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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

是次研究希望了解⾹港成年⼈對精神健康的認知、態度及⾏為。研究主要有兩個⽬

的 : 

1. 對⾹港的環境及前設作進⼀步了解。
2. 了解將來關注精神健康及去污名化⾏動如何更成功地進⾏。

調查通過受認可的問卷及主要⼈⼝統計數據，於去年秋季以電話訪問形式訪問了

1,210位⼈⼠。

調查發現，某些受訪者對精神健康持正⾯的理論態度：包括認為有需要提⾼社會容忍

度的必要性。受訪者⼀般認為精神健康與⾝體健康有相類似的特徵。然⽽，受訪者稱

可能會對精神病患者的預想⾏為卻與受訪者報告的正向態度不相符。同樣，對精神病

的污名與標籤源⾃對精神健康缺乏了解亦有跡可循。此外，受訪者對如何尋求幫助 /
尋求幫助的意願均相對較低。 

較年輕、教育程度較⾼及本⾝認識精神病患者的受訪者普遍對精神健康問題的認知、

態度及⾏為給予較⾼的分數。受訪者對過往就關注精神健康所舉辦的推廣活動意識也

⼗分低。 

是次調查讓⼤眾了解哪種精神健康資訊最能影響污名化態度。調查亦協助分辨出未來

推廣活動的⽅向及受眾（年輕、教育程度較⾼的⼈）。過去調查發現活動企劃可以先

針對相對寬容的群體。未來分析導向可以在著重了解受眾與精神健康知識、意識及⾏

為的關係，以及與其他地⽅進⾏對⽐。



背景  
對精神健康的污名與標籤造成了⼈們為精神健康

問題尋求協助的障礙，亦同時影響了⼈們對精神

健康的認識 (Corrigan, 2014)。普羅⼤眾對⾹港
精神健康及污名的態度亦未曾被詳細研究。

2007年，「Time to Change」計劃在英國啟
動，計劃旨在終結對精神健康的歧視。2007⾄
2016年間,該計劃改善了英國⼈對精神健康的態
度——達到9.6%積極變化 (Henderson et al.,
2016)。作為「Global Anti-Stigma Alliance」
的成員，Mind HK 與 Time to Change Global
亦有密切聯繫。 

研究⽬的在於了解⾹港市⺠⽬前對精神健康的態

度，及為⾹港未來去污名化計劃提供基準評估。

是次研究由 Mind Hong Kong (Mind HK)、⾹
港⼤ 學、Time to Change Global 及 Kings
College London (KCL) 合作進⾏。Time to
Change UK 及 KCL 亦從 1993年開始於英國開
展了相類似的態度追踪調查 (Henderson &
Thornicroft, 2009)。

Positive change in

attitudes toward mental

health between 2007 and

2016 in the UK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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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調查概要及⽅法 

為保持國際標準，本研究特意與英國 Time to Change 使⽤相同的調查⽅
法。《⾯對精神疾病的態度》調查是英國 Time to Change 去污名化社會計
劃與 KCL 合作的⼀項⼤型計劃。《⾯對精神疾病的態度》⼀向是由 TNS 市場
研究公司負責調查，所得數據則由 KCL 精神病學、⼼理學與神經科學學院進
⾏分析。

結果測量 

研究由三個⼼理量表組成：分別為精神健康知識表（MAKS）、 社會對精神病
患的態度（CAMI），以及現實與預期⾏為量表（RIBS）。三個量表經由
Mind HK 及⾹港⼤學修訂、翻譯和回譯，以切合⾹港環境的需要，所有英⽂
版本亦經評估正式其可靠性及有效性 (Evans-Lacko et al, 2010; Link et al,
2004; Evans-Lacko et al, 2011)。⽅法將於下⽂概述，詳情及評分⽅法列載
於附件1。

MAKS: 
量表設有 12 條評估對精神健康的認知的簡要問題。問卷分為兩部分，12
條問題涵蓋了有關精神健康污名和標籤認知的主要範疇：包括求助、認

可、⽀援、就業、治療及復原；以及由受訪者分辨各種情況是否代表精神

疾病。MAKS的評分範圍為 12 ⾄ 60 分。
 

CAMI:
調查設有12項問題的，評估對精神健康及疾病的態度，包括對社區精神健
康照顧的社會排斥、善意、容忍程度及社區精神健康的⽀援。量表最⾼分

數為60分。另外，CAMI 亦可分別根據兩個層⾯進⾏評分，包括：「偏⾒
與排斥」及「共融與⽀援」。這兩個量表⽤以測量社會對精神健康問題的

共融及包容程度。

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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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調查設有關於個⼈對精神健康服務、宣傳活動的意識，以及職場⽀

援等問題。⼈⼝數據則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種族、教育程度、職業、

職位、住區及在港時間。調查亦收集了受訪者與精神健康問題⼈⼠的親密∕親

近程度。

 

數據收集⽅式

 

調查團隊在⾹港⼤學以電話訪問形式收集數據。訪問員曾接受提供訪問的培

訓，並能以廣東話、英語及國語與受訪者溝通。訪問時間約為 15 ⾄ 35 分鐘。

詳細資料搜集⽅法載於附件2。

樣本

 

本調查的受訪者以隨機抽樣⽅式選出。如⼀個家庭內超過⼀個符合參與資格的

成年⼈，則以「最近⽣⽇⽇期」的⽅法決定。18 歲以下⼈⼠及外傭不包括在本

調查研究內。樣本主要包括 909 個固網電話數據。為確保研究涵蓋較年輕、

或因⼯作⽽無法接聽家居電話的上班⼈⼠，樣本亦包括 301 個⼿提電話數據，

總受訪⼈數合共1210 名。

調查⽅法

 

我們進⾏了⼀次先導調查，測試其⻑度、問卷的邏輯、⽤字及格式，其中包括

19 個完整的電話訪問。進⾏先導調查後亦對內容進⾏了⼀些必要的修改，包括

刪減兩條較⻑的問題，以及有關家庭主要收⼊提供者的職業等額外資訊，並修

訂某些答案選項，令電話訪問更為順暢。主要調查⼯作於2018年8⽉27⽇⾄9

⽉27⽇期間（公眾假期除外）進⾏。完整的調查問卷載於附件3。完成電話訪

問後，訪問員將向受訪者提供 Mind HK 的網站及聯絡電郵，以便他們尋求有

關精神健康⽅⾯的意⾒，或與 Mind HK 團隊查詢有關本研究的內容。

RIBS:
這項調查量度社會現時對精神健康問題⼈⼠的態度，以及他們的預期⾏

為。調查分為四⼤範疇：與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同住、⼯作、鄰舍⽣活

及維持關係。RIBS 的最⾼分數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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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

⽐重

為調整潛在篩選偏差，調查數據已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7 年末的性別及年齡⼈
⼝數據作出調整。

分析

所有數據均以 SPSS Version 25 進⾏分析。

MAKS、RIBS 及 CAMI 量表的項⽬已經被分被分析，每個量表將被各⾃量度
項⽬數⽬及平均分數。內部⼀致性信度則以克隆巴赫系數計算，每個量表各⾃

計算其正態或⾮正態分佈。

⾸兩個類別的「⾮常同意∕略微同意」答案被合併為⼀個選項，並以百分⽐評

分，以更容易為數據詮釋及符合英國研究中的數據分析⽅法。每個量表均有其

總分，⽽每個細項可亦作個別分析。

⼦群組則按照樣本主要樣本特徵進⾏分析，以了解不同特定⼦群組在

MAKS、RIBS 及 CAMI 量表指定項⽬分數的顯著差別。

⼦群組分析所採⽤之量表：

為符合英國的研究⽅法，MAKS 將根據兩項因素進⾏分析 （甲部：有關
精神健康認知∕看法；及⼄部：對精神疾病分類的認知）。 

根據英國的研究⽅法， CAMI 被分為兩個因素，「偏⾒及排斥」和「容忍
及⽀援」兩個因素則個別進⾏分析。最後，RIBS 的預期⾏為量表則另⾏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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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群組分析主要包括性別、年齡組別及教育程度等⼈⼝特徵進⾏分

析。樣本中的⾮華裔⼈⼠因數量不⾜⽽無法按種族分類進⾏研究。調查中亦

有統計地區及職業的數據，但未有作進⼀步分析。除了⼈⼝數據， 與經歷精

神健康問題的⼈的親密程度亦會以⼦群組進⾏分析。此⼦群組將從問卷調查

中被簡化為三個選項：「⾃⼰」（受訪者個⼈的精神健康問題經驗）、「他

⼈」（知道其他⼈正經歷精神健康問題），及「無」（不認識任何經歷精神

健康問題的⼈）。

本調查亦包括如何求助、對精神健康意識∕去污名和標籤宣傳活動的熟悉程

度等問題，並在此報告中作進⼀步分析。

分析將根據⼦群組特徵，包括其數據峰度，採⽤適當的統計測試以探討其差

異。研究亦採⽤⺟數統計及無⺟數統計，包括變異數分析、曼-惠特尼U檢

驗、克-⽡⼆⽒檢定及各種卡⽅檢驗，以探討⼦群組分數的差異。事後⽐較檢

定（多重卡⽅檢驗或杜凱式檢定）⽤於決定⼦群組之間的顯著差異。所有統

計所得均以加權數據計算。

我們在本報告中列出全部量表及⼦量表的整體及⼦群組分析。我們會繼續使

⽤迴歸模型等其他統計學分析⽅法將數據加以檢視及分析，以對趨勢及特徵

作進⼀步探討。

統計學顯著⽔平：

為調整已完成的統計測試數⽬，我們引⽤嚴格的顯著⽔平p<0.01。不過為求完
整，我們亦有考慮P<0.05的統計學顯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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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特徵 

總樣本包括1210名諳廣東話、英語
或普通話的18歲或以上成年⼈（根
據標準慣例，外籍家庭傭⼯不包括

在樣本之內）。

 
樣本為⾹港⼈⼝的代表。⼤多數受

訪者為中國⼈（n =
1193,98.6％），其中28％為60歲
以上。⼥性受訪者（n =
698,55.2％）略⾼於男性（n =
512,44.8％）。 ⼤部分樣本已達中
學或以上程度（n =
1030,88.3％），約⼀半在新界居
住（n = 620,52.9％）。樣本中⼤
部分為⼯作受訪者（n =
648,59.6％）。 ⼤約三分之⼀的
樣本表⽰熟悉精神疾病，無論是來

⾃他們⾃⼰或所認識的⼈

（35.5％），其餘部分則不熟悉。

附錄4中的表格提供了調查受訪者
的⼈⼝統計數據詳細分類，顯⽰在

對⼈⼝統計特徵進⾏加權後的未加

權數字和加權百分⽐。 

研究中的每個量表都測量了不同

的結構。因此，我們根據總體⼈

⼝以及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

對精神疾病的熟悉程度，為每個

量表/⼦量表提供了以下數據。

結果

資訊圖1：數據的關鍵特徵

地區 ：

性別 ：

教育：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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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認知：⾹港⼈對⼼理健康有何了解？

 

⼼理健康的認知以MAKS進⾏測量。 第⼀個分量表涵蓋有關精神疾病的陳述，

平均總分為23.0（標準偏差 = 2.82）。 超過90％的⼈強烈同意/同意⼼理治療可

以成為⼼理健康問題⼈⼠的有效治療（90.6％），⽽只有30.5％的⼈認為⼤多數

精神健康問題的⼈⼠須向專業⼈⼠尋求幫助。

圖1：MAKS A部分

9

⼤多數有精神健康問題的⼈都希望有⼀份有收⼊

的⼯作。

如果我朋友有精神健康問題，我應該知道如何建

議他們獲得專業幫助。

藥物可有效治療精神健康問題。

1.

2.

3.

 4. 理治療或輔導都可以有效地治療精神健康的問                
     題。
 5. 即使患有嚴重精神健康問題，都可以完全康
     復。
 6. ⼤多數有精神健康問題的⼈都會去尋求專業⼈
     ⼠的幫助。

MAKS  - A部分（關於精神疾病的認知） 

圖1：MAKS A部分



 調查常⾒精神疾病認知的第⼆分量表平均總分為22.0（標準偏差= 2.73）。調查

樣本中對抑鬱症、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鬱症的正確分類分別有83％、93 ％和

90％，顯⽰對這三種精神疾病的狀況有相當了解。但很明顯，許多⼈認為壓⼒

是⼀種精神疾病（50％），許多⼈將吸毒也錯誤地分類，反映出對精神疾病定

義的意識和理解不⾜。

10

7. 抑鬱症（是）

8. 壓⼒（不是）

9. 精神分裂症（是）

10. 躁狂抑鬱症（是）

12. 哀傷（不是）

11. 吸毒（是）

表2：MAKS B部分

表2：MAKS B部分



⼼理健康認知：⼦群組間的認知⽔平有何差異？ 

對MAKS兩個部分的總分進⾏統計分析，以評估⼦群組在⼼理健康認知⽔平上有

否顯⽰任何差異。就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對精神疾病的熟悉程度等⽅⾯都有

進⾏⽐較1。 

對於我們樣本所顯⽰關於精神疾病陳述（MAKS A部分）的⼀致程度，我們發現

各⼦群組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年齡：F（4,1200）= 1.775，p = .131

性別：t（1208）=  -  548，p = .583

教育程度：F（2,1196）=。377，p = .686

精神疾病熟悉程度：F（2,1204）= 2.144，p = .118

 

但是，當受訪者被要求界定某些疾病分類是否為精神疾病時，受訪者的⼀致程度

存在顯著差異。年⻑受訪者傾向於認為⼼理健康狀況構成精神疾病的可能性低於

年輕受訪者，年輕受訪者的年齡組別（由18-49歲）之間的⼀致程度相若，但年

輕和年⻑受訪者之間則存在顯著差異（ 18-49歲與超過50歲2）。

⼥性將病情分類為精神疾病（「是」和「不是」）的傾向性略⾼於男性（得分

22.18對21.82）。隨著教育⽔平的提⾼，受訪者反映出明顯更⾼的⼼理疾病評估

傾向（從初等教育的19.89分到中學的21.75分，⾼等教育階段的22.8分及以

上），這對提⾼⼼理健康意識有重要意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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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S B部分及年齡

圖3：MAKS B部分及年齡



值得留意的是，認識患有精神疾病的⼈傾向更能將病情分類為精神疾病，⽽不是

那些對精神疾病不熟悉的⼈，以及那些對⾃⼰的⼼理健康問題有個⼈經驗的⼈

（對於那些不認識任何患有精神疾病的⼈⽽⾔，22.45對21.80，對於有個⼈經歷

的⼈則為20.8）。這其中⼀種可能的解釋是，個⼈有⼼理健康問題的⼈⼠可能對

⼼理健康問題有較低的認知指標，因為他們缺乏獲得⽀援和資訊的渠道，或學習

的技能和資源。這個群組中也可能存在⾃我污名。這發現值得進⼀步調查。 

測試統計如下：

年齡：H（4）= 115.9，p <0.01

性別：t（1208）= -2.308，p = .021

教育程度：H（2）= 142.9，p <0.01

精神疾病熟悉程度：H（2）= 22.2，p <0.01

對精神健康的態度: ⾹港⼈對精神健康問題的寬容程度為何？

 

對精神病患者的態度是透過《社會對精神病患的態度》（CAMI）量表來測量

的。在CAMI中的平均總分為43.2（標準偏差= 5.40）。

結果顯⽰，在⾹港，⼤多數⼈表⽰需要增加寬容和⽀持，89％的⼈認同「我們

需要對精神病患者採取更寬容的態度」。同樣數量的⼈稱「同其他病⼀樣，精神

病都係⼀種疾病」。⼈們很⼤程度上還認同「實質上任何⼈都可能患上精神病」

（87％）。寬容/⽀持因素的平均總分為23.0（標準偏差= 3.09）。

關於偏⾒和排斥因素的問題，結果⾮常有趣。這個因素的平均總分是20.13（標

準偏差= 3.75）。⼀⽅⾯，60％的⼈認同「某些特徵令我地容易從普通⼈中分辨

精神病患者」，⽽30％的⼈「不想住在精神病患者的隔鄰」。27％的⼈認為

「想到有精神問題的⼈住在住宅區當中會令我感到好害怕」。⼈們對於精神病患

有⼀定程度的指責，40％的⼈認同「缺乏⾃律和意志⼒是精神病的⼀個主要成

因」。相反，74％的⼈認同治療精神病的最佳⽅法是成為正常社群的⼀份⼦，

只有14％的⼈認為受精神健康問題困擾的⼈不應該被賦予任何責任同職責，⽽只

有3.5％的⼈認為精神病患者不值得同情。這對關於精神健康的認知和意識均有

影響，但鑑於問題的複雜性，這些結果的詮釋應予以進⼀步深究。

1如果數據是正態分佈的，則使⽤配對t-檢驗或⽅差分析進⾏⼦群組分析，如果數據不是正態分佈，則使⽤
克-⽡⼆⽒檢定分析。 在發現顯著差異的情況下，如果正態分佈，則使⽤⼟⽿其檢定（Tukey’s test）進⾏
事後測試，如果⾮正態分佈，則進⾏多次卡⽅檢驗測試。

2在50-59歲和60歲以上的受訪者之間也發現顯著差異，超過60歲的⼈表現出較低的⼀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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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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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同意             略微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常反對              略微反對

1. 缺乏⾃律同意志⼒是精神病的⼀個主要成因。

2. 某啲特徵令我地容易從普通⼈中分辨精神病...

3. 我地需要對精神病患者採取更寬容嘅態度。

4. 精神病患者唔值得我地嘅同情。

5.我唔想住喺精神病患者嘅隔離。

6.⼀想到有受精神問題困擾嘅⼈住喺住宅區當...

7. 同其他病⼀樣，精神病都係⼀種疾病。

8. 實質上任何⼈都可能患上精神病 。

9. 治療精神病嘅最佳⽅法係成為正常社群嘅⼀...

10. 受精神問題困擾嘅⼈⽐⼤部份⼈想像中構...

11.受精神問題困擾嘅⼈唔應該被賦予任何責任...

12. ⼤多數曾經喺精神病院就診嘅婦⼥可以信任...

CAMI量表

表 3: CAMI

圖 4: CAMI量表



精神健康態度：⼦群組對⾹港精神健康問題的寬容和⽀持程度以及偏⾒和排斥程

度有何不同？

 

CAMI問卷的項⽬加⼊兩個不同因素：寬容和⽀持（寬容/⽀持）以及偏⾒和排

斥（偏⾒/排斥）。請注意，由於CAMI的計分⽅式，在偏⾒/排斥因素分數較⾼

表⽰對精神健康態度較好。性別、年齡、教育⽔平和對精神病患的熟悉度均在這

兩個因素中進⾏了⽐較3。

 

⾹港存在的偏⾒和排斥： 

與偏⾒和排斥相關的態度在程度上存在顯著差異，年齡較⼤的受訪者傾向於顯⽰

出⽐年輕受訪者較為偏⾒的態度。

男性和⼥性彼此表現出的態度程度相似。受過較多教育的⼈的偏⾒程度較低，受

過⾼等教育或以上的⼈（總分數為21.3）得分顯著⾼於受過中學教育的⼈

（19.5）。這兩個群組的得分⼜顯著⾼於受過⼩學教育或以下的⼈（18.0）。

 

⼀個⼈對精神病患的熟悉度亦顯著影響其偏⾒態度的程度。認識精神病患者的⼈

的偏⾒程度，低於那些不認識任何精神病患者的⼈（平均總分為20.6對19.9）。

然⽽，這些群組與本⾝曾經歷精神病患的群組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平均總分

20.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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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I偏⾒/排斥量表與年齡

圖 5: CAMI偏⾒/排斥量表與年齡。註：分數越⾼表⽰態度越好



⼦群組分析統計：

 
年齡: H (4) = 97.7, p < 0.01
性別: t (1208) = -.303, p = 0.762
教育⽔平: H (2) = 120.5, p < 0.01
精神病患的熟悉程度: H (2) = 15.9, p < 0.01
 

⾹港的寬容和⽀持程度：

對這個因素的分析顯⽰出與偏⾒/排斥因素相似的趨勢。年輕受訪者表現出較年⻑
受訪者為好的態度，最年輕的受訪者（年齡18-29平均總分= 23.77）與最年⻑的受
訪者（年齡60+平均總分= 22.23）之間的分數差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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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I偏⾒/排斥量表與對精
神病患的熟悉度

圖 6: CAMI偏⾒/排斥量表與對精神病患的熟悉度。註：分數越⾼表⽰態
度越好

圖 7: CAMI寬容/⽀持量表與年齡

CAMI寬容/⽀持量表與年齡



性別並不是影響個⼈態度的因素。教育⽔平則有影響，受過⼤學或以上教育的受

訪者（23.38）顯⽰出⽐受過中學教育的受訪者（22.96）和⼩學或以下教育受訪

者（22.02）有顯著較⾼的寬容程度。

根據受訪者對精神健康的熟悉度，寬容程度差異很⼩。本⾝曾經歷過精神健康問

題的⼈（23.59），以及認識精神病患者的⼈（23.37），⽐完全不熟悉精神健康

的⼈顯⽰出較寬容的態度。這些⼦群組分析的測試統計數據如下：

 

年齡: H (4) = 34.4, p < 0.01

性別: t (1208) = .110, p = .912

教育⽔平: H (2) = 20.7 p < 0.01

精神病患的熟悉程度: H (2) = 6.9, p = 0.032

 

⼼理健康⾏為：⾹港⼈如何對待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的⼈？

 

⼼理健康相關的⾏為是透過《現實與預期⾏為量表》(RIBS)來衡量的。 

⾹港在這個量表中的分數相對較⾼，例如⼤約⼀半的樣本（53％）表⽰他們有

或者曾經有⼀個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的朋友。這與我們⽤來識別對精神病患熟悉度

的問題回應率不同，後者要求受訪者界定「他們認識患有某種精神病的最親近⼈

⼠」，只有35.5％受訪者表⽰他們認識患有精神病的⼈⼠/本⼈曾經歷過精神病

患。

這表⽰受訪者對「精神病患」與「精神健康問題」之間如何分類的理解，以及在

中⽂問卷中對⼼理健康的提及⽅式的重要性可能存在差異。

3如果數據是正態分佈，⼦群組分析使⽤配對t測試或變異數分析進⾏；如果數據是⾮正態分佈，則使
⽤克-⽡⼆⽒單因⼦等級變異數分析。在發現顯著差異的情況下，如果正態分佈，則使⽤⼟⽿其檢定測
試進⾏事後測試；如果⾮正態分佈，則進⾏多次卡⽅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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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RIBS現實⾏為



受訪者在其將來的⾏為上多⽅⾯顯⽰⼀致意⾒。這個指數的平均分數為

13.04（標準偏差= 3.86）。不到三分之⼀的受訪者（29％）表⽰他們將來會與

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住在⼀起，但差不多三分之⼆的受訪者（65％）認為如果

他們有精神健康問題，他們將來會繼續與朋友保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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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RIBS預期⾏為

圖8：RIBS預期⾏為

RIBS預期⾏為

5. 同住 

6. ⼀同⼯作 

7. 做鄰居 

8. 做朋友 



精神健康⾏為：各個⼦群組之間對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徑有何差別？ 

我們沿⽤英國研究⽅法，這個⼦群組分析只集中在RIBS預期⾏為部分。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及與精神病患者親近程度，均⽤於⽐較受訪者未來與有精神健康

問題⼈⼠接觸的預期⾏為4. 

受訪者年齡顯著影響他們未來會與有精神健康問題⼈⼠同住、⼯作或交友的可能

性。年紀最輕的受訪者分數較其他年齡組別⾼，⽐起其他年紀較⼤受訪者更願意

與有精神健康問題的⼈接觸。

 男⼥分數差異不⼤（男性總平均分為13.1，⼥性總分為13.0），與其他量表分

析得出的模式⼀致。

⾼等教育程度⼈⼠亦較願意之後與有精神健康問題的⼈接觸（總平均分為

13.67），⽽中學程度⼈⼠的總平均分為12.81。兩者分數均較⼩學程度或以下

為⾼ （11.59）。

最後，認識精神病患者的⼈⼠⽐較⾝邊沒有精神病患者的⼈⼠，更有可能與其

他有精神健康問題的⼈⼠接觸。統計學測試結果如下。

年齡：H (4) = 61.7, p < 0.01

性別：t (1079.6) = .608, p = .544

教育程度：H (2) = 36.4, p < 0.01

對精神病患的熟悉程度：H (2) = 23.7, p < 0.01

4如數據屬常態分布，⼦群組分析將以配對t檢定或⽅差分析進⾏。如數據⾮常態分布，
⼦群組分析將以克-⽡⼆⽒檢定進⾏。如發展顯著差異⽽常態分布，將採⽤⼟⽿其事後⽐
較檢定。如⾮常態分布，則採⽤多重卡⽅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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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BS預期⾏為及年齡 預期⾏為與對精神病患

的熟悉程度

圖9：RIBS預期⾏為及年齡 圖10：RIBS預期⾏為與對精神病患的熟悉
程度



對精神健康的認知、態度及⾏為之間有何關係？

對精神健康更有認識的⼈⼠態度較好，亦較願意將來接觸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下表可⾒全

部⼦量表之間有相互的緊密關聯。⼀個量表分數愈⾼，另⼀個量表亦會隨之上升，這對未來的

精神健康推廣運動有重⼤影響。

對精神健康活動及求助⽅式的認識跟⼦群組之間有何關係？ 

為了解可能影響受訪者精神健康認知⽔平、態度及⾏徑的因素，我們檢視量表分

數與對精神健康活動及求助⽅式的認識是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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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調查問卷中包括以下問題「你有冇聽過⾹港有任何由政府或者⾮政府團體

舉辦有關提升市⺠對精神健康嘅認知或者嘗試去減低對精神健康所帶來嘅污名同

標籤嘅活動？」，以評估受訪者對相關運動的認識。這個問題結果⼀般，有39%

的⼈表⽰曾聽說有關運動。 

不過當問及運動名稱時，僅28%答「有」的受訪者能回答運動名稱，其餘72%未

能提供進⼀步資訊。465個受訪者提出497個答案，⼤部分均與媒體報導（佔

8.57%）或⾮政府組織（佔6.4%）有關。只有110個受訪者 （佔2.2%）能回答⼀

個特定的精神健康意識∕去污名和標籤運動。對這問題的質性回應載於附件5，

從回應可⾒⾹港的有關運動普及和認受程度⾮常低。

 

我們於問卷調查中包括以下問題「除了醫院，你知不知道任何有精神健康問題的

⼈可以求助的⾹港機構、慈善團體、網站或設施？」，以評估對求助⽅式的認

知。39.6%受訪者表⽰如有相關知識，會去求助，反映⼤部分⼈不知道有關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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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找出是否有特定組別對求助及運動有更多認識，我們根據年齡、性別、教育程

度及與精神病患者親近程度進⾏⼦群組分析。 

⼦群組和對運動的認識沒有顯著關係，顯著⽔平為0.01。不過有兩個⼦群組顯著閾
值達0.05%。⼥性⽐男性更⼤機會聽過這些運動 （男⼥⽐率分別為41.8和
40.5%）。教育程度較⾼的⼈⼠更⼤機會聽過這些運動（⾼等教育程度⼈⼠⽐率為
41.5%），⼩學程度或以下⼈⼠⽐率為28.8%。下列資訊圖表重點顯⽰主要趨勢。

對相關運動認識的統計： 

性別：X2 (1, N = 1209) = 5.561, p = 0.018
年齡：X2 (4, N = 1206) =8.407, p = 0.078
教育程度：X2 (2, N = 1199) =7.596, p = 0.022
與有精神健康問題的⼈的親近程度：X2 (2, N = 1207) =5.625, p = 0.06

相反，不同⼦群組對求助⽅式的認識卻有顯著差異。 

⼥性⽐男性更⼤機會知道如何求助 （男⼥⽐率分別為43.3%及35.1%），年紀較

⼤的⼈⼠較不清楚對精神健康的⽀援服務 （29.2%超過60歲的⼈⼠表⽰知道如

何尋求醫院以外的⽀援服務，⽽其他年齡組別⽐率為41.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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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求助⽅式的認知

圖11: 受訪者對求助⽅式的認知

否∕不知道∕不肯定是 



教育程度較⾼的⼈⼠更⼤機會知道如何求助 （⼤學/⾼等教育程度 = 45.8；中學

程度 = 37.4%；⼩學程度或以下 = 24.3%）。最後，認識有精神健康問題的⼈⼠

更清楚求助渠道 （46.9%），不認識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則較不清楚

（35.8%）。⽽出乎意料地本⾝曾是精神病患者也相對不清楚求助渠道

（35.7%）。

 

求助統計： 

性別：X2 (1, N = 1210) = 8.429, p = 0.004

年齡：(4, N = 1206) =22.67, p < 0.01

教育程度：X2 (2, N = 1199) =23.52, p < 0.01

與有精神健康問題的⼈的親近程度：X2 (2, N = 1209) = 13.96, p = 0.001

 

 

 

調查結果摘要

這項研究顯⽰，在⾹港，⼀個⼈對精神健康的認知、態度和將來的預期⾏為有顯

著關聯。

 

在量表中所使⽤的⼀些陳述接近上限效應，即受訪者⼀般在某些項⽬得分⾮常

⾼，並且令到項⽬之間的差異難以檢測。這通常是認為精神健康和⾝體健康等同

的⼈，以及認為精神健康問題有潛在可能影響任何⼈的受訪者（例如：CAMI第

7項 「同其他病⼀樣，精神病都係⼀種疾病」（89.1％同意）和第8項「實質

上，任何⼈都可能患上精神病」（86.8％同意）。許多受訪者將「壓⼒」錯誤

歸類為精神病患（50.1％ - MAKS B第8項），可能會進⼀步增加個⼈對本⾝容

易患上精神疾病的擔憂。

 

然⽽，其他項⽬得分相對較低。只有41.5％的受訪者認同「受精神問題困擾的⼈

⽐⼤部份⼈想像中構成更少威脅」（CAMI第10項）。不到⼀半的受訪者

（46.7％）認為「即使患有嚴重精神健康問題， 都可以完全康復」（MAKS第5

項）。 

結論、不⾜之處

及下⼀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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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多數受訪者認為有精神健康問題的⼈應該更好地被融⼊社會（74.4％同

意，「治療精神病的最佳⽅法是成為正常社群的⼀份⼦」- CAMI第9項」），他

們相對上不願意將來與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密切接觸，包括同住（28.9％同意 -

RIBS第5項），或甚⾄同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做鄰居（40.5％同意 - RIBS第7

項）。 

因此，這些數據顯⽰⼀個看法，就是⼀旦⼀個⼈確實有精神健康問題，他們便會

有所不同，並且很難康復，因此難以被融⼊社會。雖然意識可能相對正⾯，但預

期⾏為便不是那麼積極。這也可能顯⽰另⼀個看法，就是雖然⼀般⼈認為社會應

該對有精神健康問題的⼈更加寬容，但卻不太願意將此視為⾃⼰的個⼈責任。 

年齡較⼩、受教育程度較⾼並且認識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受訪者，傾向於在所

有範疇中給予較多正⾯的分數。社交接觸（對精神病患的熟悉度）的分數似乎有

所提升，這與英國《⾯對精神病的態度》（Time to Change）運動的結果是⼀

致的，即與有精神健康問題的⼈進⾏社交接觸是消除污名和標籤的最⼤途徑

（Evans-Lacko等，2012; Henderson等，2016）。這些⼦群組亦與較⾼的認

知度有關，以為精神健康問題提供幫助。 

相對較少的受訪者認為「⼤多數有精神健康問題的⼈都會去尋求專業⼈⼠的幫助」

（MAKS B，第12項，30.5％同意），這突顯出需要更好地指導尋求服務的⽅向，
和可能暗⽰存在相當⼤的污名和標籤成份。但是，我們沒有發現性別之間存在任何

差異。對⼼理健康運動的記憶⾮常低，只有0.98％的總樣本肯定地確定⼀個運動或
類似的事情，並且沒有⼦群組或多或少地表⽰他們記起任何⼼理健康相關的運動

（無論是正確還是錯誤的）。這表⽰需要提⾼公眾對⼼理健康運動的認知和理解。

Limitations
 
儘管這項研究是與英國的合作夥伴磋商後使⽤適合的⽅法進⾏，⽽英國的合作夥伴

之前已曾進⾏類似研究，但這項研究仍有不⾜之處。由於需求上的關係，受訪者試

圖向訪問員作出較正⾯的態度（Bowling，2005），數據收集的⽅法可能導致⼀些
偏差。這是受到數據收集⽅法的限制，因為電話訪問已確認⽐其他⽅法產⽣較少偏

⾒。向受訪者提供匿名保證和介紹亦旨在盡量減輕這個影響，並且調查問卷經已證

明是可靠和有效的。調查問卷雖然曾進⾏翻譯和回譯，但是以普通話和廣東話提問

的⽅式可能存在質量差異，例如「病患/問題」這個詞。這將在未來的研究中再作
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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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法（隨機抽樣）沒有分層，因此必須加權以確保樣本符合⼈⼝特性。⼤樣

本量（n = 1210）減低了所需的加權值。

 

雖然我們可以從分析看到變量之間的關係，但是尚未確定⽅向性。為了更全⾯理

解這個情況，有必須作進⼀步分析（如下所述）。此外，亦未能對⾮華裔⼈⼝及

根據社會⼈⼝狀況進⾏⼦群組分析。未來的研究應對這些領域加以探討。

 

 

這些⼦群組與其知識、態度和⾏為⽔平之間的顯著差異可能是相互關聯的。我們

將使⽤年齡、性別、教育⽔平和對精神病患的熟悉度進⾏迴歸分析，以審視這些

變量對每個量表的分數有多⼤程度的詮釋和預測。進⼀步研究提及精神健康問題

的⽅式也⾄關重要；特別是當提到「精神健康問題」與「精神病患」的問題時，

回應模式的差異需要進⼀步研究。 

與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國家級研究作⽐較，可以讓我們了解⾹港與其他社會相⽐的

位置。這將使⾹港能夠學習在其他情況下有良好操作的⽅法，並推⾏全球最佳實

踐和以本地情況為基礎的最有效⼼理健康認知/反標籤運動。未來將進⾏在這⽅

⾯的研究。

 

對精神病患熟悉度的回應率⽅⾯，本⾝曾經歷精神健康問題的⼈得分低於認識有

精神健康問題的⼈，其中所反映的差異⾮常有趣。這可能是知識和社會資本⽔平

較低（De Silva等⼈，2005）使其被診斷為精神健康問題的⼈，較難獲得有關

精神健康的幫助和資源，⽽這些幫助和資源可提⾼他們的知識。⾃我標籤很可能

對此也有關。 

其他全球研究已經考慮了精神健康態度、污名和標籤，特別是對曾經有精神健康

問題和接受服務⼈⼠的影響。這可能是了解這些⼈的經驗以及跟進污名和標籤隨

時間變化的下⼀步⼯作。

許多受訪者（60.4％）並不知悉醫院以外可以幫助精神健康問題的機構，這表⽰社
會缺乏對其他幫助和⽀援來源的認知。 
 

下⼀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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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個以實證為本的運動

 

對⼼理健康運動的記憶率偏低，表⽰需要提供更具針對性的資訊，以為社會滲透

個⼈的認知和回憶。根據英國《⾯對精神病的態度》（Time to Change ）運動

的經驗，這可以透過兩種⽅式進⾏。

 

⾸先是關於公眾的認知⽔平。本報告反映出利⽤社交接觸可能會對態度和⾏為產

⽣積極影響（Corrigan，2001; Evans-Lacko等⼈，2012）。我們的研究結果顯

⽰，認識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受訪者對研究有較正⾯的回應。涉及⽇常、相關

⼈⼠以及輿論影響者談論其本⾝精神健康問題的廣告、報刊⽂章和媒體報導，將

是促成這種效果的有效⽅式。 

本研究發現，對於精神健康問題⼈⼠⾏事和⾏為認識相對有限，和較有偏⾒態度

的受訪者，其對於構成精神病患的知識亦有限。任何利⽤社交接觸效應發布的原

材料，都應該消除對精神健康症狀和⾏為的誤解。關於精神健康問題的簡單統計

數據也可能吸引這個市場的關注。 

本研究中將精神健康與⾝體健康等同的陳述具有相對較⾼的⼀致意⾒，這可⽤於

將精神和⾝體健康聯繫起來的認知運動。Mind HK最近成功舉辦了「Move it for

Mental Health」運動（Mind HK，2019），這個運動應⽤這⼀原則並得到很好

的效果。然⽽，鑑於國際證據顯⽰將精神健康與⾝體病患進⾏⽐較可能會增加污

名和標籤態度，因此必須仔細考慮傳達的信息。 

其次，任何運動均須為特定群組推出針對性的運動。除了試圖改變整體社會對⼼

理健康的態度之外，本報告還指出，我們有需要在某些⼦群組的內部推出更⼤的

轉變。在英國的運動中，針對有意識污名和標籤偏低並因⽽有更快改變的⼦群組

取得了成功。針對這⼀個稱為「潛意識污名和標籤者」的群組以推向其他社群的

壓⼒，從⽽改變社會上對⼼理健康的態度（Baker和Loughran，2017）。 

 

 本研究顯⽰，在⾹港，年輕⼈和教育程度較⾼的⼈可能會符合這個「潛意識的污

名和標籤者」類別。任何整體運動策略可專⾨針對這些群組和個⼈。令⼈⿎舞的

是，89％的⼈認為「在我們的社會中，我們需要對精神病患者採取更寬容的態

度」（CAMI第3項），凸顯出對改變的期望，⽽⼀個周詳的運動應該會受到⽀持

的。鑑於對運動的認知度偏低以及對運動的內容感到混淆，因此，推出強⽽有

⼒、清晰的信息⾄關重要。不⼀致的信息可能會導致對精神健康和精神健康問題

的概念產⽣進⼀步的模糊不定，從⽽加深污名和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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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測量⽅法詳情 

調查由三個⼼理測量量表組成：《精神健康知識表》(「MAKS」)、《社會對精神病
患的態度》(「CAMI」)，以及《現實與預期⾏為量表》 (「RIBS」)。這三個量表經
由Mind HK 及⾹港⼤學修訂、翻譯和回譯，以切合⾹港環境的需要。
 
《精神健康知識表》

MAKS⽤於計量精神健康相關知識。MAKS問卷調查設有12項問題 (Evans-Lacko et
al, 2010)。第1⾄6題涵蓋有關精神健康污名和標籤認知的主要範疇，包括求助、認
可、⽀援、就業、治療及康復。第7 ⾄12題要求受訪者判斷各種狀況是否精神病。
MAKS分數範圍為12⾄60分。分數分為1 （⾮常反對）到5（⾮常⽀持）。「不知
道」歸類為中⽴，分數為3。

《社會對精神病患的態度》

調查問卷第21⾄32題屬於CAMI的12項問題。問題有關對社區精神健康照顧的社會排
斥、善意及⽀援，分數由1 （⾮常反對）到5（⾮常⽀持）。「不知道」歸類為中
⽴，分數為3。CAMI總分愈⾼，污名和標籤的態度愈少。根據英國Time to Change
研究，整個量表分為兩個因素：社區精神病⼈⼠體會到的「偏⾒及排斥」及「包容

及⽀援」 (Link et al, 2004)。這兩個主題有助找出現今社會是否傾向社交上排斥精神
病患者、對其有偏⾒，抑或是社區對其更包容及⽀持。兩個因素分數較⾼的話，代

表態度更為正⾯、較少偏⾒∕排斥。CAMI分數範圍為12⾄60。

 

APPEND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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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與預期⾏為量表》

調查問卷的第13⾄20題屬於RIBS，量度社區對有精神健康問題⼈⼠的現時及其預計
⾏為。統計分為4 ⼤領域：與精神健康有問題的⼈同住、⼯作、當鄰居及建⽴關係
(Evans-Lacko et al, 2011)。「現實⾏為」部分讓受訪者回答四條有關其現時⾏為的
是⾮問題，答案「有」得1分，「沒有」為0分。第⼆部分有關預期⾏為，是本報告
分析的⼀部分。 RIBS「預期⾏為」部分分數為4⾄20分。 分數範圍由1 （⾮常不願
意）⾄5（⾮常願意）。根據本報告採⽤的英國分析，「不知道」歸類為中⽴，分數
為3。

對精神健康服務的認知、與有精神健康問題⼈⼠的親近程度、在⼯作場所的⽀援及

⼈⼝數據

調查設有關於個⼈對精神健康服務、宣傳活動等認知的問題（詢問知否任何醫院以

外的精神健康問題⽀援，以及有否聽說過任何在⾹港提⾼精神健康意識或去污名、

標籤化的政府∕⾮政府運動）。調查收集了受訪者在⼯作間感覺到的⽀援。調查亦

有收集受訪者的⼈⼝數據，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種族、教育程度、職業、

職位、區域和⾹港時間。與有精神健康問題⼈⼠的親密∕親近程度亦有記錄。我們

亦根據英國《⾯對精神病的態度》（Time to Change）調查研究，將回應分為三類
作分析（⾃⼰、他⼈、沒有）。

附件2：資料搜集⽅法
 
所有電話訪問在⾹港⼤學社會科學研究中⼼於平⽇下午四時⾄⼗時半進⾏。訪員曾

接受培訓，能操廣東話、英語及國語與受訪者溝通，受訪者可任意選擇其中⼀種語

⾔。所有電話訪問以電腦電話訪問輔助系統 (「CATI」）技術進⾏。⼀個家庭內如有
超過⼀個合資格完成研究的成年⼈，則以「即將出⽣⽇期」的⽅法決定。18 歲以下
⼈⼠及外傭不包括在本調查研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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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精神健康知識表

 
精神健康知識表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Schedule (MAKS)
 
MAKS PART 1
 
Q1. ⼤多數有精神健康問題嘅⼈都希望有⼀份有收⼊的⼯作。
Q1. Most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want to have paid employment.
 
Q2.如果我朋友有精神健康問題，我應該知道俾咩建議去搵專業幫助。
Q2. If a friend had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I know how to advise them to get professional
help.
 
Q3. 藥物可有效治療精神健康問題。
Q3. Medication can be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Q4. ⼼理治療或輔導都可以有效地治療精神健康嘅問題  
Q4. Psychotherapy (e.g. counselling or talking therapy) can be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Q5. 即使患有嚴重精神健康問題， 都可以完全康復
Q5. People with sever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can fully recover.
 
Q6. ⼤多數有精神健康問題嘅⼈都會去尋求專業⼈⼠嘅幫助
Q6. Most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go to a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to get help.
 
MAKS PART 2
 
Q7. 抑鬱症
Q7. Depression
 
Q8. 壓⼒
Q8. Stress
 
Q9. 精神分裂症
Q9. Schizophrenia
 
Q10. 躁狂抑鬱症
Q10. Bipolar disorder (manic depression)
 
Q11. 吸毒
Q11. Drug addiction
 
Q12. 哀傷
Q12. G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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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I 12 item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態度 (Community Attitudes towards the Mentally Ill)
 
CAMI - Prejudice/Exclusion Factor
 
Q21. 缺乏⾃律同意志⼒係精神病嘅⼀個主要成因  
Q21.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mental illness is a lack of self-discipline and will-power
 
Q22. 某啲特徵令我地容易從普通⼈中分辨精神病患者  
Q22. There is something about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that makes it easy to tell them apart
from people without mental illness
 
Q24. 精神病患者唔值得我地嘅同情  
Q24.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don’t deserve our sympathy
 
Q25. 我唔想住喺精神病患者嘅隔離  
Q25. I would not want to live next door to someone who has been mentally ill
 
Q26. ⼀諗到有受精神問題困擾嘅⼈住喺住宅區當中會令我感到好害怕
Q26. It is frightening to think of people with mental problems living in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s
 
Q31. 受精神問題困擾嘅⼈唔應該被賦予任何責任同職責  
Q31.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should not be given any responsibility
 
 
CAMI - Tolerance/Support for Community Care Factor
 
Q23. 我地需要對精神病患者採取更寬容嘅態度  
Q23. We need to adopt a far more tolerant attitude toward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in our
society
 
Q27. 同其他病⼀樣，精神病都係⼀種疾病  
Q27. Mental illness is an illness like any other
 
Q28. 實質上任何⼈都可能患上精神病  
Q28. Virtually anyone can become mentally ill
 
Q29. 治療精神病嘅最佳⽅法係成為正常社群嘅⼀份⼦  
Q29. The best therapy for many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is to be part of a normal
community
 
Q30. 受精神問題困擾嘅⼈⽐⼤部份⼈想像中構成更少威脅  
Q30.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re far less of a danger than most people assume
 
Q32. ⼤多數曾經喺精神病院就診嘅婦⼥可以信任為保姆  
Q32. Most women who were once patients in a mental hospital can be trusted as babysi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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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BS (Reported and Intended Behaviour Scale)
 
RIBS – Reported Behaviour items
 
Q13. 你⽽家或者有冇曾經同有精神健康問題嘅⼈同住?
Q13. Are you currently living with, or have you ever lived with, someone with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Q14. 你⽽家或者有冇曾經同有精神健康問題嘅⼈⼯作?
Q14. Are you currently working with, or have you ever worked with, someone with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Q15. 你⽽家或者有冇曾經有鄰居係有精神健康問題嘅呢?
Q15. Do you currently have, or have you ever had, a neighbour with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Q16. 你⽽家或者有冇曾經有朋友係有精神健康問題嘅呢?
Q16. Do you currently have, or have you ever had, a close friend with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RIBS – Intended Behaviour items

Q17. 我願意將來同有精神健康問題嘅⼈同住。
Q17. In the future, I would be willing to live with someone with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Q18. 我願意將來同有精神健康問題嘅⼈⼀同⼯作。
Q18. In the future, I would be willing to work with someone with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Q19. 我願意將來同有精神健康問題嘅⼈做鄰居。
Q19. In the future, I would be willing to live nearby someone with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Q20. 我願意將來同有精神健康問題嘅⼈做朋友。
Q20. In the future, I would be willing to continue a relationship with a friend who
developed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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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Questions
 Q33. 除左醫院之外，你知唔知道⾹港有冇邊啲組織，慈善機構，網站或者設施可以提供俾⼈獲得精
神健康⽅⾯嘅幫助俾⼈？

Q33. Apart from hospitals, do you know about any organisations, charities, websites, or
facilities in Hong Kong where people can get help with mental health?
 
Q34. 你有冇聽過⾹港有任何由政府或者⾮政府團體舉辦有關提升市⺠對精神健康嘅認知或者嘗試去
減低對精神健康所帶來嘅污名同標籤嘅活動？

Q34. Have you heard of any government/non-government campaigns in Hong Kong that raise
awareness or try to reduce the stigma around mental health?
 
Q35. 你有冇現時或者曾經被診斷過有精神健康嘅問題？
Q35. Do you currently have, or have you ever had, a diagnosed mental health problem?
 
Q35a. 如果你唔介意，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你嘅診斷結果
Q35a. If you are comfortable, please share the diagnosis
 
Q36. 請問同你最親近嘅⼈當中，有冇邊位曾經或現時患有某種精神疾病？
Q36. Who is the person closest to you who has or has had some kind of mental illness?
 
Q37. 你⼯作嘅場所有冇提供任何機制⽀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嘅⼈？
Q37. Does your workplace offer any programs of support for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needs?
 
Q38. 訪問員記錄被訪者的性別
Q38. Record the respondent’s gender
 
Q39. 請問你幾多歲呢?
Q39. What is your age?
 
Q40. 請問你嘅婚姻狀況係？
Q40. What is your marital status?
 
Q41. 請問你係邊個種族嘅⼈⼠?
Q41. What is your ethnic background?
 
Q42. 請問你最⾼嘅教育程度係？
Q42. What is your highes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Q43. 請問你嘅職業係？
Q43.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Q44. 請問你嘅⼯作職位係
Q44. What is your job position?
 
Q45. 請問你依家住喺邊區？
Q45. Which district do you live in?
 
Q46. 請問你喺⾹港居住左幾耐時間
Q46.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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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4: Detailed Demo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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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5: Campaign Awareness and Responses
NB: Responses are from those who initially said ‘yes’ to campaign awareness (n=465 of the
total sample, who mentioned 497 different mental health related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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