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日 

 

香港新聞傳媒公信力明顯下降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最新的調查發現，和三年前比較，香港新聞傳媒

的整體公信力明顯下降，公信力評分下跌的傳媒機構比評分上升的機構為多。 

 

以香港整體傳媒來說，市民在這次調查所給的公信力平均分數是六點一八分，比二

零一零年的六點三六分為低(見表一)。如果以個別傳媒分數再求取平均來比較，今年的

平均分數是五點八二分，之前是六點零四分。 

 

以不同種類個別傳媒的平均分數計算，今次電子傳媒的平均分數是六點零八分，比

上次的六點二九分下降了。報紙方面，今次的平均分數是五點七二分，比三年前的五點

九二分為低。 

 

 個別傳媒機構的分數就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有顯著下跌的機構包括無綫電視、亞洲

電視、《香港商報》、《蘋果日報》、《文滙報》和《大公報》。但也有數個機構的評分上升，

它們是香港寬頻、《英文虎報》和《太陽報》。 

 

將這次的數據和過去數次調查所得結果作比較，除整體分數下降外，可以看到新聞

傳媒生態的基本格局穩定，大部分傳媒機構在公信力排名上的位置沒有很大變動。 

 

與上次調查的結果相比，八間電子傳媒機構的排名略有變化。香港電台仍排在首

位。商業電台、有線電視、now TV 和新城電台都升了一位；而無綫電視下跌了兩位，

亞洲電視跌了三位。 

 

報紙方面，在今次的調查中《南華早報》、《經濟日報》和《明報》分別佔首三位，

之後是《英文虎報》、《信報》和《星島日報》。幾份中文免費報紙處於不同位置，以《頭

條日報》和《am730》排得較前，但與上次的排名基本相同。 

 

今次調查新加入了三份免費報紙(《晴報》、《爽報》和《新晚報》)和一個新聞網站(主

場新聞)，而這四間機構的分數和排名均在中下游位置。現時《爽報》已經停刊，《新晚

報》則已轉為收費報。 

 

此項傳媒公信力調查由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在二零一三年十一

月廿七日至十二月九日用隨機抽樣方法，電話訪問了九百七十一位十八歲或以上的香港

市民，成功率為百分之三十九。所問的兩條問題是：「我會逐一讀出香港個別新聞媒介

機構的名稱，想知道你覺得它們有多可信，你可以給一至十分，一分表示可信度很低，



 

 

十分表示可信度很高」；「整體香港新聞媒介嘅可信度有多高呢？」 

 

表一：近年市民對傳媒公信力(可信度)的評估 (1-10分) 

傳媒機構 
1997年 

(N=864) 

2001年 

(N=1,004) 

2006年 

(N=527) 

2009年 

(N=1,034) 

2010年 

(N=1,206) 

2013年 

(N=971) 

(I) 電子傳媒       

香港電台 (89%) 7.26 (1) 7.52 (1)  ↑ 7.27 (1)  ↓ 7.31 (1) 6.95 (1)  ↓ 6.99 (1) 

商業電台 (81%) 6.77 (4) 7.01 (3)  ↑ 6.69 (5)  ↓ 6.98 (3)  ↑ 6.45 (3)  ↓ 6.48 (2) 

有線電視 (75%) 6.79 (3) 7.01 (3)  ↑ 6.83 (3) 6.87 (4) 6.41 (4)  ↓ 6.38 (3) 

無綫電視 (98%) 7.04 (2) 7.04 (2) 7.17 (2) 7.30 (2) 6.65 (2)  ↓ 6.25 (4)  ↓ 

now TV (63%) (未啟播) (未啟播) (未詢問) 6.78 (6) 6.07 (6)  ↓ 6.14 (5) 

新城電台 (65%) 5.83 (6) 6.57 (6)  ↑ 6.16 (6)  ↓ 6.49 (7)  ↑ 5.98 (7)  ↓  5.92 (6) 

香港寬頻 (58%) (未啟播) (未啟播) (未詢問) 6.30 (8) 5.48 (8)  ↓ 5.74 (7)  ↑ 

亞洲電視 (86%) 6.68 (5) 6.87 (5)  ↑ 6.78 (4)  ↓ 6.81 (5)  ↑ 6.34 (5)  ↓  4.74 (8)  ↓ 

電子傳媒平均 6.73 7.00     ↑ 6.82 6.86 6.29     ↓ 6.08 

(II) 報紙       

南華早報 (67%) 7.18 (1) 7.24 (3) 7.36 (1) 7.57 (1)  ↑ 6.85 (1)  ↓ 6.98 (1) 

經濟日報 (71%) 6.79 (4) 6.96 (5) 7.08 (4) 7.12 (4) 6.71 (3)  ↓ 6.78 (2) 

明報 (80%) 7.15 (2) 7.54 (1)  ↑ 7.24 (2)  ↓ 7.35 (2) 6.77 (2)  ↓ 6.74 (3) 

英文虎報 (59%) 7.11 (3) 6.77 (6)  ↓ 6.97 (5) 7.19 (3) 6.50 (6)  ↓ 6.71 (4)  ↑ 

信報 (68%) 6.60 (6) 7.34 (2)  ↑ 7.09 (3)  ↓ 7.04 (6) 6.57 (4)  ↓ 6.46 (5) 

星島日報 (80%) 6.73 (5) 7.13 (4)  ↑ 6.84 (6)  ↓ 7.07 (5)  ↑ 6.53 (5)  ↓ 6.42 (6) 

頭條日報 (84%) (未出版) (未出版) 5.99 (11) 6.48 (8)  ↑ 5.90 (7)  ↓ 5.87 (7) 

東方日報 (88%) 6.54 (7) 5.76 (11) ↓ 6.12 (9)  ↑ 6.24 (11) 5.75 (9)  ↓ 5.85 (8) 

am730 (69%) (未出版) (未出版) 5.88 (12) 6.36 (9)  ↑ 5.73 (10) ↓ 5.82 (9) 

主場新聞 (40%)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5.76 (10) 

成報 (70%) 6.39 (8) 6.48 (7) 6.43 (7) 6.34 (10) 5.88 (8)  ↓ 5.75 (11) 

都市日報 (68%) (未出版) (未出版) 6.15 (8) 6.58 (7)  ↑ 5.67 (11) ↓ 5.71 (12) 

新報 (57%) 6.05 (10) 5.92 (9) 6.09 (10) 5.95 (12) 5.38 (13) ↓ 5.46 (13) 

晴報 (68%)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5.44 (14) 

香港商報 (53%) 5.42 (12) 5.87 (10) ↑ 5.78 (13) 5.90 (13) 5.56 (12) ↓ 5.21 (15) ↓ 

太陽報 (74%) (未出版) 5.13 (15) 5.42 (15) ↑ 5.57 (17) 4.99 (17) ↓ 5.15 (16) ↑ 

蘋果日報 (89%) 6.24 (9) 5.15 (14) ↓ 5.51 (14) ↑ 5.80 (14) ↑ 5.27 (15) ↓ 4.98 (17) ↓ 

新晚報 (47%)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4.94 (18) 

文匯報 (67%) 5.04 (14) 5.93 (8)  ↑ 5.26 (16) ↓ 5.71 (15) ↑ 5.37 (14) ↓ 4.89 (19) ↓ 

大公報 (65%) 5.24 (13) 5.64 (12) ↑ 5.25 (17) ↓ 5.58 (16) ↑ 5.14 (16) ↓ 4.68 (20) ↓ 

爽報 (73%)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未出版) 4.46 (21) 

天天日報 5.95 (11) 5.18 (13) ↓ (已停刊) (已停刊) (已停刊) (已停刊) 

報紙平均 6.32 6.27 6.26 6.46 5.92    ↓ 5.72 

所有傳媒平均 6.44 6.48 6.41 6.59 6.04    ↓ 5.82 

整體香港新聞界* 

(99%) 
(未詢問) 6.46 6.74    ↑ 6.84 6.36    ↓ 6.18    ↓ 



 

 

註：評分幅度由1-10分，以上所列的是平均值，括號內是排名，箭咀所示的升降均達統計學上p<.05的顯著

程度。新聞機構名字旁邊的百分比是回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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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