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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抑鬱症調查簡報 - 調查結果
孫玉傑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世界衞生組織預測，至2030年抑鬱症將
成為世界的「頭號殺手」。香港心理衞生
會自2012年開始，每隔兩年在全港十八區街
道上進行抑鬱症的調查訪問。分別於2012年
11月25日及2014年10月12日進行。更藉著機
構60周年紀念於2014年12月期間舉辦了一個
「抑鬱症可否預防？」的國際研討會，希望
喚起社會大眾的關注，共同做好抑鬱症的預
防及康復工作。
2014年的調查，研究員大致採用了2012
年的調查訪問設計 (孫玉傑，2013)，主要
調查工具仍採用PHQ-9 (Patient Depression
Questionnaire) 來量度受訪者的抑鬱程度，
作為快速測試。此工具甚為有效 (Löwe,
et al., 2004a; Löwe, et al., 2004b)。受訪者
祇需以自填式完成九項問題，便能初步估
計他們的抑鬱程度。經數據分析後，研
究員發現這次調查中PHQ-9量表的信度係
數 (reliability test) 仍然頗高 （Cronbach´
s
alpha=.828），2012年的調查，這工具的
Cronbachś alpha 值是 .839。

外，同時加入了「負重運動」及「伸展運
動」，想進一步分析不同運動的類別對抑
鬱程度的影響。
是次在十八區 1 的街頭訪問中，以隨機
抽樣 2收集的到有效問卷的總數為1969份。
研究員會先描述本研究的一些基本資料
（例如：性別、年齡分佈等），然後說明
各重要變項的發現，最後陳述各變項的相
關性。現分述如下：

1.1 被訪者背景資料 (表一)
性別
被訪者男女比例，以女性較高，男與女
的百分比分別為41.8% （824人）及58.2%
（1145人）。在2011年的人口普查中，全
香港人口的男女百分比為46.8%（3,310,500
人）及53.2%（3,757,300人），比例與本研
究略有差別。
年齡

中西方很多研究發現運動有助減低
抑鬱程度 (Chalder, et al., 2012; Lindwall,
et al., 2014; Perrotta, 2010; 陳弘順、黃意
文, 2013; 孫玉傑, 2013)。所以在這次調
查中，研究員仍然調查受訪者的運動程
度及時數，除了繼續了解「帶氧運動」

1

2

在本研究中，樣本年齡中最多為60 歲或
以上（23.2%），而50 至 59歲的組群佔 兩
成左右，而其他年齡組群的比例相若，分
別佔 一成左右 到 一成五左右。比例最少的
組群為18至19歲，佔7.4%。

十八區分別是觀塘區; 灣仔區; 港島東區; 西貢區; 大埔區; 新界北區; 黃大仙區; 九龍城區; 港
島南區; 港島中西區; 離島區; 屯門區; 元朗區; 油尖旺區; 深水埗區; 荃灣區; 葵菁區; 沙田區
每隔一位路經過研究街站的路人，調查員就邀請接受訪問。

2014年全港抑鬱指數問卷調查
主辦機構：香港心理衞生會、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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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家庭收入

被訪者具中學學歷佔的比例最多，
達45.5%。把大專及大學學歷加起來，佔
36.1%，比例亦不低。具小學學歷的佔
18.4%。

有28%受訪者的家庭收入為10,001元至20,000
元的組群，而40,001元 至50,000元 及 50,001元或
以上的組群佔最少，都佔不足10%的比例。而其
他組群則佔11%至17%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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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被訪者做運動及餘暇活動情況

「負重運動4」的情況

這次調查，除了訪問做「帶氧運動」的
情況外，研究員亦調查受訪者做「負重運
動」及「伸展運動」的狀況。同時想瞭解
何種運動對抑鬱症最有影響力。

約有67%左右受訪者沒有進行任何的負
重運動，能做到每星期三次或以上的約佔
13%左右，比例上看，情況明顯較帶氧運動
的普及性差。(表三)

「帶氧運動3」的情況

「伸展運動5」的情況

約有34%受訪者沒有進行任何30分鐘的
帶氧運動，能做到每星期三次或以上的約
佔32%左右，兩者都比2012年的調查結果輕
微上升。(表二)

約有38%左右受訪者沒有進行任何的伸
展運動，能做到每星期三次或以上的約亦
佔30%左右，比例上看，情況與做帶氧運動
的普及性相若。(表四)

3
4
5

指運動強度達至氣喘及出汗，例如︰跑步、游水、跳健康舞等
強化肌肉或肌耐力的運動，例如︰舉啞鈴
例如︰拉筋、做瑜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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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暇活動6」的情況
6

特意想了解受訪者最喜歡的餘暇活動 是
什麼，數據顯示排首五位的活動分別是「體
育、運動、健身等（28.2%）」、「看電視、『煲
劇』等（13.1%）」、「看書、閱讀（8.3%）」、
「逛街購物（6.0%）」及「上網查閱資訊
（5.9%）」。值得注意的是有4.2%（N=83）的
受訪者表示沒有進行任何餘暇活動。(表五)

6

受訪者在平日或在假日時，花在餘暇
活動上的時間略有不同。一般來說，在假
日期間受訪者會花較多時間在餘暇活動
上。在平日，以花0.5至兩小時進行餘暇
活動的比例最高，佔約51%左右。在假日
時，花0.5至兩小時及2.5至5小時餘娛活
動的組群較高，分別都超過30%。(表六
及表七)

由於百分比的數據分佈非常分散，故祇列出最受歡迎的首五項活動。受訪者所喜好的活動
有頗大的差異，甚少集中在某些活動上。這說明受訪者對「餘暇」活動的定義及選擇有很
大差異。

Hong Kong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65

孫玉傑先生

1.3 被訪者的抑鬱情況
透過街訪收集的調查結果顯示，過去兩
星期內受訪者較多受困擾的是「感到疲倦
或精力不足」，把困擾次數「一星期或以
上」及「幾乎每天」兩項加起來，佔21%左
右。其次是「難以入睡，容易睡醒，或過度
睡眠」，佔15%左右。「做事缺乏興趣或樂

66

趣」都有一成左右受訪者表示在過去兩星期
內，困擾達一星期或以上的次數。
特別針對「曾有自殺念頭」這困擾，
把受訪者表示在過去兩星期內達「幾天」
及「一星期或以上次數」的加起來，佔有
7.6%，這個組群的受訪者應該尤為值得
關注。(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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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PHQ-9的計算指引，把九項困擾
項目的分數加起來，就可以計算受訪者的
抑鬱程度，而總分是零至四分的為「沒有
/ 極少抑鬱」; 五至九分為「少許抑鬱」;
十至十四分為「中等抑鬱」; 十五至十九
分為「較大抑鬱」; 而廿至廿七分為「嚴
重抑鬱」。根據PHQ-9的指引 (Löwe, et
al., 2004a)，困擾總分達十至十四分的人
士，可以考慮為「應關注」的組群，是次

調查的受訪者有8.6% 屬於這個組別。而
困擾總分十五分或以上的人士，應考慮為
「臨床組別」，即可以估計他們患有抑鬱
症及需要接受專業輔導及治療，這次調
查發現有3.2%。 若果與2012年的研究結
果的百分比作一比較, 百分比數值非常接
近，在統計學上2014年的所得結果，比
2012年的抑鬱程度略為好一點 (T=2.247,
P=.025)。(表九)

在這次調查，研究員加入一條新的問
題，希望瞭解抑鬱狀況對受訪者的生活造
成什麼程度的困難。結果達「有些困難」
程度的受訪者佔39%；而「十分困難」及
「極之困難」的有 5.5%。這個組群的受
訪者應該尤為值得關注，大致上所得的抑
鬱程度結果與2012年的研究結果相若 (孫

玉傑，2013)。從相關係數中發現，「抑
鬱程度」與「生活的困難程度」的相關係
數數值頗高 ( r = .521, p<.001)」，意思反
映受訪者的抑鬱程度愈高，感覺生活的困
難程度亦愈高。因此，對這組群的人士是
否提供適當的支援工作及資源,必須多加
注意。(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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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運動對抑鬱的幫助
為進一步瞭解影響「抑鬱程度」與
其他變項的關係，研究員先應用了「相
關數(Pearson correlations )」分析，然後
再把不同的「研究變項」和「相關的背
景變項 7 」進行了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從相關係數中發現，衹有「帶氧運動
次數 (r = -.132, p<.001)」與「抑鬱程度」
有較明顯的負面關係，即「帶氧運動次
數」愈多，則「抑鬱程度」愈低。而「家
庭收入( r = -.088, p<.001)」、「年齡 ( r = .051, p<.001)」、「教育程度 ( r = -.048,
p<.001)」及「伸展運動次數 ( r = -.048,
p<.001)」與「抑鬱程度」則均呈極微弱
的負面關係 。至於其他變項，如「性
別」、「負重運動次數」、「平日及假日
的餘暇時間」與 抑鬱程度的關係均不達
顯著水平。

7

研究員再把所有「相關係數達顯著水
平」的變項放入「迴歸分析」中進行分
析。根據分析後所得的相關係數來判斷
「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力。
從「表十一」的數據看來，「生活困
難程度」最能預測個體的「抑鬱程度」，
其次依序是「教育程度」、「帶氧運動次
數」及「年齡」。即「生活困擾程度」
愈高、個體的「抑鬱程度」愈高，而「教
育程度」愈高、「做帶氧運動次數」愈多
及「年齡」愈大，則個體的「抑鬱程度」
亦愈低。「家庭收入」及「做伸展運動次
數」對個人「抑鬱程度」的影響力均未達
顯著水平。教育程度高低可能與個人問題
解決的認知及資源有關。而平均數分析顯
示，最常做「帶氧運動」的年齡組群以
「六十歲或以上」為最多，其次是「50 - 59
歲」的組群。最少做運動的組群是「25 29歲」，其次是「20 - 24歲」。如何推動
年青人多做帶氧運動值得進一步思考。

所謂「相關的背景變項」是指受訪者的一些背景資料（例如，性別、年齡及教育等）。在
進行「相關分析」時，發現它們與「抑鬱程度」的相關性達顯著水平，那些變項則被視為
「相關的背景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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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研究裡，僅「帶氧運動次數」與抑
鬱程度有關，這與國外一些研究結果相若
(Deslandes et al., 2009; Penninx et al., 2002;
Perrotta, 2010; Stanton & Reaburn, 2014 )。
運動可以被考慮為對抑鬱症有預防作用或
者有助紓緩抑鬱狀態，所以研究員進一步
使用ANOVA分析「臨床組」及「非臨床
組」 8 的「帶氧運動次數」發現，「臨床
組」受訪者的帶氧運動次數明顯少於「非
臨床組」【F(1, 1966)=9.5, P=.002】。

8

研究員再以ANOVA分析「帶氧運
動次數」對九項抑鬱困擾項目的影響
時，從表十二可以顯示，做「帶氧運
動次數」愈多，愈能降低不同的抑鬱
困擾項目，尤以有助減低「感到疲
倦或精力不足」的困擾。這數據顯
示「愈多做帶氧運動，個人愈加精
神」，對於坊間很多人認為「平日工
作已感疲勞，尚哪有精力做運動」的
想法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所謂「臨床組」與「非臨床組」是指把PHQ-9的九項困擾項目的分數加起來，總分在十四
分或以下者，視為非臨床組，而總分在十五分或以上者，則視為臨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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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結語
在接近二千名受訪者中，有3.2%估計為抑
鬱症患者，這結果與2012的研究相若。看似百
分比不高，但要知該等人士的日常功能可能已
明顯受影響，一般患有抑鬱症人士經常感覺情
緒低落、無價值感、沒精打采、失去動力、嚴
重的更會引致自殺，實在需要關注。
帶氧運動對減少抑鬱困擾有正面幫助，很
多研究亦指出，運動除了對身體健康有幫助
外，對於減壓、個人自尊感、提高自信心、分
散担憂感及增進社交等都有幫助。故此，誘
發抑鬱症患者積極參與運動, 特別是「帶氧運
動」，提昇他們的運動强度及次數，值得大力
推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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