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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影響及對疫苗的意見」調查問卷 
 
 

 
調查簡介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及香港醫護聯盟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 (香港民研)進行一項調查，希望了解新冠肺炎對香
港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以及市民對新冠疫苗的看法。我們現誠邀你參與是次調查。  
 
調查的對象為 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調查問卷只設中文版本，填妥問卷只需約 10分鐘。 
所有問卷將由香港民研獨立收集及分析。你提供的資料將會絕對保密，並只會用作綜合分析。所有含個人識

別資料的數據將於調查完成後六個月內銷毀。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panel@pori.hk。 
我明白並同意參與是次調查。 
 
* Questionnaire in Chinese only 
 
1. 新冠肺炎的影響及看法 
 

1.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由 2020年 1月中起計至 12月 31日)： 
- 你約有多少天是留在家完全不出門？  約_____日  0日  不記得/不知道/很難說 
- 你曾經離境外遊/公幹多少次？  約_____次  0次  不記得/不知道/很難說 
 

2. 你有沒有試過/遇上以下情況？                                     有 沒有 不適用 
因為疫情持續感到壓力上升    
因為新冠肺炎新聞或消息而擔憂    
因疫情關係，很久沒探望父母/年長親友     
父母/年長親友不太懂用電腦/電話，難以/很少透過應用程
式/社交媒體溝通 

   

因疫情關係，節日(如冬至、中秋、生日)也沒有和父母/年
長親友做節 

   

父母/年長親友表示疫情期間出現關節痛、過重、血糖上
升、情緒問題等健康問題 

   

自己疫情期間出現關節痛、過重、血糖上升、情緒問題等

健康問題 
 

   

 
3. 你認為本港的新冠肺炎疫情還要多久才會結束(即完全沒有感染個案)？ (只選一項)  

 半年內     半年 - 1年 
 2 - 3年     4 - 5年 
 6年或以上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不會完結 
 不知道/很難說 

 
4. 你認為以下哪個/些方法可以有效結束新冠肺炎疫情？ (可選多項) 

 70%或以上人口接種疫苗  採取防疫措施，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 
 停課     集體感染產生抗體 
 封關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無法結束 
 不知道/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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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新冠肺炎疫苗的認知及關注 
 

5. 你對新冠肺炎疫苗有沒有以下憂慮？ (可選多項) 
 疫苗功效(如抗體是否足夠)    副作用/ 安全性   
 疫苗品質(包括製造過程、儲存)   推出過於倉猝，未有足夠測試 
 病毒變種(如英國近月出現變種新冠病毒株)令疫苗失去效用   價錢 (包括有否政府資助)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沒有憂慮 
 不知道/很難說 

 
6. 以下哪個/些因素會增加你對新冠肺炎疫苗的信心？ (可選多項)  

 由外國進行科研     經過美國及歐洲等先進國家批核  
 由政府提供      由外國生產 
 獲多國採納使用     由中國內地生產 
 於外國大規模接種 (如超過一百萬人接種) 後證實無嚴重副作用     
 特首及問責團隊已經接種疫苗  
 香港醫療專家顧問團已經接種疫苗 
 香港普遍醫護人員已經接種疫苗 
 社會名人(如藝人、社會賢達) 已經接種疫苗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沒有因素會增加對疫苗的信心 
 不知道/很難說 

 
7. 你對哪個/些產地的新冠疫苗較有信心？ (可選多項)  

 美國       歐洲 
 中國內地      俄羅斯 
 其他國家(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沒有對任何產地的疫苗較有信心 
 不知道/很難說 

 
8. 政府即將推出全民免費接種新冠肺炎疫苗計劃，你會否接種？ 

 會，原因是 (可選多項)：   對政府採購的疫苗有信心 
 免費  
 想盡快接種，以增強免疫力 
 想盡快接種，以便出國  
 想盡快接種，幫助香港經濟復甦  
 政府就嚴重不良反應包底(即成立保障基金)可以放心接種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很難說 

 
 不會，原因是 (可選多項)： 

 疫苗推出過於倉猝，功效成疑  
 擔心副作用/ 安全性 
 等待外國大規模接種後無嚴重副作用，才考慮接種 
 別人打了我不用打 
 相信自己患新冠肺炎機會很低  
 情願戴口罩也不打針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很難說 

 未決定/不知道/很難說 
 

9. (只供 Q8回答「會」人士回答) 你打算何時接種？ (只選一項) 
 遵照政府安排第一時間接種      
 等待首批接種後 1個月，才考慮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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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首批接種後 2-3個月，才考慮接種 
 等待首批接種後 4-5個月，才考慮接種 
 等待首批接種後 6個月或以上，才考慮接種 
 先參考醫療專家意見再作打算     
 待第 3期臨床研究數據於醫學期刊發表後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未決定/不知道/很難說 

 
10. 政府的全民免費接種新冠肺炎疫苗計劃有不同疫苗選擇，你最希望接種哪一種疫苗？ 

 復星與德國藥廠 BioNTech合作研發的mRNA疫苗 (即是外國稱為輝瑞/BioNTech的同一種疫苗)，
第 3期臨床研究初期數據已於新英倫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發佈，顯示疫
苗有效率為 95%，65歲以上人士有效率逾 94%，於歐洲由 BioNTech生產 

 科興研發的疫苗，第 3 期臨床數據由巴西布坦坦研究所（Butantan Institute）公佈，顯示疫苗有效
率為 78%，尚未發佈 65 歲以上人士有效率，截至 1 月 8 日研究數據尚未於國際醫學期刊發表，於
北京由科興生產 

 阿斯利康及牛津大學合作研發的疫苗，第 3 期臨床研究中期數據已於刺針醫學期刊(The Lancet)發
佈，顯示疫苗有效率為 70%，尚未發佈 65歲以上人士有效率，生產地尚未公佈 

 各種疫苗差不多，無所謂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未決定/不知道/很難說 

 
11. (只供 Q10回答「復星/ 科興/阿斯利康」人士回答) 假如政府的全民免費接種新冠肺炎疫苗計劃未能
提供你最希望接種的那一種疫苗，你會否考慮自費到私家診所接種 ？ 

 會       不會 
 睇價錢 
 不知道/很難說 

 

12. 假如某種疫苗較受歡迎，你同意或不同意以下陳述？ 同意 不同意 
不知道/
很難說 

擔心需要被迫接種不是你首選的疫苗    
你會跟隨主流，選擇接種該疫苗    
政府應彈性處理，例如與該藥廠商討能否加購較受歡迎的疫苗    
政府應相應增加社區接種中心，減少輪候時間    

 

13. 你同意或不同意以下陳述？ 同意 不同意 
不知道/
很難說 

政府有提供足夠的疫苗資訊    
接種新冠肺炎疫苗的好處較壞處多    
你期待新冠肺炎疫苗可以結束疫情    
政府推行全民免費接種新冠疫苗計劃後可以立即不用戴口罩    
政府推行全民免費接種新冠疫苗計劃後可以立即恢復自由行(內
地人來港)    

政府推行全民免費接種新冠疫苗計劃後經濟可以快速復甦    
 

3. 對結束新冠肺炎的盼望 
 

14. 當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後，你最期望的是：(只選一項) 
 不用戴口罩     去旅行 
 與家人朋友相聚    在街上隨意吃東西 
 無限聚令可自由活動    不用再看有關疫情的新聞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沒有期望 
 不知道/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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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訪者個人資料 

 
1. 性別 

 男 
 女 
 其他 

 
2. 年齡組別 

 18至 29歲 
 30至 39歲 
 40至 49歲 
 50至 59歲 
 60至 69歲 
 70至 79歲 
 80歲或以上 

 
3.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程度或以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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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是 否 
5. 是否長期病患者?   
6. 是否與長者(65歲或以上人士) 同住?   
7. 是否有定期探望長者(65歲或以上人士) 習慣?   
8. 是否醫護人員?   
 
9. [只供加權用途，不會發布]請你對特首林鄭月娥的支持程度給予評分，0分代表絕對不支持，100分
代表絕對支持，50分代表一半半，你會給特首林鄭月娥多少分？ 

 _____ 分 
 不知道/很難說 

 
問卷已經完成，謝謝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