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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及目的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給出的統計資料
1
，截止至 2021 年 8 月 14 日，香港有 42.3%的人口接種了第二針

疫苗，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眾的疫苗猶豫。為了緩解這種情況，政策制定者有必要了解公眾

對疫苗接種的立場，並制定相關政策來克服疫苗猶豫。 

  

現有收集公眾立場的主要方法是進行調查和民意測驗。然而，這些傳統方法可能會受到多種因素

的限制，如高成本、低時效性和不可持續性。如今，社交平台是個人參與社會互動的重要途徑 [1]。

在社交平台上，人們獲取資訊，並對各種議題表達觀點，其中就包括最新的新冠疫情相關資訊。

因此，通過研究社交平台，我們可以了解公眾對接種新冠疫苗的立場（以下簡稱為：（公眾）疫

苗立場）。  

 

作為香港浸會大學「助減香港市民疫苗猶豫研究計劃」的一部分，本報告對網絡社交媒體上的公

眾疫苗立場進行研究，旨在了解香港的疫苗猶豫現況。為此，我們首先從香港幾個主要社交平台

上收集並標註數據。通過預處理後的數據，我們從多個角度進一步分析公眾立場。本研究的方法

及結果如下所述： 

 

 

數據收集和標註 

  

1. 數據收集 

  

為了研究公眾疫苗立場，我們通過與數行者科技合作研發的數據引擎從香港三大社交平台（香

港討論區2、高登討論區3及親子王國4）收集了評論流數據。公眾可在上述平台分享來自新聞媒

體（如《香港 01》、微博、《第一財經日報》、《東方日報》和《文匯報》等）的資訊並交流

 
1 香港特區政府新冠疫苗接種資料概覽。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dashboard\ 

2 香港討論區。https://www.discuss.com.hk 
3 高登討論區。https://forum.hkgolden.com 
4 親子王國。https://www.baby-kingdom.com 



意見。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廣泛使用的所有社交平台中，這三個平台包含的新冠疫苗相關評

論數量最多。首先，研究使用表 1 所列的關鍵字自動篩選出自 2020 年 12 月 23 日（當日，香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首次宣布港府採購了 2,250 萬劑新冠疫苗，並頒布了相關規例）以來市民發表

的有關疫苗的評論，然後進行人工篩選，進一步剔除無關的評論。經過隨機採樣後，得出的數

據集包含 10,722 條評論。 

  

表 1：用於檢索評論的關鍵字 

與新冠疫苗相關的關鍵

字 

疫苗, 免疫, 科興, 復必泰, 北京生物, 武漢生物, 輝瑞, 莫德納, 克爾來

福, 復星, 阿斯利康, 滅活, MRNA, 蛋白, 谷針, 一針, 1 針, 兩針, 2 針, 

接種, 打針, 不良反應, 副作用, VAXX, VACCIN, IMMUNIZATION, 

IMMUNE, INOCULATION, IMMUNE, IMMUNOSUPPRESSED, 

MODERNA, PFIZER, SINOVAC, CORONAVAC, COMIRNATY, 

BIONTECH, ASTRAZENECA 

  

2.     數據標註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評論的立場分為表 2 所列的四類：提倡接種、不鼓勵接種、質疑接種和評

論接種 [2,3]。不屬於這些類別的評論被歸類為未知。我們將所收集的評論分配給幾個標註員，

每篇評論至少由兩個標註員獨立標註。我們以 kappa 係數來衡量這些標註的可靠性 [4]，當中平

均 kappa 係數為 0.683，說明標註結果達到了一定的可靠性，可以得出初步結論。研究採用粵語

新冠疫苗立場數據集（CCVS-數據集），供後續分析使用。表 3 概括了此數據集的統計數據。 

  

表 2：立場類別的定義 

提倡接種： 不鼓勵接種： 

• 描述接種疫苗對公共衛生的好處或其安全

性。 

• 描述不接種疫苗的風險。 

• 鼓勵接種疫苗。 

• 駁斥反對接種的論點。 

• 包含提倡和不鼓勵接種的資訊，但主觀上

表示支持接種疫苗。 

• 描述接種疫苗的無效性或安全風險。 

• 勸阻接種疫苗。 

• 質疑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 

• 包含反對接種疫苗的消極態度／論點。 

• 包含提倡和不鼓勵接種的資訊，但主觀上

表示反對接種疫苗。 

質疑接種： 評論接種： 



• 對接種疫苗的風險或好處存在猶豫不決及

不確定性。 

• 質疑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或產生副作用

的可能性。 

• 沒有對接種疫苗表達不確定性，亦沒有包

含提倡和不鼓勵接種的內容，但該評論在

某種程度上確實與疫苗有關。 

• 包含在不同情況下市民應否接種疫苗的實

際建議。 

  

  

表 3：粵語新冠疫苗立場數據集（CCVS-數據集）之概述 

社交平台 提倡接種 不鼓勵接種 質疑接種 評論接種 未知 評論總數 

香港討論區 2290 185 7 890 1834 5206 

高登討論區 423 591 12 1974 1793 4793 

親子王國 

  

182 19 3 164 355 723 

總計 2895 795 19 3028 3985 10722 

  

 

探索性数據分析 

  

基於從網絡社交平台收集的數據集，本章節將從多個角度分析香港公眾的疫苗立場。 

  

 

 

 

 

 

 

 

 

 

 

 

 



1. 時間分布 

 
(a)                                                                (b) 

 

圖 1：公眾整體疫苗立場的時間分布 

      

圖 1 顯示了公眾整體的疫苗立場。從圖中可以看到，自 2021 年 2 月以來，網絡社交平台上傳播的

相關評論數量呈迅速增長的趨勢。這一趨勢可能是由於當時科興和復必泰疫苗
5
即將開始接種，人

們對疫苗接種的總體態度趨向積極，並且，2021 年 3 月 15 日不鼓勵接種疫苗的評論佔比達到最低

點（<5%），在 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期間該比例有所上升，之後一直保持在較低的水平。總體而

言，明顯不鼓勵接種疫苗的評論比例自 2021 年 2 月開始就一直為最低比例的一類。 

  

 
(a)                                                                    (b) 

 

圖 2：公眾對科興疫苗總體立場的時間分布 

  

  

 
5 在本報告中，我們使用科興和復必泰分別代表科興公司的克爾來福疫苗以及 BioNTech 公司的復必泰疫苗。 
 



接下來，我們著重調查了公眾對科興疫苗的立場，調查結果總結於圖表 2。從圖中可以看出，3 月

至 4 月中旬發布的評論，有很大一部分屬於「不鼓勵接種科興疫苗」。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截至

2021 年 3 月 7 日的政府紀錄中，有 71 人接種新冠疫苗後出現副作用和併發症，其中約 97%的人接

種了科興疫苗。該消息與 3 月初反對科興的評論數量大約是支持科興的兩倍的現象相吻合。儘管

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支持接種科興疫苗逐漸成為社交網絡上的主導立場。 

 

  

 
(a)                                                                  (b) 

 

圖 3：公眾對復必泰疫苗總體立場的時間分布 

  

如圖 3 所示，提倡接種復必泰疫苗的比例自 3 月份開始逐漸上升。3 月中旬，支持性評論開始佔據

主導。值得注意的是，在 4 月 1 日到 4 月 15 日與 6 月 1 日到 6 月 15 日這兩個時間段，反對接種科

興和復必泰疫苗的評論比例均有所增加。據推測，有關兩種疫苗出現副作用的消息可能導致了此

種趨勢。例如，2021 年 4 月 5 日至 4 月 18 日，衞生署收到了 20 份接種新冠疫苗後患上貝爾氏麻

痹（Bell’s Palsy）的疑似個案報告，其中有 12 人接種了科興疫苗，8 人接種了復必泰疫苗。 

 
(a)                                                                 (b) 

 

圖 4：公眾對其他疫苗總體立場的時間分布 



  

我們還分析了除科興和復必泰以外，公眾對其他新冠疫苗廠牌的立場。分析結果概括於在圖 4 中。

公眾對這些疫苗立場的時間分布規律與復必泰相類似。 

  

 
圖 5：不同疫苗的立場分布比較 

  

圖 5 比較了公眾對不同組別疫苗的立場分布情況，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 公眾對科興和復必泰疫苗的立場相似，其中 45%為提倡。 

2) 對其他疫苗持提倡立場的比例高於科興和復必泰。 

3) 總的來說，大約有一半的評論是提倡接種疫苗的，只有大約 10%的評論明確表示不鼓勵接

種。 

  

2. 跨平台的差異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分析的三個網絡社交平台可能有不同的使用人群。因此，這一部分將對各

平台之間的公眾立場差異性進行分析。 

  



 
(a)高登討論區（HKGolden）          (b)香港討論區（HKDiscuss）    (c)親子王國（BabyKingdom） 

 

圖 6：不同網絡社交平台評論分布的比較 

  

圖 6 展示了不同廠牌疫苗的相關評論在三個網絡社交平台上的分布情況。在高登討論區，關於科

興疫苗的評論比例超過 42%。至於香港討論區，與科興和復必泰疫苗相關的評論數量非常接近，

且都大於與其他疫苗廠牌相關的評論數。與上述兩個平台不同的是，復必泰的相關評論在親子王

國討論區的占比最大，約為 38%。 

  

 
圖 7：在不同的網絡社交平台上公眾的疫苗立場分布情況 

 

圖 7 顯示了公眾在不同網絡社交平台上立場的分布。在高登討論區，大多數關於新冠疫苗的評論

保持中立，而不鼓勵接種疫苗的比例略高於提倡的比例。在香港討論區和親子王國中，大多數評

論是提倡接種的，且低於 10%的評論是不鼓勵接種的。值得注意的是，比起香港討論區，親子王



國上保持中立的評論比例更高，背後的原因可能是親子王國的用戶以嬰幼兒的父母為主，他們對

疫苗的態度比起其他群體更為謹慎。 

 
圖 8：在不同網絡社交平台上關於科興疫苗的公眾立場分布 

 

 
圖 9：在不同網絡社交平台上關於復必泰疫苗的公眾立場分布 

 



圖 8 和圖 9 分別顯示了在不同網絡社交平台上關於科興疫苗和復必泰疫苗的公眾立場分布。在高

登討論區，超過一半的評論不鼓勵接種科興疫苗或復必泰疫苗；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香港

討論區和親子王國中，不鼓勵接種科興疫苗或復必泰疫苗的評論均僅佔 20%左右。 

 

 
圖 10 ：在不同網絡社交平台上關於其他疫苗的公眾立場分布 

  

如圖 10 所示，在香港討論區和親子王國上這兩個平台上，對其他廠牌的疫苗之立場與對復必泰的

立場是相似的，但在高登討論區上的立場分布卻不盡相同。具體而言，高登討論區上不鼓勵接種

除科興或復必泰以外的疫苗的相關評論佔了近 60%。 

 

3. 立場的轉變 

 

社交網絡的互動會對個人立場產生影響，本研究對公眾疫苗立場的轉變進行分析，以更好地理解

疫苗猶豫的趨勢變化，幫助決策者採取相應策略以提高疫苗接種率。 

 



 
(a) 

 
(b)                                                              (c) 

 

圖 11：疫苗立場轉變的相關數據 

 

從圖 11 的熱力圖可以看出，六月初到七月中是立場轉變的高峰期，這有可能是因為香港政府在 6

月 21 日推出「疫苗氣泡」計劃，並放寬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特定場所的限制措施及對接種者放

寬社交距離限制措施等。具體來說，12.47%的用戶在社交媒體上至少經歷了一次立場轉變。其中，

有更多用戶經歷了由不鼓勵到提倡接種的轉變。 

 

4. 對於香港疫苗接種計劃的立場 

  

2021 年 2 月 26 日，為了在保障公眾健康的前提下，逐步恢復社會正常運作，香港特區政府公布了

疫苗接種計劃，正式為所有香港居民提供免費新冠疫苗接種。 

  



 
圖 12：公眾對香港疫苗接種計劃的立場分布 

  

從圖 12 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約有 68%的人是提倡香港疫苗接種計劃的，其中分別有 63%的人完全

提倡該計劃，5%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持提倡的立場，相對地，25%的人不鼓勵該計劃。 

  

5. 詞雲 

  

 
 

圖 13：從評論中提取的詞雲 

  



圖 13 顯示了所收集評論的詞雲，「疫苗」、「政府」和「專家」等詞經常出現，同時，公眾對經

濟方面的詞語關注度也較高，例如「經濟」、「旅遊業」、「就業」和「發展」等。該結果表明

公眾尤其關注新冠疫情爆發帶來的經濟影響，這也為決策者在後疫情時代制定政策提供了指導。 

 

 

結論 

 

本研究由「助减香港市民疫苗犹豫」項目發起，旨在運用網絡社交平台的數據，研究公眾對新冠

疫苗接種的立場，並希望了解香港市民的疫苗猶豫情況。研究從多個角度分析數據，發現在社交

平台上有關宣傳新冠疫苗接種的評論比例隨時間推移而增長。這可能反映了人們逐漸認識到疫苗

接種的有效性。本研究有助於了解網絡社區上關於整體疫苗接種和特定疫苗的公眾立場。此外，

該報告將有助於決策者評估相關政策會如何影響公眾立場，並據此進一步調動資源，調整策略，

以提高疫苗接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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