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參加「真歡迎參加「真.民主參選人調查」問卷！民主參選人調查」問卷！
 
注意：你參加本「真注意：你參加本「真.民主參選人調查」問卷，表示你同意「做個聰明選民」運動把你對此問卷的所有回應上民主參選人調查」問卷，表示你同意「做個聰明選民」運動把你對此問卷的所有回應上
載至本運動的網站和社交平台、及應用於有關活動，讓選民參考、比較或作出評價，並且作為八月「選民與載至本運動的網站和社交平台、及應用於有關活動，讓選民參考、比較或作出評價，並且作為八月「選民與
參選人對談會」的討論資料。參選人對談會」的討論資料。

第一部份 : 參選人自我定位

「做個聰明選民」真「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民主參選人調查

本問卷有四部份：參選人自我定位；政治議題；全港性經濟和民生議題；選區民生議題。每
個議題範圍都有三個項目請你回答, 以便向選民展現你的理念和才能。

如有需要，你可以中途暫停登出，稍後再重新登入時，上次輸入的答案會出現，你可以繼續
填寫或修改回應，我們將以邀請函上列出的截止日期當日的答案為準，請在指定的限期前完
成全份問卷。

限期過後，我們會再發給你另外一個修改問卷專用連結，如你認為需對個別議題的答案作
出重要修改，可以再登入問卷提交新想法，你的新舊回應都會並排上載。

謝謝！

1. 姓名*

網址

面書

其他，請說明

2. 競選網址、面書、其他社交媒體或通訊方式*



電郵

電話

Telegram

其他, 請說明

3. 可供「做個聰明選民」運動與你聯絡的方法 (你對此問題的回答不會公開)*

自我定位 :

4. 我是非建制派的參選人。*

同意

不同意

5. 我支持和會積極爭取香港成為一個公義社會，並且符合國際公認的民主和人權標準。*

同意

不同意

6. 我若然當選，會在整個任期間用選民授權的議員身份，與其他真‧民主議員以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的精神，
努力不懈為香港人爭取上述的公義制度。
*

同意

不同意

如不同意, 請說明：(最多300字)

7. 我若然當選，會與其他真‧民主議員「綑綁投票」, 反對將基本法第23條立法和⁄或反對將國家安全法引入香
港。
*

同意

不同意



如不同意, 請說明：(最多300字)

8. 我若然當選，會與其他真‧民主議員「綑綁投票」, 務求廢除功能組別。*

同意

不同意

如不同意, 請說明：(最多300字)

9. 我若然當選，會與其他真‧民主議員「綑綁投票」, 務求重啟政改、爭取真普選。*

同意

不同意



 

第二部份 : 政治議題(1)

「做個聰明選民」真「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民主參選人調查

聰明選民認為首項最重要的政治議題是「對民主、人權、法治和何謂公義社會的理解」。要
讓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念、認知、能力、爭取策略和實質行動，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 並請說明:
1.你如何定義「民主」、「人權」和「法治」？
2.你認為現時香港在這三方面有哪幾處符合國際既定標準，又有哪幾處並不符合？
(最多500字)

1. 你如何評價香港的民主、人權、法治現況？*

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不知道

無意見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 並請說明:
1.你如何定義「公義社會」？
2.民主、人權、法治和公義社會有甚麽相互關係？
(最多500字)

2. 你認為現時香港社會是否公義?*

很公義

公義

不公義

很不公義

不知道

無意見

請說明：
1.若你認為有責任，若然當選、你有甚麼策略和行動方案來為香港人爭取一個公義社會？ 
2.若你認為立法會議員没有責任，請解釋。
(最多500字)

3. 你認為立法會議員是否有責任令香港成為公義社會？*

有，而且是主要責任

有責任，但不是主要

没有責任

不知道

無意見

4. 若你想暫停作答，稍後才再繼續，請選「暫停待續」，然後按「下一頁」鍵到结束頁登出。

暫停待續



 

第二部份 : 政治議題(2)

「做個聰明選民」真「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民主參選人調查

聰明選民認為第二項最重要的政治議題是「如何壯大香港的公民力量」。要讓選民了解你在
這方面的理念、認知、能力、爭取策略和實質行動，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並請說明:
1.你理想中的公民社會和公民應有的權力。
2.現時香港的公民力量與你的理想差距多大？原因何在？ 
(最多500字)

1. 你如何評價香港現時公民力量的強弱程度？*

很強大

強大

微弱

很微弱

不知道

無意見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 並請說明:
1.你認為立法會議員和公民社會之間應有怎樣的關係。
2.你認為現時非建制議員與公民社會是怎樣的實際關係。 (最多500字)

2. 你認為現時非建制立法會議員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對爭取民主是否有利？*

很有利

有利

不利

很不利

不知道

無意見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 並請說明:
1.如你認為有責任，那若然當選，你有何策略和實質行動方案來壯大香港的公民力量、改進非建制議員與公民社會的關係？
2.如你認為没有責任，請解釋。 
(最多500字)

3. 你認為立法會議員對壯大香港公民力量是否有責任？*

有, 並且是主要責任

有責任、但不是主要

没有責任

不知道

無意見

4. 若你想暫停作答，稍後才再繼續，請選「暫停待續」，然後按「下一頁」鍵到结束頁登出。

暫停待續



第二部份 : 政治議題 (3)

「做個聰明選民」真「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民主參選人調查

聰明選民認為第三項最重要的政治議題是「爭取民主香港的手法」。要讓選民了解你在這方
面的理念、認知、能力、爭取策略和實質行動，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並請說明:
1.你認為立法會議員採取怎樣的手法為香港爭取民主最為有效？為何是最有效?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抗爭策略、議事策略和行動方案來爭取一個民主香港？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1. 你最認同那一種爭取民主的手法？*

和平、理性、非暴力

勇武、非暴力

勇武、自衛性使用暴力

勇武、攻擊性使用暴力

勇武、暴力無底線

不知道

無意見

2. 若你想暫停作答，稍後才再繼續，請選「暫停待續」，然後按「下一頁」鍵到结束頁登出。

暫停待續



 

第三部份： 全港性經濟和民生議題

「做個聰明選民」真「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民主參選人調查

聰明選民認為首項最重要的全港性經濟和民生議題是「土地政策」。要讓聰明選民了解你在
這方面的理念、認知、能力、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若你認為政策不完善，請說明：
1.香港土地政策導致了甚麼社會問題？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香港的土地政策？它們如何可以解決或減輕現時因土地政策而產生的社會問
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實踐你的策略和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1. 你如何評價香港的土地政策？*

很完善

完善

不完善

很不完善

不知道

無意見

聰明選民認為第二項重要的全港性經濟和民生議題是「香港本土福利的優先考慮權」。要讓
聰明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的理念、認知、能力、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回答以下項目：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若你認為有需要，請說明：
1.是什麼原因引起香港人對「香港本土福利的優先考慮權」有如此重大的關注？
2.怎樣才是一個符合民主和人權基本原則，既公平、又公義的「香港本土福利的優先考慮權」？
3.若然當選，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議員的資源和權力，為香港社會爭取一個合理的「香港本土福利的優先考慮權」？
(最多1000字)

2. 你認為香港是否需要立法規定「香港本土福利的優先考慮權」？*

很需要

需要

可有可無

没有需要

不知道

無意見

聰明選民認為第三項最重要的全港性經濟和民生議題是「貧富懸殊」。要讓聰明選民了解你
在這方面的的理念、認知、能力、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的選項。若你認為貧富懸殊的情況有問題，請說明：
1.哪些主要因素導致香港的貧富懸殊？
2.貧富懸殊導致香港哪些社會問題？
3.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
4.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3. 你如何評價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

很嚴重

嚴重

大致上没有問題

完全没有問題

不知道

無意見

4. 若你想暫停作答，稍後才再繼續，請選「暫停待續」，然後按「下一頁」鍵到结束頁登出。

暫停待續





第四部份： 選區民生議題

「做個聰明選民」真「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民主參選人調查

1. 你預備參選的選區*

香港島

九龍東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超區



第四部份： 選區民生議題 - 香港島

「做個聰明選民」真「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民主參選人調查

「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在五個選區都被選進最重要民生議題的頭三名之內，而香港島的聰
明選民更認為是對本區影響最大的首項議題。要讓香港島及全港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
念、認知、能力、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的選項。若你認為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不足夠，請說明：
1.「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的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對香港島選區和對整個香港社會的影響。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香港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的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議員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1.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是否足夠？*

很足夠

足夠

不足夠

很不足夠

不知道

無意見

「食水質素和供應」被四個選區選進最重要民生議題的頭三名之內，而香港島的聰明選民認
為是對本區影響最大的第二項議題。要讓香港島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念、認知、能力、
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的選項。若你認為食水質素和供應有問題，請說明：
1.香港島選區內「食水質素和供應」的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對區內用户的影響和與其他選區的比較。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香港島食水質素和供應的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2. 你如何評價香港食水質素和供應的情況？*

問題很嚴重

問題嚴重

問題不嚴重

完全没有問題

不知道

無意見

香港島的聰明選民認為對本選區影響最大的第三項議題是「公共空間」，要讓香港島選民了
解你在這方面的理念、認知、能力、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的選項。若你認為有不恰當之處，請說明：
1.怎樣建設和使用「公共空間」對香港社會和居民最有好處？    
2.香港島選區內現時「公共空間」的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及對社會的影響
3.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香港島選區內公共空間的問題？
4.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3. 請評價現時香港公共空間的應用情況。*

很恰當

恰當

不恰當

很不恰當

不知道

無意見



第四部份：選區民生議題 - 九龍東

「做個聰明選民」真「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民主參選人調查

「食水質素和供應」被四個選區選進最重要民生議題的頭三名之內，而九龍東的聰明選民更
認為是對本區影響最大的首項議題。要讓九龍東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念、認知、能力、
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的選項。若你認為食水質素和供應有問題，請說明：
1.九龍東選區內「食水質素和供應」的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對區內用户的影響和與其他選區的比較。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九龍東食水質素和供應的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1. 請評價香港食水質素和供應的情況。*

問題很嚴重

問題嚴重

問題不嚴重

完全没有問題

不知道

無意見

「青年就業」被三個選區選進最重要民生議題的頭三名之內，而九龍東的聰明選民認為是對
本區影響最大的第二項議題。要讓九龍東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念、認知、能力、實質行
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的選項。若你認為青年就業情況有問題，請說明：
1.九龍東現時「青年就業」問題的嚴重性、主要成因、對九龍東選區和對整個香港社會的影響。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實質行動方案來改善香港青年就業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議員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2. 請評價香港青年就業的情況。*

問題很嚴重

問題嚴重

問題不嚴重

完全没有問題

不知道

無意見

「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在五個選區都被選進最重要民生議題的頭三名之內，而九龍東的聰
明選民認為是對本區影響最大的第三項議題。要讓九龍東及全港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
念、認知、能力、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的選項。若你認為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是不足夠，請說明：
1.「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的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對九龍東選區和對整個香港社會的影響。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香港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的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3.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是否足夠？*

很足夠

足夠

不足夠

很不足夠

不知道

無意見



第四部份： 選區民生議題 - 九龍西

「做個聰明選民」真「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民主參選人調查

「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在五個選區都被選進最重要民生議題的頭三名之內，而九龍西的聰
明選民更認為是對本區影響最大的首項議題。要讓九龍西及全港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
念、認知、能力、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的選項。若你認為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不足夠，請說明：
1.「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的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對九龍西選區和對整個香港社會的影響。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香港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的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1.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是否足夠？*

很足夠

足夠

不足夠

很不足夠

不知道

無意見

「食水質素和供應」被四個選區選進最重要民生議題的頭三名之內，而九龍西的聰明選民認
為是對本區影響最大的第二項議題。要讓九龍西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念、認知、能力、
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的選項。若你認為食水質素和供應有問題，請說明：
1.九龍西選區內「食水質素和供應」的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對區內用户的影響和與其他選區的比較。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九龍西食水質素和供應的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為1000字)

2. 你如何評價香港食水質素和供應的情況？*

問題很嚴重

問題嚴重

問題不嚴重

完全没有問題

不知道

無意見

「青年就業」被三個選區選進最重要民生議題的頭三名之內，而九龍西的聰明選民認為是對
本區影響最大的第三項議題。要讓九龍西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念、認知、能力、實質行
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的選項。若你認為青年就業的情況有問題，請說明：
1.九龍西選區內現時「青年就業」問題的嚴重性、主要成因、對九龍西選區和對整個香港社會的影響。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香港青年就業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請不超過1000字)

3. 你如何評價香港青年就業的情況？*

問題很嚴重

問題嚴重

問題不嚴重

完全没有問題

不知道

無意見



第四二部份： 選區民生議題 - 新界東

「做個聰明選民」真「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民主參選人調查

「食水質素和供應」被四個選區選進最重要民生議題的頭三名之內，而新界東的聰明選民更
認為是對本區影響最大的首項議題。要讓新界東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念、認知、能力、
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的選項。若你認為食水質素和供應有問題，請說明：
1.新界東選區內「食水質素和供應」的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對區內用户的影響和與其他選區的比較。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新界東食水質素和供應的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1. 請評價香港食水質素和供應的情況。*

問題很嚴重

問題嚴重

問題不嚴重

完全没有問題

不知道

無意見

「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在五個選區都被選進最重要民生議題的頭三名之內，而新界東的聰
明選民認為是對本區影響最大的第二項議題。要讓新界東及全港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
念、認知、能力、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的選項。若你認為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不足夠，請說明：
1.「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的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對新界東選區和對整個香港社會的影響。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香港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的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2.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是否足夠？*

很足夠

足夠

不足夠

很不足夠

不知道

無意見

新界東的聰明選民認為對本選區影響最大的第三項議題是「樓宇管理和維修工程」。要讓新
界東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念、認知、能力、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的選項。若你認為管制和監察不恰當，請說明：
1.新界東「樓宇管理和維修工程」的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及政府處理方法不恰當之處。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樓宇管理和維修工程的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3. 你認為香港政府對樓宇管理和維修工程的管制和監察是否恰當？*

很恰當

恰當

不恰當

很不恰當

不知道

無意見



第四部份： 選區民生議題 - 新界西

「做個聰明選民」真「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民主參選人調查

「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被所有五個選區選進最重要民生議題的頭三名之內，而新界西的聰
明選民更認為是對本區影響最大的首項議題。要讓新界西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念、認
知、能力、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若你認為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不足夠，請說明：
1.「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的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對新界西選區和對整個香港社會的影響。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香港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的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1.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是否足夠？*

很足夠

足夠

不足夠

很不足夠

不知道

無意見

新界西的聰明選民認為對本區影響最大的第二項重要民生議題是「區內交通」。要讓新界西
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念、認知、能力、實質行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若你認為新界西的交通不能符合居民的須要，請說明以下數點：
1.新界西的交通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及對新界西居民和社區的影響。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新界西的交通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請不超過1000字)

2. 請評價新界西的交通情況。*

很能符合居民需要

能符合居民需要

不能符合居民需要

很不能符合居民需要

不知道

無意見

「青年就業」被三個選區選進最重要民生議題的頭三名之內，而新界西的聰明選民認為是對
本區影響最大的第三項議題。要讓新界西選民了解你在這方面的理念、認知、能力、實質行
動和爭取策略，請就以下作答：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若你認為青年就業的情況有問題，請說明：
1.新界西選區內現時「青年就業」問題的嚴重性、主要成因、對新界西選區和對整個香港社會的影響。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香港青年就業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3. 請評價香港青年就業的情況。*

問題很嚴重

問題嚴重

問題不嚴重

完全没有問題

不知道

無意見



第四部份： 選區民生議題 - 超區

在「重要議題排名調查」中，以下各議題至少被一個選區列為頭三名之內，而調查數據顯示所有
這些議題實際上都普遍存在於各個選區，請選擇最少三項最少三項作出回應。

「做個聰明選民」真「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民主參選人調查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若你認為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不足，請說明：
1.「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的問題所在、主要構成因素、及對整個香港社會的影響。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超區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香港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的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1. 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是否足夠？

*

很足夠

足夠

不足夠

很不足夠

不選擇這個議題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若你認為香港的交通不能符合居民需要，請說明：
1.比較各選區交通問題的嚴重性、主要成因、及對各選區的影響。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超區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交通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請不超過1000字)

2. 區內交通

請評價香港的交通情況。

*

很能符合居民需要

能符合居民需要

不能符合居民需要

很不能符合居民需要

不選擇這個議題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若你認為青年就業的情況有問題，請說明：
1.分析香港「青年就業」問題的嚴重性、主要成因、及對整個香港社會的影響。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超區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香港青年就業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3. 青年就業

請評價香港青年就業的情況。

*

問題很嚴重

問題嚴重

問題不嚴重

完全没有問題

不選擇這個議題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若你認為管制和監察有不恰當，請說明：
1.香港「樓宇管理和維修工程」的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及政府處理方法不恰當之處。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超區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樓宇管理和維修工程的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實踐你的策略和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4. 樓宇管理和維修工程

你認為香港政府對樓宇管理和維修工程的管制和監察是否恰當？

*

很恰當

恰當

不恰當

很不恰當

不選擇這個議題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若你認為食水質素和供應有問題，請說明：
1.「食水質素和供應」的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和對居民的影響。
2.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超區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新食水質素和供應的問題？
3.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5. 食水質素和供應

請評價香港食水質素和供應的情況。

*

問題很嚴重

問題嚴重

問題不嚴重

完全没有問題

不選擇這個議題



請解釋你以上的選項。若你認為有不恰當，請說明：
1.你認為怎樣建設和使用「公共空間」對香港社會和居民最有好處？    
2.「公共空間」的問題所在、主要成因、及對社會民生的影響。
3.若然當選為立法會超區議員，你有何策略和行動方案來改善公共空間的問題？
4.作為議員，你會如何運用政府賦予的資源和權力來推動你的策略和實踐行動方案？   
(最多1000字)

6. 公共空間

請評價現時香港公共空間的建設和應用情況。

*

很恰當

恰當

不恰當

很不恰當

不選擇這個議題



十分多謝你參加此項調查，你的所有回答將會上載至「做個聰明選民」網站供選民參考、比較或評價，請按十分多謝你參加此項調查，你的所有回答將會上載至「做個聰明選民」網站供選民參考、比較或評價，請按
在此頁下方的「完成」鍵提交問卷。在此頁下方的「完成」鍵提交問卷。

若你只是暫停，稍後會再繼續的話，也請按「完成」鍵提交已填妥的答案，你隨時可以在截止日期前用個人若你只是暫停，稍後會再繼續的話，也請按「完成」鍵提交已填妥的答案，你隨時可以在截止日期前用個人
專用的連結重新登入，繼續作答。請在限期前完成全份問卷。專用的連結重新登入，繼續作答。請在限期前完成全份問卷。

在問卷截止後我們會再發給你另外一個修改問卷專用連結，如你認為需對個別議題的答案作出重要修改，可在問卷截止後我們會再發給你另外一個修改問卷專用連結，如你認為需對個別議題的答案作出重要修改，可
以再登入問卷提交新想法，你的新舊回應都會並排上載。以再登入問卷提交新想法，你的新舊回應都會並排上載。

結束頁

「做個聰明選民」真「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民主參選人調查

1. 為了方便整理閣下的所有回覆，請說明你現在提交的問卷是：*

全部完成

暫停待續

再次多謝你的參與！
讓我們一同為香港創造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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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
	第二部份 : 政治議題(2)
	* 1. 你如何評價香港現時公民力量的強弱程度？
	* 2. 你認為現時非建制立法會議員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對爭取民主是否有利？
	* 3. 你認為立法會議員對壯大香港公民力量是否有責任？
	4. 若你想暫停作答，稍後才再繼續，請選「暫停待續」，然後按「下一頁」鍵到结束頁登出。


	「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
	第二部份 : 政治議題 (3)
	* 1. 你最認同那一種爭取民主的手法？
	2. 若你想暫停作答，稍後才再繼續，請選「暫停待續」，然後按「下一頁」鍵到结束頁登出。


	「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
	第三部份： 全港性經濟和民生議題
	* 1. 你如何評價香港的土地政策？
	* 2. 你認為香港是否需要立法規定「香港本土福利的優先考慮權」？
	* 3. 你如何評價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
	4. 若你想暫停作答，稍後才再繼續，請選「暫停待續」，然後按「下一頁」鍵到结束頁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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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份： 選區民生議題
	* 1. 你預備參選的選區


	「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
	第四部份： 選區民生議題 - 香港島
	* 1.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是否足夠？
	* 2. 你如何評價香港食水質素和供應的情況？
	* 3. 請評價現時香港公共空間的應用情況。


	「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
	第四部份：選區民生議題 - 九龍東
	* 1. 請評價香港食水質素和供應的情況。
	* 2. 請評價香港青年就業的情況。
	* 3.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是否足夠？


	「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
	第四部份： 選區民生議題 - 九龍西
	* 1.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是否足夠？
	* 2. 你如何評價香港食水質素和供應的情況？
	* 3. 你如何評價香港青年就業的情況？


	「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
	第四二部份： 選區民生議題 - 新界東
	* 1. 請評價香港食水質素和供應的情況。
	* 2.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是否足夠？
	* 3. 你認為香港政府對樓宇管理和維修工程的管制和監察是否恰當？


	「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
	第四部份： 選區民生議題 - 新界西
	* 1.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是否足夠？
	* 2. 請評價新界西的交通情況。
	* 3. 請評價香港青年就業的情況。


	「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
	第四部份： 選區民生議題 - 超區  在「重要議題排名調查」中，以下各議題至少被一個選區列為頭三名之內，而調查數據顯示所有這些議題實際上都普遍存在於各個選區，請選擇最少三項作出回應。
	* 1. 老人和弱勢社群照顧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老人和弱勢社群的照顧是否足夠？
	* 2. 區內交通  請評價香港的交通情況。
	* 3. 青年就業  請評價香港青年就業的情況。
	* 4. 樓宇管理和維修工程  你認為香港政府對樓宇管理和維修工程的管制和監察是否恰當？
	* 5. 食水質素和供應  請評價香港食水質素和供應的情況。
	* 6. 公共空間  請評價現時香港公共空間的建設和應用情況。


	「做個聰明選民」真‧民主參選人調查
	結束頁
	十分多謝你參加此項調查，你的所有回答將會上載至「做個聰明選民」網站供選民參考、比較或評價，請按在此頁下方的「完成」鍵提交問卷。  若你只是暫停，稍後會再繼續的話，也請按「完成」鍵提交已填妥的答案，你隨時可以在截止日期前用個人專用的連結重新登入，繼續作答。請在限期前完成全份問卷。  在問卷截止後我們會再發給你另外一個修改問卷專用連結，如你認為需對個別議題的答案作出重要修改，可以再登入問卷提交新想法，你的新舊回應都會並排上載。
	* 1. 為了方便整理閣下的所有回覆，請說明你現在提交的問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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