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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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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定期追蹤香港新聞傳媒的公信力，有關調查自1997年起至今已進行

了7次。在新科技環境下，社會情况急劇變化，近年傳媒業又發生不少事故，公信力的走向值

得關注。我們發現公信力評分每况愈下，2010年我們撰文報道結果的標題是「傳媒公信力整

體下跌」，2013年則為「公信力見新低」，今年的標題是「公信力又見新低」。

其他文章：【立會選舉】泛民斥弄巧成拙 「雷動苦主大聯盟」勢出現（文﹕李先知）

公信力評分每况愈下

最新的調查在8月15至25日進行，利用電話進行隨機抽樣調查，訪問了907名18歲或以上的市

民，請他們分別對29個新聞傳媒機構作出評分，另有一條問題詢問整體新聞界的公信力（見

表）。這次調查和歷次的方法及所採用的問題都一樣，結果可作縱向比較。最主要的發現是，

在7次調查中這次的傳媒公信力的分數最低，錄得最高的評分是在2009年，及後在2010、

2013及2016年均下降。

香港傳媒公信力又見新低（文：蘇鑰

機） (09:50)

圖2之1 - （明報製圖／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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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傳媒方面，整體的平均分數雖然上升，但只是因為之前兩個分數最低的電視台結業；其實

6個電子傳媒的平均分數和3年前相比，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香港電台一直穩守第一位，分數

和排名都是在所有新聞傳媒中最高的，但它今次的評分也下降了。now新聞台的分數和排名均

上升，而有線電視的分數也上升了。無綫電視的分數和排名均較上次為低，而且是持續數次均

下跌。

收費報紙方面，排名的格局和上次差不多，但其平均公信力分數是歷次最低，幾乎所有收費報

紙的分數均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蘋果日報》在分數和排名卻逆流而上，大家可進一步探究

因由。頭3位的收費報紙依次是《南華早報》、《經濟日報》和《明報》，它們的分數相當接

近，考慮到抽樣誤差的存在，三者分數的差距未達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嚴格來說未能肯定地

分出高低。大家不要過分解讀分數的差距，這在比較其他機構之間的分數時也應注意。

免費報紙今次的排名和上次調查相若，其平均分數比收費報紙及網上報紙為高。免費報紙的平

均分數上升，相信是因為上次分數最低的兩份免費報紙已經倒閉，而現存的5份免費報紙的分

數和上次差不多。雖然《英文虎報》的分數下降了，但它不單在免費報紙中排名最高，而且比

其他所有收費及網上報紙的分數都要高。原因可能是它屬英文財經報紙，其性質較為討好，加

上它近年發展平穩，沒有發生什麼負面事件。除了《英文虎報》之外，其他4份免費報紙的分

數頗為相近。

有人可能會問，為何一份不是最多人看的英文免費報紙，會有最高的公信力評分？除了上述的

因素外，對於市民來說，公信力主要是一個整體的印象，累積了他們對報紙的感覺和評價，市

民不一定經常閱讀所評分的報紙，或對它們有深入了解。在調查時被訪者如果真的不了解某些

新聞機構，可以選擇不評價它們。市民對傳媒的熟悉程度，反映在附表中每個機構的回應率。

其他文章：「死讀書」＝「讀死書」？（文：趙永佳）

今次調查加入了一些網上媒體（或稱「純網報」），我們根據Alexa的網上流量統計，選擇了7

家較多人看的。它們的公信力評分都偏低，平均分數是各種傳媒中最低的。立場新聞和香港獨

立媒體分佔頭兩位，它們的歷史也較長，其餘的網媒評分很接近。

社交媒體作為消息來源的公信力頗低，和一些純網報相若，大概是彼此的性質接近。市民對社

交媒體的熟悉程度很高，甚至比電子傳媒的平均熟悉比例更高，其回應百分比接近九成，和香

港電台的差不多。

解決傳媒本身和社會問題 才可見到曙光

過往公信力偏低的主要原因，相信是和傳媒的道德操守有關，個別報章走煽情路線，令市民不

滿及不信任。近年問題不在於煽情，原因之一是新聞自由問題和自我審查，這也反映於香港記

者協會每年所做的新聞自由指數，近年的分數也在持續下跌。

另一個原因相信和報業的營運困難有關。報紙銷量和廣告收入均下降，業內不夠資源去做更佳

的報道。新聞傳媒之間的競爭激烈，社交媒體和新的新聞平台湧現，現時大家都要鬥快鬥新，

又要開源節流，困難之大可以想見。所以從數字上可見，電子傳媒和免費報紙的情况相對穩

定，但收費報紙就面對很多挑戰。純網報的前景並不明朗，關鍵是其財政營運的可持續性。

傳媒公信力和新聞的質素及記者的表現較為相關，但和新聞機構的知名度或受眾數量並不完全

掛鈎。用各個機構的回應率作比較，我們發現最多人認識或收看的新聞消息來源，其公信力評

分通常不是最高的。

近10年傳媒公信力整體評分明顯向下，尤其是收費報紙的情况更差。傳媒公信力不單反映新聞

業的情况，它也是一個重要社會指標。傳媒和所處的社會互為表裏，香港情况欠佳，傳媒也不

會好。傳媒公信力下跌，可能也反映社會其他方面都有問題，市民不信任政府、議會和政治人

物，大家愈來愈缺乏互信。從調查結果的走勢看，公信力現時可能不是最差，恐怕將來還會更

差。公信力低迷是個警號，要令它回升就先得找出原因，解決傳媒本身和社會整體的一些問題

之後，才可望見到曙光。

http://bit.ly/2bXUlF6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

（原文載於2016年9月8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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