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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抗疫對公共衞生的啟示



01 02 03 04
研究背景 研究問題及方法 研究結果 主要建議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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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預備及應變計劃(2020)

入境管制和檢疫安排

病毒檢測

社交距離措施

創新科技

信息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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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及方法



研究問題

1. 疫情下市民的防疫意識和積極性

2. 政府的防疫及社區支援工作的表現

3. 鼓勵民眾保持抗疫動力的方法



研究方法

2020年11月

實地意見調查：共806名 18至65歲香港居民

專家和學者專訪：共5位

青年個案訪問：共20位 18至35歲青年

2020 11 20 27

2020 11 5 23

2020 11 7 25



研究結果



1/ 普遍香港市民的公共衞生意識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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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發期間，你有幾經常用以下方法預防新冠肺炎?

第一波 第三波

大部分受訪者在第一波至第三波疫情期間，仍能保持經常洗
手和戴口罩的預防措施



青年個案

「年初沒口罩有種很 panic 的感覺...覺得算了，最多不出街，留給沒得 home 
office 的家人出去上班吧，有種要捨己為人的想法。我頭 4、5 個月天天都回家
吃飯不在出面聚餐，同朋友視訊聊天/講電話就算。」

(個案17/女/26 歲/社會工作者)

「我屬於最早期戴口罩和搶口罩的一群…回憶當時，記得流傳武漢爆發神
秘病毒…我感到十分驚恐，有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

(個案2/男／22 歲/學生)

1.青年人積極採取防範感染措施



2/ 不少市民已出現抗疫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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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今年1月新冠肺炎爆發至今，你有幾同意你現時已出現抗疫疲勞？



青年個案

「覺得如果真的中了也沒辦法，沒得擔心，感染與否並非自己能控制，沒得選擇
。可以做的都做了，難道真的隱居嗎?覺得自己已做足作為公民的責任，有點無
奈。」

(個案 13/女/20 歲/學生)

「初期預期疫情半年就搞掂，但現在整年什麼都沒做過，很多計劃做不到，例如
去旅行、一大班人出街玩...常常困在家不出街，好像坐監，情緒會低落。」

(個案 06/男/22 歲/法律文員)

1.市民失去對抗疫情的鬥志



專家訪問

「疫情初期，一般市民對 COVID-19 認知甚少，我們感覺到當中潛在的危險，在
精神健康而言是威脅 (Threat)和恐懼(Fear)。

當限制社交距離的措施持續實施，甚至如果需要進一步的集體隔離，可能會引發
一些抑鬱 (Depression)或者焦慮 (Anxiety)，因為不能進行平時的活動或者和其
他人接觸。

抗疫疲勞是指隨著疫情的發展，失去了對抗疫情的鬥志和遵循抗疫指引的動力，
變得士氣低落(Demoralized)。人都是有臨界點的，當嚴格遵守防疫措施到一定
的時間和程度時，就可能受不了。」

(陳啟泰醫生/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臨床副教授)

2.疫情為市民帶來情緒困擾



3/ 市民不滿特區政府的整體防疫表現。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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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你對特區政府嘅防疫措施感到滿意

平均分

評分：0-10分，0=完全不滿意；5=一般；10=非常滿意。88=不知／難講

受訪市民傾向不滿意特區政府的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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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你覺得特區政府嘅防疫措施的力度係

四成四受訪者認為特區政府防疫措施的力度過於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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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受訪者認為入境管制的力度最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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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病毒檢測

限聚令

你覺得特區政府哪項防疫措施嘅力度最不足夠？（不讀選項、可選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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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受訪者認為食肆及娛樂處所規例令其生活最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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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以下哪項特區政府嘅防疫措施，令你生活最不便？（不讀選項、可選多項）



青年個案

「很多從事餐飲業在這一年好像坐過山車一樣…在禁堂食令的時候，很多都已經轉成外賣
的宣傳，但一天後政府又收回。政府沒有提供配套，同一時間全香港的餐廳都在找隔板和
探熱針，壓力非常大。政府推行這些政策幾乎是零諮詢。

(個案 14/女/35 歲/創業家)

「一時又說 4 人一圍，一時說 6 人... 精神上很緊張，沒得自己選擇。有時也會想4人和6人
是否真的那麼大分別…而且不斷變來變去，普通市民有些難適應...老人家未必明。」

(個案 17/女/26 歲/社會工作者)

1.非辦公室工作、商戶及長者表示，食肆規例、限聚令為生活帶來不便



七成四受訪者不會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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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部分市民願意接種疫苗



會 67.7%不會 32.3%

假如日後政府提供新冠肺炎疫苗，你會願意接種嗎？

六成八願意接種政府提供的新冠肺炎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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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因素最影響你接種新冠肺炎疫苗的意願？（只選一項)

最多受訪市民受新冠肺炎疫苗的安全性而
影響接種意願



5/ 不少市民和團體積極組織或參與社區抗疫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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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自發行動（例如眾籌、收集及分享抗疫物資）

參加團體／組織的義工活動

疫情期間，你曾否參與以下的抗疫行動？（例如分享或派發口罩、消毒用品／分享公共衛生的知識）

（可選多項）

兩成受訪者曾個人自發抗疫行動



青年參與社區抗疫行動的主要原因

「有些 NGO 都發覺需要派東西給人，但可能機構的資源未必可以調配得那麼快，做不到
那麼即時的行動，反而我們自己圍內少量，就調配到可以立刻幫到人。」

(個案 17/女/26 歲/社會工作者/曾個人自發抗疫行動

「當時老人家對口罩有著急切的需求，而政府一直說會派口罩卻遲遲未行動，所以我們不
能再等政府，要自發為社區出一份力。我希望可以及早盡力做點貢獻，讓急需口罩的長者
可以應付燃眉之急。」

(個案 03/女/18 歲/學生/曾個人自發抗疫行動)

1. 政府的應對效率低 2. 非政府機構只能提供有限度服務



專家訪問

「年青人的自發行動正體現健康意識的落實，水平十分高，我十分欣賞他們。他
們活力高，並非如外間想像般只懂得玩樂，可以感染更多人包括年長者。他們關
心社會，也明白資訊需要貼地，而親身到地區派口罩、接觸居民等活動可以回應
當區居民的特定需要。這是政府發放的資源所無法觸及的，亦是所謂的「落區」
，帶出了(現時)資源並非不足，而是符合某群組的需要與否。」

(李大拔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總監)

2.民間個人自發的抗疫行動正反映部分香港市民有高程度的健康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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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健康教育（市民的衞生意識）

應對及預防新型傳染病的機制

環境衞生

醫療系統的承受能力和服務素質

要提升香港的公共衛生水平，你認為未來最需要改善的方

向是什麼？（最多可選三項）

最多受訪者認為未來最需要改善的是公眾健康教育



主要建議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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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疫苗接種的公眾推廣及教育工作，保持疫苗資訊公開透明

建立醫療資訊雲端，讓市民更掌握自己的健康資料

進一步完善「預備及應變計劃」，增設防疫措施準則和指引

為抗疫科技做獨立的私隱影響評估及資訊科技保安審計

簡化檢疫監察工作的人手安排，提升「居安抗疫」的效能5



1. 加強疫苗接種的公眾推廣及教育工作，
並保持疫苗資訊公開透明。

透過區議會和非政府組織

 教育大眾接種疫苗的重要性

 釋除不同群組對疫苗安全性的疑慮

保持疫苗接種計劃資訊透明

公開第三期臨床研究數據、疫苗的保護時效、接種加強劑
的數量及相隔時間等。



2. 建立醫療資訊雲端，讓市民更掌握自己的健康資料

Requirement Analysis連結電子健康申報系統（醫健通）和「智方便」平台

加入電子檢測和電子針卡記錄

加快推出「醫健通」的「病人平台」

「病人平台」確保市民資料私隱和安全

提供語音指示和導航功能，協助長者和視障人士



3.進一步完善「預備及應變計劃」，
增設防疫措施準則和指引

Requirement Analysis

• 將「嚴重級別」劃分成幾個等級

 列明疫情風險評估機制、防疫措施和指引（涵蓋營商和日常生活）

• 制訂「疫情復燃應急計劃」，為節慶日子後做好準備

• 準則由政府團隊、專家顧問團和業界三方共同制訂





4.為抗疫科技做獨立的私隱影響評估及
資訊科技保安審計

Requirement Analysis

• 列明「安心出行」收集信息不會被用於執法目的

• 列明藍牙數據的保存時間

• 市民應有權選擇分享他們所希望分享的訊息

• 未來在推出抗疫科技時，尋找獨立第三方機構做私隱影響評估及資訊科技保安審計，

並公開評估機構和報告



5. 簡化檢疫監察工作的人手安排，
提升「居安抗疫」的效能。

Requirement Analysis

• 統籌單一部門聯絡受檢疫人士

 以訊息檢查身體狀況

 致電詢問心理狀況和物資需要，展現關懷元素。

• 提升「居安抗疫」應用程式的定位功效和啟動程式的流暢度

• 採用聲紋辨識技術，以電話進行監察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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