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二輪市民防疫情況調查結果  

2020/04/29 

 

A.  調查分析  

(1)  市民的口罩存量增加，但口罩供應仍是市民最關心的議題  

是次調查發現，市民的口罩存量稍為增加，大部份受訪者有兩至三期、

甚至是一個月或以上的存貨，相信是由於內地疫情受控，內地生產商

開始覆工，及本地生產的口罩陸續供應市場有關。然而，調查亦反映

口罩供應仍是市民最關心的議題，市民對口罩供應短缺的恐慌情緒雖

然稍為緩和，但有關情緒仍然持續。  

 

(2)  「限聚令」對減少社交接觸有明顯成效  

是次調查發現，自「限聚令」生效後，絕大部份受訪者減少出席聚會，

反映「限聚令」對減少社交接觸有明顯成效。然而，調查亦發現有近

一成受訪者仍會出席聚會，為數雖然不多，但足以為病毒傳播提供有

利途徑，對社會整體防疫工作造成漏洞。  



 

 

 

(3)  市民對失業危機的憂慮持續，但同時對「抗疫基金」抱有期望  

是次調查發現，大部份受訪者的收入受疫情影響而減少，當中有近 4

成受訪者的收入更是大幅減少。鑒於疫情在短期內未必能消除，隨著

愈來愈多行業受到影響，市民收入減少情況預期將會惡化。同時，大

部份受訪者擔心自己或家人會失業，情況與第一輪調查結果相若，反

映市民對本港經濟轉差及失業危機的憂慮持續。  

 

然而，大部份受訪者同時認為「抗疫基金」對保障就業有幫助，反映

市民對政府的「保就業」措施抱有期望，希望藉政府措施避免失業。  

 

(4)  疫情持續對市民的精神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是次調查發現，有四成受訪者因為擔心疫情而受到情緒困擾，情況與

第一輪調查結果相若，反映疫情持續對市民的精神健康造成負面影

響。由於同時經歷黑暴及疫情的威脅，市民的精神健康狀況現正處於

警戒水平。  

 

(5)  市民對政府防疫工作的評價仍然好壞參半  

是次調查發現，近六成受訪者滿意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表現，  

情況與第一輪調查結果相若，相信與政府由 3 月底開始採取更嚴厲的

防疫措施（例如實施「限聚令」及加強對入境人士進行病毒檢測），及

由 4 月初開始本港確診數字下跌有關。  

 

然而，仍有四成受訪者不滿意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表現，相信是由於

政府在穩定口罩供應的工作仍未有明顯作為、在 3 月份針對歐美返港

人士沒有主動採取適當的防疫措施，及暫停部份政府服務而令市民受

到影響有關。  

 



 

 

 

B.  建議  

(1)  撤銷「失業支援計劃」的資產審查，向失業人士每月發放 6,000 元資

助，為期不少於 3 個月  

政府早前公布將為特別失業綜援計劃正名為「失業支援計劃」，做法顧

及失業市民感受，但有關計劃依然存在多項問題，包括資產審查嚴苛、

援助金額偏低、行政審批手續複雜等。為讓失業市民盡快獲得支援，

我們要求政府撤銷「失業支援計劃」的資產審查，並向能夠提供失業

證明的申請人，每月發放 6,000 元資助，為期不少於 3 個月。  

 

(2)  盡快推出第三輪「抗疫基金」  

政府早前推出兩輪抗疫基金，以支援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及市民。但多

個行業及從業員表示仍然未能受惠，例如行業方面有理髮業、洗衣業、

洗碗工場、食品批發供應商、外傭中介公司等；打工仔方面則有 65 歲

以上僱員、長期散工、自由職業者，及沒有供強積金的自僱人士等。  

 

為避免疫情令本港出現大規模失業，我們要求政府盡快推出第三輪抗

疫基金，繼續「保就業，撐企業」，包括︰  

 

◆  把 65 歲以上僱員及長期散工等人士納入「保就業」計劃；  

◆  向沒有強積金供款但有工作的自僱人士，每月發放 9,000 元，為期

6 個月；  

◆  擴闊「抗疫辛勞津貼」受惠對象至全港非住宅物業的清潔及保安

人員；  

◆  由政府向願意減租的業主提供 200%扣稅額，鼓勵業主減收租金。  



 

 

 

(3)  優化「抗疫基金」資訊發放安排  

目前政府透過「 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的內頁，以新聞稿及圖片

形式公布抗疫基金的最新落實情況。鑒於不少企業及市民反映，上述

資訊發放方式落後、滲有雜訊及不方便閱讀，而且嚴重缺乏宣傳，令

企業及市民難以獲取所需資訊。  

 

為讓企業及市民能夠第一時間獲取抗疫基金的最新資訊，我們建議政

府盡快就抗疫基金開設一站式的專題網站，優化資訊發放安排，並加

強線上及線下的宣傳。  

 

(4)  呼籲市民保持警惕，減少社交接觸，並呼籲黑暴勿聚眾破壞  

本港確診個案由 3 月底開始大幅上升，至 4 月中才逐漸回落，當中大

部份確診個案雖然與返港人士有關，但社交聚會所造成的社區傳播風

險亦不容忽視，稍有不慎將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為此，我們呼籲市民

保持警惕，減少社交接觸，而政府亦應視乎疫情，決定「限聚令」及

要求指定處所停止營業的禁令，何時放寬或收緊。  

 

此外，鑒於近日黑暴多次聚眾，四出破壞，造成社區傳播風險，我們

對這種破壞行為表示憤怒。多日來本港錄得零宗確診，是全港市民齊

心守法抗疫的成果，得來不易，黑暴不應騎劫社會的抗疫成果。為此，

我們呼籲黑暴即時停止破壞，並支持警隊嚴正執法，以保障市民安全

及健康。  

 

(5)  加速公共服務電子化  

由於受疫情影響，政府暫停了部份公共服務，而仍有開放的服務亦因

公務員實施在家工作安排而未能提供正常服務，例如處理時間有所延

長，情況令不少市民及企業受到影響。同時，亦反映一旦實體服務無

法正常運作，市民便無法取得所需的公共服務。  

 

為便利市民及營商，我們要求政府盡快全面電子化公共服務，特別是

優先電子化牌照申請、稅務、圖書館等服務，讓市民及企業毋須親自

前往政府部門亦能獲取所需的公共服務。此外，對於政府宣布大部份

公務員於下周一起正常上班，我們期望屆時政府能加快處理近月以來

積壓的工作，追回進度。  

 



 

 

(6)  就口罩供應設立「公私營協作銷售平台」  

口罩供應仍是本港市民最關心的事情，雖然本港生產的口罩現已陸續

供應市場，但由於原材料價格昂貴，口罩成品的售價絕不便宜，在經

濟急劇轉差的情況下，口罩開支對基層市民更是百上加斤。為此，我

們繼續要求政府與生產商及零售業界商討，共同成立「公私營協作銷

售平台」，透過獲政府認可的商戶或機構，並由政府提供資助，以優惠

價格向市民出售口罩。  

 

(7)  密切監察市民的精神健康狀況  

目前疫情已從公共衞生問題，逐漸演變成各式各樣的問題，牽涉層面

擴至經濟、民生、政治及國際關係，對市民的日常生活、工作、出行

造成前所未有的阻礙，亦令市民的精神狀態長期繃緊，市民的精神健

康狀況正處於警戒水平。為此，我們要求政府密切監察市民的精神健

康狀況，並加強宣傳，讓有需要的市民知道可以從什麼途徑獲取心理

輔導服務，避免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變差。  

 



 

 

 

C.  詳細調查結果  

 

1.  請問你今年幾多歲？  

18-29 歲  15.8% 

30-39 歲  18.1% 

40-49 歲  17.8% 

50-59 歲  18.9% 

60 歲或以上  29.4% 

 

2.  請問你屋企的口罩存貨，夠用幾多日？  

 第二輪  第一輪  

少於一星期  15.9% ↓  16.1% 

一至兩星期  13.7% ↓  21.0% 

兩至三星期  20.9% ↑  17.2% 

一個月或以上  42.2% ↑  38.2% 

唔清楚  7.3% 7.5% 

 

3.  就未來幾個月而言，請問你最擔心買唔到邊樣物品？  

 第二輪  第一輪  

口罩  28.2% ↓  44.4% 

清潔消毒用品  2.7%  ↓  3.6% 

糧食  9.3%  ↑  5.5% 

以上皆是  26.6% ↑  24.6% 

唔清楚  33.2% 21.9% 

 

4.  政府頒令禁止於公眾地方進行多於 4 人的羣組聚集後，請問你仲有冇去

聚會？  

 第二輪  第一輪  

（未實施限聚令以前）  

成日去  4.6%  ↓  5.7% 

間中去  5.3%  ↓  12.5% 

好少去  24.0% ↓  35.4% 

暫時唔會去  64.0% ↑  44.6% 

唔清楚  2.1% 1.8% 



 

 

 

5.  截至目前，疫情有冇令你或屋企人的工作收入減少？  

收入大幅減少  39.8% 

收入輕微少左  25.1% 

收入冇減少  24.6% 

唔清楚  10.5% 

 

6.  請問你擔唔擔心疫情會令你或屋企人失業？  

 第二輪  第一輪  

非常擔心  34.0% ↓  35.9% 

擔心  33.5% ↑  30.8% 

唔擔心  20.9% ↓  21.2% 

非常唔擔心  7.1%  ↓  7.5% 

唔清楚  4.5% 4.6% 

 

7.  請問你認為政府成立的「防疫抗疫基金」，對保障市民就業有冇幫助？  

非常有幫助  15.6% 

有幫助  42.6% 

冇幫助  17.8% 

非常冇幫助  16.2% 

唔清楚  7.8% 

 

8.  請問你有冇試過因為擔心疫情而失眠、唔開心、心情煩躁，或者抑鬱？  

 第二輪  第一輪  

有  40.3% ↓  43.3% 

冇  45.9% ↓  56.7% 

唔清楚  13.8% N/A 

 

9.  政府因應疫情暫停部份公共服務，對你有冇影響？  

好大影響  18.6% 

有輕微影響  44.1% 

冇乜影響  28.8% 

完全冇影響  5.4% 

唔清楚  3.1% 

 



 

 

 

10.  請問你對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表現滿唔滿意？  

 第二輪  第一輪  

非常滿意  14.1% ↑  10.3% 

滿意  42.0% ↓  46.1% 

唔滿意  16.9% ↓  18.3% 

非常唔滿意  22.0% ↑  21.9% 

唔清楚  5.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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