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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Contact Log 

Use the lines below to record the results of each contact a empt. Pending Contact Status Codes are as follows: 

Affix ID Label Here 

S   M   T   W   T   F   S ___ /___ /____ 

Month Day Year 

DATE 

 

 Pending Codes 

1    Unlisted phone number 

2    Phone disconnected or out of service 

3    Busy signal / no answer 

4    Le  message on answering machine 

5    Person busy, call back 

DAY OF WEEK TIME COMMENTS 

PENDING CONTACT 
STATUS CODE 

____ : ____ a  p 

S   M   T   W   T   F   S ___ /___ /____ 
 

____ : ____ a  p 

S   M   T   W   T   F   S ___ /___ /____ 
 

____ : ____ a  p 

S   M   T   W   T   F   S ___ /___ /____ 
 

____ : ____ a  p 

S   M   T   W   T   F   S ___ /___ /____ 
 

____ : ____ a  p 

S   M   T   W   T   F   S ___ /___ /____ 
 

____ : ____ a  p 

S   M   T   W   T   F   S ___ /___ /____ 
 

____ : ____ a  p 

S   M   T   W   T   F   S ___ /___ /____ 
 

____ : ____ 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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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Par cipant ID #: 

Page 1 of 1 

Acros c: 

      /   / 

FINAL STATUS CODES 

Interview completed (Complete sec on 1a) 

Interview par ally completed (Complete sec on 1a and 1b) 

Interview not completed (Complete sec on 1b) 

Completed by: 

Reported deceased 

Hearing problem 

Cogni ve problem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Contact Cover Sheet 

Enter the following two status codes when the final Follow‐up Phone Call 22 contact status has been obtained for the 
par cipant (i.e. when contact is determined to be definitely successful or unsuccessful). If par cipant is deceased, make every 
effort to obtain proxy interview. 

1. Mark appropriate final Visit Status Code: 

Reason refused: 

Life situa on 

Lack of me 

Other, specify: 

 

Hospitalized 

Other illness 

Other, specify: 

 

Par cipant 

Proxy 

Reason, if by proxy: 

Sec on 1a 

Problem with the study 

Sec on 1b 

Reason not complete: 

Unable 

Refused 

Reason unable: 

Reported deceased 

Hearing problem 

Cogni ve problem 

 

Could not locate 

Hospitalized 

Other illness 

Other, specify: 

2. Select appropriate Par cipant Status Code: 

Do not contact 

Reported deceased 

Unknown 

Alive 

Month Day Year 

No valid contact informa on 
Refused MESA only 

Refused COVID only 

Call again to finish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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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Par cipant Tracking 

Date: 

Par cipant ID #: Acros c: 

      /   / 
Month Day Year 

Current tracking informa on from the MESA database is printed 
in the space below. 

Record tracking informa on changes reported during the 
interview in the space below. Enter all changes into the MESA 
database. 

A. Par cipant Informa on 

這是住家地址或是郵寄地址？ 

Street Mailing 
If Mailing address, enter 
street address here 

Changes: 

If new address, enter the month and year of change: 

Month: _________ Year: _______ 

Street address: 

B. Secondary Residence 

If a secondary residence is listed, ask par cipant if 
they s ll use the secondary residence at this address: 

If no secondary residence is listed, ask the par cipant 
if they have a secondary residence: 

If par cipant has a secondary address (a place he/she 
lives 4 or more weeks per year), enter address. 

If yes, go to Sec on C Contacts/Proxies 

If no, enter the month and year of end of use: 

Month: _________ Year: _______ 

Does par cipant have another secondary residence that 

they use?: 

Address of secondary residence: 

When did par cipant begin use of this secondary address? 

Month: _________ Year: _______ 

Is the primary mailing address outside the US? 

Yes No 

我們可以用電子郵件或簡訊聯絡您嗎（請勾選所有適用選

項）？ 

Emai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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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Par cipant Tracking 

Changes: 

Changes: 

Changes: 

C. Contacts/Proxies 

我們可以送一份手冊或簡報給[聯繫人姓名]，告訴他們有

關MESA，以及他們作為您的MESA聯繫人的責任嗎？您若

回答「是」，我們將用您提供的地址送簡報給他們。  

有 沒有 

Check if used as proxy for this interview 

我們可以送一份手冊或簡報給[聯繫人姓名]，告訴他們有

關MESA，以及他們作為您的MESA聯繫人的責任嗎？您若

回答「是」，我們將用您提供的地址送簡報給他們。  

有 沒有 

Check if used as proxy for this interview 

我們可以送一份手冊或簡報給[聯繫人姓名]，告訴他們有

關MESA，以及他們作為您的MESA聯繫人的責任嗎？您若

回答「是」，我們將用您提供的地址送簡報給他們。  

有 沒有 

Check if used as proxy for this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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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我們可以送一份手冊或簡報給[聯繫人姓名]，告訴他們有

關MESA，以及他們作為您的MESA聯繫人的責任嗎？您若

回答「是」，我們將用您提供的地址送簡報給他們。  

Check if used as proxy for this interview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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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我們可以送一份手冊或簡報給[聯繫人姓名]，告訴他們有

關MESA，以及他們作為您的MESA聯繫人的責任嗎？您若

回答「是」，我們將用您提供的地址送簡報給他們。  

Check if used as proxy for this interview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Par cipant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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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無法聯繫到您， 您的聯繫人中哪一位是可以提供有關您的健康狀況或任何您可能住院治療的最合適的人選？ 

Select one from above Any None 

Other proxy (Record the following informa on only if interview is completed by proxy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above or on previous 
page.) 

Name: 

Rela onship to parent: 

Address: 

Phone: 

Changes: 

D. Health Care Providers 

Changes: 

C. Contacts/Proxies (con nued)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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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Par cipant Tracking 

Changes: 

Changes: 

D. Health Care Providers (con nued) 

Page 4 of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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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Par cipant ID #: Acros c: 

      /   /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General Health Month Day Year 

Introduc on 

您好，我叫 「採訪者姓名」，我想與 「參加者姓名 」交談。請問(參加者姓名 )方便講話嗎？ 

If no 

If yes 

甚麼時候打電話回來較方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謝，我會再打電話。  

您好，(參加者姓名)， 我是「MESA/MESA Air」研究項目的(採訪者姓名)。我打電話是想知道自從

上次我們與您電話交談後，您怎麼樣了,我們還要更新「MESA/MESA Air 」的資料。您有沒有幾分

鐘時間電話裏談談？. 

甚麼時候打電話回來對您較方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謝，我會再

打電話。 
If no 

If yes 我们想问有关從上次______________電話訪問您后，您總的健康狀況和特殊的醫療狀

況，我知道有些問題我們已問過您幾次了，但是了解您的健康狀況的變化對幫助我們

了解更多的有關導致心臟病和中風的原因，和這些疾病怎樣與您生活中的其他事情相

關很重要。 

首先，我想確認一下我們的記錄是否是最近的，您能否告訴我以下的信息是否仍然正確？ 

(Go to “Par cipant Tracking” form and verify the tracking informa on that appears in the le -hand column) 

1. 您能否說，總的來講，您的健康是 (read all response categories except 不確定) 

極好 

很好 

好 

一般 

不好 

不確定 

2. 自從我們上次與您電話交談後，您有沒有在任何時候看過醫生或其他醫療專業人士？   
Op onal: 一名“醫療專業人士”是指一名醫生，護士，護理人員，或其他在診所，醫院，或救護車上工作的有資格證書的特

殊技術人員。這個人也可以是不屬於西醫的醫務人員（例如，一名針灸師或亞洲藥師）但是不應該包括按摩師，健身教

練，或營養指導。 

(Circle answer) 有 沒有 

自從我們上次與您電話交談後，您有沒有曾經在醫院或護理中心住了至少一晚？ 

(Circle answer) 有 沒有 

Did the par cipant answer ‘Yes’ to either part of Ques on 2 (seen a health professional or overnight stay)? 

Yes No 

Unsure 

Go to  
Ques on 3a Skip to  

Ques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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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General Health 

3a. 您的醫生或醫療專業人士是否曾告訴過您，您有糖尿病？ 

不確定  (go to ques on 3b) 

有 

這是否是自從上次我們電話交談后新的診斷？ 

沒有  (go to ques on 3b) 

If Yes to diabetes: 

不確定 

是 

不是 

3b. 自從我們上次與您電話交談後，您的醫生或醫療專業人士是否曾告訴過您，您有以下的其中一種病？ 

不確定 是 否 
高血壓 

高膽固醇 

If Yes: 這是否我們上次與您聯係後新的診斷結果？ 

If Yes: 這是否我們上次與您聯係後新的診斷結果？ 

4. 自從我們上次與您電話交談後，您的醫生或醫療專業人士有沒有告訴您，您有以下其中一種病？ (read each diagnosis): 

不確定 是 否 

心肌梗塞或心臟病發作 

由於心臟病而造成的心絞痛或胸口痛 

心力衰竭或充血性心力衰竭   

周邊動脈疾病，由於動脈堵塞引起腿部疼痛或間歇性跛行 

心房纖顫   

深靜脈血栓或腿部血管栓塞   

短暫腦血管缺血(TIA)或輕微中風 

中風 

颈動脈栓塞 

癌症 

COVID-19 新冠肺炎感染 

Complete “Specific Medical Condi ons” 
form for each item with a Yes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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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從我們上次與您電話交談後，您有沒有由於任何其他健康問題而在以下地方 … 

醫院過夜 

護理中心或康復中心過夜   

Complete “Other Admissions” form 
for each item with a Yes response. 

6. 自從我們上次與您電話交談後，您有沒有在醫院裏或醫院外進行過以下任何一項檢查或治療 (read each procedure): 

心血管擴張成形術以打開通向您心臟的動脈 

心臟冠狀動脈搭橋手術 

血管擴張成形術以打開您其中一條腿的動脈   

心臟復律是用電流通過您的胸部將您的心律從房顫或

房撲狀態轉換成正常的心律 

射頻消融術是將一根長的細管或導管插入心臟，並提

供能量以便清除很小區域的組織來阻止房顫或房撲 

Complete “Specific Medical 
Procedures” form for each item with 

a Yes response from Ques on 6. 

一個星期多少次？ If Yes 

7. 您是否有規律地服用阿斯匹林？ 

不確定 是 否 

不確定 是 否 

不確定 是 否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Gener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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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General Health 

8. 自從上一次隨訪電話之後，您是否曾服用過任何不含阿司匹林的血液稀釋劑或抗凝劑 

有 

没有 

不知道 

拒絕回答 

Coumadin [warfarin] 

Plavix [clopidogrel] 

Pradaxa [dabigatran] 

Xarelto [rivaroxaban] 

Equilis [apixiban] 

Brilinta [ cagrelor] 

Month Year 

8a. 自從上一次隨訪電話之後您曾服用哪一種血液稀釋劑或抗凝劑？

Effient [prasugrel] 

Persan ne [dipyridamole] 

Savaysa [edoxaban] 

其他，請註明 

 

不知道 

 

8b. 什麽時候您開始服用 [insert drug name]? 

8c. 什麽時候您停止服用[insert drug name]? 

不知道 

Month Year 
不知道 

8d. 自從上次您回答藥品服用問卷后，您是否開始和停止服用 
[insert drug name] 一次以上? 

是 不是 不知道 

If yes, go to Q8e 
If no, ask for Q8b-f for next drug or if no other drugs reported in 8a, 
go to Q9 

8e. 什麽時候又開始服用 [insert drug name]? 

Start date: 

Stop date: 

If s ll taking drug, enter 99/9999 

Month Year 
不知道 

Start date: 

8f. 什麽時候再次停止服用[insert drug name]? 

Month Year 
不知道 

Start date: 

Collect mul ple start and stop dates for each drug, as necessary. If s ll 
taking drug, enter 99/9999 
Repeat 8b-f for each drug iden fied in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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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General Health 

以下問題是關於您使用煙類和酒類的情形，它們将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吸煙和飲酒對心血管疾病所起的危害作用。 

10. 您現在喝酒類飲料嗎？ 

有 

沒有 Skip to Ques on 15 

11. 您通常每週飲多少杯紅葡萄酒？ 

如果每週少於一杯，填寫 00。 (一个单位= 3.5盎司的

杯，一瓶 = 750毫升 = 8杯) 

12. 您通常每週飲多少杯白葡萄酒？ 

如果每週少於一杯，填寫 00。 (一个单位= 3.5盎司的

杯，一瓶 = 750毫升 = 8杯) 

9. For par cipants with history of pacemaker or implanted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based on prior event inves ga on: 
 
a. 根據您以前的檢查記錄 ，我看到您曾有過一個[pacemaker or other device type from inves ga on] 於 月／ 天／年 植入體內

[CC inserts date of inser on based on event inves ga on]. 對嗎？您是否仍然戴有這個裝置？ 

For par cipants without history of device: 
 
b. 您是否有一個植入式心臟起搏器或一個心臟復律除顫器(ICD)？ 

If yes to a or b: 
 
c. 是心臟起搏器還是心臟復律除顫器？ 

心臟復律除顫器 心臟起搏器 

d. 您的這個裝置的常規檢查是由哪一位醫生進行的？ 

Name:  

City, State:  

不確定 是 不是 

不確定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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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General Health 

13. 您通常每週飲多少罐、瓶，或杯的啤酒？ 
如果每週少於一杯，填寫 00。 (一个单位= 12盎司的杯，

一瓶 = 355毫升 = 1杯) 

14. 您通常每週飲多少杯烈酒或調配酒？ 

如果每週少於一杯，填寫 00。 (一个单位= 1.5盎司 或 1 小杯

一个单位 = 1.5盎司 或1 小杯) 

從來不吸煙 

原來吸煙，戒煙已經超過一年了。 

原來吸煙，戒煙沒超過一年 

目前仍然吸煙。 

不知道 

Skip to Ques on 19 

16. 在過去您整個吸煙期間平均... 

a. 您過去每天大約吸多少根煙？ 

 

b. 您吸煙時是否深吸入？ 

 

c. 您早上起來，要多久開始吸第一支煙？ 

根煙 

Note: Skip to Q19 if “former smoker” 
and answered Q16 at previous exam. 

分鐘 

一點也不 一點點 中度吸入 深度吸入 

17. 你有没有在过去30天裏吸过煙？ 

有 

没有 Skip to Ques on 19 

18. 平均来講，您現在每天大約吸多少根煙？ 

19. 在過去一年大約每週有多少小時你輿正在吸煙的人近距離接

觸？（例如在你家，在汽車內，在工作中或其他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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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交談。我們很感謝您參加[MESA] 的研究。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隨時撥打診所的電話 [號碼]與
我們聯繫。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General Health 

20. 在過去的12個月裡有人在你家裡吸煙嗎？（這裡包括您自己） 

有 

沒有 

不知道 

20a. 在過去的12個月裡﹐有人在你家裡吸煙的平均次數是？ 

少於每月一次 

每月幾天 

一個月的大部份天數﹐但不是每天 

每天或者幾乎每天 

20b. 過去的12個月裡﹐每位吸煙者在您家裏每天平均吸多少支煙﹖ 

20c. 過去的12個月裡﹐每位吸煙者在您家吸雪茄每天平均吸多支﹖ 

吸煙者甲﹕                  支/每天 

吸煙者乙﹕                  支/每天 

吸煙者丙﹕                  支/每天 

抽雪茄者甲﹕                 支雪茄/每天 

抽雪茄者乙﹕                 支雪茄/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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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ION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General Health ‐ Death 

您好，我叫 採訪者姓名，是想與資料提供者姓名交談，请问資料提供者姓名 在嗎？ 

If no 

If yes 

甚麼時候打電話來對他/她較方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謝，我會再打回來。 

您好，資料提供者姓名，我是MESA/MESA Air 研究項目的(採訪者姓名)。我们對您的損失表示深切

的哀悼。我們瞭解到，去世者姓名 生前把您做为他亲近的人而給了我们您的電話号码。（沉默）

因为要將去世者姓名 的病例存放起來，我想向您问一些问题，以了解自從我們上次与 去世者姓名 

谈过话後直到他/她去世为止，他/她的健康狀况。我們現在可以在電話裏談一談吗？ 

甚麼時候打電話來對您較方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謝，我會再

打回來。 

If no 

If yes 我們想收集自從上一次在_____________________與去世者姓名 聯係後直到他/她去世

为止，他/她 的健康狀況和特別醫療狀況有關的資料。 

Affix ID Label Here 

Date:       /   / 
Month Day Year 

1. 自從我们上一次在_____________（最后一次电话联系日期）与 去世者姓名 联系後，去世者姓名 的醫生或醫療專業人

士有沒有告訴 去世者姓名，他/她有以下的病症？ (read each diagnosis) 

Unsure Yes No 

心肌梗塞或心臟病爆發 

由於心臟病而造成的心絞痛或胸口痛 

心力衰竭或充血性心力衰竭 

周邊動脈疾病，由於動脈堵塞引起腿部疼痛或间歇性跛行 

心房纖維性顫動 

深静脉血栓或腿部血管栓塞 

短暫脑缺血(TIA) 或輕微中風 

中風 

颈動脈梗塞 

癌症 

COVID‐19 新冠肺炎感染 

Complete “Specific Medical Condi ons” 
form for each item with a Yes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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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從我們上一次與__________ （去世者姓名）電話聯繫後，他/她有沒有由於 任何其它健康問題 而在以下地方過夜 

Unsure Yes No 

Overnight Hospital Stay 

Overnight Stay at a nursing home or rehabilita on center 

Complete “Other Admissions” form 
for each item with a Yes response. 

3. 自從我们上一次与去世者姓名 电话联系後，他/她有沒有在醫院裏或醫院外進行過以下任何一項检查或醫療过程 (讀每

項測試或步驟)： 
Unsure Yes No 

心血管擴張術以打開通向您心臟的動脈 

心臟冠状动脉搭橋手術 

血管擴張術以打開您其中一條腿的動脈 

心臟復律是用電流通過您的胸部將您的心律從房顫或

房撲狀態 轉換成正常的心律 

射頻消融術是將一根長的細管或導管插入心臟，用力

以便清除很小區域的組織來阻止房顫或房撲的狀態 

Complete “Specific Medical 
Procedures” form for each item 
with a Yes response from 6. 

(Op onal:) 我能否问您另外一些有关 去世者姓名 去世的问题？ 

(Interviewer may proceed to fill out Death Informa on form before ending the phone call.) 

END: 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交談并回答这些问题。我非常遗憾您失去他/她，请节哀保重。 

我們很感謝您对MESA/MESA Air 研究項目的配合。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不要猶豫，放心給我們的診所打電話，號碼是 

診所電話號碼。谢谢！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General Health ‐ Death 

Page 2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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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Specific Medical Condi ons 

Complete form for each condi on reported as ‘Yes’ on “General Health” or “General Health—Death” form. If the 
par cipant has died, change ‘you’ or ‘your’ to decedent’s name for all ques ons below. 

您說一位醫生或其他醫療專業人士告訴您，您有 ________ (read and mark specific condi on name reported previously below) 

A. 給您看病的醫生的姓名和地址？ 

[OPTIONAL. Only record name and address if they are of use to Events staff.] 

是 否 

不確定 

(Con nue to part 

D on next page.) 

Affix ID Label Here 

心肌梗塞或心臟病發作 

由於心臟病而造成的心絞痛或胸口痛  

心力衰竭或充血性心力衰竭 

周邊動脈疾病，由於動脈堵塞引起腿部疼痛或間歇性

跛行 

心房纖顫 

深靜脈血栓或腿部血管栓塞 

短暫腦血管缺血 (TIA) 或輕微中風 

中風 

颈動脈梗塞 

癌症，種類： 

COVID‐19 新冠肺炎感染 

 

 

關於您由於中風而產生的症狀，您

是否感覺已經完全康復？  

在過去兩星期中，您需不需要別人

幫忙您的日常起居活動？  

是 不確定 否 

是 不確定 否 

Name: 

Address: 

診斷的日期或住院日期？ 

(Probe for exact date. If exact date cannot be recalled, ask 
par cipant to es mate month and year. Record day as 15.) 

      /   / B. 

自從我们与您上一次联系後[date of last follow up]，您是否因為這種身體狀況曾經在醫院住了至少一個晚上？ C. 

 Ask about next condi on reported on 
“General Health” or “General Health—
Death” form, and record details on an 
addi onal form. If there are no 
addi onal condi ons, go to next 
ques on on “General Health” form. 

Date:       /   / 
Month Day Year 

Month Da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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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Specific Medical Condi ons 

      /   / 

您能否告訴我每次您住院的日期和住在哪個醫院或醫療中心？ 

(Probe for exact date. If exact date cannot be recalled, ask par cipant to es mate month and year. Record day as 15.) 

D. 

Month Year 

Date Hospital Code 

Length of Stay 
(days) 

(1)        

Day 

      /   / 
Month Year 

Date Hospital Code 

Length of Stay 
(days) 

(2)        

Day 

      /   / 
Month Year 

Date Hospital Code 

Length of Stay 
(days) 

(3)        

Day 

      /   / 
Month Year 

Date Hospital Code 

Length of Stay 
(days) 

(4)        

Day 

      /   / 
Month Year 

Date Hospital Code 

Length of Stay 
(days) 

(5)        

Day 

Ask about the next condi on reported as ‘Yes’ on “General Health” or “General Health—Death” form and record details on an 
addi onal form. If no addi onal condi ons are reported as ‘Yes’, go to next ques on on the form. 

Page 2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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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Page 1 of 1 

      /   /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Specific Medical Procedures 

Complete form for each condi on reported as ‘Yes’ on “General Health” or “General Health—Death” form. If the 
par cipant has died, change ‘you’ or ‘your’ to decedent’s name for all ques ons below. 

您說您曾有過一次 ________ (read and mark specific condi on name reported previously below) 

A. 給您看病的醫生的姓名和地址？ 

[Physician name and City are OPTIONAL. Only record name and city if they are of use to Events staff.] 

Affix ID Label Here 

心血管擴張成形術以打開通向您心臟的動脈 

心臟冠狀動脈搭橋手術 

血管擴張成形術以打開您其中一條腿的動脈 

心臟復律 

射頻導管消融術 

Physician Name: 

City: 

這個檢测或檢查的日期是什麽時候? 

(Probe for exact date. If exact date cannot be recalled, ask 
par cipant to es mate month and year. Record day as 15.) 

      /   / B. 

Facility Code 
(if hospitalized)     

Month Day Year 

Month Day Year 

Ask about the next procedure reported as ‘Yes’ on the “General Health” or “General Health‐Death” form 
and record details on an addi onal form. If no addi onal events are reported as Yes, go to END of 
“General Health” or “General Health‐Death”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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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Page 1 of 1 

      /   /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Other Admissions 

Complete form for each ‘Yes’ response to the overnight stay ques on on the “General Health” or “General Health—
Death” form. If the par cipant has died, change ‘you’ to decedent’s name for all ques ons below. 

您說您作為一個病人曾經在以下地方過夜 (read and mark type of facility previously reported by par cipant below) 

Is this the par cipant’s first admission to a Nursing Home for chronic care (not short term rehab)? 

Affix ID Label Here 

醫院 

住院原因 

City 

      /   / Length of Stay: 
    

Month Day Year 

Month Day Year 

Ask about the next admission reported by the par cipant on the “General Health” or “General Health‐Death” form and 
record details on an addi onal form. If no addi onal events are reported as Yes, go to procedures ques on. 

護理中心或康復中心 

請告訴我 (read and record items listed below for EACH overnight admission): 

[Physician name and City are OPTIONAL. Only record name and city if they are of use to Events staff.] 

Yes No 

Physician Name 

Date of Admission: 
days 

(1) 

Facility Code: 
    

(Probe for exact date. If exact date cannot be recalled, ask par cipant to es mate month and year. Record day as 15.) 

Is this the par cipant’s first admission to a Nursing Home for chronic care (not short term rehab)? 

住院原因 

City 

      /   / Length of Stay: 
    

Month Day Year 

Yes No 

Physician Name 

Date of Admission: 
days 

(2) 

Facility Code: 
    

(Probe for exact date. If exact date cannot be recalled, ask par cipant to es mate month and year. Record day as 15.)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 Death Informa on ‐ Chinese | 1.0 6/5/2020 Page 1 of 1 

INTRODUCTION: 

我需要向您提問一些關於[死者姓名]死亡情況的簡短問題。如

果有必要，將來可能有其他人與您聯係詢問附加的問題。我

們非常感謝您的幫助。 

(If appropriate, interviewer may use informa on from other 
forms to fill in parts of this form. Ask only necessary ques ons.)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Death Informa on 

Affix ID Label Here 

Date:       /   / 
Month Day Year 

DO NOT SCAN THIS FORM 

1. [死者姓名]是哪一天去世的？ 

      /   / 
Month Day Year 

2. 您是否知道他/她是因為心臟問題、中風，或者其他原因而

去世的？ 

(Interviewer, please mark appropriate category below.) 

Cardiac death 

Cerebrovascular death 

Non‐CVD death. Specify: 

 

Unknown (Interviewer, please write as many details 

in notes sec on as possible.) 

3. 他/她去世时是在醫院裏或者醫院外？ 

In‐hospital 

Out of Hospital (put ER deaths here) 

END: 十分感謝您的時間。(If appropriate:) 請再次接受我們對

您失去親人的哀悼。我們很感激死者姓名參加了我們這項研

究工作。 

   

      /   / 
Month Day Year 

Notes: 

Please record any addi onal informa on that might help the 
Events staff inves gate this death. 

Abstractor ID: 

Date of this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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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Par cipant ID #: Acros c: 

      /   /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COVID‐19 Ques onnaire 
Month Day Year 

以下問題是關於您與冠狀病毒的接觸情況或是您的COVID‐19症狀。 請告訴我們，自從我們上次致電詢問您關於

COVID‐19的問題以來，您接受過的任何COVID‐19檢測或是罹患的任何疾病。 

自我們上次打電話給您以來，您是否曾罹患COVID‐19 新冠肺炎，或是由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疾病？  

是，肯定 

是，我認為 

可能 

否  

自從我們上次打電話給您以來，您是否曾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或COVID‐19 新冠肺炎的檢測？  

是 

否  

不確定 

自從我們上次打電話給您以來，您是否曾接受以下檢測： 

a. COVID-19 新冠肺炎感染？  

 
 

b. COVID‐19 新冠肺炎免疫力

（抗體）？  

c. 您接受了幾次檢測？ __________ 

 

d. 您可以提供自我們上次打電話給您以來，您第一次接受COVID‐19 新冠肺炎檢測的詳情嗎？  

 i.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ii. 檢測原因： 

  1. 我有COVID‐19 新冠肺炎的症狀 

2. 我認識的人有COVID‐19 新冠肺炎的症狀 

3. 醫師讓我接受COVID‐19 新冠肺炎的檢測 

4. 我對COVID‐19 新冠肺炎感到憂慮 

5. 其他 

是  否  

(con nued) 

請具體說明此「其他」 選項: ________________ 

是  否 

是  否  

若是的話，結果：    陽性 陰性     待定 

若是的話，結果：    陽性 陰性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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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COVID‐19 Ques onnaire 

 iii. 檢測類型 : 

  1. 鼻咽拭子 

2. 血液檢測 

3. 唾液檢測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結果 

 

 

 
 

e. 您可以告訴我您最近一次COVID‐19 新冠肺炎檢測的詳細情況嗎？ 

 i.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ii. 檢測原因： 

  1. 我有COVID‐19 新冠肺炎的症狀 

2. 我認識的人有COVID‐19 新冠肺炎的症狀 

3. 醫師讓我接受COVID‐19 新冠肺炎的檢測 

4. 我對COVID‐19 新冠肺炎感到憂慮 

5. 其他 

 

 iii. 檢測類型 : 

  1. 鼻咽拭子 

2. 血液檢測 

3. 唾液檢測 

4. 其他 

 

iv. 結果: 

是 否 

陽性 

陰性 

不確定/待定 

(con nued) 

陽性 

陰性 

不確定/待定 (con nued) 

是 否 

是 否 

請具體說明此「其他」 選項: ___________ 

請具體說明此「其他」 選項: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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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COVID‐19 Ques onnaire 

f. 自我們上次打電話給您以來，如果您在第一次或最近一次檢測中的結果為陰性，那麼您是

否曾有過任何陽性的COVID‐19 新冠肺炎檢測結果？  

 

 
 

i. 若選擇「是」，您可以告訴我您第一次陽性COVID‐19 新冠肺炎檢測的詳

細情況嗎？ 

1.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2. 檢測原因： 

  a. 我有COVID‐19 新冠肺炎的症狀 

b. 我認識的人有COVID‐19 新冠肺炎的症狀 

c. 醫師讓我接受COVID‐19 新冠肺炎的檢測 

d. 我對COVID‐19 新冠肺炎感到憂慮 

e. 其他 

 

 3. 檢測類型 : 

  a. 鼻咽拭子 

b. 血液檢測 

c. 唾液檢測 

d. 其他 

 
g. 您是否願意為本研究機構提供一份您的COVID‐19 新冠肺炎的檢測結果？  

是 

否 

不確定 

是  否  

(con nued) 

是  否  

是  

否  

請具體說明此「其他」 選項: ___________ 

請具體說明此「其他」 選項: ___________ 

用於核查醫療記錄  

醫師姓名／診所／醫院的名稱 

醫師／診所／醫院的地址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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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COVID‐19 Ques onnaire 

下一部分的問題是關於冠狀病毒大流行對您的生活造成的影響。 

自我們上次打電話給您以來，您是否曾因為疑似或確診的COVID‐19 新冠肺炎而在醫院過夜？  

是  

否  

If yes: 

a. 您在醫院住了幾夜？ 

i. 到達醫院的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ii. 出院日期： __________ 

b. 您當時是否需要以下治療手段？ 

i. 鼻導管吸氧（透過鼻子） 

ii. 氧氣面罩 

iii. 「加護病房」或 ICU觀察 

iv. 呼吸管或呼吸器  

v. 「體外膜氧合/葉克膜」治療  

是  否  # 需要的天數  

用於核查醫療記錄  

醫師姓名／診所／醫院的名稱 

醫師／診所／醫院的地址 

聯絡電話 

您是否曾因COVID‐19 新冠肺炎而延期、推遲或拒絕為了某種醫療事件或顧慮而前往急診室或醫院就診？  

您是否曾因COVID‐19 新冠肺炎而在定期服藥方面遇到更多困難？  

為什麼？ 

無法從藥局領藥 

無法支付藥物 

忘性變大，或是缺乏動力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 

否  

不確定 

是 

否  

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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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類型的醫護服務因為COVID‐19的緣故被取消或延遲？ 

請勾選所有適用選項。 

居家照護 

醫療保健提供者的約診 

物理/職能治療師的約診 

化療或其他輸液療法 

精神科醫師/心理治療師的約診 

非急需手術 

您是否曾因COVID‐19 新冠肺炎而親身體驗過任何醫療服務的取消或推遲？  

是 

否  

造影 

活體組織切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COVID‐19 Ques onnaire 

a. 您或您的家庭成員失業、不得不停止工作或縮短工時 

If yes: 

i. 您或您的家庭成員是否曾經申請或獲得失業援助？ 

b. 失去兒童看顧服務，或需要花更多時間照護小孩 

c. 您或您的家庭成員失去其他經濟援助來源，譬如糧食券 

d. 失去住所，或變得無家可歸 

e. 您的健康保險承保範圍發生變化 

If yes:  

i. 失去了您的健康保險？ 

ii. 透過緊急保險或醫療補助計畫擴充獲得保險？ 

f. 難以支付基本需求，包括食物、衣物、住所以及暖氣 

No Yes 

冠狀病毒大流行是否造成以下任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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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COVID‐19 Ques onnaire 

a. 縮減開支 

b. 使用存款 

c. 推遲支付房租或房貸 

d. 推遲支付其他帳單 

e. 較之平常更多使用信用卡 

f. 較之平常支付更少的信用卡欠款 

g. 挪用退休儲蓄金 

h. 從家庭成員那裡獲得經濟援助 

i. 變賣任何財產 

j. 申請失業援助 

k. 利用食物銀行或其他緊急援助計畫 

l. 有時不吃飯 

m. 貸款或是使用現有的信用貸款 

Yes No 

您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是怎麼應對家庭經濟困難的？您是否： 

獨自生活 

與另一位配偶或伴侶一起生活 

與另一位親戚或朋友或室友一起生活 

與另一位護理人員不是配偶/伴侶/親戚/朋友一起生活 

在私人住宅與家人或他人一起居住 

住在集體宿舍中（有生活助理的住宅，養老院，修道院） 

不知道 

您目前的生活狀況如何？ 

a. ____ 名兒童（不足13歲） 

b. ____ 名青少年（13‐19歲） 

c. ____ 名年輕與中年成人（20‐64歲） 

d. ____ 名老人（65+歲以上） 

您家中共居住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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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COVID‐19 Ques onnaire 

有人能在您需要交談的時候傾聽您的心聲嗎？ 

有人能給予您愛護與關心嗎？ 

有人能為您的問題提出明智的建議嗎？ 

對於以下的每個問題，請提供一個描述您生活狀況的回覆。回答選項包括從來沒有、偶爾、有時、大多數時間，

或所有時間。 

從來沒有 

有人能幫助您做日常家務嗎？ 

您與感到親近、值得信任、可以交心之人的聯絡

是否如您所願一般的緊密？ 

您有可以依靠他/她為您提供情感支援（一起商量

問題或幫助您做出艱難選擇）的人嗎？ 

您經常感到缺乏友誼或同伴嗎？ 

您經常感到與他人隔絕嗎？ 

您經常感到被忽略嗎？ 

經常 幾乎沒有 

偶爾 有時 

大多數

時間 所有時間 

有時 

對於以下的每個問題，請提供一個描述您生活狀況的回覆。回答選項包括經常、有時或幾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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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平時可以接受的事情現在會讓我感到煩惱。 

b. 我做事時很難集中注意力。 

c. 我感到抑鬱。 

d. 我覺得我做的每件事都很難。 

e. 我對未來充滿希望。 

f. 我感到恐懼。 

g. 我的睡眠並不安寧。 

h. 我感到快樂。 

i. 我感到孤獨。 

j. 我無法「提起精神來做事」。 

k. 憂慮令我無所適從。 

l. 我感到不安。 

接下來我會讀出一系列您在上星期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可能感到會做過的事。請告訴我，您在上週有幾天經歷

了這種感覺。 

不到1天 1‐2天 3‐4天 5‐7天 

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您有多少次因為意外發生之事

而感到煩惱？ 

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您有多少次感到緊張和「有

壓力」？ 

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您有多少次感到無法控制您

生活中重要的事情？ 

以下問題詢問您在上個月的感受與想法。請針對每一道題說明您經歷某種感受或想法的頻繁程度。回答選項包括

從來沒有、幾乎沒有、有時、較為經常或經常。 

從來沒有 

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您有多少次對自己處理個人問

題的能力感到自信？ 

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您有多少次覺得事情的發展

符合您的意願？ 

幾乎沒有 有時 較為經常 經常 

(con 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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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您有多少次控制了生活中的煩

惱？ 

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您有多少次因為超出您掌控

範圍的事而感到氣憤？ 

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您有多少次感到您對事情有

良好的掌控？ 

以下問題詢問您在上個月的感受與想法。請針對每一道題說明您經歷某種感受或想法的頻繁程度。回答選項包括

從來沒有、幾乎沒有、有時、較為經常或經常。 

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您有多少次覺得無法克服難以

逾越的困難？ 

(con nued) 

a. 反覆想到這種病毒及其影響 

c. 避免那些讓您想起這種病毒及其影響的活動 

b. 反覆經歷關於這種病毒及其影響的噩夢 

在COVID‐19疫情期間（始於2020年3月），以下症狀對您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影響？回答選項包括完全沒有、

很少、有時或大多數時間。 

完全沒有 

d. 避免關於這種病毒及其影響的想法與感受 

f. 存有戒心 

e. 感到神經質或容易受驚 

很少 有時 

大多數

時間 

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您有多少次意識到您無法應

對所有您需要處理的事？ 

從來沒有 幾乎沒有 有時 較為經常 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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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走路健身 

b. 高強度活動 

c. 進食，包括零食 

d. 觀看節目或是電影 

e. 睡眠 

f. 飲酒 

若選擇「更多」、「更少」或「一樣」： 

在此期間，您平均每天飲用多少個標準飲酒

單位？ ______ 

g. 吸菸或電子菸 

若選擇「更多」、「更少」或「一樣」： 

在此期間，您平均每天吸多少支菸（電子）

菸？ ______ 

h. 吸食大麻 

若選擇「更多」、「更少」或「一樣」： 

您平均每週吸食多少次大麻產品？ ______ 

在COVID‐19疫情期間（始於2020年3月），您在以下活動方面所花的時間是更多還是更少？回答選項包括更

多、更少、一樣，或是沒有進行這項活動。 

更多 更少 一樣 

以前/疫情期間沒

有進行該項活動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COVID‐19 Ques 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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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您遇到以下情況的頻繁程度如何？回答選項包括幾乎每天、至少每週一次、每月幾次、

每年幾次、不到一年一次，或從未發生過。 

幾乎每天 
至少每週

一次 每月幾次 每年幾次 
不到一年

一次 

MESA Follow‐up Phone Call 22: COVID‐19 Ques onnaire 

從未發生過 

a. 您得到的禮遇少於其他人 

b. 您得到的尊重少於其他人 

c. 您在餐館或商店得到的服務比其他人差 

d. 人們的舉止顯示他們認為您不聰明 

e.人們的舉止顯示他們懼怕您 

f. 人們的舉止顯示他們認為您不誠實 

g. 人們的舉止顯示他們優於您 

h. 您受到嘲諷或侮辱 

i. 您受到威脅或騷擾 

現在，我想詢問您幾個關於您可能覺得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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