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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減香港市民「疫苗猶豫」研究計劃 

了解香港「疫苗猶豫」現況及原因 

 

研究問題 

 

1. 香港是否有「疫苗猶豫」的情況？ 

2. 「疫苗猶豫」的市民為何延遲/不願接種新冠疫苗？其他香港市民又為何願意接種新冠

疫苗？ 

3. 政府信任度及身邊有多少親朋好友已接種疫苗是否對市民延後接種新冠疫苗有影響？ 

4. 假新聞對「疫苗猶豫」的市民延後接種新冠疫苗有否有影響？ 

 

研究方法 

 

香港浸會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曾姿穎博士，在 2021 年 6 月 22 日到 6 月 30 日以網上問卷形式訪

問了 1,654 名 18 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了解受訪者接種新冠疫苗的意願與對疫情期間假新聞的

觀察，特別是市民「疫苗猶豫」背後的原因。該研究按香港地區的性別以及年齡進行配額抽樣

調查。 

 

基本數據如下： 

 性別：男（782 人，47.3%）、女（872 人，52.7%） 

 年齡：18 到 68 歲（平均歲數為 38 歲） 

 教育程度：大部分（65.5%）擁有專上或以上學位 

 每月個人收入：平均值為港幣 20,000 到 39,999 之間 

 

曾博士亦透過分析浸大事實查核中心的查核報告 1，從而了解假新聞在疫情中的概況。 

 

主要研究結果 

 

香港「疫苗猶豫」的情況 

 

1. 香港有「疫苗猶豫」的情況，即人們處於「介乎『決心要打』及『決心不打』之間」2，

約四成二（42.2%）受訪者表示已經接種第一針新冠疫苗；約兩成八（27.6%）受訪者

表示沒有打算接種；約一成八（18.0%）打算在未來三個月內接種；約一成二（12.2%）

則打算在三個月或以後接種；約三成（30.2%）有「延遲接種疫苗，但可能最後也願意

打」2的情況。（見圖表一） 

 

https://public.flourish.studio/visualisation/6683363/


2. 針對延遲接種疫苗的受訪者，約七成六（76.2%）受訪者有計劃接種復必泰疫苗，約兩

成四（23.8%）則會打算選擇科興疫苗。 

 

影響香港市民願意/不願意接種的因素 

 

3. 受訪者不願意接種疫苗的原因，主要是「害怕」，害怕危險、有風險、有後遺症、過

敏、死亡等。 市民的擔心，有可能是因為風險認知的偏差
3
，也有可能來自於市民自身

的偏見
2
，比如的「遺漏偏見」（omission bias）；另外，資訊的傳播都有可能會影響市

民對於疫苗風險認知的評估
4,5
。（見圖表二） 

 

4. 另外，受訪者願意接種疫苗的原因，主要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為了安全、防疫而

選擇接種。（見圖表三） 

 

5. 已經接種復必泰的受訪者，除了為保護自己及家人，對比已接種科興的受訪者，較多

表示是出於想外遊出行的原因而接種。而已經接種科興的受訪者，則較已經接種復必

泰的受訪者，更多提及「公民」一詞。（見圖表四、圖表五） 

 

6. 至於對政府以及防疫相關的機構的信任程度，研究發現接種疫苗的意願與受訪者對政

府的信任程度有顯性關聯，但關聯不是特別大：即越不信任政府的，越傾向延遲接種

疫苗。分析同樣地排除了人口學變量的影響。 

  

7. 研究亦發現延遲接種疫苗的延遲意願與受訪者身邊多少親朋好友已經接種第一針新冠

疫苗有顯著關聯，數量越少，越計劃延遲接種。  

 

疫情相關的假新聞情況 

 

8. 浸大事實查核中心 1 自二零二零年九月，半數（50.0%）有關新冠疫情的查核報告都和

疫苗有關 6，其中錯誤資訊佔疫苗相關報告的七成（70.0%）；另外，二成五（25.0%）

的查核報告與疫苗排名、專家或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有關
7
，一成（10.0%）與副作用、

不良反應有關。新冠疫情相關的查核報告集中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及二零二一年六月

發佈。（見圖表六） 

 

假新聞與「疫苗猶豫」 

 

9. 針對市民對假新聞的觀察，約兩成一（21.4%）受訪者表示假新聞的情況在疫情期間完

全不嚴重或不大嚴重，約四成四（44.1%）表示一半一半，約三成五（34.6%）表示頗

嚴重或非常嚴重。在排除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每月個人收入等人口學變量影響的

情況下，市民對於假新聞在疫情期間嚴重程度的認知與疫苗猶豫並無相關性。 

 

10. 針對假新聞對防疫成效的影響，逾半數（53.3%）受訪者表示假新聞對防疫成效頗有影

響或非常有影響，三成一（31.4%）表示影響一般，不足兩成（13.5%）表示影響不大

https://public.flourish.studio/visualisation/6575227/
https://public.flourish.studio/visualisation/6643328/
https://public.flourish.studio/visualisation/664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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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完全沒有影響。同樣的，在排除人口學變量影響的情況下，市民對於假新聞對防疫

成效影響大小的認知與疫苗猶豫並無相關性。 

 

11. 數據顯示大多受訪者都比較關注新冠肺炎的新聞，約七成一（70.7%）受訪者表示頗關

注或極其關注相關新聞。在排除人口學變量影響的情況下，人們表示越關注新冠肺炎

的新聞，越會覺得疫情期間的假新聞情況嚴重，同時亦會認為假新聞對防疫成效有較

大的影響。 

 

12. 再者，針對有疫苗猶豫傾向的受訪者，他們對新冠肺炎新聞的關注度越低，越有推遲

接種疫苗的計劃。基於人們對科興疫苗和復必泰疫苗的認知高低都不影響疫苗猶豫的

程度，我們有理由相信，關注新冠肺炎新聞的程度與疫苗猶豫程度有顯著關係，是因

為計劃較近期接種疫苗的市民比計劃較後期接種的市民，更關注疫情相關的新聞及資

訊。 

 

研究結論 

 

是次研究發現，有近三成的受訪者有延遲接種疫苗的表現，針對這群「疫苗猶豫」的市民，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政治傾向、甚至個人的身體狀況等，都對他們計劃延遲接種沒有顯著影

響，影響較大的反而是（1）身邊的親朋好友是否已接種疫苗。（2）對政府的信任度。（3）

對疫苗保護力和安全性的評估。香港市民選擇接種疫苗的原因，主要是出於疫苗能帶來保護作

用而去接種；因此，公共衛生專家有必要強調疫苗帶來的保護作用，不論是保護個人還是家人

還是社會，以策劃更有效的疫苗接種溝通策略。 

 

除此之外，市民願意接種疫苗也有出於想外遊出行的原因，因此，香港浸會大學研究團隊建議，

逐步放開旅遊限制有利於提高大家接種新冠疫苗的積極性；同時，能給予已接種的市民更多的

方便，也將能成為市民願意接種疫苗的一大重要動力。最後，團隊建議，政府需研究可與市民

傳達健康資訊最合適的渠道，以及鼓勵市民自發查核與疫苗相關的信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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