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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今年6⽉初我們發布《疫情指數2.0》研究報告後，本港再度經歷新⼀波新冠肺炎疫情，且來勢洶洶，

不但確診⼈數屢創新⾼，對社會經濟的打擊程度亦是前所未⾒，為政府、香港⼈帶來愈⾒艱鉅的管治

和⺠⽣挑戰。

在疫情持續肆虐、社會⼈⼼不安中，隱藏在網絡⼤數據中的香港⼈聲⾳，該當如何解讀？慧科團隊於

第⼀、⼆階段的「疫情指數」為港⼈分析了政策的影響，這⼀次，我們進⼀步關⼼疫情對市⺠⽇常⽣

活的衝擊，率先透過分析社交媒體⼤數據，探索港⼈對疫情在衣、食、住、⾏、玩、⼯、學七⼤⽣活

層⾯的影響，抱持甚麼想法、感受？務求提供更全⾯、更多⾓度的解讀與分析。

承接著上⼀階段的研究，本報告共偵測了約40萬篇社媒帖⽂、解讀逾541萬則網上留⾔，並檢視了

8,157萬次社交媒體互動。透過歸納、比對社媒⼤數據，研究團隊致⼒剖析疫情的階段走勢，務求把過

去近四個⽉的網絡輿情起伏，以及⺠間對政府新⼀輪抗疫措施的意⾒，盡數收入本報告中。

慧科訊業植根香港，我們跟所有香港⼈⼀樣，冀望疫情不會重來。然⽽未來難以預測，我們期望能藉

著這份報告，以專業總結⺠間抗疫經驗、解讀網絡輿論發酵現象，同時能在政府制訂未來抗疫政策

時，提供客觀⽽可信賴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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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期

1.2 研究採⽤系統及⽅向

⾃2020年5⽉16⽇到9⽉6⽇，慧科⼤數據系統偵測了香港地區：

• 39.6萬篇疫情相關帖⽂（來⾃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elegram、Twitter、討論區、

博客等社交媒體平台）

• 470萬則網⺠留⾔

• 8,157萬次網⺠互動

是次研究應⽤了數據挖掘、情感分析、語意分析、關鍵熱詞發現等多項慧科⼈⼯智能技術，並經慧科

的專業編輯團隊拆解箇中情報，以進⾏深度分析，研究⽅向有⼆：

⼀、「慧科疫情指數」

這是結合「疫情關注指數」及「網⺠情緒指數」的綜合運算：

• 「疫情關注指數」：透過帖⽂量、帖⽂接觸量及網⺠互動量等數據綜合計算得出，⽤以反映網

⺠對疫情的關注度。其中網⺠互動量泛指網⺠跟疫情相關帖⽂互動的數據，如留⾔量

（comment）、讚好量（like）、分享量（share）、表情數字（reaction）等。

• 「網⺠情緒指數」：透過慧科設計的⼈⼯智能系統，分析網⺠發帖及留⾔內容中所表達的各種

情緒，包括⾼興（happiness）、悲傷（sadness）、驚憂（fear）和憤怒（anger），以及其在

疫情不同階段的變化。

⼆、疫情對港⼈⽣活的影響

透過分析網⺠因應衣、食、住、⾏、玩、⼯、學七⼤⽇常⽣活範疇的討論焦點、帖⽂和留⾔⽤詞，了

解疫情對如何衝擊港⼈⽣活、何種⽣活範疇最受疫症影響，以及對有關影響的情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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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焦點發現

經研究團隊深挖、分析數以萬計的社交媒體⼤數據後，慧科系統告訴我們以下發現：

疫情跟⺠情的關係

• 過去近四個⽉的網絡輿情有⼀⼤特點，便是網輿熱議度走勢與同期確診⼈數走勢⼤致相符（詳情請

閱第⼆章）。

• 這跟上⼀份報告（《疫情指數2.0》）的發現有重⼤差異。在上⼀份報告，網輿熱議度跟疫情走

勢，基本上並不相符，團隊發現當時最能帶動輿情的，是有關防疫物資（尤其是⼝罩）及封關的話

題；但在這次報告涵蓋的研究期內，網輿熱議度與確診⼈數走勢呈⼀致，反映相比防疫物資，疫情

發展和政府防疫政策更能觸動⺠⼼。

• 熱詞監測亦揭露，相比上半年網⺠主要擔⼼⼝罩等防疫物資銷情，網⺠現在更為關注疫情發展，以

及政府防疫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關於港⼈情緒

• 承接《疫情指數2.0》研究報告有關港⼈情緒變化的發現，過去近四個⽉內：

。 港⼈最憤怒、最驚憂及最悲傷⼀天，同是７⽉29⽇，那是政府實施全⽇禁堂食的⾸天；⽽三種

情緒當中，「憤怒」情緒則最為⾼漲。

。 連續兩天最悲傷：政府7⽉29⽇實施全⽇禁堂食、30⽇公布屯⾨出現「⽣⽇宴」群組，以上兩

宗事件把研究期內的網輿「悲傷」情緒推上⾼峰。

。 連續兩天最開⼼：政府7⽉19⽇公布旺⾓出現「慶回歸晚會」群組、20⽇起眾多企業跟隨政府實

施僱員在家⼯作安排，是研究期內網輿「開⼼」情緒最⾼的兩天。不過，經團隊進⼀步研讀發

現，網⺠在「慶回歸晚會」留⾔中抒發的，是屬於訕笑式的開⼼情緒；⽽翌⽇有關在家⼯作安

排的「開⼼」，則是⼀般⾼興、開⼼的意思，主要是歡迎在家⼯作，可減省通勤時間。

• 團隊進⼀步分析社交媒體數據，發現相比「驚憂」、「悲傷」和「開⼼」情緒，網⺠在研究期內更

頻繁表達「憤怒」情緒，反映「憤怒」情緒主導研究期內網絡疫情輿論。

關於⺠情階段走勢

• 綜合⽽論，與上半年相比，過去近四個⽉的關於疫情網絡輿情起伏更⼤，若以數據運算模型分析，

可分為三⼤階段，各有不同焦點：

。 第四階段（5⽉16⽇⾄6⽉28⽇）：這是《疫情指數2.0》研究報告最後階段（3⽉19⽇⾄5⽉15

⽇）的延續，並持續出現政治取態主導網絡輿論的現象；

。 第五階段（6⽉29⽇⾄7⽉23⽇）：聚焦第三波疫情爆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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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階段（7⽉24⽇⾄9⽉6⽇）：主要與禁堂食、⼝罩令、普及社區檢測等政府防疫措施有

關。

市⺠如何感受疫情對「衣、食、住、⾏、⼯、學、玩」的影響？

• 香港⼈抗疫持久，究竟哪些⽣活層⾯最受影響呢？慧科⼤數據發現，無論是從熱議程度或牽引情緒

兩⽅⾯衡量，疫情對市⺠在「⾏」⽅⾯⽣活，影響⾄⼤。這包括了實施限聚令、公眾活動被取消等

事件。⼤數據並發現，跟「⾏」相關的互動量，冠絕其他⽣活層⾯，留⾔情緒⽅⾯，負評比例最⾼

（75%）、正評比例最低（15%）。可以說，疫情下，香港⼈不單最關⼼出「⾏」，也是令市⺠感

到最不滿的⼀⽅⾯。

• 排除了「⾏」，熱議度最⾼的範疇，事關「衣」和「玩」：

。 「衣」：除了⼝罩，市⺠⼗分關⼼衣著儀容與個⼈清潔；

。 「玩」：疫情打擊⼾外活動、運動、娛樂消遣等活動，引發熱議。

• 排除了「⾏」，最能牽引香港⼈情緒的，是「食」和「⼯」：

。 關於「食」的留⾔，正負評比例是18：68；市⺠主要不滿禁堂食安排。

。 關於「⼯」的留⾔，正負評比例是22：71；市⺠主要受在家⼯作及失業擔憂困擾。

• 七⼤⽣活範疇中，最不受影響的⽣活層⾯是「住」，熱議度低，正負評比是25：64，排榜尾。

以下，是慧科⼤數據對於過去近四個⽉本港疫情輿論的閱讀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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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新冠肺炎疫情經過第⼀、⼆波爆發後，雖⾃5⽉中旬起短暫放緩，但隨著確診⼈數在7⽉上旬開始

重新急升，港⼈⼜再⾯對疫情第三波爆發。本章將分析港⼈抗疫期間的情緒起伏，以及對疫情關注程

度的變化。

• 承接慧科⾸份及第⼆份疫情報告，⾃4⽉中旬第⼆波疫情放緩起計，網⺠對疫情關注及討論度漸漸

回落；直⾄7⽉上旬起本港出現第三波疫情，網絡疫情輿論⽅才回溫，更在7⽉下旬達⾄⾼峰，但整

體討論熱度仍不及第⼀、⼆波疫情。

• 帖⽂來源⽅⾯，研究期內多達85%與疫情相關帖⽂來⾃Facebook，反映其是網⺠最常使⽤的社交

媒體平台，其次是討論區，佔5%，其餘則來⾃Instagram、Telegram、Twitter 、博客等。

• 關於帖⽂發布者⾝份，網⺠成為研究期內最主要帖⽂發布者（約43%），傳媒排名第⼆（約

38%），第三則是網紅博客（約15%）。

• 以上情況跟⼀般有異。根據慧科團隊的研究經驗，在網絡上，傳媒類專⾴往往是最常⾒的發帖者，

相信這跟傳媒的⼯作需要及具備發布資源有關。這次研究，網⺠以個體⼾⾝份所發布的帖⽂所佔比

例最⾼，反映網⺠過去近四個⽉對疫情的關注異常廣泛，從⽽牽引著不同背景的網⺠主動表達想法

及參與討論。

慧科疫情關注指數走勢圖

整體⼤勢分析

2.1 全期研究：重點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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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驚憂、悲傷、憤怒⼀天】7⽉29⽇：政府⾸⽇全⽇禁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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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錄得最「驚憂」帖⽂ (以情緒指數⾼⾄低排序)

帖⽂ 來源

政府明⽇起開放19個社區中⼼予市⺠午膳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
(Facebook)

食飯變成苦難…… 蘋果攝記 攝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咁點解唔開返堂食？ //⾝兼醫⽣的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斥，⼩動作反映政府「
咗」，質疑社區會堂和餐廳同是室內，傳染風險有何分別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可憐市⺠遍地開餐 立即封關 林鄭回⽔！29-7-2020 鄺俊宇
(Youtube)

食肆全⽇禁堂食的措施今⽇起⽣效，為了配合新規例，有連鎖食肆在餐枱上擺放
「所有座位暫不開放」的告⽰，甚⾄圍封座位。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
(Facebook)

五⼤錄得最「悲傷」帖⽂ (以情緒指數⾼⾄低排序)

帖⽂ 來源

食飯變成苦難⋯⋯ 蘋果攝記 攝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食肆全⽇禁堂食，公園、樓梯等變成「平⺠飯堂」 （肥肥⼩編） on.cc 東網／東⽅⽇報
(Facebook)

【#TOPick新聞】令⼈⼼酸..... 【上班族悲歌】全⽇禁堂食實施⾸天下暴雨 打⼯
仔無處開餐坐路邊進食

TOPick 新聞
(Facebook)

其實好多⼈都無辦公室⋯⋯【防疫措施⽣效】食肆全⽇禁堂食 市⺠⾼溫街邊開餐 廿四孝⽗⺟ -
24parent.com
(Facebook)

【#禁堂食令】地盤⼯⼈尹先⽣：地盤⼜唔畀飯盒入，咁你教我喇。冇乜⼈就去嗰
度食，希望走得甩，慳番2,000蚊囉。

有線新聞 i-Cable
News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684237321684297&id=71548613522611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304527472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305230762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305230762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pBrdsCa9xU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682764901831539&id=71548613522611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682764901831539&id=71548613522611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304527472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8288531822655&id=128807942654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4189392394464208&id=681119795291503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4189392394464208&id=681119795291503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520827541269921&id=492240124128693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514972972028099&id=186040714921338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514972972028099&id=18604071492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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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錄得最「憤怒」帖⽂ (以情緒指數⾼⾄低排序)

帖⽂ 來源

政府明⽇起開放19個社區中⼼予市⺠午膳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
(Facebook)

WTF!!!!!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規例實施不⾜⼀天，⾏政署今⽇向
在政總⼯作的員⼯發電郵，通知由明⽇（30⽇）起，政總食堂可供堂食......//

華爾街狠⼈(Facebook)

市⺠好早就開始⾃救，同⺠間抗疫背道⽽馳嗰個，會唔會係政府呢？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咁點解唔開返堂食？ //⾝兼醫⽣的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斥，⼩動作反映政府「
咗」，質疑社區會堂和餐廳同是室內，傳染風險有何分別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張建宗籲回辦公室食飯 基層⼯友何處容⾝？ Stand News 立場新聞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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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熱詞詞雲

• 網⺠的「驚憂」、「悲傷」和「憤怒」情緒在7⽉29⽇達⾄研究期內最⾼，⽽原因均與政府實施全

⽇禁堂食有關。

• 經研究團隊比對數據，發現當⽇主因以下事件，引發網⺠情緒：

。 傳媒⼤幅報道建築⼯⼈、清潔⼯等⼾外⼯作者冒雨「遍地開餐」情況；

。 政府公布翌⽇將開放社區中⼼供市⺠午膳的消息；

。 ⾏政署宣布，政府總部員⼯食堂翌⽇恢復堂食。

• 值得注意的是，「驚憂」、「悲傷」或「憤怒」的熱詞異常相似，⽽且「政府」、「香港⼈」和

「食飯」均成為三⼤情緒的最熱熱詞，反映全⽇禁堂食措施引發網⺠強烈⽽複雜的情緒。不少網⺠

更藉「垃圾」、「正苦」等負⾯熱詞，表達對有關措施防疫成效的質疑，以及批評政府施政與實際

社會狀況脫節。

• 進⼀步分析發現，相比「驚憂」與「悲傷」，網⺠更常表達「憤怒」。⽽在7⽉29⽇外，5⽉24⽇

是研究期內錄得網⺠「憤怒」情緒第⼆⾼的⽇⼦，原因跟當⽇反國安法遊⾏期間，警⽅以違反限聚

令為由，票控多名集會⼈⼠和市⺠，以及拘捕設街站派發防疫物資的政黨成員有關。

• ７⽉29、30連續兩天，是研究期內網⺠最「悲傷」的兩天。7⽉30⽇，衞⽣防護中⼼公布屯⾨有酒

家爆發「⽣⽇宴」群組，引發網⺠熱議之餘，並使「悲傷」情緒及後持續⾼企。

驚憂 悲傷 憤怒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684237321684297&id=71548613522611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07882607221195&id=110776013598523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07882607221195&id=110776013598523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304134857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305230762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305230762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309477995804464&id=710476795704610


• 研究期內網⺠表達最多「開⼼」情緒⼀天是7⽉19⽇，當

天，衞⽣防護中⼼公布旺⾓⼀所酒家舉辦慶回歸晚會後爆

發群組感染，引發⼤量討論。

• 當⽇被提及最多的熱詞，雖看似與「開⼼」情緒並無太⼤

關係，但團隊細閱留⾔發現，許多網⺠是採⽤了嘲諷式的

表達，戲謔「政府」（1,016次）防疫措施阻嚇⼒低、未有

針對「慶回歸」（433次）晚會違反限聚令情況執法，及

以訕笑⼝脗，指赴宴者不佩戴「⼝罩」（530次）變相「播毒」（860次），導致疫情惡化。

• 亦有部分網⺠留⾔反駁指，泛⺠主派參選⼈在6⽉下旬舉⾏的立法會初選，才是導致確診⼈數急升

的元兇，「初選」（296次）也因此躋⾝熱詞榜。

• 最「開⼼」⼀天的翌⽇即7⽉20⽇，亦是研究期內錄得網⺠「開⼼」情緒第⼆⾼的⽇⼦。研究團隊

發現，該⽇網⺠「開⼼」情緒⾼漲，與政府當⽇起實施公務員在家⼯作安排、眾多公私營機構跟隨

容許員⼯在家⼯作有關。

留⾔熱詞詞雲

【最開⼼⼀天】7⽉19⽇：慶回歸晚會爆群組感染

慧科疫情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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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錄得最「開⼼」帖⽂（以情緒指數⾼⾄低排序）

帖⽂ 來源

轉發輝煌會歌舞片後急刪 post 容祖兒︰覺得女⼠很有正能量 被錯誤解讀感無奈 thestandnews
(Instagram)

【⽣活鎖碎｜狼少製作】疫症現場｜回歸開派對 肺炎中結聚 (原曲：隆重登場) wolf_of_chan
(Instagram)

【雅蘭迎回歸聚會群組】 消息指，該聚會為「慶回歸創輝煌歌舞晚會」，出席⼈⼠
包括公共⼩型巴⼠總商會凌志強、海南省政協林博等⼈。

Yahoo 新聞
(Facebook)

阿媽，如果俾你同⼩雪同台，我諗你都要企埋⼀邊~ derekwong726
(Instagram)

【緊貼 01新聞．#新冠肺炎】三⼗幾席，⼤家都分散住喺各區…… 香港01
(Facebook)

https://www.instagram.com/p/CC073VYg-lN/
https://www.instagram.com/p/CC0gQNOHXKd/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755997391096190&id=107065679322731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755997391096190&id=107065679322731
https://www.instagram.com/p/CC0_b4PlDyB/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567739300076154&id=44874766530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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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今年⾸半年第⼀、⼆波疫情，第三波疫情變化更為反覆，政府防疫政策相關爭議亦愈⾒嚴重。承

接慧科⾸兩份疫情報告，慧科研究團隊根據⼤數據及數學運算模式，將研究期內的網絡輿情劃分為三

個階段：

• 繼第⼆波疫情⾃4⽉中旬放緩，網絡疫情輿論於第四階段（5⽉16⽇⾄6⽉28⽇）期間，隨著確

診⼈數長期保持個位數、甚⾄⼀度「清零」⽽⼤幅下滑。

• 可是⾃7⽉上旬確診⼈數逐步回升，加上多名獲豁免檢疫的外地海員確診，以及出現多個源頭不

明的感染群組，使第五階段（6⽉29⽇⾄7⽉23⽇）成為研究期內輿情升勢最為急促的階段。

• 第六階段（7⽉24⽇⾄9⽉6⽇）確診⼈數連續12⽇破百、防疫措施復⽽「加辣」打擊經濟⺠

⽣，以及政府實施普及社區檢測，是網絡疫情輿論保持熾熱的主因；然⽽隨確診⼈數⾃8⽉上旬

起下跌，網絡輿情亦同告下滑。

以下慧科研究團隊將透過最⾼互動量（網⺠留⾔、分享及反應量總和）帖⽂、留⾔熱詞等多個⽅⾯，

剖析不同階段的⺠情發現。

走勢圖及確診⼈數的關係

階段四 階段五 階段六

確診⼈數資料來源：衞⽣防護中⼼



階段四（5⽉16⽇⾄6⽉28⽇）:
政治取態主導網絡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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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互動量帖⽂(由⾼⾄低排序)

⽇期 帖⽂ 來源 互動量

5⽉30⽇ 中美關係因武漢肺炎疫情、北京強推港版國安法及貿易問題越趨緊
張，表明因中國感到不⾼興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本港時間今天凌晨召開
記者會，宣佈涉及中國的新決定。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21,552

6⽉1⽇ 有現職前線救護員向《蘋果》爆料，懷疑本港出現⾸宗救護員中招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19,586

5⽉24⽇ 【1229 銅鑼灣】「快必」譚得志在SOGO對開設健康街站，派發防疫
物資。⼤批全副武裝的防暴警突上前要求解散街站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18,916

6⽉8⽇ 政府宣布重啟經貿活動 海洋公園13/6重開 畫展 15/.7-21/7如期舉⾏
不受限聚令限制

thestandnews
(Instagram)

18,205

5⽉30⽇ 特朗普發⾔時再次炮轟中國隱瞞武漢肺炎疫情，在中國最初發現疫情
時無及時向世衛報告

Stand News
立場新聞
(Facebook)

17,599

留⾔熱詞詞雲

• ⾃3⽉中旬開始的第⼆波疫情，隨著每⽇確診⼈數在5⽉中旬回落⾄個位數、政府放寬⼤部分防疫措

施⽽暫告⼀段落。因此在第四階段中，網絡疫情輿論熱度持續下滑，甚⾄出現政治⾔論主導網絡輿

論的趨勢。

• 慧科第⼆份疫情報告涵蓋1⽉1⽇⾄5⽉15⽇的網絡輿情，如欲閱讀更多關於第四階段的深入分析，

可參考慧科「疫情指數2.0」報告：按此下載

• 值得留意的是，在留⾔熱詞榜⾸⼆⼗位中，多達四個熱詞與⽰威及政治相關，包括「警察」

（18,334次）、「⿊警」（16,200次）、「國安法」（14,585次）和「曱甴」（14,067次）。

• 上述政治相關熱詞上榜的主要原因，是警⽅5⽉24⽇就反國安法遊⾏進⾏驅散⾏動期間，以違反

「限聚令」為由票控多名集會⼈⼠和在場市⺠，以及拘捕設置街站派發防疫物資的政黨成員，驅使

網⺠藉「⿊警」等詞語批評警⽅執法⽅式，或者以「曱甴」等詞語譴責集會⼈⼠擾亂社會安寧。

• 另外，從「美國」（43,743次）、「中國」（39,926次）登上留⾔熱詞榜⾸可⾒，受疫情、貿易

及政治問題影響⽽⽇益緊張的中美關係，也成為網⺠在症情以外的討論焦點。

• 最⾼互動量帖⽂進⼀步印證以上觀點。在排⾸五位的帖⽂中，有兩篇是與5⽉30⽇美國總統特朗普

譴責中國，未有及時向世界衞⽣組織報告新冠肺炎疫情有關，獲⼤批網⺠留⾔⽀持。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755860907832845&id=71047679570461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755860907832845&id=71047679570461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755860907832845&id=71047679570461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755860907832845&id=710476795704610
https://www.facebook.com/hk.nextmedia/posts/10159071481737448
https://www.facebook.com/hk.nextmedia/posts/10159071481737448
https://www.facebook.com/hk.nextmedia/posts/10159071481737448
https://www.facebook.com/hk.nextmedia/posts/10159071481737448
https://www.facebook.com/hk.nextmedia/posts/10159071481737448
https://www.facebook.com/RTHKVNEWS?fref=photo
https://www.facebook.com/RTHKVNEWS?fref=photo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089502652448&id=105259197447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8481980907448&id=105259197447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8481980907448&id=105259197447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8481980907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049997062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049997062448&id=105259197447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16997955094068&id=381185265342025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16997955094068&id=381185265342025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16997955094068&id=381185265342025
https://www.instagram.com/p/CBKdXrSAnXn/
https://www.instagram.com/p/CBKdXrSAnXn/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596835863788761&id=635086113297079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596835863788761&id=635086113297079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596835863788761&id=635086113297079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125025470916385&id=710476795704610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125025470916385&id=710476795704610
https://12730089-18b8-4d5c-9f83-bbc9b78dfbfb.filesusr.com/ugd/b262d4_924e2f4c56fc42f1b51b03aff4a0bf24.pdf


第五階段（6⽉29⽇⾄7⽉23⽇）
第三波疫情全城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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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上旬開始，隨著多名獲豁免檢疫的外地海員入境本港後確診，以及出現多個源頭不明的群組感

染個案，確診⼈數⼀度急增，網絡上關於疫情的輿論亦急速升溫，使第五階段成為研究期內輿情升

勢最為急促的階段。

• 從「政府」（27,792次）登上留⾔熱詞榜⾸可⾒，網⺠主⼒批評政府豁免外地海員檢疫造成檢疫漏

洞、導致第三波疫情爆發。另外有網⺠促政府盡快收緊豁免檢疫政策，因此使「隔離」（6,527

次）、「封關」（6,490次）躋⾝熱詞榜。

• 政府在7⽉15⽇起禁⽌餐廳晚上6時後提供堂食，亦成為網⺠討論焦點。其中在排⾸五位的最⾼互動

量帖⽂中，有兩篇均與晚上禁堂食有關，⼤批網⺠留⾔批評有關措施無助降低染病風險，並增市⺠

不便。

• 「⼝罩」（15,240次）、「戴⼝罩」（12,810次）在留⾔熱詞榜亦榜上有名。除了⼝罩等防疫物資

供應持續緊張外，更於政府於7⽉15⽇起立法強制市⺠乘搭交通⼯具時佩戴⼝罩、⼤批網⺠呼籲市

⺠時刻戴⼝罩減少「播毒」有關。

• 處於第五階段的7⽉19⽇，屬研究期內網⺠最開⼼的⼀天，原因與衞⽣防護中⼼證實旺⾓有酒家爆

發「慶回歸晚會」群組感染有關（詳細分析請閱第2.1章）。

留⾔熱詞詞雲

五⼤最⾼互動量帖⽂(由⾼⾄低排序)

⽇期 帖⽂ 來源 互動量

7⽉16⽇ If you are not wearing a mask in public transport, keep your
distance! Don’t argue with me.

Hkerstandwithhk
(Instagram)

50,062

7⽉12⽇ ⼜爆啦 少啲出街玩啦 雖然好唔舒服但要戴好⼝罩 可以的話袋多
個⼝罩喺袋

sabrinapingping_
(Instagram)

35,069

7⽉15⽇ 可以堂食呢就係⽇頭，禁⽌堂食嗰陣呢就係夜晚。 applydailyhk
(Instagram)

34,265

7⽉15⽇ 下午6點了，餐廳開始禁⽌堂食。武漢肺炎有如狼⼈⼀樣，過了指
定時間就現⾝。

applydailyhk
(Instagram)

33,724

7⽉13⽇ 本港武漢肺炎未受控 VS 中國地區零個案 萬個「腥港⼈」⾃保北
上逃亡

chapmantoslatesh
ow
(Instagram)

32,462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755860907832845&id=71047679570461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755860907832845&id=71047679570461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755860907832845&id=710476795704610
https://www.instagram.com/p/CCsfHJIju_S/
https://www.instagram.com/p/CCsfHJIju_S/
https://www.facebook.com/RTHKVNEWS?fref=photo
https://www.facebook.com/RTHKVNEWS?fref=photo
https://www.facebook.com/RTHKVNEWS?fref=photo
https://www.instagram.com/p/CCiM-gTFSQl/
https://www.instagram.com/p/CCiM-gTFSQl/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8481980907448&id=105259197447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8481980907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instagram.com/p/CCqj43unEDa/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16997955094068&id=381185265342025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16997955094068&id=381185265342025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16997955094068&id=381185265342025
https://www.instagram.com/p/CCqJzo9HuRd
https://www.instagram.com/p/CCqJzo9HuRd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596835863788761&id=635086113297079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596835863788761&id=635086113297079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596835863788761&id=635086113297079
https://www.instagram.com/p/CCkUYKWnniF/
https://www.instagram.com/p/CCkUYKWnn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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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廣談禁堂食、社區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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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階段是研究期內三個階段當中，時間最長、輿情變化亦最為反覆的階段。

• 「政府」（48,152次）再度登上留⾔熱詞榜⾸、提及次數較第五階段時多出⼀倍，可⾒網⺠對政府

防疫措施的熱議程度，未有因疫情惡化⽽減少，相反更出現升溫趨勢。

• 隨著8⽉中旬內地核酸檢測⽀援隊成員陸續抵港、政府9⽉1⽇起實施普及社區檢測，

「檢測」（18,068次）成為第六階段中，其中⼀個較受網⺠熱議的政府防疫措施。

• 另外，從「食飯」（12,181次）上榜可⾒，全⽇禁堂食措施亦獲網⺠熱烈討論。其中7⽉29⽇政府

實施全⽇禁堂食⾸⽇，更成為研究期內網⺠最驚憂、最悲傷及最憤怒的⼀天（詳細分析請閱第2.1

章）。

• 網⺠留⾔廣泛使⽤「⽀持」（25,127次）、「加油」（14,975次）、「多謝」（11,917次）等正⾯

熱詞，讚揚政府推⾏普及社區檢測等多項防疫措施，有助阻斷社區傳播鍵，及早改善疫情。

留⾔熱詞詞雲

第六階段（7⽉24⽇⾄9⽉6⽇）
全城廣談禁堂食、社區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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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互動量帖⽂(由⾼⾄低排序)

⽇期 帖⽂ 來源 互動量

7⽉29⽇ 食飯變成苦難……蘋果攝記攝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48,440

7⽉30⽇ 全⽇禁堂食第⼆天 「政府真係好X廢！」 thestandnews
(Instagram)

45,559

7⽉29⽇ COVID horror 9GAG
(Facebook)

43,075

7⽉29⽇ 情侶烈⽇下公園聚餐苦笑稱「難忘」楊先⽣：辛苦了女朋友 thestandnews
(Instagram)

42,034

8⽉17⽇ 「順帶⼀提，本⼈也不會參與全⺠檢測。」 Alfred Wong Yam
Hong
(Facebook)

37,644

第六階段（7⽉24⽇⾄9⽉6⽇）
全城廣談禁堂食、社區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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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755860907832845&id=710476795704610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755860907832845&id=710476795704610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304527472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RTHKVNEWS?fref=photo
https://www.facebook.com/RTHKVNEWS?fref=photo
https://www.instagram.com/p/CDQaOU_nN63/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8481980907448&id=105259197447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8481980907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60902384056840&id=21785951839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16997955094068&id=381185265342025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16997955094068&id=381185265342025
https://www.instagram.com/p/CDNufgwnbXr/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596835863788761&id=635086113297079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596835863788761&id=635086113297079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8867482816579&id=664326578


• 不過，同時有網⺠也使⽤「垃圾」（13,939次）等負⾯熱詞，批評政府防疫措施擾⺠且成效不彰。

另外有⼈藉「⼤陸」（17,832次）、「中共」（9,516次）等針對中央的負⾯熱詞，質疑中央派員

⽀援港府籌備普及社區檢測的動機。

• 值得留意的是，代表⾏政長官林鄭⽉娥的熱詞「林鄭」（13,119次）亦榜上有名，代表在網⺠集中

討論政府防疫措施的同時，問責官員的⾔⾏亦成為網絡輿論焦點。

• 另外，熱詞「⼝罩」（15,112次）橫跨三個階段均有出現，反映多數網⺠認為即使每⽇確診⼈數漸

減、第三波疫情出現受控跡象，也不能掉以輕⼼，需要持續佩戴⼝罩防疫。

慧科疫情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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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疫持久，政府先後加推限聚令、全⺠檢測等防疫措施應對，疫下港⼈，感受如何？⽣活的哪些層

⾯最受關注、影響？

• 慧科研究團隊透過⼤數據系統，搜尋網絡上數以萬計與⽇常⽣活相關的帖⽂，並根據帖⽂量和互動

量比例，選取了七個最受網⺠熱議的受疫情影響⽣活範疇作分析：

以熱議程度計：

• 過去四個⽉，最受網⺠熱議的⽇常⽣活範疇，分別是「⾏」、「衣」和「玩」：

。 以帖⽂量計，關於「⾏」、「衣」和「玩」的總發帖量，⾼佔近六成，即是每三篇跟疫情相關
的社媒發帖，約兩篇都與「⾏」、「衣」或「玩」相關；以總互動量計算，比例更⾼達六成
四。

。 最常被提及跟「⾏」相關的熱詞，是「警察」（15,532次）、「⽀持」（14,275次）和
「六四」（13,296次）；⽽最常被提及跟「衣」相關的熱詞，則是「政府」（12,210次）、
「⼝罩」（11,930次）和 「多謝」（10,548次）。⾄於「玩」，最多⼈提及「限聚」（8,312
次）、「書展」（7,510次）和「⼝罩」（6,932次）。

以網⺠感受計：

• 網⺠留⾔正負評差距最⼤的三⼤範疇，分別是「⾏」、「食」和「⼯」。這三範疇同時是負評比例
最⾼，其中有關「⾏」的討論中，負評比例更⾼達七成半。⾄於「食」和「⼯」的負評比例，則分
別佔七成⼀及六成八。

• 七⼤⽣活層⾯中，疫情對市⺠「住」⽅⾯的影響最少：不僅帖⽂量及互動量均處於低位、負評比更
排⾏倒數第⼆（最低負評比是「衣」）。⾄於網⺠有關「衣」留⾔的正評比，則在七個⽇常⽣活範
疇中排名第⼀，達兩成半。

七項⽇常⽣活範疇帖⽂量及互動量百分比比較

重點總結：



3.1「⾏」：遊⾏集會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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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遊⾏集會重中之重

83,984
帖⽂量

佔研究期總帖⽂量約21% 佔研究期總互動量約27%

22,372,960
互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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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兩⼤⽅向監測疫情對「⾏」的影響：

• 跟「⾏」相關並引發關注的的市⺠⽇常活動／⾏為，包括但不⽌於：

。 多國旅遊禁令持續實施，市⺠難以出國觀光；

。 限聚令多次收緊，市⺠難以結伴外出或參與社交活動；

。 立法會選舉、遊⾏集會等⼤型公眾活動，因疫情惡化⽽須押後或取消。

• 受「⾏」相關的防疫措施影響的情況，包括但不⽌於：

。 6⽉1⽇、27⽇：警⽅向六四燭光晚會、七⼀遊⾏發反對通知書；

。 7⽉13⽇：限聚令重新收緊⾄四⼈；

。 7⽉15⽇：政府立法強制市⺠乘搭公眾交通⼯具時，必須佩戴⼝罩；

。 7⽉29⽇：限聚令進⼀步收緊⾄兩⼈；

。 7⽉31⽇：政府援引《緊急法》，將原訂9⽉6⽇舉⾏的立法會選舉押後⼀年。

最受關注的「⾏」議題

• 從關於「⾏」的帖⽂互動量，佔研究期內帖⽂互動總量比例（帖⽂量：21%；互動量：27%）屬七

⼤⽣活範疇之冠可⾒，市⺠對於疫情在其「⾏」⽅⾯影響的迴響最⼤。

• 從議題比例可⾒，網上有關「⾏」的討論，主要環繞⽰威集會、限聚令、旅遊和立法會選舉，以上

四⼤議題的帖⽂量佔「⾏」總帖⽂量六成四，若以互動量計算，比例則⾼達七成六。

• 雖然「⾏」的討論⼤多環繞限聚令、⽰威集會等政策議題，但從旅遊相關議題網輿熱度居⾼不下可

⾒，網⺠對於本地遊、「宅渡假」（Staycation）等在地旅遊服務，仍有⼀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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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驚恐帖⽂

5/24

【蘋果fb live】國安
法國歌法殺到 網⺠發
起港島區遊⾏抗議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最悲傷帖⽂

8/1

Vlog】⾹港 x限聚令
｜體驗如何在街上吃

飯｜全⽇禁⽌堂⾷？

｜街頭訪問市民的看

法｜沒有辦公室的打

Jer仔
(Youtube)

最憤怒帖⽂

5/24

【蘋果fb live】國安
法國歌法殺到 網⺠發
起港島區遊⾏抗議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最開⼼帖⽂

5/24

【蘋果fb live】國安
法國歌法殺到 網⺠發
起港島區遊⾏抗議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最受網⺠關注的「⾏」相關帖⽂及時刻

關於「⾏」的熱議走勢

• 從數據可⾒，儘管5⽉24⽇警⽅以限聚令票控多名遊⾏⼈⼠及在場市⺠，⼀度帶動網⺠關注，但隨

著確診⼈數⾃5⽉下旬起下降，與「⾏」有關的網絡輿情亦逐漸回落。

• 直⾄7⽉上旬起確診⼈數回升，以及政府先後收緊限聚令、強制市⺠乘⾞必須佩戴⼝罩，再度引發

網⺠有關「⾏」的討論。其中7⽉20⽇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袁國勇提議政府實施「禁⾜令」的⾔

論，以及政府宣布刊憲延續限聚令等多項防疫措施，更使當⽇成為研究期內「⾏」相關議題熱議度

最⾼的⼀天。

• 其後7⽉31⽇政府宣布押後立法會選舉，亦把與「⾏」有關的網絡輿情再度帶上⾼峰；然⽽隨著8⽉

第三波疫情開始放緩，網⺠對於「⾏」有關議題的討論熱度亦告下滑。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02118454109825&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02118454109825&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02118454109825&id=10525919744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LtH98Fv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LtH98Fv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LtH98Fv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LtH98Fv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LtH98FvA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609343795859918&id=27381302274635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02118454109825&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02118454109825&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02118454109825&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02118454109825&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02118454109825&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02118454109825&id=10525919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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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熱詞詞雲

正⾯詞雲 負⾯詞雲

• 從「警察」同時佔據「⾏」正負⾯熱詞榜⾸三位可⾒，網⺠對警⽅以限聚令票控遊⾏⼈⼠的情緒反

應最⼤。持正⾯意⾒者⼤多認同警⽅做法有效減少公眾聚集，降低疾病傳播風險；持反⾯意⾒者則

批評警⽅此舉是變相打壓集會⾃由。

• 排除「警察」（11,522次），被提及最多的正⾯熱詞尚有「⽀持」（13,275次）和「加油」

（8,473次）。網⺠留⾔主要⽀持政府押後立法會選舉等⼤型公眾活動，以及警⽅對違反限聚令⼈

⼠嚴正執法。

• 撇除「警察」（15,532次）、「⿊警」（9,939次）等警⽅相關負⾯熱詞，從「六四」（11,296

次）、「政府」（9,884次）和「國安法」（9,864次）可⾒，網⺠質疑政府是因應國安法實施、並

非防疫⽽反對六四晚會舉⾏。

關於「⾏」的網輿情緒及正反討論

• 研究團隊發現，市⺠在談及「⾏」相關的話題時，⾼達七成五留⾔帶有負⾯情緒，主要批評政府以

防疫理由限制市⺠出⾏及集會⾃由，以及質疑有關措施的防疫成效。

•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四⼤最能帶動網⺠情緒的帖⽂中，三篇均與⽰威集會有關，主要焦點在政府

措施同時影響了⽰威集會無法如常舉辦，⽽參與⼈⼠需⾯臨限聚令票控風險，也引發⼤量網⺠關注

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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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衣」：⼝罩議題⼀枝獨秀

107,280
帖⽂量

佔研究期總帖⽂量約27% 佔研究期總互動量約22%

17,768,510
互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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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兩⼤⽅向監測疫情對「衣」的影響：

• 跟「衣」相關並引發關注的的市⺠⽇常活動／⾏為，包括但不⽌於：

。 ⼝罩等個⼈防護裝備成為⽇常⽣活必需品，多個本地企業均⾃設⼝罩⽣產線，⽣產各款⼝罩供
市⺠選購；

。 隨著疫情惡化，政府立法強制市⺠在公眾地⽅範圍佩戴⼝罩；

。 美容院等表列處所再次停業，市⺠難以尋求美容、美甲、理髮等個⼈儀容服務；

。 市⺠因疫情減少外出購物，並以網購滿⾜購物需要。

• 受「衣」相關的防疫措施影響的情況，包括但不⽌於：

。 6⽉8⽇：政府公布「現⾦發放計劃」派發⼀萬元紓困⾦⽅案，減輕市⺠購買⼝罩等防疫物資的
經濟負擔；

。 6⽉15⽇⾄7⽉15⽇：政府向全港市⺠派發「銅⼼抗疫」⼝罩；

。 6⽉30⽇：政府向全港市⺠派發免費⼀次性⼝罩；

。 7⽉15⽇：政府立法強制市⺠乘搭公眾交通⼯具時必須佩戴⼝罩，以及再次關閉美容院、按摩
院、公眾浴室等表列處所；

。 7⽉24⽇：強制佩戴⼝罩範圍擴⼤⾄所有室內公眾場所；

。 7⽉27⽇：強制佩戴⼝罩範圍擴⼤⾄所有公眾地⽅，做運動、吸煙均不獲豁免。

最受關注的「衣」議題

• 與⼝罩有關的議題⼀枝獨秀。從上圖可⾒，單計⼝罩議題的帖⽂量和互動量，已佔據研究期內逾五

成與「衣」有關的帖⽂和互動總量。

• 若排除「⼝罩」，市⺠亦⼗分關注個⼈清潔、購物相關的議題。



• 數據顯⽰，研究期內帶動網⺠討論「衣」相關議題的事件，⼤多均與⼝罩有關。儘管5⽉⾄6⽉期間

疫情輿論氣氛低迷，香港眾志「⾃救⼝罩」涉嫌違例、政府公布「銅芯抗疫」⼝罩領取安排等事

件，亦能短暫引發網⺠討論。

• 隨著7⽉上旬確診⼈數回升、政府立法強制市⺠乘搭公共交通⼯具時佩戴⼝罩，網⺠與「衣」相關

議題的討論也隨之增加。其中7⽉23⽇政府將強制戴⼝罩規定擴展⾄室內公眾地⽅，更使當⽇成為

研究期內與「衣」相關議題的討論度最⾼的⼀天。

• 7⽉27⽇政府將強制戴⼝罩規定擴展⾄所有公眾地⽅，雖然也能引發網⺠激烈討論，但輿情隨即消

退。縱使政府之後宣布延長強制戴⼝罩規定七⽇，亦未能顯著觸發網⺠討論。

3.2「衣」：⼝罩議題⼀枝獨秀

抗疫對港⼈⽇常⽣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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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驚恐帖⽂

7/24

東張⻄望 | 防疫加辣

食肆全⽇禁堂食 | 限

聚令 | 食肆禁令 | ⼝

罩令

TVB (official)
(Youtube)

最悲傷帖⽂

7/18

【整蠱】因疫情女

友幫⾃⼰剪頭髮！

竟然把我狠剪成清

朝⼈！男友被剪髮

arhoTV(Youtube)

最憤怒帖⽂

7/27

當街除罩食煙 隨時

罰款⼆千

衞⽣署衞⽣防護中⼼
Centre for Heal...
(Facebook)

最開⼼帖⽂

5/28

【$1 Happy

Thursday – FANCL

美健維他命C 】

Plaza Hollywood
(Facebook)

最受網⺠關注的「衣」相關帖⽂及時刻

關於「衣」的熱議走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f1pmxs5Tc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f1pmxs5Tc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f1pmxs5Tc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f1pmxs5Tc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iYRAkMz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iYRAkMz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iYRAkMz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iYRAkMzCs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609343795859918&id=27381302274635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751485438200679&id=975074992508418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751485438200679&id=975074992508418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63642482400201&id=288789250200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63642482400201&id=288789250200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63642482400201&id=28878925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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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熱詞詞雲

正⾯詞雲 負⾯詞雲

• 研究團隊發現，市⺠在談及「衣」相關的話題時，近七成留⾔帶有負⾯情緒，主要批評政府強制佩

戴⼝罩範圍過⼤，就連做運動、吸煙均不獲豁免，過於不近⼈情，促適度放寬有關限制。另外有網

⺠質疑政府免費⼝罩的可靠性，以及抨擊相關項⽬招標程序透明度不⾜，存在利益輸送嫌疑。

• 也有部分網⺠認為，政府關閉美容相關處所時間過長，導致市⺠難以尋求美容、美甲、理髮等服務

整理個⼈儀容，⽣活上構成嚴重不便。

• 值得注意的是，網⺠對與美容保健產品帖⽂相關的情緒頗為正⾯，反映市⺠在疫情威脅下，對服⽤

保健產品增強抵抗⼒的需求⼤增。

關於「衣」的網輿情緒及正反討論

• 從「⼝罩」同時佔據「衣」正負⾯熱詞榜⾸三位可⾒，網⺠對有關議題的情緒反應最⼤。持正⾯意

⾒者⼤多贊成政府擴⼤強制佩戴⼝罩範圍，以減低疾病傳播風險；持反⾯意⾒者則主要批評有關措

施過於「離地」，忽略市⺠⽇常⽣活需求之餘，實際防疫效果亦成疑。

• 排除了「⼝罩」（9,073次），被提及最多正⾯熱詞包括：「多謝」（10,578次）和「謝謝」

（10,414次）。網⺠留⾔主要是答謝政府向全港市⺠派發免費⼝罩，紓緩⺠間防疫物質短缺壓⼒。

• 排除了「⼝罩」，最常⾒的負⾯熱詞有：「底褲」（4,627次）、「⾃救⼝罩」（4,560次）。網⺠

繼續批評政府「銅芯抗疫」⼝罩的外型缺乏美感，聲明不會佩載，並指寧願⾃費購入本地製⼝罩使

⽤。

• 網⺠對於政府派發⼀萬元紓困⾦的措施，分歧頗⼤。正⾯留⾔主要是答謝政府派發⼀萬元紓困⾦，

並認同有關措施能減輕市⺠因購買⼝罩⽽產⽣的經濟壓⼒；批評者則認為政府藉派錢掩飾防疫不

⼒，與「回⽔」（7,609次）無異。



3.3「學」：考⽣憂⼼升學前景

第三章：疫情對港⼈⽇常⽣活影響



3.3 「學」：考⽣憂⼼升學前景

38,590
帖⽂量

佔研究期總帖⽂量約10% 佔研究期總互動量約9%

7,565,830
互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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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兩⼤⽅向監測疫情對「學」的影響：

• 跟「學」相關並引發關注的的市⺠⽇常活動／⾏為，包括但不⽌於：

。 學校因疫情關係⽽須長時間停課，學⽣須以遙距⽅式接受教學，教師⼯作量亦因⽽⼤增；

。 過往學⽣必須回校領取⽂憑試成績單，惟今年放榜⽇須移師⾄網上舉⾏，部分⼤專院校亦改為

視像⾯試。

。 第三波疫情放緩下，全港學校9⽉起陸續復課，但⾯授課程及校園活動仍須暫停。

• 受「學」相關的防疫措施影響的情況，包括但不⽌於：

。 7⽉10⽇：教育局宣布全港中⼩學提早放暑假；

。 7⽉22⽇：中學⽂憑試改為網上放榜；

。 8⽉3⽇：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新學年可如期開學，惟所有⾯授課程及校內活動暫停，需以遙距

⽅式授課；

。 8⽉31⽇：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將分階段復課，並規定以全校學⽣六分⼀為限安排校園活動；

。 9⽉1⽇：考試及評核局宣布明年⽂憑試將延期⾄ 4⽉開考、7⽉放榜，並取消語⽂科⼝試和部分

校本評核。

最受關注的「學」議題

• 從議題比例可⾒，網絡上有關「學」的討論，主要以升學、教師⼯作量和回校上課為主。單論該三

個議題的帖⽂量，已佔據研究期內超過六成與「學」有關的總帖⽂量；若以總互動量計算，比例則

多逾⼀半。



• ⾃本港疫情5⽉中旬起放緩，網絡有關「學」的輿論走勢亦維持平穩，直⾄7⽉7⽇演藝學院、黃⼤

仙⼀所中學先後有學⽣確診，以及10⽇教育局公布全港中⼩學將提早放暑假，「學」相關議題的討

論熱度隨即急升。

• 隨著第三波疫情爆發，7⽉亦成為網絡「學」相關輿論最熱烈的時段，其中7⽉20⽇教育局公布國際

學校及幼稚園開學⽇期、未能安排中三或以下跨境學童來港上課，更是研究期內「學」相關議度熱

議度最⾼的⼀天。

• 儘管7⽉22⽇⽂憑試放榜⽇改為網上舉⾏、8⽉3⽇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新學年以遙距⽅式授課，亦

能⼀時觸動網絡輿情，但隨著確診⼈數⾃8⽉上旬下跌，網⺠對於「學」的討論亦因⽽減少。

3.3 「學」：考⽣憂⼼升學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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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驚恐帖⽂

5/26

電腦⽤⾜15年 中五

女⽣終獲贈免費新

機卻不敢⽤：怕中

毒

LIHKG 討論區

最悲傷帖⽂

7/8

⼩四女童復課⽇凌

晨墮樓亡 死者⽗親

：之前去買糖諗住

請同學食 (女兒)臨

01新聞(Facebook)

最憤怒帖⽂

7/21

楊潤雄稱2020年對

學⽣是困難⼀年

惟辦法比困難多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
(Facebook)

最開⼼帖⽂

6/27

我畢業了 ⼤個仔，要

升⼩學喇 今年疫情關

係返學既時間少左好

多，感恩仍然有畢業

babygronnie
(Instagram)

最受網⺠關注的「學」相關帖⽂及時刻

關於「學」的熱議走勢

https://lihkg.com/thread/2035498/
https://lihkg.com/thread/2035498/
https://lihkg.com/thread/2035498/
https://lihkg.com/thread/2035498/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922921697782027&id=887825477958346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922921697782027&id=887825477958346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922921697782027&id=887825477958346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922921697782027&id=887825477958346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609343795859918&id=27381302274635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658264784281551&id=71548613522611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658264784281551&id=71548613522611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658264784281551&id=715486135226112
https://www.instagram.com/p/CB7FePEF8xC/
https://www.instagram.com/p/CB7FePEF8xC/
https://www.instagram.com/p/CB7FePEF8xC/
https://www.instagram.com/p/CB7FePEF8xC/


3.3 「學」：考⽣憂⼼升學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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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熱詞詞雲

正⾯詞雲 負⾯詞雲

• 研究團隊發現，網⺠談論「學」相關的話題時，多達六成五留⾔屬負⾯⾔論，主要批評教育局停課

和公開試安排混亂、使師⽣無所適從，以及擔憂因⽽⼲擾學⽣備戰公開試，影響升讀⼤學機會。

• 亦有網⺠留⾔批評，教育局遙距教學⽀援不⾜，不只⼤幅加重教師⼯作量，貧苦學⽣亦因無⼒購買

電腦設備，影響學習進度。⾄於相關視像授課軟件的私隱安全性，亦是他們的討論內容之⼀。

• 從網⺠分享多宗關於貧苦學⽣無⼒購買⽤以接受視像授課的電腦設備的新聞可⾒，坊間對價格相宜

的電腦產品，存在⼀定需求。

關於「學」的網輿情緒及正反討論

• 被提及最多的正⾯熱詞包括「加油」（5,515次）、「考試」（3.750次）和「努⼒」（2,858

次），網⺠留⾔⼤多環繞⿎勵應屆⽂憑試考⽣努⼒備戰考試、⾯對困難切勿輕⾔放棄等。

• 負⾯熱詞⾸三位則包括「停課」（6,055次）、「政府」（4,050次）和「電腦」（3,922次），網

⺠留⾔則⼤多批評政府、教育局停課安排混亂，以及反映未必每個學⽣能夠承擔購買電腦的費⽤，

從⽽抨擊當局網上教學政策「離地」。

• 值得注意的是，「Zoom」（1,821次）、「中國」（1,229次）出現在負⾯熱詞榜第⼗位及⼗四

位，反映部分網⺠對有關軟件的安全性有所顧慮。

• 另外，「楊潤雄」（2,178次）和其綽號「潤腸」（1,007次）均屬熱⾨負⾯熱詞。研究團隊比對數

據發現，不少網⺠藉有關熱詞抒發對香港教育制度的不滿，以及批評教育局處理三權分立爭議、⽂

憑試辱華試題風波等事件的⼿法。



3.4「玩」：運動戴⼝罩惹負評

第三章：疫情對港⼈⽇常⽣活影響



3.4 「玩」：運動戴⼝罩惹負評

43,155
帖⽂量

佔研究期總帖⽂量約11% 佔研究期總互動量約15%

12,272,585
互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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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兩⼤⽅向監測疫情對「玩」的影響：

• 跟「玩」相關並引發關注的的市⺠⽇常活動／⾏為，包括但不⽌於：

。 限聚令重新收緊，市⺠難以參與派對、唱卡拉OK等群體康樂活動；

。 隨著表列運動及娛樂處所停業、書展等⼤型活動延期，不只市⺠⼯餘時無處玩樂消遣，相關⾏業
經營亦受嚴重打擊；

。 政府強制市⺠做運動時佩戴⼝罩，加上天氣炎熱，⾝體更易感到不適。

• 受「玩」相關的防疫措施影響的情況，包括但不⽌於：

。 7⽉13⽇：限聚令重新收緊⾄四⼈；

。 7⽉14⽇、15⽇：海洋公園、香港迪⼠尼樂園先後暫停開放；

。 7⽉15⽇：重新關閉表列運動及娛樂處所；貿易發展局宣布書展、運動消閒博覽等⼤型展覽延期；

。 7⽉27⽇：強制佩戴⼝罩範圍擴⼤⾄所有公眾地⽅，做運動、吸煙均不獲豁免；

。 7⽉29⽇：限聚令收緊⾄兩⼈。

最受關注的「玩」議題

• 從上圖可⾒，網⺠在討論疫情對「玩」⽅⾯的影響時，最常談及與運動及⼾外活動有關的議題。合

計該兩個議題的帖⽂量和互動量，已佔據研究期內超過⼀半與「玩」有關的帖⽂和互動總量。

• 書展、戲院亦是「玩」中討論度較⾼的議題。網⺠⼤多批評政府在第三波疫情爆發之初重申如期舉

⾏書展，直⾄多個參選商宣布退展⽅才延期，並就延期感到可惜；⾄於戲院，⼤部分討論則與8⽉

28⽇政府容許戲院有限度重開有關，網⺠⼤多⽀持政府重開戲院，並對可以入場觀賞多部⼤作表⽰

雀躍。



• 隨著第⼆波疫情⾃5⽉中旬起放緩，網絡關於「玩」的討論熱度亦穩定呈下⾏。儘管6⽉中旬海洋公
園、迪⼠尼樂園先後重新開放，限聚令亦由八⼈放寬⾄50⼈，亦未有顯著觸動輿情。

• 直⾄7⽉上旬確診⼈數急升、7⽉13⽇政府宣布收緊防疫措施，包括重新關閉運動場、健⾝中⼼、遊
戲機中⼼、戲院等表列運動及公共娛樂處所，當⽇與「玩」相關的網絡輿情，更急劇升⾄研究期內
最⾼⽔平。

• 其後「玩」相關輿論熱度雖有輕微下降，但受7⽉29⽇限聚令收緊⾄兩⼈、8⽉3⽇政府延長表列運
動及公共娛樂處所停業令影響，輿情曾短暫回升，可是升勢並不持續，亦隨著確診⼈數下跌⽽降
溫。

• 8⽉26⽇政府放寬部分防疫措施，包括容許⼾外運動場所有限度重開、市⺠⼾外運動時不佩戴⼝罩
等，亦能觸動網⺠討論，不過輿論熱度升幅並不明顯。

3.4 「玩」：運動戴⼝罩惹負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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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驚恐帖⽂
5/19

【蘋果fb live】財委

會續審議54億元撥

款救海洋公園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最悲傷帖⽂
7/13

#Holiday堅熱話 消

息指今年書展將延

期舉⾏】香港爆發

第三波疫情，有參

HolidaySmart 假期⽇常
(Facebook)

最憤怒帖⽂
5/19

【蘋果fb live】財委

會續審議54億元撥

款救海洋公園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最開⼼帖⽂
7/26

話咁快⼜到⽣⽇正

⽇，今年⽣⽇只有⼀

個願望，希望每⼀個

⼈抗疫成功、⾝體健

derekwong726
(Instagram)

最受網⺠關注的「玩」相關帖⽂及時刻

關於「玩」的熱議走勢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205409919684345&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205409919684345&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205409919684345&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234694616577675&id=117791836892198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234694616577675&id=117791836892198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234694616577675&id=117791836892198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234694616577675&id=1177918368921987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609343795859918&id=27381302274635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205409919684345&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205409919684345&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205409919684345&id=105259197447
https://www.instagram.com/p/CDGBFIFlJwC/
https://www.instagram.com/p/CDGBFIFlJwC/
https://www.instagram.com/p/CDGBFIFlJwC/
https://www.instagram.com/p/CDGBFIFlJwC/


3.4 「玩」：運動戴⼝罩惹負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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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熱詞詞雲

正⾯詞雲 負⾯詞雲

• 研究團隊發現，市⺠在談及「玩」相關的話題時，近七成留⾔均帶有負⾯情緒，主要批評政府限聚

令、關閉運動及娛樂處所等防疫措施「過辣」，對市⺠⽣活構成不便之餘，更嚴重打擊消費和商⼾

營業氣氛。

• 也有部分網⺠批評，政府強制市⺠做運動時佩戴⼝罩並不合理，原因是當時正值盛夏，運動時戴⼝

罩「熱上加熱」，阻礙呼吸且影響表現；⾄於各⼤品牌的運動專⽤⼝罩效能比較，亦是他們的討論

內容之⼀。

關於「玩」的網輿情緒及正反討論

• 「書展」同時佔據「玩」正負⾯熱詞榜⾸三位，反映網⺠對書展延期有著較⼤情緒反應。持正⾯意

⾒者⼤多輔以「⽀持」（6,415次）、「多謝」（3,712次）、「贊成」（1,688次）等正⾯熱詞，對

政府決定表⽰認同。持反⾯意⾒者則批評政府較早前曾多番重申如期舉辦書展，輕視疫情嚴重性。

• 另外，網⺠⼤多讚揚九巴顧慮員⼯及顧客安全，率先宣布退出書展，因此使「九巴」（6,864次）

登上正⾯熱詞榜第⼆位。

• 亦有部分負⾯留⾔批評，政府讓多達20萬⼈「免檢疫」（6,176次）入境導致第三波疫情爆發，並

形容關閉運動及娛樂處所防疫是「本末倒置」。

• 「海洋公園」亦同時在正負⾯熱詞榜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個網⺠情緒最強烈的「玩」相關帖

⽂中，有兩個均與海洋公園申請政府撥款維持營運有關，反映海洋公園經營問題是網⺠另⼀討論焦

點。



3.5「⼯」：經濟不景飯碗難保

第三章：疫情對港⼈⽇常⽣活影響



3.5 「⼯」：經濟不景飯碗難保

60,315
帖⽂量

佔研究期總帖⽂量約15% 佔研究期總互動量約14%

11,150,594
互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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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兩⼤⽅向監測疫情對「⼯」的影響：

• 跟「⼯」相關並引發關注的的市⺠⽇常活動／⾏為，包括但不⽌於：

。 市⺠在家⼯作或輪班回辦公室當值情況普遍；

。 疫情、國際經濟轉差打擊各⾏各業經營，部分企業須裁員降低營運成本，本港失業率創⼗年新⾼；

。 疫情下外賣盛⾏，不少市⺠加入外賣員⾏列，亦有部分市⺠毅然創業，開拓網購等新興業務。

• 受「⼯」相關的防疫措施影響的情況，包括但不⽌於：

。 5⽉18⽇：推出「遙距營商計劃」，資助企業於疫情期間開拓遙距業務；

。 5⽉25⽇、8⽉31⽇：推出兩輪「保就業」計劃，向合資格僱主發放⼯資補貼，以及向⾃僱⼈⼠發
放⼀筆過資助；

。 6⽉1⽇：透過綜援計劃向失業⼈⼠提供限時性⽀援；

。 7⽉14⽇：政府宣布為安老院舍員⼯、的⼠司機等⾼危⾏業從業員提供免費病毒檢測；

。 7⽉20⽇：實施公務員在家⼯作安排，眾多公私營機構亦跟隨容許員⼯在家⼯作，降低疾病傳播風
險。

最受關注的「⼯」議題

• 從上圖可⾒，網上有關「⼯」的討論，⼤部分均與辦公室有關。單是辦公室相關議題的帖⽂量和互
動量，已佔據研究期內四成以上的帖⽂和互動總量。

• 政府在7⽉29⽇⾄30⽇實施全⽇禁堂食，亦間接帶動與辦公室有關的網絡輿情。網⺠⼤多指不是所
有⾏業均能在家⼯作，或者有固定辦公室空間以供⽤膳，⼤量⼾外⼯作者被逼就地⽤餐，批評政府
禁堂食安排「離地」。

• 勞資糾紛、失業亦是較常被提及的「⼯」相關議題。網⺠主要談論被逼放無薪假、無故減薪或拖糧
的苦況，以及擔⼼因經濟轉差⽽被解僱，影響⽣計。



• 5⽉19⽇政府公布季度失業率達5.2%、創近⼗年新⾼，曾⼀度帶動網絡輿情，然⽽在本港疫情持續
放緩、對經濟打擊尚未明朗下，網⺠對於「⼯」相關議題的關注程度未有顯著提升。

• 直⾄7⽉上旬起確診⼈數急升、多個⾏業從業員陸續確診，網絡有關「⼯」的輿論亦急速升溫。⽽
輿論熱度也隨著7⽉20⽇公務員開始在家⼯作、季度失業率升⾄6.2%⽽持續提⾼，並於22⽇政府公
布延長公務員在家⼯作安排、 29⽇實施全⽇禁堂食達⾄研究期內最⾼峰。

• 然⽽隨著8⽉上旬起確診⼈數下跌、公私營機構陸續恢復正常上班，網絡有關「⼯」的輿論亦漸漸
降溫。儘管8⽉18⽇政府公布第⼆期「保就業」計劃申請安排曾⼀度刺激網⺠討論，但仍無礙整體
輿論下⾏趨勢。

• 從最開⼼帖⽂與在家⼯作有關可⾒，網⺠⼤致對政府帶頭實施在家⼯作、呼籲僱主跟隨表⽰歡迎。
不過有部分網⺠批評，政府未有制訂政策推動僱主實施在家⼯作或遙距辦公，無助勞⼯降低染病風
險。

3.5 「⼯」：經濟不景飯碗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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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驚恐帖⽂
8/15

⿊暴之後⼜有疫

情，經濟受重創，

⼤學畢業⽣求職陷

入冰河期，仲要繼

Speak Out HK 港⼈講
地 (Facebook)

最悲傷帖⽂
8/1

【Vlog】香港 x 限

聚令｜體驗如何在

街上吃飯｜全⽇禁

⽌堂食？｜街頭訪

Jer仔
(Youtube)

最憤怒帖⽂
7/21

站在抗疫前線的醫

護，竟然要凍薪。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最開⼼帖⽂
7/13

因為這波疫情涉及多

宗社區感染甚⾄幾天

內累積百多宗個案，

為了安全起⾒，我也

leoku
(Facebook)

最受網⺠關注的「⼯」相關帖⽂及時刻

關於「⼯」的熱議走勢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842025852612152&id=156468627834558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842025852612152&id=156468627834558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842025852612152&id=156468627834558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842025852612152&id=15646862783455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LtH98Fv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LtH98Fv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LtH98Fv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LtH98FvA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609343795859918&id=27381302274635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279681242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279681242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instagram.com/p/CClGE4wjxUK/
https://www.instagram.com/p/CClGE4wjxUK/
https://www.instagram.com/p/CClGE4wjxUK/
https://www.instagram.com/p/CClGE4wjxUK/


3.5 「⼯」：經濟不景飯碗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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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熱詞詞雲

正⾯詞雲 負⾯詞雲

• 整體留⾔多逾七成留⾔屬負⾯⾔論，與網⺠討論其他⽣活議題時主要批評政府防疫政策不同，網⺠

討論「⼯」相關議題時，⼤多以擔憂辦公室內⼤批員⼯聚集、容易爆發群組感染為主。

• 亦有部分網⺠談論如何維持⼯作間衞⽣，例如勤加清潔鍵盤等物、添置空氣淨化機等，務求減少染

病風險。

關於「⼯」的網輿情緒及正反討論

• 網⺠提及最多的正⾯熱詞包括「⽀持」（6,488次）、「感謝」（3,228次）和「⽣計」（3,107

次），反映網⺠⼤多歡迎政府實施「保就業」等⽀援計劃，保障市⺠⽣計。

• 負⾯熱詞⾸三位則包括「返⼯」（8,167次）、「Office」（5,043次）和「失業」（4,769次）。

網⺠留⾔主要批評僱主未有實施在家⼯作、枉顧員⼯安全，以及擔憂⼀旦被解僱⽣計不保。

• 值得留意的是，「警察」（2,356次）、「醫護」（1,029次）出現在正⾯熱詞榜第七和⼗四位。研

究團隊比對數據後發現，網⺠留⾔主要讚揚警⽅和醫護⼈員於疫情期間緊守崗位。

• 負⾯熱詞亦⾒「醫護」（4,584次）、「⿊警」（3,545次）上榜。團隊發現，網⺠主要批評醫院管

理局7⽉21⽇決定隨公務員體系凍薪，相比警⽅早於年初已獲加薪，對辛苦抗疫的醫護⼈員不公平

；亦有留⾔批評醫護⼈員年初就要求政府封關發動罷⼯、妄顧病⼈利益，因此不應獲加薪。



3.6「食」：煮飯、外賣成常態

第三章：疫情對港⼈⽇常⽣活影響



3.6 「食」：煮飯、外賣成常態

29,497
帖⽂量

佔研究期總帖⽂量約7% 佔研究期總互動量約7%

6,035,076
互動量

抗疫對港⼈⽇常⽣活影響

慧科訊業有限公司 © 2020年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852) 2948 3880 www.wisers.com 46

我們從兩⼤⽅向監測疫情對「食」的影響：

• 跟「食」相關並引發關注的的市⺠⽇常活動／⾏為，包括但不⽌於：

。 限聚令影響下，市⺠難以參與火鍋、燒烤等群體聚餐活動；

。 因應多間食肆爆發群組感染，政府先後禁⽌食肆晚市及全⽇提供堂食，不只市⺠無法出外⽤
餐，眾多沒有固定辦公室的⼾外⼯作者亦受影響；

。 禁堂食措施亦嚴重打擊本港餐飲⾏業，⼤量食肆因⽽倒閉；

。 禁堂食措施下，更多市⺠⾃⾏煮食，或者使⽤外賣程式叫餐。

• 受「食」相關的防疫措施影響的情況，包括但不⽌於：

。 7⽉14⽇：政府宣布為食肆員⼯等⾼危⾏業從業員提供免費病毒檢測；

。 7⽉15⽇：政府禁⽌食肆晚上六時⾄翌⽇早上五時提供堂食；

。 7⽉29⽇：政府全⽇禁⽌食肆提供堂食，僅能提供外賣服務；

。 7⽉31⽇：政府容許食肆恢復⽇間堂食，但入座率不得多於五成，最多⼆⼈同坐⼀檯；

。 8⽉17⽇、8⽉25⽇及9⽉2⽇：因應疫情放緩，政府三度延長食肆晚市堂食時間，但維持最多⼆
⼈同坐⼀檯限制。

最受關注的「食」議題

• 從上圖可⾒，網⺠討論與「食」有關的議題時，內容主要以外賣和食肆堂食為主。單論該兩個議題
的帖⽂量，已佔據研究期內多達六成七與「食」有關的總帖⽂量；若以互動量計算，比例則⾼達七
成三。

• ⾄於另⼀熱議議題外賣，網⺠則集中討論市⾯上多個外賣程式的服務優劣，以及外賣員有否獲得公
平待遇。



• 在第⼆波疫情放緩、確診⼈數維持低⽔平下，與「食」有關的網絡輿論在5⽉⾄7⽉期間並無顯著變
化。直⾄7⽉上旬確診⼈數回升、爆發多宗食肆群組感染個案，以及7⽉13⽇政府公布食肆晚市禁堂
食安排，才令輿情急速升溫。

• 7⽉15⽇政府實施晚市禁堂食，雖⼀度激發網⺠討論，但升勢未能持久，翌⽇便⾒回落；待⾄27⽇
政府公布食肆全⽇禁堂食安排後，熱議反彈。29⽇是實施全⽇禁堂食⾸⽇，除了是研究期內與
「食」相關輿情最熱烈的⼀天，更成為網⺠「驚憂」、「悲傷」及「憤怒」情緒最⾼的⼀天（詳情
請閱第⼆章）。

• 全⽇禁堂食措施雖能引發網⺠熱烈討論，但隨著7⽉30⽇政府宣布恢復食肆⽇間堂食，輿論熱度便
急劇回落。儘管政府⾃8⽉上旬起三度宣布放寬食肆晚市堂食時間，但仍未有顯著觸發⺠情。

3.6 「食」：煮飯、外賣成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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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驚恐帖⽂
7/14

食肆禁晚市堂食

超市再現搶購潮

thestandnews
(Instagram)

最悲傷帖⽂
7/29

食飯變成苦難⋯⋯

蘋果攝記 攝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最憤怒帖⽂
7/30

今天開始為疫情實

施7天不可堂食，避

免⼈群聚集交叉感

染，⼀羣香港⼈好

⾺蹄露 Celine Ma
(Facebook)

最開⼼帖⽂
7/24

可以留喺屋企同家⼈

食新鮮嘅海鮮餐慶祝

⽣⽇，最正係隻長腳

蟹

kakisham
(Instagram)

最受網⺠關注的「食」相關帖⽂及時刻

關於「食」的熱議走勢

https://www.instagram.com/p/CCn-5nUguOZ
https://www.instagram.com/p/CCn-5nUguOZ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304527472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304527472448&id=105259197447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609343795859918&id=27381302274635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12598295648247&id=1599836583591094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12598295648247&id=1599836583591094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12598295648247&id=1599836583591094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512598295648247&id=1599836583591094
https://www.instagram.com/p/CDB3JTSAZYg
https://www.instagram.com/p/CDB3JTSAZYg
https://www.instagram.com/p/CDB3JTSAZYg
https://www.instagram.com/p/CDB3JTSAZ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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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熱詞詞雲

正⾯詞雲 負⾯詞雲

• 研究團隊發現，網絡上關於「食」的討論，多近七成留⾔均屬負⾯⾔論，⽽當中⼤部分均與食肆堂

食有關。網⺠主要質疑政府7⽉29⽇實施全⽇禁堂食的防疫成效，同時抨擊有關措施過於「離

地」，對市⺠構成嚴重不便；亦有網⺠就當⽇⼤批⼾外⼯作者冒雨就地⽤餐的苦況，留⾔表⽰擔

憂、悲傷及憤怒。

關於「食」的網輿情緒及正反討論

• 「外賣」同時出現在「食」的正負⾯熱詞榜，持正⾯意⾒者⼤多讚揚外賣程式公司服務質素良好，

並感謝外賣員四處奔波送餐；持反⾯意⾒者則主要批評外賣員遲到或遺漏餐點情況嚴重，以及外賣

程式公司遲遲未處理退款申請。

• 被提及最多的正⾯熱詞，尚有「加油」（3,836次）和「抗疫」（2,597次）。網⺠留⾔主要是⿎勵

市⺠為已為⼈，減少外出，並多加留家煮食和買外賣，以降低社區爆發風險。

• 值得留意的是，「氣炸鍋」（1,171次）、「食譜」（703次）亦是較常被提及的正⾯熱詞，反映網

⺠無法外出⽤餐下，對烹調器具和⾃⾏煮食的需求有所增加。

• ⾄於出現最多的負⾯熱詞，則為「政府」（4,216次）、「食飯」（3,137次）和「堂食」（2,787

次），網⺠留⾔主要質疑禁堂食措施的防疫成效，以及批評政府施政過於「離地」（1,339次）。



3.7「住」：網⺠熱議亞博⽅艙

第三章：疫情對港⼈⽇常⽣活影響



3.7 「住」：網⺠熱議亞博⽅艙

32,865
帖⽂量

佔研究期總帖⽂量約8% 佔研究期總互動量約4%

3,425,259
互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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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兩⼤⽅向監測疫情對「住」的影響：

• 跟「住」相關並引發關注的的市⺠⽇常活動／⾏為，包括但不⽌於：

。 政府徵⽤度假村、公共屋邨等社區設施，建立多個社區治療設施接收病情較輕微患者及緊密接
觸者，卻引發設施貼近⺠居爭議；

。 ⼤批確診和⾝為緊密接觸者的市⺠，須入住檢疫設施接受治療和醫學監察，亦有部分從外地回
港市⺠，入住酒店接受14天強制隔離；

。 因應疫情惡化，政府陸續收緊海員、機組⼈員豁免檢疫措施，並限制有關⼈員在港逗留；

。 疫情導致經濟下⾏，打擊市⺠置業意欲，本地樓市交投亦因⽽⼤為淡靜。

• 受「住」相關的防疫措施影響的情況，包括但不⽌於：

。 7⽉8⽇：強制海員、機組⼈員等獲豁免檢疫⼈⼠抵港後接受病毒檢測；

。 7⽉24⽇：鯉⿂⾨度假村隔離設施啟⽤，以接收病情穩定患者；

。 7⽉29⽇：暫時禁⽌船員上岸換班；

。 8⽉1⽇：亞洲國際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啟⽤；

。 另外，因應7⽉第三波疫情爆發，⾏政長官林鄭⽉娥向中央表達協助抗疫請求，包括增強病毒檢
測能⼒、派員赴港協助增建治療及隔離設施等。

最受關注的「住」議題

• 從關於「住」的帖⽂量及互動量，均佔研究期內帖⽂互動總量比例不⾜⼀成、屬七⼤⽣活範疇之末
可⾒，市⺠對於疫情在其「住」⽅⾯影響的迴響最⼩。

• 從上圖可⾒，網上有關「住」的討論，主要環繞檢疫設施、強制檢疫規定和清潔產品。單論該三個
議題的帖⽂量和互動量，已佔據研究期內近六成與「住」有關的帖⽂及互動總量。



• 隨著5⽉中旬起第⼆波疫情放緩，網絡有關「住」的輿情亦維持在低⽔平。直⾄7⽉上旬本港再度發

現源頭不明的確診個案，網⺠對於強制檢疫等「住」相關議題的討論亦隨之增加。

• 關於豁免檢疫安排導致第三波疫情爆發的輿論，隨著7⽉19⽇政府澄清豁免檢疫⼈⼠是疫情源頭屬

「誤解」、衞⽣防護中⼼傳染病處主任張⽵君呼籲市⺠居家防疫⽽持續升溫，並在25⽇醫院管理局

宣布亞博館將改建為社區治療中⼼，達⾄研究期內最⾼峰。

• 其後關於「住」的網絡輿論雖有輕微下跌，卻因為7⽉31⽇中央宣布派員赴港助建隔離設施，⽽維

持在⼀定⽔平；不過隨著8⽉起確診⼈數下跌，網⺠有關「住」的討論亦隨之降溫。

3.7 「住」：網⺠熱議亞博⽅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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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驚恐帖⽂
7/24

亞博「⽅艙醫院」

內櫳⾸曝光

香港蘋果⽇報
(Facebook)

最悲傷帖⽂
8/14

確診武漢肺炎的張

伯（化名） 由進入

檢疫中⼼⾄離世 親

⼈未能陪伴在旁 這

thestandnews
(Instagram)

最憤怒帖⽂
7/31

亞博館「社區治療

中⼼」現美國⾃由

神像照 葛珮帆：我

向醫管局建議出通

Stand News 立場新聞
(Facebook)

最開⼼帖⽂
8/2

搬屋game確實真係

好好玩Thank You

My sweetie，謝謝各

位親愛的朋友們疫情

Natalie Lai叻叻
(Facebook)

最受網⺠關注的「住」相關帖⽂及時刻

關於「住」的熱議走勢

• ⾄於強制檢疫規定⽅⾯，網⺠則集中抨擊政府豁免檢疫安排過於寬鬆，導致⼤批海員在未接受病毒
檢測下入境，促成第三波疫情爆發；⾄於網⺠關於清潔產品的討論，則與比較各品牌清潔產品的價
格、消毒效能為主。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286580402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9286580402448&id=105259197447
https://www.instagram.com/p/CD3_iS9JlkF/
https://www.instagram.com/p/CD3_iS9JlkF/
https://www.instagram.com/p/CD3_iS9JlkF/
https://www.instagram.com/p/CD3_iS9JlkF/
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609343795859918&id=27381302274635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321827527902844&id=710476795704610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321827527902844&id=710476795704610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321827527902844&id=710476795704610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321827527902844&id=710476795704610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35151266820723&id=24056234294629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35151266820723&id=24056234294629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35151266820723&id=240562342946292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35151266820723&id=24056234294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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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熱詞詞雲

正⾯詞雲 負⾯詞雲

• 研究團隊發現，網⺠談及「住」相關的話題時，有六成四留⾔屬負⾯⾔論，主要批評政府將亞博館

社區治療設施稱為「⽅艙醫院」，並多次⾼調感謝中央派員協助建設，變相忽視香港醫護⼈員的努

⼒。

• 亦有部分留⾔批評，政府檢疫設施設備簡陋、部分設施選址鄰近⺠居，恐增加疾病傳播風險。

關於「住」的網輿情緒及正反討論

• 最常出現的正⾯熱詞有「⽀持」（1,263次）、「加油」（978次）和「感謝」（708次），網⺠留

⾔主要讚揚政府、醫護⼈員短時間完成眾多檢疫設施的規劃設計⼯作，以及答謝中央派遣⽀援隊赴

港協助建設有關設施。

• 被提及最多的負⾯熱詞，則包括「政府」（1,367次）和「檢疫」（1,021次）。網⺠留⾔⼤多認

為，因政府於第三波疫情爆發初期否認豁免檢疫⼈⼠是「播毒」（856次）源頭，才導致需要推出

各項檢疫措施。

• 另外，「⼤陸」（925次）、「擦鞋」（570次）亦是負⾯熱詞，網⺠主要批評政府多次⾼調要求

中央協助抗疫，有「獻媚」之嫌。

• 鑑於中央同時間亦派遣專家到港協助籌備「普及社區檢測」，導致「檢測」（654次）、

「送中」（443次）、「DNA」（252次）等相關詞彙⼀併成為與「住」有關的負⾯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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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港⼈共走疫情路

由⼀⽉⼀⽇⾄今，慧科研究團隊觀察著疫下香港的變化，我們聆聽香港⼈的聲⾳、嘗試了解他們的想

法；我們希望體會市⺠的⼼情，⽤我們的⽅式，跟香港⼈⼀起走這段疫情路。

我們聆聽⺠意的⽅式，是廣泛⽽客觀的：從⼀⽉計起，三份疫情指數研究期總長250天、閱讀多達

123.6萬篇帖⽂，觀測總計3.3億次網⺠互動；我們依賴的監測系統，是專業⽽富深度的，共偵測2,915

萬個留⾔，並以嶄新技術，解讀留⾔反映的市⺠情緒與評價；因著以上兩項優勢，⽀持我們作出貼

地、精確⽽深邃的分析。三份疫情報告各有分析總結，但如⽽為整個研究期作總結中的總結，我們認

為，以下幾點頗值得參考與深思：

1. 相比疫情防控本⾝，在疫情發展初期，確保防疫物資充⾜，能起更⼤穩定⺠⼼的作⽤：從⾸份

報告由「⼝罩」及其他防疫物資幾乎壟斷網絡輿情，可⾒⼀斑。

2. 疫情不單純只是公共衛⽣議題，更是政治議題：事實上，跟「警隊」、「封關」相關的議題、

熱詞，貫徹整個研究期，並反覆出現於不同防疫措施的討論，成為「⼝罩」以外，左右市⺠對

防疫措施接受程度的關鍵因素，醫護罷⼯亦在熱議榜上留名。由此推論，對應疫情的公眾溝

通，除對疫情本⾝作專業估算外，亦必須具備敏感的政治觸覺。

3. 回應時機的重要性：網絡輿論時刻變化，有些焦點揮之不去（如警權、封關等），但有些關注

期限較短，回應⺠情時若錯失時機，效果容易事倍功半，例⼦之⼀是政府派免費⼝罩的決定，

選在防疫措施供應逐步恢復、相關輿情轉淡的時段，因此未能引起熱烈討論。

⾄於政府推出了眾多防疫措施，哪些最受歡迎？⽽引起⺠怨的措施，「死因」是甚麼？哪些並未引起

公眾反應？在本份及過去兩份疫情指數報告，慧科研究團隊已經為⼤家逐⼀分析。

九個⽉來，抗疫長路漫漫，對香港⼈、香港社會、以⾄特區政府⽽⾔，既是挑戰，亦是⼀個⾃我了解

的機會。我們很幸運能盡⼀點⼒量，為⼤家的抗疫路補充⺠情參考，以更好迎接未知的將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