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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公信力評分因年齡層而變化

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最近完成了一項香港

市民對傳媒公信力評分的調查，詳細結果可參

看我們在2011年1月5日《明報》論壇版發表的

文章。和同系列過往的公信力調查結果比較，

今次主要的發現是香港傳媒的整體公信力評分

下降，但是跟外地媒體比較就不遑多讓。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年輕人的評分取態頗

為不同，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不同年齡層香港

市民的公信力評分情況，看看是否有一些模式

存在。

　　自十多年前，我們不定期以電話隨機抽樣

方式，訪問十八歲及以上的香港市民。這次調

查的(未加權)樣本有1,311人，調查範圍擴及

15歲少年，成功率是65%。表一和二分別是香

中

港市民對本港傳媒和外地傳媒的公信力所給的

分數及排名。要注意的是，在處理數據時，表

一和二是基於「未加權」的樣本，因此具體數

字和《明報》文章中的有些出入。

年輕人組別評分高

　　我們把被訪者分為5個年齡組別，分別

是(1)15-17歲；(2)18-24歲；(3)25-39歲；

(4)40-54歲；(5)55歲及以上。

　　15-17歲組別對傳媒公信力的評價和其他

組別明顯不同。他們對電子傳媒及報紙都給予

較高評分。在機構排名方面，值得注意的是，

他們把無綫電視放在電子傳媒的第一位，而且

對《明報》、《都市日報》和《文滙報》的排名

都比其他組別為高，但對《經濟日報》和《信

報》的排名就較低。這可能和他們的傳媒使用

習慣有關。這組別的人可能較多看電視，在學

校訂閱某些報紙，但對財經類的新聞報章沒有

興趣。

　　18-24歲組別的公信力評分和整體人口的

接近，只是對報紙的評價稍高。他們較為認同

《都市日報》，而對《經濟日報》和《東方日

報》的評分排名就略低。

成熟組別評分緊

　　無論是電子傳媒還是報紙，25-39歲的評

分和整體人口的接近。他們對《南華早報》的

排名稍低。40-54歲組別的情況也很相似，但

表一：2010年不同年齡市民對香港傳媒公信力的評估 (1-10分)

傳媒機構
15-17歲
(N=119)

18-24歲
(N=165)

25-39歲
(N=289)

40-54歲
(N=418)

55歲或以上
(N=320)

整體樣本
(N=1,311)

(I)	 電子傳媒

 香港電台 6.88 (2) 7.17 (1) 7.07 (1) 6.88 (1) 6.86 (1) 6.96 (1)

 無綫電視 6.99 (1) 6.67 (2) 6.56 (2) 6.86 (2) 6.67 (2) 6.74 (2)

 商業電台 6.69 (3) 6.41 (3) 6.51 (3) 6.45 (4) 6.42 (4) 6.48 (3)

 有線電視 6.54 (4) 6.27 (4) 6.35 (4) 6.56 (3) 6.51 (3) 6.45 (4)

 亞洲電視 6.47 (5) 6.45 (5) 6.32 (5) 6.38 (5) 6.30 (5) 6.36 (5)

 now TV 6.36 (6) 6.28 (6) 6.12 (6) 6.21 (6) 5.82 (6) 6.16 (6)

 新城電台 6.26 (7) 6.13 (7) 6.01 (7) 6.16 (7) 5.72 (7) 6.06 (7)

 香港寬頻 6.12 (8) 5.88 (8) 5.41 (8) 5.61 (8) 5.44 (8) 5.66 (8)

 電子傳媒平均 6.54 6.41 6.29 6.39 6.22 6.36

(II)	報紙

 南華早報 7.12 (2) 7.36 (1) 6.76 (3) 6.87 (1) 6.23 (4) 6.90 (1)

 明報 7.16 (1) 7.27 (2) 6.89 (1) 6.74 (3) 6.47 (2) 6.87 (2)

 經濟日報 6.61 (5) 6.69 (5) 6.77 (2) 6.75 (2) 6.45 (3) 6.68 (3)

 星島日報 6.96 (3) 6.94 (3) 6.61 (4) 6.55 (5) 6.18 (5) 6.62 (4)

 英文虎報 6.71 (4) 6.77 (4) 6.58 (5) 6.52 (6) 5.68 (8) 6.54 (5)

 信報 6.18 (9) 6.26 (6) 6.48 (6) 6.67 (4) 6.53 (1) 6.47 (6)

 頭條日報 6.25 (7) 6.18 (8) 5.82 (8) 5.76 (8) 6.04 (6) 5.95 (7)

 成報 6.23 (8) 6.21 (7) 5.90 (7) 5.80 (7) 5.58 (9) 5.92 (8)

 東方日報 6.11 (11) 5.72 (14) 5.63 (11) 5.76 (8) 5.96 (7) 5.80 (9)

 am730 6.06 (12) 6.04 (10) 5.75 (9) 5.69 (10) 5.55 (10) 5.80 (9)

 都市日報 6.35 (6) 6.14 (9) 5.69 (10) 5.55 (12) 5.39 (11) 5.77 (11)

 香港商報 5.90 (13) 5.96 (11) 5.59 (12) 5.56 (11) 4.99 (16) 5.60 (12)

 新報 5.75 (15) 5.82 (13) 5.41 (13) 5.36 (13) 5.15 (14) 5.47 (13)

 文匯報 6.18 (9) 5.92 (12) 5.26 (15) 5.10 (15) 5.22 (13) 5.46 (14)

 蘋果日報 5.68 (16) 5.29 (16) 5.41 (13) 5.18 (14) 5.35 (12) 5.34 (15)

 大公報 5.78 (14) 5.72 (14) 5.06 (16) 5.04 (16) 4.74 (17) 5.22 (16)

 太陽報 5.59 (17) 4.99 (17) 4.89 (17) 5.01 (17) 5.01 (15) 5.05 (17)

報紙平均 6.27 6.19 5.91 5.88 5.68 5.96

所有傳媒平均 6.36 6.26 6.03 6.04 5.85 6.09

整體香港新聞界* 6.78 6.44 6.49 6.47 6.20 6.44

註：評分幅度由1-10分，以上所列的是平均值，括號內是排名。
*「整體香港新聞界」是以一條問題由市民對所有傳媒作整體評分。

表二：2010年不同年齡香港市民對外地傳媒公信力的評估 (1-10分)

傳媒機構
15-17歲
(N=119)

18-24歲
(N=165)

25-39歲
(N=289)

40-54歲
(N=418)

55歲或以上
(N=320)

整體樣本
(N=1,311)

(I)	 電子傳媒

 BBC 7.09 (1) 7.38 (1) 7.01 (1) 6.88 (1) 6.72 (1) 7.01 (1)

 CNN 6.76 (2) 6.89 (2) 6.99 (2) 6.74 (2) 6.36 (2) 6.78 (2)

 鳳凰衛視 6.20 (4) 6.12 (3) 5.56 (3) 5.97 (3) 6.13 (3) 5.94 (3)

 中央電視台 6.27 (3) 5.98 (4) 5.20 (4) 5.49 (4) 5.90 (4) 5.66 (4)

 電子傳媒平均 6.58 6.59 6.19 6.27 6.28 6.35

(II)	報紙

 泰晤士報 6.88 (2) 6.96 (2) 6.66 (2) 6.62 (1) 6.32 (1) 6.70 (1)

 紐約時報 6.90 (1) 7.11 (1) 6.75 (1) 6.58 (2) 5.92 (2) 6.68 (2)

 南方周末 5.70 (4) 5.64 (3) 5.13 (3) 5.22 (3) 4.83 (4) 5.30 (3)

 人民日報 5.80 (3) 5.38 (4) 4.80 (4) 5.11 (4) 5.20 (3) 5.17 (4)

 報紙平均 6.32 6.27 5.84 5.88 5.57 5.96

註：評分幅度由1-10分，以上所列的是平均值，括號內是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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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公信力評分因年齡層而變化

這一組別對有線電視、《經濟日報》和《信報》

較為認同，可能與他們較多參與經濟活動有

關。

　　55歲及以上組別的情況就很不同。他們

對電子傳媒及報紙的公信力評價都最低。在他

們眼中，有線電視、《信報》、《東方日報》和

《蘋果日報》的排名高於其他組別，而對《南

華早報》、《英文虎報》和《香港商報》的排名

就較低。這一組別的人可能喜歡看一些大眾化

和財經類的報紙，但就較少看英文報紙。

　　從以上資料可見，年齡和公信力評分有明

顯的關係，可以分為4個分數級別。15-17歲

組別所給的評分最高，18-24歲次之，25-54

歲在第3等級，而55歲及以上者所給的分數最

低。

傳媒機構和年齡層的關係

　　在電子傳媒方面，商業電台較受15-39歲

的人信任，40歲及以上者的排名稍低。相反的

是有線電視，它在40歲及以上的人當中較受信

任，15-17歲組別者則較低。

　　報紙方面，《星島日報》、《英文虎報》和

《大公報》的模式相近。15-24歲組別對它們的

排名較高，但25歲及以上者則較低。相反的是

《經濟日報》和《蘋果日報》，它們較受25歲及

以上的人認同。

　　《信報》的情況比較特別，它在55歲及以

上組別排名第一，在40-54歲組別也排得高，

但在15-17歲組別就較低。《東方日報》較受40

歲及以上者的認同，39歲及以下者的排名就略

低。

　　 各新聞機構在不同年齡層有不一樣的可

信程度，這可能反映不同傳媒有自己的目標受

眾，或是在不同人生階段的受眾對新聞機構各

有喜好。對傳媒機構來說，最理想的當然是可

以同時得到所有人的信任，但實際上可能要作

某程度的取捨。究竟是爭取年輕人還是較成熟

的受眾，就不容易有定論，傳媒也不能夠自行

控制決定。

外地傳媒評價走勢相若

　　跟評價香港傳媒的情況一樣，不同年齡層

的市民對外地傳媒評價也出現相近的模式。無

論是電子傳媒還是報紙，15-17和18-24歲組

別的評分較高，25-39和40-54歲這兩個組別

位處中間，而55歲及以上組別就最低。15-17

歲組別對4個內地新聞機構的評分較其他組

別為高，特別是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

18-24歲組別明顯覺得4個外國傳媒機構可信，

對《南方周末》的評價也稍高。

　　25-39歲組別則對4個內地新聞機構的公信

力評分較低，而40-54歲組別雖然評BBC為第

一，但分數也較其他組別低。55歲及以上組別

就最嚴格，他們和18-24歲組別相反，對4個外

國新聞機構及《南方周末》的評分都是最低。

小結

　　為何年齡和公信力評分有這種反向的關

係？我們認為可以用「批判辨識能力」和「傳媒

使用習慣」來解釋。年輕人閱歷尚淺，對傳媒

情況不大了解，未有足夠的批判和分辨能力，

因此在公信力評分時傾向於較寬鬆。隨著年齡

增長，他們人生經驗增加，對新聞媒體有較多

使用和認識，辨識力和要求也提高，因此評分

便較緊。

　　以前新傳播科技未算普及，年輕人不斷成

長，不同年齡層逐漸更替，公信力評分由高

到低的模式應較為清晰及固定。但現時科技發

達，傳媒的數量和使用模式出現大變，現時 

(及將來) 的年輕人所要經歷的，相信和以前的

幾代人很不同。他們可能較少接觸傳統的新聞

傳媒，因而產生疏離感，對媒體的觀感也可能

受其他因素影響，令公信力評分下降，這是值

得新聞界關注和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