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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現已塵埃落定，港大民研計劃對

票站調查的深入分析亦已開展。關於票站調查

的理念和操作，筆者之一單單在今年，已先後

三次發表有關票站調查的文章，包括「票站調

查的專業規範」、「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最新發

展」、「《香港家書》堅持票站調查的深層意

義」等文章。本文主要分析今次票站調查是否

準確的問題，與早前發表的《立法會選舉滾動

調查準確程度》文章互相呼應。

事實上，筆者之一早已表明，因應今年立

法會選舉票站調查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民研計

劃決定調整以往的調查方法，以提升票站調查

的可信性及公信力。本文正好為是次調整作出

一個初步結論。

進行票站調查的困難

立法會選舉本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今屆

直選的競爭及激烈程度，更與以往有過之而無

不及。故此，進行票站調查的困難，的確比往

屆高。其主要原因，除了是大部份政黨放棄高

票當選的策略，選擇以分拆名單參選，又把目

標放在低門檻當選之外，亦是因為部份人士為

了對付某些背景可疑的票站調查機構，採用

「兩敗俱傷」的方法，提議選民胡亂作答票站

調查，故意破壞或擾亂票站調查的正常工作。

筆者知道，在過去多屆選舉中，都有政團

利用票站調查進行選舉工程。但多年來，政府

似乎都無意處理問題，有意無意地破壞了票站

調查的發展。今年 9 月，為了確立公眾對票站

調查的認識，民研計劃特別舉行了兩場新聞發

佈會。會上，民研計劃特別提出「獨立民調，

專業求真」的精神，目的是希望透過公眾教

育，令獨立專業

的票站調查能夠

在香港得以繼續

發展。不過，民研

計劃似乎未能改

變或扭轉部份人

士的蓄意破壞。

操作方面，在選舉當天，民研計劃派出約

二百名訪問員，在全港抽取共 105 個具代表性

票站的門外進行票站調查，並於晚上十時半選

舉正式結束後，首次公佈五個地方選區以及區

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結果推算。而整個分

析過程在十時半後仍然繼續，直至翌晨五時結

束。

而由於在設計上，民研計劃今年容許受訪

選民選擇在投票結束後，才處理有關數據。因

此，當晚十時半公佈的預測，只屬初步，十一

時半的第二次發放才較全面。本文於是以第二

次發放為準，分析有關預測的準確程度。

首先，筆者先要指出，在推測各候選名單

的選舉結果時，研究隊採用了一個五等標籤制

度，分別是「勝算極高」、「機會較高」、「機會

均等」、「機會較低」以及「勝算極低」。首兩

項標籤一般可視作應該當選，尤以「勝算極

高」為甚。而末兩項一般可視作應該落選，尤

以「勝算極低」為甚。至於「機會均等」，可以

視為高下難分，勝負難料。

數據顯示，以選舉當晚十一時半公佈的預

測計，每區分別有一至四名候選人被視為「勝

立法會選舉票站調 查 準 確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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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島

候選名單
票站調查當選預測 選舉得票

比率
當選名單

推算結果
準確度勝算極高 機會較高 機會均等 機會較低

許清安名單 1%

單仲偕名單 單仲偕 12% 單仲偕 正確

勞永樂名單 勞永樂 5% 正確

劉嘉鴻名單 劉嘉鴻 6%

鍾樹根名單 鍾樹根 10% 鍾樹根 正確

吳榮春名單 *

何秀蘭名單 何秀蘭 10% 何秀蘭 正確

葉劉淑儀名單 葉劉淑儀 9% 葉劉淑儀

王國興名單 王國興 8% 王國興

陳家洛名單 陳家洛 陳淑莊 21% 陳家洛 正確及錯誤

何家泰名單 *

曾鈺成名單 曾鈺成 11% 曾鈺成 正確

劉健儀名單 5%

吳文遠名單 1%

* 為百分比不足0.5%

九龍東

候選名單
票站調查當選預測 選舉得票

比率
當選名單

推算結果
準確度勝算極高 機會較高 機會均等 機會較低

梁家傑名單 梁家傑 15% 梁家傑 正確

黃國健名單 黃國健 14% 黃國健 正確

陶君行名單 陶君行 10%

嚴鳳至名單 1%

胡志偉名單 胡志偉 15% 胡志偉

陳鑑林名單 陳鑑林 17% 陳鑑林 正確

謝偉俊名單 謝偉俊 14% 謝偉俊

黃洋達名單 黃洋達 13% 錯誤

譚香文名單 2%

* 為百分比不足0.5%

算極高」，分別是香港島三名，九龍東一名，

九龍西兩名，新界東四名，新界西一名以及區

議會（第二）四名。結果，這十五名候選人全

部順利當選，進入議會。換言之，「勝算極

高」這一標籤的準確程度達百分之一百。

再看「機會較高」，以十一時半計，每區

分別有一至三名候選人被視為「機會較高」，

分別是香港島三名，九龍東三名，九龍西兩

名，新界東三名，新界西一名以及區議會（第

二）一名。結果，這十三名候選人當中，共有

十一人能夠最終當選。換言之，「機會較高」

這一標籤的準確程度是百分之八十五。

再看「機會均等」，正如前述，由於這一

標籤理論上是把一些稍有當選機會，以及一些

機會稍遜的候選人都一併列出，所以基本上不

會出現全部當選的情況。而以十一時半計，除

了區議會（第二）外，每個地方選區都分別有

二至十名候選人被視為「機會均等」，分別是

香港島三名，九龍東三名，九龍西兩名，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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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西

候選名單
票站調查當選預測 選舉得票

比率
當選名單

推算結果
準確度勝算極高 機會較高 機會均等 機會較低

黃以謙名單 2%

黃碧雲名單 黃碧雲 16% 黃碧雲 正確

譚國僑名單 譚國僑 13%

黃逸旭名單 1%

蔣麗芸名單 蔣麗芸 20% 蔣麗芸

黃毓民名單 黃毓民 17% 黃毓民 正確

林依麗名單 *

梁美芬名單 梁美芬 15% 梁美芬 正確

毛孟靜名單 毛孟靜 16% 毛孟靜 正確

* 為百分比不足0.5%

新界西

候選名單
票站調查當選預測 選舉得票

比率
當選名單

推算結果
準確度勝算極高 機會較高 機會均等 機會較低

梁志祥名單 梁志祥 7% 梁志祥

麥美娟名單 麥美娟 7% 麥美娟

陳樹英名單 陳樹英 5%

陳偉業名單 陳偉業 9% 陳偉業 正確

麥業成名單 1%

曾健成名單 2%

郭家麒名單 郭家麒 余若薇 14% 郭家麒 正確

田北辰名單 田北辰 8% 田北辰

何君堯名單 2%

陳一華名單 2%

梁耀忠名單 梁耀忠 9% 梁耀忠

陳恒鑌名單 陳恒鑌 7% 陳恒鑌

陳強名單 陳強 3% 正確

李永達名單 李永達 7%

李卓人名單 李卓人 8% 李卓人

譚耀宗名單 譚耀宗 9% 譚耀宗

* 為百分比不足0.5%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候選名單
票站調查當選預測 選舉得票

比率
當選名單

推算結果
準確度勝算極高 機會較高 機會均等 機會較低

何俊仁名單 何俊仁 14% 何俊仁 正確

涂謹申名單 涂謹申 20% 涂謹申 正確

白韻琹名單 4%

劉江華名單 劉江華 13% 正確

馮檢基名單 馮檢基 16% 馮檢基 正確

李慧琼名單 李慧琼 17% 李慧琼 正確

陳婉嫻名單 陳婉嫻 15% 陳婉嫻 正確

* 為百分比不足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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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六名以及新界西十名。結果，這二十四名候

選人當中，共有十四人能夠最終當選。換言

之，「機會均等」這一標籤的當選率是百分之

五十八。

最後，是「機會較低」和「勝算極低」，數

字顯示，在晚上十一時半公佈的三位「機會較

低」和其餘「勝算極低」的候選人當中，完全

沒有人能夠成功當選。換言之，「機會較低」

和「勝算極低」這一標籤的落選率，即落選預

測，也是百分之百。

總括而言，的確有兩名候選人被預測「機

會較高」而最終未能當選，但是這兩名落選者

的得票率與最後一席當選者的差異均只有百分

之一。須知道，民研計劃資源有限，只能在全

港五百多個票站抽取約一百個作為調查框架，

而這個做法導致的純抽樣誤差應有兩個百分比

（區議會（第二）則因為選民基礎及樣本數較

大，誤差為一個百分比），未計蓄意破壞行為

所造成的偏差。所以，在一個涉及幾十萬人投

票的選區中，數千票（即百分之一）的差別，

實在難以準確預測。因此，民研計劃票站調查

的預測，以標籤類別計，可謂相當準確。

調查的價值

民研計劃策劃票站調查二十多年，目的當

然不只是為了準確結果所帶來的一刻快感，否

則民研計劃的問卷便不會接近二十多題。票站

調查的價值，除了可以讓傳媒準確拿捏民情民

意，方便評論人士和一般巿民了解選舉結果之

外，還可以為學者專家提供極其珍貴的研究資

料，建立社會發展的科學基礎。

害怕民主的人士懼怕科學帶來民主，但部

份民主人士又為了發展民主而破壞科學，都是

非常不智的想法。當專業科學的票站調查受到

破壞，社會剩餘的，可能只有你爭我奪的政治

角力，和爾虞我詐的生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