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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Objectives of the Survey
The Home Affairs Bureau commissioned the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 conduct a survey to gauge
public’s opinions on the television announcement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V API)
series on “Our Home Our Country” with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
1.
2.
3.
4.

To assess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TV API;
To asses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the content of the TV API;
To understand public opinions on the mode of broadcasting the TV API;
To find out public expectations of the theme of the next series of the
TV API; and
5. To make appropriate comparisons with the findings of the 2006 survey.

Methodology of the Survey and Sample size
Public’s opinions on the TV API were collected by ways of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and telephone survey. A total of ten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were held
between January to March 2007. All the participants, aged 15 or above, were
Cantonese-speaking Hong Kong residents. The telephon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March 2007. A total of 2 609 respondents, aged 15 or above (Cantonese /
Putonghua-speaking Hong Kong residents), were successfully interviewed through
random sampling.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of the telephone survey was 43.0 %.

Findings of the Survey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did not consider
1

themselves as Chinese more, or saw Hong Kong as part of China more, or had
different feeling towards the national anthem and national flag after viewing the third
series – “Chinese Heritage” of the TV API. But after further discussions, it was noted
that quite a few of the participants ha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national
anthem and became less resistant and more receptive towards the national anthem or
the Mainland after watching the three series of the TV API in the past years. With
regard to the opinions on the third TV API series, many participants said they liked
the scene of flag-raising, while some considered the scene did not go with the melody
and lyrics of the national anthem.
Participants also provided a lot of opinions concerning the next TV API series.
Some suggested the content to cover both China and Hong Kong elements. The theme
may revolve around (1) the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of our country (2)
the daily lives of the people on the Mainland and (3) tie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Regard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ational anthem,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preferred a powerful version. Some suggested using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to perform the national anthem in order to add a stronger Chinese flavour,
and performers should also wear Chinese costumes. Moreover, participants believed
the audience would be more engaged and the performance would be more educational
if there were voices singing along with the national anthem played. On the other hand,
some participants indicated that instrumental performance of the national anthem
alone could give the audience more room for imagination. When asked whether the
lyrics should be shown, some participants thought it would be clearer with lyrics
shown and this could allow people to learn the lyrics and the anthem. However, some
expressed it would be better without the lyrics shown because the lyrics of the
national anthem did not go with the context of modern society and they could be
distracting.
Telephone survey
Of the 2 609 respondents successfully enumerated, 62.3%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aware of the TV API - “Chinese Heritage” (with the national anthem) being
broadcast on television, and 60.6% had watched it. Among the 1 582 respondents who
had watched the TV API, 7.0% expressed they “liked it very much”. The figure was
more than that in the 2006 survey (4.8%). 33.5% said they “liked it” (30.5% in last
year). 46.3% expressed their feeling towards the TV API was “half - half” (50.9% in
last year). 7.1% indicated they “strongly disliked / disliked it” (8.7% in last year).
Besides, 72.9% and 74.1% of the respondents thought the TV API was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fostering a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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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while 38.0% thought the TV API could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our
country. In addition, among the 1 625 respondents who were aware of the TV API
(with the national anthem) being broadcast on television, 61.3% “strongly agreed /
agreed” to continue broadcasting the TV API on television. This figure was about the
same as that in last year (61.9%). Those who indicated “half - half / no preference”
constituted 24.5%,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last year (19.0%). 11.4% said they
“strongly disagreed / disagreed”. The figure was about the same as that in last year
(12.2%).
Of the 1 363 respondents who had watched the TV API and agreed (strongly
agreed / agreed / half and half) to continue broadcasting the TV API with the national
anthem on television, the majority had experiences in the Mainland or had contacts
with the people on the Mainland. Among them, more than half expressed they “liked
it very much / liked it”. The percentag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who did not
have experiences in the Mainland. Also, the percentages of those who considered the
TV API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ulture, fostering a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 understanding of our country were higher among those respondents
with richer experiences in the Mainland. The above results evidently reflect the
acceptance of the TV API was higher among those with experiences in the Mainland /
contacts with the people on the Mainland than those without such experiences.
For the opinions regarding the next TV API series, among the 1 363 respondents
who had watched the TV API and were more inclined to agree to continue
broadcasting the TV API with the national anthem on television, a larger portion
preferred the national anthem “with vocal accompaniment” (59.8%), “to foster a
magnificent feeling to listeners” (71.6%) and “to use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to
perform” (54.1%). When asked whether the lyrics of the national anthem be shown in
the TV API, 82.8% agreed. Regarding the content, the majority of the respondents
preferred the content of the new series to be “half on China and half on Hong Kong”
(65.7%). The theme could be about “the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of our
country” (83.5%), “how Hong Kong people capitalise on their advantages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s of our country” (80.9%) or “the daily lives of the
people on the Mainland ”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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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調查摘要
意見調查目標
民政事務局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就市民對「心繫家國」系列電視宣傳
短片的意見進行一項調查，其目的如下：
1. 評估市民對宣傳短片的認知程度；
2. 評估市民對宣傳短片內容的看法；
3. 了解市民對宣傳短片播放模式的意見；
4. 探討市民對新一輯宣傳短片主題的期望；及
5. 與二零零六年所進行的意見調查結果作出適當比較。
意見調查方法和樣本數目
意見調查採用了聚焦小組討論和電話意見調查兩種方式收集市民意見。 在二零
零七年一至三月期間，一共進行了十組聚焦小組討論，所有參與聚焦討論的人士
均為15歲或以上，操廣東話的居港人士。 而電話意見調查則在同年三月進行，
以隨機抽樣的方法成功訪問了 2 609 位 15 歲或以上，操廣東話或普通話的居
港人士，整體回應率為 43.0%。
意見調查結果
聚焦小組討論
大部分參與聚焦小組討論的人士均表示不覺得看完第三輯 - 「承我薪火」電視
宣傳短片後，會更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更加覺得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或對
國歌、國旗的感覺有所不同。但經深入討論後，發現不少參與者在過去數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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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三輯的短片後，對國歌認識增加了，對國歌或國家的感覺是抗拒少了，接受多
了。有關對第三輯短片的意見，不少參與者表示喜歡有升旗的畫面，但認為畫面
與國歌旋律及歌詞不配合。參與者對新一輯的短片亦提供不少意見，他們建議內
容應具中港元素。主題可環繞“國家成就及未來發展” 、“內地市民大眾的日常生
活”及“國家和香港的連繫”等。至於國歌的演奏，大部分參與者較喜歡雄壯的演
奏，部分參與者提議採用中樂演奏，以加強中國感，並建議演奏者穿著中國服飾
演出。更有參與者認為有和唱的國歌可使觀眾更投入，而且具教育作用。但另一
方面，有一些參與者表示純音樂的國歌可以令觀眾有多些想像空間。至於是否顯
示歌詞，有參與者認為顯示歌詞會較清晰，而且可以讓人知道歌詞內容及學懂唱
國歌。不過，亦有人表示不顯示歌詞較好，因國歌歌詞不配合現代社會，而且會
分散觀眾的注意力。
電話意見調查
在 2 609 位受訪者中，有 62.3% 表示知道電視台正在播放一輯貫以國歌並名為
「承我薪火」的電視宣傳短片，曾看過該宣傳短片的則有 60.6%。 而在 1 582 位
曾看過該宣傳短片的受訪者中，有 7.0% 表示“非常喜歡”該宣傳短片，較2006
年的百分比 (4.8%) 為高； 33.5% 表示“喜歡”(去年為30.5%)。46.3% 對短片的
感覺是“一半半”﹝去年為 50.9%﹞，而 7.1% 則表示“非常不喜歡 / 不喜歡”
﹝去年為 8.7%﹞。 另外，分別有 72.9% 及 74.1% 的受訪者認為該宣傳短片
對認識中華文化及認同國民身份有幫助，而只有 38.0%認為宣傳短片有增加他們
對國家的了解。
此外，在 1 625 位知道電視台正在播放該輯貫以國歌的宣傳短片的受訪者當
中，有 61.3% 表示“非常贊成 / 贊成”在電視台繼續播放貫以國歌的短片，與去
年的數字 (61.9%) 相若。表示“一半半 / 無所謂”的有 24.5%，較去年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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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為高。而 11.4% 則表示“非常不贊成 / 不贊成”，與去年比較 (12.2%)
大致相若。
在 1 363 位曾看過該宣傳短片而贊成 (非常贊成 / 贊成 / 一半半) 繼續播放貫
以國歌的短片的受訪者中，大部分具內地經驗或與內地人士有接觸。當中，逾半
表示“非常喜歡 / 喜歡”該電視宣傳短片，較沒有內地經驗的受訪者為高。同時，
這些內地經驗較為豐富的受訪者，多認為短片對認識中華文化、國民身份認同以
及了解國家有幫助。結果皆反映對內地有認識 / 有接觸的人士，較沒有內地經
驗的受訪者，更為接受宣傳短片。
有關新一輯短片的意見，在 1 363 位曾看過該宣傳短片而贊成在電視台繼續播
放貫以國歌的短片的受訪者中，較多喜歡新一輯短片的國歌是“有人唱”
(59.8%)、“給人的感覺是雄壯” (71.6%) 及以“中樂演奏” (54.1%)。至於短片中應
否顯示國歌歌詞，有 82.8% 認為應該顯示。 而內容方面，大部分受訪者喜歡新
一輯短片的內容是“一半中國一半香港” (65.7%)。主題應環繞“國家的成就和未來
發展” (83.5%)、“香港人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為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 (80.9%)
及“內地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 (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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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民政事務局﹝以下簡稱「民政局」﹞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以下簡稱
「研究中心」﹞進行一項有關「心繫家國」系列電視宣傳短片的意見調查，其目
的為：
1. 評估市民對宣傳短片的認知程度；
2. 評估市民對宣傳短片內容的看法；
3. 了解市民對宣傳短片播放模式的意見；
4. 探討市民對新一輯宣傳短片主題的期望；及
5. 與二零零六年所進行的意見調查結果作出適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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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意見調查方法
意見調查採用了聚焦小組討論和電話意見調查兩種方式收集市民意見。聚焦小組
討論的目的是希望能深入了解市民對「心繫家國」系列電視宣傳短片的意見，以
及了解意見背後的因由。另透過電話意見調查以收集廣泛而有代表性的意見。

2.1
2.1.1

聚焦小組討論
目標人士

參與聚焦小組的人士均為 15 歲或以上，操廣東話的居港人士。
2.1.2

聚焦小組的組成

研究中心首先以 『電話隨機抽樣』及『滾雪球』兩種方式收集有興趣參與人士
的個人資料﹝如職業、教育程度等﹞，然後根據這些資料進行篩選，目的是希望
能夠涵蓋不同背景的人士參與小組討論，以收集較全面的意見。
聚焦小組共分十組進行討論。各小組皆以年齡組別劃分：分別有四組為 15-29
歲、三組為 30-45 歲 及 三組為 46 歲或以上的人士。每小組人數均為 7-8人，
男女約各半，學歷由小學至大學不等，分別來自不同的職業背景，包括僱主 / 商
人、高級行政人員、專業人員 (如醫生、律師、工程師、傳道人、社工、教師、
編導、記者、畫家等)、文職人員 (如秘書、文員等)、服務從業員 (如營業代表、
售貨員、接待員、侍應、導遊等)、技術或非技術人員 (如司機、技工、維修員、
倉務員、救生員、管理員、家務助理等)、紀律部隊人員，同時也包括退休人士、
待業人士、家庭主婦及學生等。
在正式進行各小組討論前，研究中心作了一次模擬討論，以測試擬定的討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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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流程。經測試後，討論議題作出了輕微的修改﹝聚焦小組討論的議題及流
程見附件I﹞。
2.1.3

進行日期

聚焦小組討論於二零零七年一月廿一日至三月十九日期間進行。
2.1.4

品質控制

各小組討論均設有兩位主持，而其中一位是由研究中心的顧問教授擔任，以確保
所有重要議題得到充分的討論。此外，各小組亦設有一至兩位記錄員，負責把整
個討論的過程收錄存案，並筆記議論的重點，以便撰寫報告及作覆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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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調查涵蓋所有年齡在 15 歲或以上通曉廣東話或普通話的居港人士。
2.2.2

抽樣設計

以電訊盈科公司最新一期住宅電話簿為抽樣框，隨機抽出電話號碼作為種籽號
碼。種籽號碼經加減程序1後，所得出的號碼連同種籽號碼，一共 11 400 成為此
次電話調查的樣本號碼。樣本號碼交由訪問員以「即將生日」的方法揀選目標受
訪者 (即從住戶中揀選年齡在15歲或以上通曉廣東話 / 普通話而又即將生日的
家庭成員)進行電話訪問。
2.2.3

數據收集方法

意見調查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CATI﹞
的形式，由訪問員進行訪問，並把資料直接輸入電腦作數據分析。
2.2.4

問卷

問卷設有 15 條有關電視宣傳短片第三輯及新一輯的封閉式問題。在進行正式電
話訪問工作前，研究中心進行了一次試查，以測試問卷及工作流程。 經試查後，
問卷作了輕微的修改﹝問卷見附件II﹞。
2.2.5

意見調查日期

電話訪問在二零零七年三月六、八至十一日、十五至十七日及十九至廿日﹝星期

1

此方法可令沒有紀錄在電話簿內的住宅號碼，也有機會被抽出作為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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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六︰由晚上六時半至十時半；星期日︰由下午二時半至晚上十時半﹞進行。
2.2.6

樣本數目及回應率

意見調查成功訪問了 2 609 位人士，回應率為 43.0%。

A.

選取電話號碼總數

B.

無效個案
﹝1﹞ 傳真 / 無效號碼
﹝2﹞ 密碼阻隔

11 400
5 335
4 082
47

﹝3﹞ 非住宅

955

﹝4﹞ 沒有合適受訪者

251

C.

成功訪問個案

2 609

D.

未能成功訪問個案

3 456

﹝1﹞ 無人接聽﹝嘗試 6 次或以上﹞

720

﹝2﹞ 適合的受訪者未能在調查期間完成訪問

56

﹝3﹞ 語言障礙

63

﹝4﹞ 接聽後即掛線﹝嘗試 2 次或以上﹞
﹝5﹞ 拒絕受訪 ﹝嘗試 2 次或以上﹞

回應率 [ C / (C+D) × 100%]
2.2.7

1 888
729

43.0%

抽樣誤差

完成訪問的樣本數目為 2 609。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抽樣誤差為 ±1.9%。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5

香港中文大學 傳播研究中心

2.2.8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民政事務局

品質控制

研究中心的訪問員皆為就讀大學的學生。在進行訪問前，訪問員均接受過適當的
培訓。研究中心職員亦會在訪問工作進行時加以監督，以確保訪問員正確地進行
訪問工作。同時，研究中心會抽取部分完成的問卷，進行多項質素檢查。收集的
資料經審核後，便作數據分析。
2.2.9

加權處理

收集的數據會加權處理，藉以矯正因成功訪問樣本的性別和年齡分佈偏離全港真
實情況所引致的偏差。權數是以統計處所發表的二零零六年年底全港總體人口按
性別和年齡的分佈情況計算。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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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意見調查結果
3.1
3.1.1
1.

聚焦小組討論
市民對第三輯 -「承我薪火」電視宣傳短片的觀後感
大部分參與者均表示不覺得看完宣傳短片後會更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
更加覺得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或對國歌、國旗的感覺有所不同。

2.

但經深入討論後，發現不少參與者在過去數年，觀看了三輯的短片後，對
國歌認識增加了，對國歌或國家的感覺是抗拒少了，接受多了。

3.

大部分參與者表示短片沒有加深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識，主要原因是
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均太顯淺或早已知曉，短片只具提醒作用。

4.

頗多參與者認為短片拍得不太好，認為短片的畫面與國歌的旋律及歌詞不
配合，畫面會淡化國歌的感覺，因為國歌的旋律比較雄壯，但畫面卻是柔
和的，並且只是一些生活化而非國家性的事情，未能突顯國家的特色或成
就，甚至有人表示短片像普通的廣告或音樂錄像。

5.

部分參與者表示聽國歌比看畫面更感動，因為國歌較激昂及振奮，懾動人
心。

6.

不少參與者表示在奧運時聽到國歌會感動得多，因為奪魁是國家的驕傲，
故感受較深。

7.

此外，部分參與者認為國歌歌詞不合時宜，及感覺「肉麻恐怖」
，雖然有參
與者因短片的緣故認識多了國歌歌詞，但亦有人表示知道歌詞後，對國歌
的感覺更差了﹝原因是國歌歌詞不配合現代社會﹞。更有參與者提議採用
其他有代表性的歌曲取替國歌。

8.

有 15-29 歲組別的參與者表示已有很多機會聽到國歌，因聽慣了，沒有甚麼
感覺，甚至有人感到厭煩，提議播放國歌的次數不要太頻密，以免太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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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其他組別的參與者認為國歌是莊嚴的，只可在某些場合才奏播，不應
天天在電視播放，並認為在集會才播放國歌，氣氛會較嚴肅，感覺亦會較
強烈。
9.

部分參與者認為短片的畫面節奏太快﹝每個鏡頭只佔很短時間﹞，令人看
得辛苦，難以理解要傳遞的信息。

10.

部分參與者認為短片主題不清晰及分題太多，而且分題之間沒有連繫，形
成沒有一個重點主題。

11.

部分參與者表示沒有留意到有國旗在短片出現，而有參與者認為不應於結
尾才展示國旗，寓意不好，即國旗一出場便完場，故認為在開始播放國歌
時，便要有國旗飄揚。

12.

雖然有參與者認為短片不需刻意標榜國旗，但有不少參與者喜歡有升旗的
畫面，而且有參與者表示將國旗揚出來的時候很漂亮，但遠攝的手法，感
覺像「到此一遊」，沒有一種代入的情緒。應用廣角方式﹝wide angle﹞ 去
拍攝﹝如第一輯﹞，令人感覺到是可觸摸的，如加插有人揮舞國旗，感覺
會更佳。

3.1.2
1.

市民對電視宣傳短片的整體意見
大部分參與者都較喜歡第一輯或第二輯，尤其特別多參與者喜歡第一輯，
而認為第三輯最差。他們喜歡第一或第二輯主要是因為感覺較直接及鮮
明，有動感，有代表國家性的事情，如國家成就、風景、建築物、軍事等
的畫面，令人感到驕傲及震撼，而且第一輯還有國歌由來的介紹。有參與
者表示喜歡第一輯是因為有和唱，而部分參與者喜歡第二輯是因為喜歡純
音樂。至於頗多參與者不太喜歡第三輯，主要原因已在 「3.1.1 市民對第三
輯的觀後感」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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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對新一輯電視宣傳短片的建議
部分參與者對新一輯的主題提出一些建議，要點如下：
•

不少參與者建議以“國家的成就及未來的發展”為新一輯的主題，提議選
用“國運昌隆”、“國富家強”、“高瞻遠矚”、“錦繡中華”等字句，用意是
表揚國家的成就，特別是近期的成就，又或是令人感到驕傲的事情，如
有關經濟、科技、運動、基建、甚至名山大川等。亦有人建議描述國家
如何衝出亞洲，踏足國際﹝例如國家加入世貿、陳馮富珍任世衛總幹
事﹞、國家和香港如何合作發展或國家如何帶動香港發展 ﹝例如二零
零八年奧運香港協辦奧運馬術﹞、以及一些好的轉變﹝例如 怎樣由以
往的農村變成現時的大城市﹞。

•

亦有參與者認為不需要太硬銷，寧願看一些平凡的中國式生活，例如內
地城市人民燒飯、讀書的真實情況，現實感較強，感覺比較平實。 其
中有一位參與者提議新一輯的內容可以有一部分讓人了解為何香港人
與國內同胞的文化行為有差異，例如他們喜歡隨處蹲，香港人會很反
感，但如果短片拍他們在農村裡很勤力很開心地耕作，耕作後，有一個
畫面是蹲著的，可能有個很特別的效果。他亦認為國家最負面的是公民
教育，可以嘗試在這方面改變香港人對內地人的印象。

•

有部分參與者建議以有關國家和香港的連繫為主題，例如國家送贈熊貓
與香港；國家運動員進場時香港人歡呼；又或是國家和香港共同擁有的
事物。

•
2.

其他建議包括民族特色、民主、環保。

大部分參與者認為新一輯的內容應具備國家和香港的元素，而國家的元素
可以佔一半或更多，使市民更加了解祖國。只有少數認為香港的元素應較
多，因這樣才會有較強的代入感。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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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主要提及的元素可分為成就、名山大川 / 景點、建築物、國家軍事
等的類別：
類别

國家

香港

科技 ﹝例如火箭升空、楊利偉﹞、
運動 ﹝特別是奧運、劉翔﹞、現代
成就

建築技術、選舉制度
化中國城市、經濟、加入世貿、陳馮
富珍任世衛總幹事

名山大川 /

九寨溝、長江、黃河、黃龍、黃山、
海洋公園

景點

崑崙山、兵馬俑、梯田
古代建築﹝長城、故宮、天壇﹞

建築物

金紫荊、青馬大橋
基建﹝青藏鐵路、三峽大壩﹞
國家主席、國家領導人與外國接觸、

國家、軍事

國旗的介紹、升國旗、航空母艦、飛
機、軍操
熊貓、節日習俗﹝如中秋節、新

其他

年﹞、國粹﹝如功夫、太極、易經、

馬拉松

陰陽五行、紙筆墨硯﹞、奧運吉祥物
4.

至於國歌前後的短片部分，有參與者表示有人幕前敍述比旁白好，因為有
一個主線人物，主題會包裝得較好，而幕前所選的敍述者，不少參與者認
為應是權威而又有學識及具知名度的人士，如鍾景輝是不錯的選擇。

5.

在 46 歲或以上的組別中，有較多的參與者喜歡有和唱的國歌，而其他年齡
組別較輕的參與者則大約一半半。喜歡有和唱的原因是可以知道國歌的內
容，而且共鳴感較大，就算沒有時間留意畫面，聽到唱國歌，對國家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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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會多一些。另一方面，喜歡純音樂的參與者是因為歌詞不配合現代社會，
而且可留有想像的空間。抗拒播放國歌宣傳短片的參與者多較喜歡純音樂
的國歌。
6.

樂曲演奏方面，大部分參與者較喜歡激昂雄壯的演奏。不少參與者提議採
用中樂，以加強中國感，並建議演奏者穿著中國服飾演出。

7.

至於是否顯示歌詞，參與者認為顯示歌詞可以讓人知道歌詞內容及學懂唱
國歌，亦可照顧失聰人士。但亦有參與者認為這樣會分散觀眾的注意力，
令人感覺像唱卡拉 OK。

8.

參與者對國歌的演唱者沒有太多意見，皆認為合唱為佳。

9.

參與者對短片的剪輯方面沒有特別意見。有參與者認為 5 秒片段 + 45 秒國
歌 + 10 秒片段的安排較好，因為通常觀眾對前段的專注力稍弱，會誤以為
仍然是廣告，在聽到國歌才留意短片，而且最後 10 秒具有呼應或總結的作
用，可以令人繼續思考。但有參與者郤表示，這安排會令人誤以為最後 10
秒的片段是另一個廣告。再者，國歌播放完畢，整套短片亦應完結。

10.

節奏不要太快、分題不要太多。﹝在「3.1.1 對第三輯的觀後感」中已提及。﹞

11.

應有介紹國旗的環節，如國旗的五顆星代表甚麼。 此外，國旗應該用廣角
的方式拍攝，而且不應在結尾才展示，寓意不好。﹝在「3.1.1 對第三輯的
觀後感」中已提及。﹞

3.1.4
1.

其他意見
有參與者建議更改現時短片播放的時間及次數，使更多人能觀看到宣傳短
片，尤其是在職人士。

2.

有參與者留意到短片畫面的尺寸是十六比九，而歌詞的字幕是顯示在畫面
之下，如果使用現時普遍的十六比九電視機的放大畫面模式，便有可能顯
示不到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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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意見調查

3.2.1

市民對「承我薪火」電視宣傳短片的認知程度

在 2 609 位的受訪者中，有 62.3% ﹝1 625 人﹞表示知道電視台正在播放一輯
貫以國歌並名為「承我薪火」的電視宣傳短片 ﹝圖 3.1 ﹞ ，較2006年的百分比
(70.9%) 略低。 這可能是市民對「心繫家國」較為熟悉，而沒有注意到第三輯
「承我薪火」的標題。
在 1 625 位知道電視台正在播放該輯貫以國歌的短片的受訪者當中，97.3%
(1 582 人) 曾看過該短片；29.5% 表示平均一星期看“1 – 2 次”，19.3% 看“3 – 4
次”，29.0%看“5 次或以上”，而14.4%表示看“少過 1 次”﹝圖 3.1﹞。

圖 3.1 市民對「承我薪火」電視宣傳短片的認知程度及觀看次數 (Q1 & Q2)

是否知道該宣傳短片

平均一星期觀看次數

﹝基數 = 2 609﹞

﹝基數 = 1 625﹞

拒絕回答
0.1%
很難說 /
不清楚 /
不記得
5.2%
少過 1 次
14.4%

不知道
37.6%

從來沒有
看過
2.7%
5次 或
以上
29.0%

知道
62.3%
1-2次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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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以所有受訪者人數計算﹝2 609位﹞，則有 60.6% 的受訪者表示曾看過該宣傳
短片﹝圖 3.2﹞，與2006年的結果 (62.6%) 相若。

圖 3.2 市民觀看「承我薪火」電視宣傳短片的次數 (Q2)
平 均 一 星 期觀 看 次 數
拒絕回答
0.1%

5 次 或 以上
18.1%

從來沒有看
39.3%
3-4次
12.0%

很難說 / 不清楚 /
不記得
3.2%

少過1 次
9.0%

1-2次
18.4%

基數：2 609

按受訪者的背景資料分析，相對來說，以下組別的受訪者對該宣傳短片的認知程
度較高﹝附件III 列表2(ii)﹞：
•
•

•
•

男性 (64.7%)
﹝而女性則為 57.1%﹞；
年齡介乎 35 - 64 歲 (67.0% - 72.7%)
﹝而年齡介乎 15 - 34 歲則為 56.3% - 60.2%；年齡在65歲或以上則為
42.4%﹞；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上 (64.1% - 72.5%)
﹝而教育程度為小學或以下則為 42.4%﹞；
在職人士 (64.4%)
﹝而非在職人士則為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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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對該宣傳短片的感覺

曾看過該宣傳短片的受訪者﹝1 582 人﹞，當被問及他們對短片的感覺，有 7.0%
表示“非常喜歡”該宣傳短片，較2006年的百分比 (4.8%) 為高； 33.5% 表示“喜
歡”(去年為30.5%)。46.3% 對短片的感覺是“一半半”﹝去年為 50.9%﹞，而 7.1%
則表示“非常不喜歡 / 不喜歡”﹝去年為 8.7%﹞﹝圖 3.3﹞。
圖 3.3 市民對該宣傳短片的感覺 (Q3)
非常喜歡
7.0

喜歡
33.5

4.8

40.5

30.5

35.3

一半半, 46.3

46.3

一般, 50.9

50.9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4.6 2.5 7.1
6.5

2.2

8.7
20072007
年
Year

不知道/無意見/拒絕回答
6.1

Year
20062006
年

5.1
0%

10%

20%

30%

40%

50%

60%

基數：2007年: 1 582
2006年: 1 129

若按受訪者的背景資料分析，相對來說，以下組別的受訪者較多喜歡﹝“非常喜
歡 / 喜歡”﹞該宣傳短片﹝附件III 列表 3﹞：
•
•

•

男性 (42.8%)
﹝而女性則為 38.3%﹞；
年齡在65歲或以上 (65.3%)
﹝而年齡介乎 35 - 64 歲則為 40.1% - 46.5%；年齡介乎 15 - 34
歲則為 24.5% - 33.8%﹞；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下(45.9% - 52.6%)
﹝而教育程度為高中或以上則為 36.4% - 37.6%﹞；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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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在職人士 (43.5%)
﹝而在職人士則為 38.5%﹞。

市民認為該宣傳短片的影響

在看過該宣傳短片的受訪者﹝1 582 人﹞中，認為短片對“認識中華文化”及“認同
國民身份”有幫助﹝“有很大幫助 / 有一定幫助 / 一半半 / 有少少幫助”﹞的分
別佔 72.9% 和 74.1%。 而認為沒有幫助的，則分別有 24.3% 及 23.2%﹝圖 3.4
及 圖 3.5﹞。 短片對“認同國民身份”有幫助的百分比，與去年的調查結果十分

接近 (2006年認為對“認同國民身份”有幫助：73.7% ; 沒有幫助：23.0%)。
至於對國家的了解，只有 38.0% 的受訪者認為短片增加了﹝“增加了頗多 / 增
加了少許”﹞他們對國家的了解，58.6% 則認為沒有增加﹝圖 3.6﹞。

圖 3.4 市民認為該宣傳短片對認識中華文化是否有幫助 (Q4)

不知道 / 無意見 /
很難說 /
拒絕作答
2.7%

有很大幫助
7.6%

沒有幫助
24.3%
有一定幫助
26.1%

有少少幫助
22.6%

一半半

16.6%

基數：1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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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市民認為該宣傳短片對認同國民身份是否有幫助 (Q5)

不知道 / 無意見 /
很難說 /
拒絕作答
2.7%

有很大幫助
9.0%

沒有幫助
23.2%
有一定幫助
27.8%

有少少幫助
20.6%
一半半
16.7%

基數：1 582

圖 3.6 市民認為該宣傳短片有否增加他們對國家的了解 (Q6)

不知道 / 無意見 /
很難說 /
拒絕作答
3.4%

增加了頗多
10.1%

增加了少少
27.9%

沒有增加
58.6%

基數：1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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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受訪者的背景資料分析，相對來說，以下組別的受訪者較多認為電視宣傳短片
對下列各項有幫助 / 有增加 ﹝附件III 列表4 - 6﹞：
項目

組別分析

認識中華文化
(列表4)

•
•
•
•

認同國民身份
(列表5)

•
•

•
對國家的了解
(列表6)

•
•

•

3.2.4

女性 (75.8%)
﹝而男性則為 70.2%﹞；
年齡在65歲或以上 (85.2%)
﹝而年齡介乎 15 - 64歲則為 66.0% - 74.1%﹞；
教育程度為高中或以下 (73.0% - 82.6%)
﹝而教育程度為大專或以上則為 66.2%﹞；
非在職人士 (80.0%)
﹝而在職人士則為 68.2%﹞。
年齡在65歲或以上 (78.9%)
﹝而年齡介乎 15 - 64歲則為 71.7% - 74.8%﹞；
教育程度為小學或以下 (78.2%)
﹝ 而 教 育 程 度 為 初 中 或 以 上 則 為 72.2% 74.8%﹞；
非在職人士 (76.6%)
﹝而在職人士則為 72.5%﹞。
年齡在65歲或以上 (50.9%)
﹝而年齡介乎 15 - 64歲則為 31.1% - 44.2%﹞；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下 (47.9% - 48.2%)
﹝ 而 教 育 程 度 為 高 中 或 以 上 則 為 30.5% 36.8%﹞；
非在職人士 (45.5%)
﹝而在職人士則為 32.7%﹞。

市民是否贊成在電視台繼續播放貫以國歌的短片

在 1 625 位知道電視台正在播放該輯貫以國歌的電視宣傳短片的受訪者當中，
有 61.3% 表示“非常贊成 / 贊成” 在電視台繼續播放貫以國歌的短片，與去年
的數字 (61.9%) 相若。表示“一半半 / 無所謂”的有 24.5%，較去年數字 (19.0%)
為高。而 11.4% 則表示“非常不贊成 / 不贊成”﹝圖 3.7﹞，與去年比較 (12.2%)
大致相若。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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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市民是否贊成在電視台繼續播放貫以國歌的短片 (Q7)
非常贊成
15.2

贊成
46.1

15.6

24.5
19.0

普通, 19.0

8.8

61.9

46.3

一半半/無所謂, 24.5

不贊成
8.0

61.3

非常不贊成
3.4 11.4
3.4

12.2
Year 年
2007
2007

不知道/無意見/拒絕作答
2.8

2006
Year 年
2006

6.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基數：2007年: 1 625
2006年: 1 278

按受訪者的背景資料分析，相對來說，以下組別的受訪者較多贊成﹝“非常贊成 /
贊成”﹞在電視台繼續播放貫以國歌的短片﹝附件III 列表 7﹞：
•
•

•
•

女性 (61.6%)
﹝而男性則為 61.1%﹞；
年齡在65歲或以上 (78.3%)
﹝而年齡介乎 35 - 64 歲則為 63.1% - 64.0%；年齡介乎 15 - 34 歲
則為 50.4% - 52.5%﹞；
教育程度為高中或以下 (61.7% - 71.3%)
﹝而教育程度為大專或以上則為 54.2%﹞；
非在職人士 (64.2%)
﹝而在職人士則為 59.4%﹞。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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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市民的內地經驗分析他們對宣傳短片的接受程度

在 1 363 位曾看過該宣傳短片而贊成 (非常贊成、贊成、一半半) 繼續播放貫以
國歌的短片的受訪者中，大部分具內地經驗，皆“有親戚朋友、同學或同事是內
地人並有接觸”或“曾在內地生活過 1 年或以上”。當中，逾半表示“非常喜歡 / 喜
歡”該電視宣傳短片，較沒有內地經驗的受訪者為高 ﹝圖 3.8﹞。
圖 3.8 市民對該宣傳短片的感覺(按不同內地經驗分析) (Q3)
在內地生活少於
1 年及沒有親友
是內地人

1.7
40.6

53.1

4.7

2.4
在內地生活
1 年或以上

59.8

31.4

6.5

2.9
有親友是內地人
並有接觸

39.3

53.1

0%
非常喜歡 / 喜歡

20%
一半半

40%

非常不喜歡 / 不喜歡

60%

4.6

80%

100%

不知道 / 無意見 / 拒絕回答

基數：在內地生活少於 1年及沒有親友是內地人: 313
在內地生活 1年或以上: 405
有親友是內地人並有接觸: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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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亦顯示，這些內地經驗較為豐富的受訪者，多認為短片對認識中華文化、國
民身份認同以及了解國家有幫助﹝圖 3.9﹞。
圖3.9 市民認為該宣傳短片的影響(按不同內地經驗分析) (Q4 – Q6)
在內地生活少於
1 年及沒有親友
是內地人

短片對認識
中華文化
是否有幫助
(Q4)

77.8

在內地生活
1 年或以上

86.2

有親友是內地人
並有接觸

短片對認同
國民身份
是否有幫助
(Q5)

短片有否
增加受訪者
對國家的了解
(Q6)

20.7

10.9

82.0

在內地生活少於
1 年及沒有親友
是內地人

79.7

1.5

2.9

16.3

1.7

19.0

1.4

在內地生活
1 年或以上

84.3

10.5

5.2

有親友是內地人
並有接觸

83.4

13.7

2.9

在內地生活少於
1 年及沒有親友
是內地人
在內地生活
1 年或以上

50.4

46.6

0%

20%

6.2

40.2

53.6

有親友是內地人
並有接觸

2.7

57.5

39.8

40%

60%

有幫助
有增加
不知道 / 無意見 / 拒絕回答

無幫助
無增加

2.9

80%

100%

基數：在內地生活少於 1年及沒有親友是內地人: 313
在內地生活 1年或以上: 405
有親友是內地人並有接觸: 670

以上數字皆反映對內地有認識 / 有接觸的人士，較沒有內地經驗的受訪者，更
為接受宣傳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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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對新一輯短片的意見

國歌的演奏及應否顯示歌詞
在 1 363 位曾看過該電視宣傳短片，並且比較傾向贊成 (非常贊成 / 贊成 / 一
半半) 繼續播放貫以國歌的短片的受訪者中，較多喜歡新一輯短片的國歌是“有
人唱 ”(59.8%) ﹝圖 3.10 ﹞、 “ 給人的感覺是雄壯”(71.6%) ﹝圖 3.11 ﹞及以 “中樂 ”

(54.1%) 演奏 ﹝圖 3.12﹞，至於短片中應否顯示國歌歌詞，有 82.8% 認為應該
﹝見圖 3.13﹞。

圖3.10 市民喜歡新一輯的國歌是以純音樂播放，還是和唱 (Q8)

兩樣都不鍾意
兩樣都鍾意 / 0.4%
無所謂
9.3%

不知道 / 無意見 /
很難說 /
拒絕作答
1.1%
純音樂
29.3%

有人唱
59.8%

基數：1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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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市民喜歡新一輯的國歌給人的感覺是雄壯，還是柔和 (Q9)

兩樣都鍾意 /
無所謂
3.9%

兩樣都不鍾意
0.2%

不知道 / 無意見 /
很難說 /
拒絕作答
1.2%

柔和
23.0%

雄壯
71.6%

基數：1 363

圖3.12 市民喜歡新一輯演奏國歌的樂器是中樂，還是管弦樂 (Q10)

無所謂
8.5%
其他
(例如中西合壁、
鋼琴)
2.9%

不知道 / 無意見 /
很難說 /
拒絕作答
5.8%

中樂
54.1%

管弦樂
28.7%

基數：1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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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 市民認為新一輯的國歌應否顯示歌詞 (Q11)

無所謂
5.0%
不應該
11.2%

不知道 / 無意見 /
很難說 /
拒絕作答
1.0%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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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1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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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受訪者的背景資料分析，相對來說，以下組別的受訪者有較多喜歡新一輯短片
的國歌是和唱、給人的感覺是雄壯、以中樂演奏及認為應該顯示歌詞﹝附件III 列
表8 - 11﹞：

項目

組別分析

喜歡是和唱
(列表8)

•
•

•

•
喜歡給人感覺雄壯
(列表9)

•

•

喜歡以中樂演奏
(列表10)

•

•

•

•
應該顯示歌詞
(列表11)

•
•

女性 (63.9%)
﹝而男性則為 55.6%﹞；
年齡介乎 35 - 44歲或年齡在55歲或以上 (分別為
65.3% 及62.8% - 63.6%)
﹝而年齡介乎 25 - 34 歲、45 - 54 歲及15 - 24 歲
則分別為 59.9%、57.9%及49.4%﹞；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下 (63.1% - 65.1%)
﹝ 而 教 育 程 度 為 高 中 或 以 上 則 為 57.3% 58.8%﹞；
在職人士 (61.4%)
﹝而非在職人士則為 58.4%﹞。
年齡在65歲或以上 (83.4%)
﹝而年齡介乎 35 - 64 歲則為 71.3% – 79.1%；年
齡介乎 15 - 34 歲則為 57.4% – 66.8%﹞；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下 (75.3% - 77.9%)
﹝ 而 教 育 程 度 為 高 中 或 以 上 則 為 67.8% 70.8%﹞。
女性 (56.7%)
﹝而男性則為 51.4%﹞；
年齡介乎 35 - 44歲 (61.7%)
﹝而年齡介乎 15 - 34歲、年齡介乎 45 - 54歲及年
齡在 55 歲或以上則分別為 53.5% - 56.5% 、
55.7%及 40.5% - 44.1%﹞；
教育程度為初中至高中 (55.2% - 57.5%)
﹝而教育程度為大專或以上及小學或以下則分別
為 51.5% 及 49.2%﹞；
在職人士 (56.5%)
﹝而非在職人士則為 50.7%﹞。
女性 (85.0%)
﹝而男性則為 80.6%﹞；
年齡介乎 25 - 64 歲 (82.9% - 88.4%)
﹝而年齡在 65 歲或以上及年齡介乎 15 - 24 歲
則分別為 77.7% 及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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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分析
•
•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上 (82.3% - 86.2% )
﹝而教育程度為小學或以下則為 78.5%﹞；
在職人士 (85.4%)
﹝而非在職人士則為 79.7%﹞。

市民對關於新一輯短片內容的意見
調查亦有問及 1 363 位曾看過該宣傳短片，並且比較傾向贊成﹝非常贊成 / 贊
成 / 一半半﹞繼續播放貫以國歌的短片的受訪者，對新一輯短片內容的意見。
大部分受訪者喜歡新一輯短片的內容是“一半中國一半香港”(65.7%)，而“以中國
為主”及“以香港為主”則分別佔 23.6% 及 7.2%﹝圖 3.14﹞。
當問及新一輯的內容應環繞甚麼主題，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應以“國家的成就與未
來發展”(83.5%)及“香港人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為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80.9%)
為主題，亦有半數 (50.3%) 受訪者認為應以“內地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為主題
﹝圖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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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4 市民喜歡新一輯的內容以“中國為主”、“香港為主”，還是“一半中國，一
半香港”(Q12)
不知道 / 無意見 /
很難說 / 拒絕作答
1.1%

無所謂
2.4%

以中國為主
23.6%

以香港為主
7.2%

一半中國一半香港
65.7%

基數：1 363

圖3.15 市民喜歡新一輯的內容所環繞的主題 (Q13 – Q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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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1 363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26

香港中文大學 傳播研究中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民政事務局

按受訪者的背景資料分析，相對來說，以下組別的受訪者較多喜歡新一輯短片的
內容是“一半中國一半香港”，以及認為內容應以環繞“香港人如何發揮自己的優
勢，為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國家的成就與未來發展”及“內地市民大眾的日常
生活”為主題﹝附件III 列表12 - 15﹞：
項目

組別分析

喜歡內容是“一半中國一 •
半香港”
(列表12)
•

•

認為內容環繞“香港人如 •
何發揮自己的優勢，為國
家的發展作出貢獻”非常 •
好 / 幾好
(列表13)
•
認為內容環繞“國家的成 •
就和未來發展” 非常好 /
幾好
(列表14)
•

認為內容環繞“內地市民 •
大眾的日常生活”非常好
/ 幾好
•
(列表15)
•

女性 (71.4%)
﹝而男性則為 59.8%﹞；
年齡介乎 15 - 34 歲 (72.3% - 75.3%)
﹝而年齡介乎 35 - 54 歲及年齡在55歲或以上則
分別為 65.9% - 67.9% 及 46.6% - 58.6%﹞；
教育程度為高中或以上 (65.2% - 71.0%)
﹝ 而 教 育 程 度 為 初 中 或 以 下 則 為 59.5% 60.1%﹞。
女性 (83.0%)
﹝而男性則為 78.7%﹞；
年齡介乎 15 -24歲或年齡在65歲或以上﹝分別為
85.3% 及 84.9%﹞
﹝而年齡介乎 25 - 64 歲則為 76.8% - 81.8%﹞；
教育程度為小學或以下 (85.9%)
﹝而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上則為 78.0% - 81.9%﹞。
年齡在 65歲或以上或年齡介乎 45 - 54歲﹝分別
為 88.8% 及 87.6%﹞
﹝而年齡介乎 15 - 44歲及年齡介乎 55 - 64歲則
分別為 79.5% - 82.0% 及 80.8%﹞；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下 (84.5% - 86.2%)
﹝ 而 教 育 程 度 為 高 中 或 以 上 則 為 82.9% 83.0%﹞。
男性 (54.6%)
﹝而女性則為 46.2%﹞；
年齡在 45歲或以上 (54.2% - 57.8%)
﹝而年齡介乎 15 - 44 歲則為 45.0% - 46.9%﹞；
教育程度為初中或以下 (58.1% - 60.9% )
﹝ 而 教 育 程 度 為 高 中 或 以 上 則 為 45.8%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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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資料

性別

53.4% 的受訪者是女性，46.6% 為男性﹝圖 3.16﹞。
圖3.16 性別 (Q16)

男
46.6%

女
53.4%

基數：2 609

年齡組別

14.7% 受訪者為 15 – 24 歲青年，37.3% 為 25 – 44 歲的人士，30.8% 為 45 –
64歲的人士，而年齡在 65 歲或以上的人士則佔 14.0%﹝圖 3.17﹞。
圖3.17：年齡組別 (Q22)

65 歲或以上
14.0%

不記得 /
拒絕作答
3.1%

55 - 64 歲
11.2%

45 - 54 歲
19.6%

15 - 24 歲
14.7%

25 - 34 歲
17.1%

35 - 44 歲
20.2%

基數：2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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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度

35.0% 受訪者的教育程度為高中，28.0% 為大專程度或以上，而小學或以下及
初中教育程度分別有 19.4% 及 14.5%﹝圖 3.18﹞。
圖3.18：教育程度 (Q23)
不記得 /
拒絕作答
3.1%

小學或以下
19.4%

專上或以上
28.0%

初中
(中一至中三 )
14.5%

高中
(中四至中七 )
35.0%

基數：2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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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約一半的受訪者 (53.1%) 為僱主 / 僱員，其次為退休人士 (15.3%)、料理家務
者 (13.7%)、學生 (10.2%) 和 待業 / 失業人士 (3.6%)﹝圖 3.19﹞。
圖3.19：職業 (Q24)
很難說 / 拒絕作答
3.9%

其他
待業 / 失業人士

僱主 / 經理 /
專業人士

0.1%

3.6%

19.6%

退休人士
15.3%

料理家務者
13.7%

文員 / 服務 /
售貨員 / 工藝 /
技術人員
學生

10.2% 家庭傭工 /

29.1%

非技術人員
4.4%

基數：2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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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聚焦小組討論 - 議題及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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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小組討論 - 議題及流程
首先播放短片 (第三輯，一至二個
版本)
第一部分 (對第三輯的觀後感)
作為一個香港人，你睇完套短片
之後有乜感覺？
點解呢？

主要議題
國民身份認同
睇完之後，有無更加覺得「自己係中國
人」？ 點解呢？
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國歌、國旗
睇完之後，你會唔會更加覺得香港係中國
嘅一部分？
對國歌、國旗嘅感覺又有無唔同呢？
如果有，點樣唔同呢？ (例如：會唔會更加
感覺同自己有一種關係？)
點解呢？

首先播放短片 (第三輯的 12 個分
題，每個十五秒)
第二部分 (對第三輯的 12 個分題
的觀後感)
睇完 12 個分題之後，有乜野感覺
呢？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主要議題
中國傳統文化
睇完之後，對中國傳統文化嘅感覺有無唔
同呢？
如果有，點樣唔同呢？ (例如：會唔會了解
多左？ 有多些認識？)
點解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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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播放短片 (第一、二輯，各一個
版本)
第三部分 (對第一至第三輯的整體意
見)
依家睇埋第一、二輯嘞，你有乜野
感覺同意見呢？

第四部分 (對下一輯的意見)
你覺得下一輯嘅短片可以加入啲乜
嘢嘅 主題 / 元素
，以加強國民教育嘅效果？
你又有乜野建議，可以改良表達手
法 / 製作方式？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民政事務局

主要議題
比較鍾意第一、第二，定係第三輯呢？
點解呢？

主要議題
主題
有無留意第一、第二，同埋第三輯嘅主題
係乜野呢？
對下一輯嘅主題有無乜野建議呢？
元素
關於中國多些、香港多些、定係中國香港
各半？
關於中國嘅乜野？ 科技、經濟、體育、
歷史、地理、文化、名人……
關於香港嘅乜野？ 科技、經濟、體育、
歷史、地理、文化、名人……
表達手法 / 製作方式
純音樂 或 有人唱？
音樂： 中樂、管弦樂、軍樂、其他？
唱： 由邊個唱？
歌詞： 顯唔顯示出黎？
短片剪輯方式
5 秒短片 + 45 秒國歌 + 10 秒短片（如
「心繫家國」）
15 秒短片 + 45 秒國歌（如「志在四方」
及「承我薪火」）
其他建議，如拍攝手法等等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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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電話意見調查 - 問卷

香港中文大學 傳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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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心繫家國」系列電視宣傳短片
電話意見調查 (2007)
Intro ********
你好。 我姓 ___，係中文大學 傳播研究中心嘅訪問員，我哋受政府嘅國民教育專責小
組委託，做緊一項意見調查，想知道市民對『心繫家國』系列電視國歌短片嘅意見，
你嘅意見會絕對保密，請你幫忙。
(1. “即係喺傍晚電視新聞之前播嗰套國歌短片”)
(2. 訪問係不記名的。)
(3. 所得嘅資料只係用嚟做整體統計分析之用，不會個別發表。)
Choose ********
請問你屋企有幾多位夠 15 歲嘅家庭成員，而一星期起碼有 5 晚喺度瞓嘅呢？
【如果只有 1 位，便訪問這 1 位】
【如果多過 1 位： (為咗使研究有代表性，我需要隨機抽樣，從你哋家庭成員中，揀選
嚟緊最快生日嗰一位接受訪問。)】
1.

選出了 15 歲或以上，並且最快生日及一星期起碼有 5 晚
喺度瞓的受訪者

Ctrl + End

被抽中的受訪者不在家
(佢 (哋) 大約幾時返嚟呢？請問點樣稱呼佢呢 ? )

Ctrl + End

沒有 15 歲或以上的家庭成員
(唔好意思，我地只係訪問 15 歲或以上嘅人士，麻煩晒
你，拜拜。)

Q1 ********
你知唔知道喺電視台播放緊一輯貫以國歌，名為「承我薪火」嘅電視短片，即係電視
台每日傍晚新聞前播放嘅國歌短片呢？
1. 知道
2. 唔知道 Æ 跳問 Q16、Q22、Q23、Q24
9. 拒絕回答 Æ 跳問 Q16、Q22、Q23、Q24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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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
你平均一星期睇幾多次呢套電視國歌短片呢？
1. 5 次 或 以上
2. 3 - 4 次
3. 1 - 2 次
4. 少過 1 次 (曾經睇過)
5. 好難講 / 唔清楚 / 唔記得
6. 從來無睇過 Æ 跳問 Q7
9. 拒絕回答 Æ 跳問 Q7
Q3 ********
你對呢套短片嘅感覺，係 非常喜歡、喜歡、一半半、唔喜歡，定係 非常唔喜歡 呢？
1. 非常喜歡
2. 喜歡
3. 一半半
4. 唔喜歡
5. 非常唔喜歡
9. 唔知道 / 無意見 / 拒絕回答
Q4 ********
你認為播放呢套短片對認識中華文化有無幫助呢？ 有很大幫助、有一定幫助、一半
半、有少少幫助，定係無幫助呢？
1. 有很大幫助
2. 有一定幫助
3. 一半半
4. 有少少幫助
5. 無幫助
9. 唔知道 / 無意見 / 好難講 / 拒絕作答
Q5 ********
你認為播放呢套短片對認同國民身份有無幫助呢？ 有很大幫助、有一定幫助、一半
半、有少少幫助，定係無幫助呢？
1. 有很大幫助
2. 有一定幫助
3. 一半半
4. 有少少幫助
5. 無幫助
9. 唔知道 / 無意見 / 好難講 / 拒絕作答

Q6 ********
呢套短片有無增加你對國家嘅了解呢？
[如果有增加，要追問： “增加左頗多” 定係 “增加左少少”?]
1. 增加左頗多
2. 增加左少少
3. 無增加
9. 唔知道 / 無意見 / 好難講 / 拒絕作答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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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
你贊唔贊成喺電視台繼續播放貫以國歌嘅短片呢？係 非常贊成、贊成、一半半、唔贊
成，定係 非常唔贊成 呢？
1. 非常贊成 (若 Q2 = 6 或 9 Æ 跳問 Q16、Q22、Q23、Q24)
2. 贊成 (若 Q2 = 6 或 9 Æ 跳問 Q16、Q22、Q23、Q24)
3. 一半半/ 無所謂 (Q2 = 6 或 9 Æ 跳問 Q16、Q22、Q23、Q24)
4. 唔贊成 Æ 跳問 Q16、Q22、Q23、Q24
5. 非常唔贊成 Æ 跳問 Q16、Q22、Q23、Q24
6. 唔知道 / 無意見 / 拒絕作答 Æ 跳問 Q16、Q22、Q23、Q24
Q8********
嚟緊會拍下一輯短片，下一輯短片播放國歌嘅時候，你鍾意播純音樂嘅國歌，定係有
人唱嘅國歌呢？
1. 純音樂
2. 有人唱
3. 兩樣都鍾意 / 無所謂
4. 兩樣都唔鍾意
9. 唔知道 / 無意見 / 好難講 / 拒絕作答
Q9 ********
下一輯短片裏面，你鍾意播放出嚟嘅國歌俾人感覺係雄壯定係柔和呢？
1. 雄壯
2. 柔和
3. 兩樣都鍾意 / 無所謂
4. 兩樣都唔鍾意
9. 唔知道 / 無意見 / 好難講 / 拒絕作答
Q10 ********
你會提議用乜嘢樂器演奏呢？ 中樂、管弦樂 定係 其他呢?
1. 中樂
2. 管弦樂
3.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
4. 無所謂
9. 唔知道 / 無意見 / 好難講 / 拒絕作答
Q11 ********
下一輯短片裏面，播放國歌嘅時候，應唔應該同時顯示歌詞呢？
1. 應該
2. 唔應該
3. 無所謂
9. 唔知道 / 無意見 / 好難講 / 拒絕作答

Q12 ********
你鍾意下一輯嘅內容，以中國為主，以香港為主，定係一半中國，一半香港呢？
1. 以中國為主
2. 以香港為主
3. 一半中國一半香港
4. 無所謂
9. 唔知道 / 無意見 / 好難講 / 拒絕作答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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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 至 Q15 由電腦隨機編配先後次序)

Q13 ********
下一輯嘅內容，如果環繞住 “香港人點樣發揮自己嘅優勢，為國家嘅發展作出貢獻” ，
你覺得好唔好呢？
[如果好，要追問: “非常好” 定係”幾好” ; 如果唔好，要追問: “唔係幾好” 定係”非常唔
好”?]
1. 非常好
2. 幾好
3. 一般
4. 唔係幾好
5. 非常唔好
9. 唔知道 / 無意見 / 好難講 / 拒絕作答

Q14 ********
下一輯嘅內容，如果環繞住 “國家嘅成就同未來發展” ，你覺得好唔好呢？
[如果好，要追問: “非常好” 定係”幾好” ; 如果唔好，要追問: “唔係幾好” 定係”非常唔
好”?]
1. 非常好
2. 幾好
3. 一般
4. 唔係幾好
5. 非常唔好
9. 唔知道 / 無意見 / 好難講 / 拒絕作答

Q15 ********
下一輯嘅內容，如果環繞住 “內地市民大眾嘅日常生活” ，你覺得好唔好呢？
[如果好，要追問: “非常好” 定係”幾好” ; 如果唔好，要追問: “唔係幾好” 定係”非常唔
好”?]
1. 非常好
2. 幾好
3. 一般
4. 唔係幾好
5. 非常唔好
9. 唔知道 / 無意見 / 好難講 / 拒絕作答

為分析調查結果，請你提供一啲有關你嘅資料:
Q16*******
記錄性別
1. 男
2. 女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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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
請問你嘅出生地係:
1. 香港
2. 中國內地
3. 澳門
4. 台灣
5. 亞洲其他地方
6. 歐美
7. 澳紐
8. 其他 (南美洲、非洲)
9. 唔記得 / 拒絕作答

Q18********

請問你有無喺內地生活過一年或以上呢？
1. 有
2. 無 Æ Q20
3. 唔記得/ 拒絕作答 Æ Q20

Q19 *********

咁請問喺內地總共生活左幾多年呢？
_____ 年 [不可入 “0”]
9. 唔記得 / 拒絕作答

Q20 *********
你有無親戚朋友、同學或者同事係內地人呢？
1. 有
2. 無 Æ Q22
9. 唔知道 / 好難講/ 拒絕作答 Æ Q22

Q21********
你平時有無同佢哋接觸嘅呢？
1. 有
2. 無 或 好少
9. 唔知道 / 好難講 / 拒絕作答

有關「心繫家國」系列電視宣傳短片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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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
請問你幾多歲呢？
1. 15 – 19
2. 20 – 24
3. 25 – 29
4. 30 – 34
5. 35 – 39
6. 40 – 4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民政事務局

7. 45 – 49
8. 50 – 54
9. 55 - 59
10. 60 – 64
11. 65 - 69
12. 70 或以上
99. 唔記得 / 拒絕作答

Q23********
請問你讀書讀到乜嘢程度呢？ (就讀中也計)
1. 無接受正式教育 / 幼稚園
2. 小學
3. 中一至中三
4. 中四至中五 (包括展翅、Grade 10 - 12)
5. 中六至中七
6. 專上 (非學位) (包括副學士)
7. 專上 (學位) 或以上
8. 其他 (請註明)
9. 唔記得/ 拒絕作答

Q24 ********
請問你嘅職業係？
1. 僱主 / 自僱
2. 經理 / 行政人員
3. 專業人士
4. 文員
5. 服務 / 售貨員
6. 工藝 / 技術人員
7. 家庭傭工
8. 非技術人員 (如小販、看更、建築業雜工)
9. 學生
10. 料理家務者
11. 退休
12. 待業 / 失業人士
13. 其他 (請註明)
99. 好難講 / 拒絕作答

多謝你接受訪問。唔該晒，拜拜！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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