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防曬習慣和藥物註冊認知」調查】
電話調查問卷
Final Draft: Feb 27, 2015

訪問員自我介紹
訪問員:
喂，先生／小姐／太太你好，我姓 X，我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既訪問員黎既，我地而家進行
緊一項有關市民防曬習慣和對藥物註冊認知既調查，想阻你大概 5 分鐘時間，請問你願唔願意
接受我地訪問呢？
願意 
唔願意終止訪問，多謝，拜拜
請你放心，你既電話號碼係經由我地既電腦隨機抽樣抽中既，而你提供既資料係會絕對保密既。
如果你對今次既訪問有任何疑問，你可以打去熱線電話 xxxx-xxxx 同我地既督導員 XXX 聯絡。如
果你想知多 D 關於參與研究既權利，你可以喺辦公時間致電 xxxx-xxxx 向香港大學(全名為：香
港大學非臨床研究操守委員會)查詢。為左保障數據既真確性，我地既訪問可能會被錄音，但只
會用作內部參考，並會係六個月內銷毀。而家我地開始訪問。
[S1]

請問你既住宅電話號碼係唔係 xxxxxxxx？
係
唔係 (skip to end)

選出被訪者
[S2] 呢份問卷既訪問對象係 18 歲以上既香港居民，請問你屋企宜家有幾多位屬於呢個組別既呢？
【如果戶中冇合資格既被訪者，訪問告終；多謝合作，收線】
有一位開始訪問 [如合資格家庭成員不是接聽電話者，請邀請合資格家庭成員聽電話並
重覆自我介紹]
有多過一位，____位【入實數】
冇訪問告終，多謝合作，拜拜
訪者拒絕回答訪問告終，多謝合作，拜拜
[S3] 因為多過一位，我地希望所有合資格既家庭成員都有同等機會接受訪問，所以想請即將生
日果位黎聽電話。（訪問員可舉例說明：『即係有冇 3/4 月或未來三個月內生日既人係度？』）
【開始訪問前，訪問員必須讀出:為左保障數據既真確性，訪問可能會被錄音，但只會用作內部
參考。】請問可唔可以呢？
可以 - 接聽電話的人士是被訪者開始訪問
可以 - 其他家人是被訪者【訪問員請重覆自我介紹】開始訪問
被選中的家庭成員不在家／沒空【訪問員請另約時間再致電】
唔可以 - 家人拒絕回答訪問告終，多謝合作，拜拜
唔可以 - 訪者拒絕回答訪問告終，多謝合作，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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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港人使用防曬產品概況
1. 喺過去 12 個月，請問你喺以下乜嘢情況下，會用防曬產品？ 但不包括有防曬功能嘅面霜或
化妝品。(讀出答案 1-5，只選一項)
每日都用
 Q2
紫外線指數為高或甚高先用  Q3
需要戶外活動時先會用
 Q3
嗰日正午需要外出先會用
 Q3
夏季 / 嗰日陽光好猛烈先用  Q3
過去 12 個月冇用過防曬產品  Q3 (Then Q4 and skip Q5-Q7)
其他：___________(請註明)  Q3
唔知 / 難講
 Q3
拒答
 Q3
2. 咁你係幾時開始有每日都用防曬產品嘅習慣？(不讀出年齡，如表示忘記年齡請追問是否”面
部出現色斑 / 雀斑後？” ，只選一項，然後跳至 Q4)
18 歲之前
18 – 25 歲
26 – 35 歲
36 – 50 歲
51 歲或以上
(忘記年齡)面部出現色斑 / 雀斑後
其他：___________(請註明)
唔知 / 難講 / 唔記得
拒答
3. 點解你冇用 / 唔係每日都用防曬產品？ (讀出答案 1-6，次序由電腦隨機排列，可選多項)
經常喺室內地方逗留，少接觸陽光
本身皮膚唔容易曬黑 / 曬傷
曬太陽無問題
用緊的護膚品/化妝品有防曬功能
唔鍾意防曬產品質地「癡笠苙」
夏天先要，冬天唔駛
其他：___________(請註明)
唔知 / 難講
拒答
4. 請問你覺得以下邊啲人需要塗防曬產品？(讀出答案 1-4，次序由電腦隨機排列，可選多項)
貪靚嘅人
小朋友
需要喺戶外活動或工作嘅人
長者
其他：___________(請註明)
所有人都需要用
無人需要用防曬產品
唔知 / 難講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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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你平日用喺面上嘅防曬產品，會搽幾多份量？ (讀出答案 1-5，次序由電腦隨機排列，只
選一項)
搽一層薄薄地
喺面部搽五點，然後推開
只係喺容易曬到陽光嘅地方，例如鼻、兩頰、額頭
要視乎產品嘅防曬度數，度數低搽多 D，度數高搽少 D
用一個五蚊銀嘅份量，搽勻全面
其他：___________(請註明)
唔知 / 難講
拒答
6. 請問你平日喺日間會唔會補搽防曬產品？(不讀出答案，只選一項)
會
唔會
唔知 / 難講
拒答
7. 請問你選購防曬產品最主要嘅考慮條件係：(讀出答案 1-6，次序由電腦隨機排列，只選一項)
價錢
防曬度數越高越好
能否一物多用，例如：又可以防曬又可以做粉底/遮瑕/底霜
能否同時防紫外線 A(UVA), 紫外線 B(UVB)等
產品嘅質感，例如會唔會「癡笠苙」、噴霧狀、霜狀等
品牌廣告或代言人
其他: __________
唔知 / 難講
拒答
8. 以你所知，以下邊種太陽光中嘅光線，會傷害皮膚？ (讀出答案 1-6，次序由電腦隨機排列，
可選多項)
紫外線 A (即 UVA)
紫外線 B (即 UVB)
紫外線 C (即 UVC)
藍光
X光
紅外線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
唔知 / 難講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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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請問你同唔同意下列有關防曬產品嘅句子？ (讀出每項，次序由電腦隨機排列)
唔知 /
同意 唔同意
難講
如果護膚品/化妝品有防曬功能，就唔洗另外再用防曬產品
防曬產品上[SPF] 嘅數字越高，代表防曬力越高
防曬產品上[SPF 值] 係代表防紫外線 A(UVA) 嘅強度
防曬產品上[PA ++]加號愈多表示能預防愈多不同光線
防曬產品上[PA ++]係防紫外線 B(UVB)

拒答

跟著落黎，我會問你一啲有關藥物註冊嘅問題
二. 藥物註冊認知
10. 請問你覺得係唔係所有聲稱可治療某種疾病並可以喺藥房買到嘅產品，都已經獲得政府嘅藥
物註冊先可以出售？ (不讀出答案，只選一項)
一定係
唔一定，視乎個別疾病產品而定
唔係
唔知 / 難講
拒答
11. 你認為喺下列地方，會唔會買到無喺政府註冊但聲稱可以治療某種疾病或有藥力嘅產品？(讀
出每項，次序由電腦隨機排列)
會
唔會
拒答
唔知 / 難講
大型連鎖個人護理用品店，例如萬寧、屈臣氏
連鎖化妝品店，例如莎莎、卓悅
有 Rx 標誌嘅藥房
無 Rx 標誌嘅藥行
12. 請問你係點樣辨別市面上有政府註冊同冇政府註冊嘅醫藥產品？ (讀出答案 1-6，次序由電腦
隨機排列，可選多項)
產品賣廣告嘅規模 / 有代言人
係咪喺大型連鎖個人護理用品店 / 藥房有售
價錢較高
生產商 / 生產地
包裝上是否印有政府註冊編號
藥房 / 藥行櫃面職員推介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
唔知 / 難講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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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跟住我地會用灰甲產品作為例子。我會讀出一啲治療或預防灰甲產品嘅宣傳句子，請問邊啲
會令你覺得佢係屬於已註冊嘅藥物？(讀出每項，次序由電腦隨機排列)
屬於註冊藥物 不屬於註冊藥物 唔知 / 難講 拒答
防趾甲真菌感染，強效去除灰甲感染
抑制癬菌生長，防止擴散
強效抑制 99%真菌
預防灰甲復發的機會
藥力即滲入甲床殺菌
14. 你認為聲稱「具治療用途」或「有藥力」嘅灰甲產品，係咪應該要獲得政府註冊，由當局監
管出售？ (不讀出答案，只選一項)
係
唔係
唔知/難講
拒答
15. 最後，請問你有冇患過灰甲?
有
冇
唔知 / 難講
拒答
受訪者個人資料
為咗分析唔同背景人士嘅睇法，想問你一啲簡單既個人資料，呢啲資料只會用作呢次調查分析之
用，而且係會絕對保密既，請放心。如果你唔想提供，可以拒答。
1. 性別（訪問員記錄）
男
女
2. (a) 年齡
＿＿＿ [入實數]
拒答
2. (b)【只問不肯透露準確年齡被訪者】年齡 (範圍) [訪問員可讀出範圍]
18 至 24 歲
25 至 29 歲
30 至 34 歲
35 至 39 歲
40 至 44 歲
45 至 49 歲
50 至 54 歲
55 至 59 歲
60 至 64 歲
65 歲或以上
拒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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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既教育程度係？
小學畢業或以下
中一至中三(初中)
中四至中五(高中)
中六(中學文憑或預科)
中七(預科畢業)

專上非學位
專上學位
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或以上
拒答

4. 你既職業係？
在職人士 - 全職工作
在職人士 - 兼職工作
非在職人士 - 待業(skip to end)
非在職人士 - 退休人士(skip to end)
非在職人士 - 全職家庭主婦(skip to end)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
拒答
5. [只問在職人士] 你既每月個人收入大約係？(如被訪者詢問個人收入的種類，訪問員請提供一
些收入的例子︰薪金、佣金、退休金、親戚的經濟支持、股息和利息、租金收入、高齡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普通傷殘津貼、高額傷殘津貼、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HK$5,000 或以下
HK$5,001-HK$10,000
HK$10,001- HK$20,000
HK$20,001- HK$30,000
HK$30,001- HK$40,000
HK$40,001- HK$50,000
HK$50,001 或以上
拒答
問卷已經完成，多謝你接受我哋嘅訪問。如果你對今次嘅訪問有任何疑問，可以打去熱線電話
xxxx-xxxx 同我哋嘅督導員聯絡，或者喺辦公時間致電 xxxx-xxxx 向香港大學操守委員會查詢有
關於參與研究既權利。拜拜。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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