幫助市民紓緩物價上升壓力】 

 百分比  

 民建聯 24.6  
 民主黨 9.3  
 公民黨 5.0  
 自由黨 3.4  
 民協 0.3  
 工聯會 8.2  
 職工盟 6.9  
 社民連 0.5  
 前線 0.3  
 獨立議員 0.5  
 沒有 1.6  
 不知道／很難說 39.4  
 (樣本數) (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