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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簡介

1.

隨着《2008 年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修訂：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的規定）
規例》於 2008 年 5 月 28 日獲得立法會通過後，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食物安全中心展開
了為期三年的營養標籤宣傳及教育活動。為取得一組基線資料以作比較，食物安全中心
於 2008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進行一次對營養標籤的認識、態度及行為的調查（下簡稱 2008
調查）。在三年的宣傳及教育活動結束後，食物安全中心展開另一個類似的調查以作比
較，並評估活動的成效。（下簡稱 2012 調查）

2.

是次統計調查於 2012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5 日進行。在 1 427 個曾到訪的合資格住戶中（來
自 1 666 個被抽選的住宅地址，包括全部 18 個區議會分區），成功訪問了 1 009 名 18
至 64 歲的受訪者。回應率為 70.7%。

2.

主要結果

對營養素及營養標籤的認識
3.

在過去數年，市民對營養素及營養標籤的認識略有增長。在兩次調查，能夠在五條有關
問題中答對至少三條的百分比大致相同（2008 調查，45.7%；2012 調查，44.1%），而
相對於 2008 年，2012 年的調查反映有較多的人能夠答對四至五條問題（2008 調查，
16.4%；2012 調查，20.5%）。
3.1

在 2012 調查顯示雖然近半的市民對營養素及營養標籤有一定認識，公眾對不同
範疇的認識水平仍有提高空間。

3.2

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市民較傾向將健康問題和單一營養素聯繫，而未能為多種營
養素對健康的影響建立完整的概念（例如「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會同時增
加壞膽固醇的水平）。調查亦顯示市民直接從營養標籤讀取所提供的數字的能
力，較利用從營養標籤提供的數字作進一步運算的能力為高。

對營養標籤的意見及態度
4.

在兩次調查，贊成營養標籤制度及營養標籤是重要和有用的市民的比例大致相同。
4.1

4.2

2012 調查顯示市民對營養標籤制度的態度保持正面。超過八成的 18 至 64 歲的市
民同意營養標籤制度能夠：
-

促進公眾健康（88.4%）；

-

鼓勵食物業界生產或推出健康的食品（86.3%）；及

-

推廣均衡飲食（85.3%）。

市民對營養標籤的態度也是保持正面。2012 調查顯示接近或超過八成的市民同
意：
-

購買預先包裝食物前，看營養資料標籤上的資料是重要的（86.7%）；

-

營養資料標籤上的資料可以幫助選擇健康的食物（86.5%）；及

-

營養資料標籤上的資料可以幫助決定買哪些食品（78.7%）。

另一方面，51.7%的市民同意預先包裝食物上的營養聲稱為可信的。雖然較 2008
調查上升了 6 個百分點（45.4%），但有關比例明顯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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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營養標籤的行為
5.

七成（69.7%）18-64 歲的市民表示第一次購買某種食物時慣常會閱讀（即「每次∕全部
時間∕多數時候∕間中」閱讀）其營養標籤。
5.1

有以下的人口特徵的市民慣常閱讀第一次購買食物的營養標籤的比例較高：
-

5.2

女性（75.4%）；
30-39 歲（78.4%）及 40-49 歲（75.7%）；
預科或專上教育程度（79.9%）；
經理∕行政級人員∕專業∕輔助專業人員（79.1%）及文員∕服務工作∕
商店銷售人員（78.9%）；
每月的家庭總收人為$30,000 或以上（78.3%）；及
慣常購買預先包裝食物（75.0%）
。

相反，有以下的人口特徵的市民不慣常閱讀（即「較少∕從不」閱讀）第一次購
買食物的營養標籤的比例則較高：
-

男性（35.3%）；
18-29 歲（35.6%）及 50-64 歲（34.9%）；

-

未完成中學或以下的教育程度（41.5%）；
家務料理者以外的非工作人士（42.2%）；
每月的家庭總收人少於$10,000（34.0%）；及
不經常購買預先包裝食物（46.3%）。

6.

慣常閱讀營養標籤上至少八個項目的市民的百分比在兩次調查中大致相近（2008 調查，
32.6%；2012 調查，36.3%）。市民購買低脂的預先包裝食物的頻率隨時間保持穩定。
相對於 2008 調查，慣常購買低脂的預先包裝食物的比例沒有顯著的改變（2008 調查，
76.2%；2012 調查，73.8%）。

7.

然而，我們亦留意到，相對於四年前，市民在購買預先包裝食物時似乎較少注意到營養
標籤：
7.1

表示第一次購買某種食物時慣常會閱讀其營養標籤的市民由 76.2%下降到
69.7%；及

7.2

慣常閱讀某些項目的市民相對減少，包括「糖」（2008 調查，72.6%；2012 調查，
65.7%）、「總脂肪」（2008 調查，69.9%；2012 調查，63.5%）及「碳水化合
物」（2008 調查，58.2%；2012 調查，52.5%）。

購買預先包裝食物與應用及認識營養素及營養標籤的關係
8.

調查結果顯示購買預先包裝食物、閱讀營養標籤及對營養素及營養標籤的認識有正面的
關係。慣常購買預先包裝食物的市民亦較多慣常閱讀第一次購買的食物的營養標籤，同
時亦對營養素及營養標籤較有認識：
8.1

75.0%慣常購買預先包裝食物的市民會慣常閱讀營養標籤，較整體受訪者的比例
(69.7%)為高；及

8.2

慣常閱讀營養標籤以及慣常購買預先包裝食物的市民能夠在五條有關問題中答
對至少三條的百分比(分別為 50.0%及 46.9%)，亦比整體受訪者的比例(44.1%)為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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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特徵
9.

由於慣常購買預先包裝食物的市民亦較多慣常閱讀第一次購買的食物的營養標籤，這兩
組的市民擁有類似的人口特徵（可參考上文5.1段）。

10.

30-49 歲而擁有預科或專上學歷的女性較多慣常購買預先包裝食物及慣常閱讀第一次購
買的食物的營養標籤。她們慣常閱讀營養標籤上至少八個項目（2008 調查，38.2%；2012
調查，54.6%）、慣常購買預先包裝食物（2008 調查，78.2%；2012 調查，92.2%）及
慣常購買低脂預先包裝食物（2008 調查，79.1%；2012 調查，92.9%）的比例均較四年
前有顯著上升。同時她們亦較多慣常注意營養標籤上的「總脂肪」、「飽和脂肪」及「反
式脂肪」。
10.1

這有可能是因為這個人口組群多數為購買預先包裝食物的決定者，所以對有關食
物產品的資料比較敏感。

11.

與 2008 調查比較，較多市民能夠答對 4 至 5 條有關營養素及營養標籤的問題（尤其是
50-64 歲而擁有中學或以下學歷），顯示市民對營養素及營養標籤的認識有一定的提升。

12.

雖然擁有中學或以下學歷的市民慣常購買預先包裝食物的百分比出現上升，慣常閱讀第
一次購買的食物的營養標籤的百分比卻有所下降，尤其是 50-64 歲的組群。

宣傳途徑
13.

在訪問中，受訪者會被邀請提及最多五種他們取得營養標籤資訊的渠道。最常提及的三
種取得營養標籤資訊的渠道，分別為「電視」、「報紙」和「網站」，與四年前相同。
提及「電視」（2008 調查有提及，79.2%；2012 調查有提及，79.4%）及「報紙」（2008
調查有提及，72.0%；2012 調查有提及，68.1%）的百分比與 2008 調查大致相同；提及
從「網站」獲得有關資訊的百分比則有顯著的上升（2008 調查有提及，28.4%；2012 調
查有提及，41.3%）。

14.

以下是不同人口組群除「電視」外主要所使用的資訊渠道：
14.1

18-29 歲的年青人 – 他們較多使用「網站」作為資訊來源。

14.2

30-64 歲而擁有中學或以下學歷的市民 – 使用「報紙」及「電台」等傳統大眾媒
體會較容易接觸這個組群。其中，利用「報紙」接觸 30-49 歲的男性尤其有用。

14.3

30-64 歲而擁有預科或專上教育學歷的市民 – 由於教育程度較高，除屬於傳統媒
體的「報紙」外，也較多使用「網站」作為資訊來源。

14.4

「雜誌」和「單張∕小冊子」也是接觸 30-49 歲的女性的可能選項。

最關注的營養素
15.

在訪問中，受訪者會被邀請提及最多兩種他們最關注的營養素。蛋白質（有提及，35.9%；
首先提及，27.7%）及糖（有提及，34.4%；首先提及，18.1%）是最多 18-64 歲市民關
注的營養素；之後是鈉（有提及，28.6%；首先提及，10.2%）和碳水化合物（有提及，
24.7%；首先提及，11.1%）。

16.

雖然「總脂肪」、「反式脂肪」及「飽和脂肪」分別只有少於五分之一的市民提及（分
別為 19.9%、16.2%及 8.2%），「脂肪」作為整體（即三個有關項目的總和）有 44.3%
的市民提及，高於其他營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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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分析市民為何最關注這些營養素的原因，可以發現市民一般對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有正
面的印象，例如「幫助發展肌肉∕骨骼∕令人強壯∕身體發育」、「（提供）人體必須
∕重要的營養」及「改善健康」。相對地，市民一般對其他被提及的營養素都有負面的
印象或會與某些疾病聯繫，例如「影響腎功能」、「引致肥胖」、「引致糖尿病」及「引
致心血管病」。

3.

建議

有關認識、態度和行為的宣傳活動
18.

考慮到進一步提升市民對營養標籤的注意程度及提醒市民營養標籤制度的重要性和實
用性，需要持續進行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標籤制度的宣傳及教育。其中，發放的信息應
該回應上文第6及7段的調查結果。

19.

雖然市民對營養素及營養標籤的認識隨時間略有增長，但仍然可在以下幾方面再作加
強：
-

營養素與健康問題關係的認識，尤其是與多種營養素有關的情況；
對營養標籤上的用語的認識（例如食用分量、每包裝所含的食用分量）；及
如何正確應用營養標籤提供的資料。

20.

要提升市民的認識水平，宣傳及教育材料應該繼續強調單種及多種營養素對健康的影
響。考慮到最多的市民對不同種類的脂肪表示關注，有關脂肪的認識更需要詳細解釋。
同時亦需要教育市民認識營養標籤上的用語，及提供例子介紹營養標籤上的資料如何應
用在現實情況（例如如何計算食用分量或每次食用攝取的營養素）。

21.

另一個重點就是市民對預先包裝食物上的營養聲稱的信心。2012 年有略多於一半(51.7%)
的市民同意這些聲稱都可信，持相反意見的市民則由 2008 年調查的 42.2%下降至
31.7%。我們認為宣傳的信息應該要能夠繼續提升市民對營養標籤所載資料的信心。

主要的目標人口組群及宣傳渠道
22.

首要的宣傳及教育對象應為年紀較大（50-64 歲）及教育程度較低（中學或以下）的組
群。是次調查顯示這個組群慣常閱讀首次購買食物的營養標籤及其中項目的比例有所下
降。

23.

其次目標應該是其他教育程度較低的市民。調查結果顯示相對教育程度較高的市民，他
們較少慣常閱讀營養標籤，同時對有關方面的認識亦較差。
23.1

宣傳重點是建立閱讀營養標籤的習慣，從而知道從食物所攝取的營養素的重要
性。

24.

對持有預科或專上教育學歷的市民的宣傳則較次要。宣傳重點是提醒他們保持良好的習
慣。

25.

「電視」、「報紙」和「網站」分別為最主要的三種取得營養標籤資訊的渠道，所以它
們仍然是未來宣傳及教育活動的主要渠道。
25.1

「電視」擁有高覆蓋率及覆蓋範圍，能接觸每一個人口組群，故此可以用作宣傳
一般的訊息，例如提醒在預先包裝食物有營養標籤及標籤提供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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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5.2

「報紙」可以用作提供較詳細的資料，例如解釋各種營養素對健康的影響、營養
標籤上的用語及如何應用營養標籤提供的資料。主要目標是年紀較大（30 歲或以
上）的市民；

25.3

「網站」可以同時用作宣傳一般訊息及提供有關的詳細資訊，主要目標是 30 歲
或以下或擁有較高學歷的市民。

除了主要的宣傳渠道，以下的宣傳方式也可以考慮用作輔助：
26.1

對於中學或以下教育程度的市民，「電台」也是一個可以輔助「電視」宣傳一般
訊息的宣傳方式，尤其是對於司機這一類職業的市民；

26.2

對於 30-49 歲的女性，利用「雜誌」和「單張∕小冊子」宣傳也是一個可能的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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