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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我們香港人」由香港民意研究所(香港民研)倡導，得到眾多公民社會成員支持。參考自美國

白宮聯署網站「We the People」，「我們香港人」計劃旨在讓香港市民就任何議題透過科學化

研究了解民情。詳情參閱：https://www.pori.hk/research-reports/wehkers.html。 

 

「我們香港人」計劃在 2019年 10月 17日正式展開，初期以密集式滾動調查形式進行，至 2019

年 12 月 23 日共發表了十二份報告。2020 年 5 月中，因應香港政情民情的急遽變化，香港民

研重新整理「我們香港人」的發展，結合香港民意研究所在 2019 年 7 月成立的「香港民研意

見群組」的迅速發展，決定開展「我們香港人：意見群組調查」，加強與市民互動，收集和分

析民意。「香港民研意見群組成員」，包括「香港市民代表組群」(即隨機樣本組群)以及「香

港市民自結組群」的成員。重整後的「我們香港人」，共發表了二十九份報告。及至 2021 年

1月，香港民研再次重新整理「我們香港人」的發展，加強與非政府機構、民間組織、關注團

體及專業組織合作，並以小型論壇的形式發佈數據並推動政策討論。 

 

本報告屬於香港民研意見群組研究系列的第 137號報告，亦算是「我們香港人」計劃研究系

列的第 96號報告，主題是「市民對大麻產品認知」，合辦機構為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香港民研於本調查開始時，先以電郵形式通知所有組群成員，邀請其到網上平台進行調查。

同一組群成員可以多次填寫調查，但民研計劃只會選取同一組群成員中最後提交的個案進行

分析。 

  

https://www.pori.hk/research-reports/wehk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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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資料 

以下為是次「我們香港人意見組群調查」的樣本資料： 

 

表 1：調查樣本資料 

調查方法 網上調查 

訪問對象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成員，包括「香港市民代表組群」以及「香港市民自結組

群」 

加權方法 按照 1) 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全港人口年齡及性別分佈、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

度）及經濟活動身分統計數字；2) 常規調查中的政治狀況評價及政治取向分

佈，以「反覆多重加權法」作出調整。 

調查日期 4月 14 日下午 3時正 至 4月 20日下午 3時正 

總成功樣本 4,078 

回應比率 4.7% 

抽樣誤差[1] 在 95%置信水平，百分比誤差+/-1% 

[1] 此公報中所有誤差數字均以 95%置信水平計算。95%置信水平，是指倘若以不同隨機樣本重複進行有關調

查 100 次，則 95 次各自計算出的誤差範圍會包含人口真實數字。由於調查數字涉及抽樣誤差，傳媒引用

百分比數字時，應避免使用小數點，在引用評分數字時，則可以使用一個小數點。 

 

意見組群組成 

樣本資料收集中，「香港市民代表組群」及「香港市民自結組群」皆以網上問卷形式收集。 

當中「香港市民代表組群」來自恆常隨機電話調查中所招募的「民研意見團」成員。香港民

研會以「民研意見團」為框架因應不同研究項目進行抽樣調查，而住戶中任何一位合乎資格

的家庭成員皆可能獲邀參與個別研究項目。 

另外，「香港市民自結組群」則來自網上招募，市民只需要於香港民研的網站上登記成為自

結組群的成員即可參加網上問卷。 

所收集的全部「組群」數據均會用「反覆多重加權法」調整處理，以減低自我篩選誤差 (self-

selection bias )或參與誤差 (participation bias) 的影響。詳見數據加權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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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比率 

香港民研所採用的有關樣本回應的定義和回應率之計算方法均符合國際標準。香港過往的社

會調查已發展自己一套的接觸率 (contact rates)、合作率 (cooperation rates) 或回應率 

(response rates) 等的定義。 

 

對於網上調查香港民研一般彙報成功率 (success rate)，本研究之成功率之計算方法可參考下

表。 

 

表 2：香港民研意見群組成功率的計算方法 (香港民研之定義) 

 訪問成功率 

= 
成功訪問樣本 

x 100.0% 
香港民研意見群組成員數目 

= 
4,078 

x 100.0% 
86,739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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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加權程序  

香港民研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採用及改進加權方法。香港民研在本次調查中的意見群組部分採

用“2x5x2x4x5x4”的加權程序，一共涉及六個變量，分別是“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經

濟活動身分”、“政治狀況評價”以及 “政治取向”。基本上，在幾乎所有香港民研所進行的調

查中該些原始數據均會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全港實際情況數字進行「反覆多重加權」。因

此樣本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經濟活動身分會與政府統計處所公佈的數字匹配，而政治狀

況評價和政治取向的分佈亦會與恆常隨機抽樣電話調查中的分佈亦數字匹配。這種「反覆多

重加權法」是處理香港民研調查數據最實用的方法。 

簡而言之，用作加權處理的性別年齡劃分如下： 

• 男 12-29 歲 

• 男 30-39 歲 

• 男 40-49 歲 

• 男 50-59 歲 

• 男 60 歲或以上 

• 女 12-29 歲 

• 女 30-39 歲 

• 女 40-49 歲 

• 女 50-59 歲 

• 女 60 歲或以上 

用作加權處理的教育程度劃分如下： 

• 中學或以下 • 大專或以上 

用作加權處理的經濟活動身分劃分如下： 

• 工作人口及其他 

• 料理家務者 

• 學生 

• 退休人士 

用作加權處理的政治狀況評價劃分如下： 

• 好滿意 

• 幾滿意  

• 一半半 // 不知道／很難說 // 拒答  

• 幾不滿 

• 好不滿 

用作加權處理的政治取向劃分如下： 

• 民主派 

• 建制派 

• 本土派 

• 中間派 // 其它 // 沒有政治傾向／政治中立／不屬於任何派別 // 不知道／很難說 //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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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分析結果 

以下為是次「我們香港人意見組群調查」的量性分析結果，所有題目皆經上述加權方法調

整： 

 

表 3：Q1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20日 

Q1 你認為服用小量大麻對健康是否有害？ 
合計 

(基數=4,078) 

有害，影響嚴重 

}
 

有害 

34% 

} 74% 有害，影響一般 21% 

有害，影響輕微 19% 

無害 12% 

不知道／很難說 14% 

 

圖 1：Q1綜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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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Q2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20日 

Q2今次調查前，你有沒有聽過「大麻二酚 (CBD) 產品」？ 
合計 

(基數=4,069) 

有 52% 

沒有／不記得 48% 

 

圖 2：Q2綜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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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Q3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20日 

Q3你認為使用只含純大麻二酚的產品對健康是否有害？ 

[只問 Q2有聽過大麻二酚產品的被訪者] 

合計 

(基數=2,432) 

有害，影響嚴重 

}
 

有害 

22% 

} 57% 有害，影響一般 21% 

有害，影響輕微 14% 

無害 29% 

不知道／很難說 14% 

 

圖 3：Q3綜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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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Q4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20日 

Q4你認為市面上聲稱只含純大麻二酚的產品之中有多少符合法例要求？ 

[只問有聽過「大麻二酚產品」受訪者] 

合計 

(基數=2,433) 

全部合法 

}
 
合法 

4% 

} 21% 
多數合法 17% 

一半半 21% 

多數違法 

}
 
違法 

19% 

} 37% 
全部違法 18% 

不知道／很難說 21% 

平均量值[6] 2.6 

[2] 平均量值是把所有答案按照支持程度，以 1 分最低 5 分最高量化成為 1、2、3、4、5 分，再求取樣本平均

數值。 

 

圖 4：Q4綜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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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Q5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20日 

Q5過去三個月，你有多經常接觸到支持使用大麻或大麻二酚產品的資訊？ 

(包括其他人向你提及) 

合計 

(基數=4,063) 

經常 3% 

有時 8% 

很少 30% 

完全沒有 53% 

不知道／很難說 5% 

 

圖 5：Q5綜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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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Q6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20日 

Q6過去三個月，你有多經常接觸到反對使用大麻或大麻二酚產品的資訊？ 

(包括其他人向你提及) 

合計 

(基數=4,066) 

經常 3% 

有時 13% 

很少 32% 

完全沒有 47% 

不知道／很難說 4% 

 

圖 6：Q6綜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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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Q7a1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 月 14日至 20日 

Q7a1你認為家長有沒有責任教導青少年遠離毒品，例如氯胺酮和冰毒？ 
合計 

(基數=4,005) 

有很大責任 88% 

有一些責任 11% 

沒有責任 <1% 

不知道／很難說 1% 

 

圖 7：Q7a1綜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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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Q7a2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20日 

Q7a2你認為家長有沒有足夠能力教導青少年遠離毒品，例如氯胺酮和冰毒？ 
合計 

(基數=3,622) 

足夠 21% 

一半半 40% 

不足夠 33% 

不知道／很難說 5% 

 

圖 8：Q7a2綜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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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Q7b1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20日 

Q7b1你認為學校有沒有責任教導青少年遠離毒品，例如氯胺酮和冰毒？ 
合計 

(基數=3,998) 

有很大責任 75% 

有一些責任 23% 

沒有責任 1% 

不知道／很難說 1% 

 

圖 9：Q7b1綜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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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Q7b2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20日 

Q7b2 你認為學校有沒有足夠能力教導青少年遠離毒品，例如氯胺酮和冰毒？ 
合計 

(基數=3,611) 

足夠 21% 

一半半 47% 

不足夠 25% 

不知道／很難說 6% 

 

圖 10：Q7b2綜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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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被訪者背景資料 

 

性別: 

合計 

  原始樣本 加權樣本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男 2,322  56.9% 1,926  47.2% 

女 1,751  42.9% 2,146  52.6% 

其他 5  0.1% 6  0.1% 

總數 4,078  100.0% 4,078  100.0% 

缺數 0   0   

     

年齡: 

合計 

  原始樣本 加權樣本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12 - 29 652  16.0% 806  19.8% 

30 - 39 924  22.7% 560  13.7% 

40 - 49 986  24.2% 738  18.1% 

50 - 59 898  22.0% 862  21.1% 

60歲或以上 617  15.1% 1,111  27.3% 

總數 4,077  100.0% 4,078  100.0% 

缺數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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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合計 

  原始樣本 加權樣本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小學或以下 11  0.3% 82  2.1% 

中學 661  16.6% 1,466  36.7% 

大專或以上 3,318  83.2% 2,442  61.2% 

總數 3,990  100.0% 3,990  100.0% 

缺數 88   88   

     

職位: 

合計 

  原始樣本 加權樣本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行政及專業人員 1,472  36.9% 697  17.5% 

文職及服務人員 1,089  27.3% 1,306  32.8% 

勞動工人 107  2.7% 84  2.1% 

學生 163  4.1% 261  6.6% 

料理家務者 172  4.3% 420  10.6% 

其他 982  24.6% 1,216  30.5% 

總數 3,985  100.0% 3,985  100.0% 

缺數 9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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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取向: 

合計 

  原始樣本 加權樣本 

  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傾向民主派 1,883  47.2% 755  19.1% 

傾向建制派 30  0.8% 664  16.8% 

傾向本土派 1,518  38.0% 322  8.1% 

傾向中間派 154  3.9% 740  18.7% 

其他 51  1.3% 138  3.5% 

沒有政治傾向／政治中立／不屬於任何派別 271  6.8% 1,092  27.6% 

不知道／難講 83  2.1% 244  6.2% 

總數 3,990  100.0% 3,954  100.0% 

缺數 88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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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樣本資料 

 

 

總有效樣本數 4,078 

調查日期 14-20/4/2022 

成功回應比率 4.7% 

發出問卷總數 86,739 

收回問卷總數 4,432 

不合資格樣本 27 

無效樣本 0 

未完成樣本 327 

標準誤差 0.8% 

抽樣誤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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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量性分析 

 

Q1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4月 20日 

 

Q1 你認為服用小量大麻對健康是否有害？ 

合計 

百分比 

(基數=4,078) 

有害，影響嚴重  

}有害  

33.7% 

}73.7% 有害，影響一般  20.5% 

有害，影響輕微  19.5% 

無害  12.3% 

不知道／很難說  14.0% 

合計 100.0% 

拒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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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4月 20日 

 

Q2 今次調查前，你有沒有聽過「大麻二酚 (CBD) 產品」？ 

合計 

百分比 

(基數=4,069) 

有  51.7% 

沒有／不記得  48.3% 

合計 100.0% 

拒答 8 

 

Q3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4月 20日 

 

Q3 你認為使用只含純大麻二酚的產品對健康是否有害？ 

合計 

百分比 

(基數=2,432) 

有害，影響嚴重  

}有害  

22.0% 

}56.9% 有害，影響一般  21.2% 

有害，影響輕微  13.6% 

無害  28.8% 

不知道／很難說  14.3% 

合計 100.0% 

拒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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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4月 20日 

 

Q4 你認為市面上聲稱只含純大麻二酚的產品之中有多少符合法例要求？ 
合計 

百分比 

 (基數=2,433) 

全部合法  
}合法  

4.0% 
}21.1% 

多數合法  17.1% 

一半半  20.6% 

多數違法  
}違法  

18.9% 
}37.1% 

全部違法  18.2% 

不知道／很難說  21.2% 

合計 100.0% 

平均量值 2.6 

平均量值誤差 <0.1 

中位數 3.0 

拒答 3 

淨值 (合法 - 違法 )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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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4月 20日 

 

Q5 過去三個月，你有多經常接觸到支持使用大麻或大麻二酚產品的資訊？ 

合計 

百分比 

(基數=4,063) 

經常  3.2% 

有時  8.3% 

很少  29.9% 

完全沒有  53.4% 

不知道／很難說  5.1% 

合計 100.0% 

拒答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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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4月 20日 

 

Q6 過去三個月，你有多經常接觸到反對使用大麻或大麻二酚產品的資訊？ 

合計 

百分比 

(基數=4,066) 

經常  3.2% 

有時  13.5% 

很少  32.3% 

完全沒有  47.0% 

不知道／很難說  4.0% 

合計 100.0% 

拒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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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_a1 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4月 20日 

 

Q7_a1 你認為家長有沒有責任教導青少年遠離毒品，例如氯胺酮和冰毒？ 

合計 

百分比 

(基數=4,005) 

有很大責任  88.0% 

有一些責任  11.1% 

沒有責任  0.1% 

不知道／很難說  0.7% 

合計 100.0% 

拒答 70 

 

Q7_a2 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4月 20日 

 

Q7_a2 你認為家長有沒有足夠能力教導青少年遠離毒品，例如氯胺酮和冰毒？ 

合計 

百分比 

(基數=3,622) 

足夠  21.1% 

一半半  40.3% 

不足夠  33.3% 

不知道／很難說  5.4% 

合計 100.0% 

拒答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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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_b1 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4月 20日 

 

Q7_b1 你認為學校有沒有責任教導青少年遠離毒品，例如氯胺酮和冰毒？ 

合計 

百分比 

(基數=3,998) 

有很大責任  75.3% 

有一些責任  23.4% 

沒有責任  0.7% 

不知道／很難說  0.7% 

合計 100.0% 

拒答 76 

 

Q7_b2 綜合結果；調查日期：2022年 4月 14日至 4月 20日 

 

Q7_b2 你認為學校有沒有足夠能力教導青少年遠離毒品，例如氯胺酮和冰毒？ 

合計 

百分比 

(基數=3,611) 

足夠  21.3% 

一半半  47.3% 

不足夠  25.1% 

不知道／很難說  6.3% 

合計 100.0% 

拒答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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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調查問卷(14-20/4/2022) 

我們香港人及社區健康調查 

香港民研保持政治中立，歡迎不同意見。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你可以再次填寫問卷，表達你的最

新意見，當我們需要作出總結時，我們會以你最後一次的答案為準。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panel@pori.hk。 

最後更新時間：xxxx-xx-xx 

暫定下次更新日期：xxxx-xx-xx 

*必填 

確認調查參與資格 

你是否 12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即現居於香港)？ * 

○ 是 

○ 不是 

我們香港人系列 

你認為服用小量大麻對健康是否有害？ 

○ 有害，影響嚴重 

○ 有害，影響一般 

○ 有害，影響輕微 

○ 無害 

○ 不知道／很難說 

今次調查前，你有沒有聽過「大麻二酚 (CBD) 產品」？ 

○ 有 

○ 沒有／不記得 

(如有聽過大麻二酚產品)  

你認為使用只含純大麻二酚的產品對健康是否有害？ 

○ 有害，影響嚴重 

○ 有害，影響一般 

○ 有害，影響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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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害 

○ 不知道／很難說 

(如有聽過大麻二酚產品)  

你認為市面上聲稱只含純大麻二酚的產品之中有多少符合法例要求？ 

○ 全部合法 

○ 多數合法 

○ 一半半 

○ 多數違法 

○ 全部違法 

○ 不知道／很難說 

過去三個月，你有多經常接觸到支持使用大麻或大麻二酚產品的資訊？ 

(包括其他人向你提及) 

○ 經常 

○ 有時 

○ 很少 

○ 完全沒有 

○ 不知道／很難說 

過去三個月，你有多經常接觸到反對使用大麻或大麻二酚產品的資訊？ 

(包括其他人向你提及) 

○ 經常 

○ 有時 

○ 很少 

○ 完全沒有 

○ 不知道／很難說 

你認為家長和學校有沒有責任和足夠能力教導青少年遠離毒品，例如氯胺酮和冰毒？ 

 責任 能力 (普遍而言) 

 
有很大

責任 

有一些

責任 
沒有責任 

不知道／

很難說 
足夠 一半半 不足夠 

不知道／

很難說 

家長         

學校         



香港民研  「我們香港人」第 96 號研究報告 

30 

社區健康 

你曾否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新冠肺炎)？ 

○ 曾經感染 

○ 不曾感染／不知道 

你認為你在未來一個月有多大機會感染新冠肺炎，包括再次感染？ 

(請選擇最接近的答案) 

○ 0%機會 (一定不會) 

○ 0.001%機會 (十萬分之一) 

○ 0.01%機會 (萬分之一) 

○ 0.1%機會 (千分之一) 

○ 1%機會 (百分之一) 

○ 5%機會 (二十分之一) 

○ 10%機會 (十分之一) 

○ 15%機會 

○ 20%機會 

○ 25%機會 

○ 30%機會 

○ 35%機會 

○ 40%機會 

○ 45%機會 

○ 50%機會 

○ 60%機會 

○ 70%機會 

○ 80%機會 

○ 90%機會 

○ 100%機會 (一定會) 

○ __________ %機會 

○ 不知道／很難說 

你認為香港應否無條件全面撤銷「限聚令」？ 

○ 應該無條件撤銷「限聚令」 → 跳過與限聚令相關問題 

○ 不應該，應視乎疫情而定 

○ 不知道／很難說 

參考資訊：2022年 4月 13 日新增 53宗確診個案 

你認為每天新增確診個案數應是多少，才適合將「限聚令」訂於 2人？ 

(疫情應為最嚴重情況) 

○ 每天新增確診個案數：__________ 

○ 不知道／很難說 

你認為每天新增確診個案數應是多少，才適合將「限聚令」訂於 4人？ 

○ 每天新增確診個案數：__________ 

○ 不知道／很難說 

你認為每天新增確診個案數應是多少，才適合將「限聚令」訂於 8人？ 

○ 每天新增確診個案數：__________ 

○ 不知道／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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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每天新增確診個案數應是多少，才適合將「限聚令」訂於 16人？ 

○ 每天新增確診個案數：__________ 

○ 不知道／很難說 

如有需要，請於以下欄位列舉你認為合適的 [個案數 及 限聚人數] 組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認為感染個案清零多少天後，限聚令應該全面撤銷？ 

__________ 天 

你有多滿意或不滿香港政府應付新冠肺炎的表現？ 

○ 好滿意 

○ 幾滿意 

○ 一半半 

○ 幾不滿 

○ 好不滿 

○ 不知道／很難說 

其他意見 

整體而言，你有多滿意或不滿現時香港的……？ 

(以隨機次序顯示三個狀況) 

 好滿意 幾滿意 一半半 幾不滿 好不滿 
不知道／ 

很難說 

政治狀況       

經濟狀況       

民生狀況       

個人資料 

這部份是個人資料項目。如果你在本系列調查已經提供過有關資料，並沒有補充或更新，可以跳過相

關問題。我們會根據你於本系列調查提供的過往數據進行分析。 

○ 已經提供個人資料，沒有補充或更新 (跳過個人資料問題) 

○ 現在提供／更改個人資料 

性別 

○ 男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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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年齡 

○ __________ 歲 

○ 12 - 14 

○ 15 - 17 

○ 18 - 19 

○ 20 - 24 

○ 25 - 29 

○ 30 - 34 

○ 35 - 39 

○ 40 - 44 

○ 45 - 49 

○ 50 - 54 

○ 55 - 59 

○ 60 - 64 

○ 65 - 69 

○ 70歲或以上 

教育程度 

(最高就讀程度，即不論有否完成該課程，包括現正就讀) 

○ 小學或以下 

○ 初中 (中一至中三) 

○ 高中 (中四至中七／DSE／毅進) 

○ 專上教育：非學位課程 (包括文憑／證書／副學位課程) 

○ 專上教育：學士學位課程 

○ 專上教育：研究院或以上 

職業 

(老闆／自僱／Freelance／散工／公務員並非合適答案，請根據工作性質或內容作答) 

○ 行政及專業人員 

○ 文職及服務人員 

○ 勞動工人 

○ 學生 

○ 料理家務者／家庭主婦 

○ 退休人士 

○ 失業／待業／其他非在職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認為自己的政治取向，是傾向以下哪一類？ 

(以隨機次序顯示四個派別) 

○ 本土派 

○ 民主派 

○ 中間派 

○ 建制派 



香港民研  「我們香港人」第 96 號研究報告 

33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 沒有政治傾向／政治中立／不屬於任何派別 

○ 不知道／很難說 

問卷完 

感謝你完成問卷。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panel@pori.hk 與香港民研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