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這裡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請問(學生姓名)在嗎？
(若符合資格的受訪者目前不在，請按約訪)
(若找到樣本學生，請確定其是否真的為此次訪問的對象)
您好！我們在去年二月到三月間有打電話到您府上進行訪問，現在想要再透過電話，
大概花您十五分鐘的時間，瞭解一下您目前的生活狀況。
＊ 待會如果我唸的太快或您題目聽不清楚的地方，請告訴我，我會再唸一次給您聽，謝謝！
１請問你目前是在學校唸書嗎？
(1)
是(續答 2-17 題後跳至第 26 題)
(2)
不是（跳答第 17 題）
２你目前在哪裡唸書？【請記錄在開放記錄表】
(1) 普通大學院校：______學校______系_____年級
(2) 技職院校（包含四技、二專、）：______學校______系_____年級
(3) 專科（五專）：______學校______科_____年級（跳答第 5 題）
(4) 高中：______學校_____年級（跳答第 5 題）
(5) 高職：______學校_____年級（跳答第 5 題）
(6) 其他：__________
(8) 拒答
３你是透過什麼方式進入這個學校的？(請訪員唸出答項)
(1) 推薦甄選；那你的學測成績是_______分
(2) 申請入學；那你的學測成績是_______分
(3) 考試分發；那你的考試分數是_______分
(4) 技優保送
(5) 獨立招生
(6) 其他：___________【請記錄在開放記錄表】
４你當初選擇這個學校，最主要的考量是什麼？
(1)完全按照學校的排名【跳答 5】
(2)選校_根據什麼來選校？【跳問 4_2】
(3)選系_根據什麼來選系？【跳問 4_3】
(4)選地點_根據什麼來選地點？【跳問 4_4】
(5)其他_____【跳答第 5 題】
４＿２根據什麼來選校？【跳答 5】
（1）名聲
（2）校風
（3）學費便宜
（4）給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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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_______
４＿３根據什麼來選系？【跳答 5】
（1）興趣
（2）能力
（3）就業
（4）學長姐
（5）其他__________
４＿４根據什麼來選地點？【跳答 5】
（1）離家近
（2）離家遠
（3）那是我喜歡的地區
（4）有親朋好友在那附近
（5）其他______
５你當初決定唸這個學校時，誰的意見影響最大？
(01)我自己 (02)父母 (03)師長 (04)兄姊
(05)同學 (06)學長姐 (07)朋友 (08)其他__________
６你對目前就讀的學校，感到滿意嗎？（選 1、2 者跳答第 8 題）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７不滿意的理由是： (1)名聲不好 (2)校風不好 (3)地點不好 (4)設備不好 (5)師資不好(6)
其他____
８你對目前就讀的科系，感到滿意嗎？（選 1、2 者跳答第 10 題）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９不滿意的理由是：(01)設備不好 (02)師資不好 (03)課程不好 (04)課業太重
(05)讀這個系沒前途 (06)我沒興趣 (07)我跟同學處不好 (08)我不喜歡系上老師
其他________

(09)

１０你有轉系的打算嗎？
(1)有 (2)沒有
１１你有轉學的打算嗎？
(1)有 (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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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你有重考的打算嗎？
(1)有 (2)沒有
１３你的學費來源是什麼？（可複選）
(1)靠獎學金 (2)父母提供 (3)自己賺的 (4)助學貸款
(5)兄弟姊妹提供 (6)其他親友提供 (7)其他______
１４你的生活費來源是什麼？（可複選）
(1)靠獎學金 (2)父母提供 (3)自己賺的 (4)助學貸款
(5)兄弟姊妹提供 (6)其他親友提供 (7)其他______
１５你上學期有沒有申請就學貸款？
【13、14 題中，至少有一題回答(4)者，不必回答第 15 題，直接於第 15 題勾選（1）】
(1)有，而且申請到了
(2)有，但沒有申請到
(3)沒有申請
１６你未來有沒有打算申請就學貸款？
(1)有 (2)沒有
１７你高中聯考成績是_____分（還在唸書的回答此題後，跳答第 26 題）
１８你沒有繼續升學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1)不想再唸書了
(2)沒考上
(3)有考上但想重考
(4)家裡無法供應
(5)想要早點就業
(6)其他_______
１９那請問你目前在做什麼？(選 03 以外者，跳答第 26 題)
(01)上補習班，準備重考
(02)在家裡唸書，準備重考
(03)在工作了，你做什麼工作____（續答第 20 題）
(04)在家裡幫忙(指幫忙看店、做生意)
(05)正在找工作，但還沒有找到
(06)就待在家裡
(07)服役，提早入伍原因_________(請記錄在開放記錄表上)
(08)其他_______(請記錄在開放記錄表上)
(98) 拒答
２０你這份工作是怎麼找到的？
(1)朋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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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人或親戚長輩告知
(3)學校安排介紹
(4)自己看到廣告
(5)利用求職網站
(6)其他____________
２１你一週大約工作幾小時？
(1)10 小時以下 (2)11 至 20 小時 (3)21 至 30 小時
(4)31 至 40 小時 (5)41 至 50 小時 (6)50 小時以上
２２你對目前的工作，感到滿意嗎？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２３你有換工作的打算嗎？
(1)有 (2)沒有
２４你就業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1)幫忙家庭生計 (2)不想升學

(3)先賺學費，以後在升學

(4)其他_____

２５目前的工作是你第一份工作嗎？
(1)是 (2)不是
２６請問你結婚了嗎？
(1)是 (2)不是
２７你有沒有小孩？
(1)有 (2)沒有
２８請問你現在上大學之後（工作之後）是不是還住在家裡？
（未就學與未就業者，問「你現在是不是還住在家裡？」）
(1)還住在家裡（跳答第 38 題）
(2)不住在家裡
２９那麼請問你住在哪裡？
(1)學校宿舍（公司宿舍）（跳答 31）
(2)在學校（工作地點）附近租房子（續答 30）
(3)住在親戚家（跳答 31）
(4)住在家裡另外買的房子（跳答 31）
(5)其他，請說明：_______（跳答 31）
３０那你是跟誰合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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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己

(2)同學或同事

(3)男/女朋友

(4)朋友

(5)【表、堂】兄弟姊妹

(6)其他___

３１地點是在________縣/市____________鄉/鎮/市/區
３２你搬出來住之後，覺得還習慣麼？
(1)很習慣
(2)剛開始不習慣，後來慢慢習慣了
(3)不太習慣 (4)很不習慣
３３你搬出來住之後，平均多久回家一次？
(1)每星期至少一次
(2)每個月 1、2 次
(3)半年 1、2 次
(4)整個學期都沒回去過(只有這次過年回來)
(5)還沒回去過
３４你搬出來住之後，多久和家裡聯絡一次？
(1)幾乎每天都會聯絡
(2)每星期 1、2 次
(3)每個月 1、2 次
(4)半年 1、2 次
(5)都沒聯絡過
３５你主要用什麼方式和家裡聯絡？
(1)打電話
(2)用 E-mail
(3)寫信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

３６你主要都和誰（哪一位家人）聯絡？
(1)媽媽
(2)爸爸
(3)兄弟
(4)姊妹

(5)其他家人

３７(1)他聯絡你比較多_＿
(2)還是你聯絡他比較多【跳答 37_2】
３７＿１那他多常連絡你? (1)一天好幾次(2)每天一次(3)每星期 1、2 次(4)每個月 1、2 次
３７＿２那你多常連絡他？(1)一天好幾次(2)每天一次(3)每星期 1、2 次(4)每個月 1、2 次
３８高中畢業以來，你有沒有擔任義工？【沒在念書的跳答 50_1 題、
第 2 題選 4、5、6 的不答跳 39 題】
(1)有 (2)沒有
３９高中畢業之前，你有沒有當過義工？【第 2 題選 4、5、6 要答】
(1)有_最早是什麼時候？(1)高中時期(2)國中時期(3)國中之前 (2)沒有

6

（第 38、39 題皆回答沒有者跳答第 43 題）
４０你當義工是學校服務課的規定嗎？
４１你當義工是為了升學的緣故嗎？

(1)是
(1)是

(2)不是
(2)不是

４２你是擔任哪種性質的義工？（可複選）
（1）醫療性質，如醫院、療養院、衛生所
（2）社區服務，如愛心媽媽、公園認養
（3）輔導性質，如生命線、青少年輔導
（4）環保性質，如動物園、我愛大自然、賞鳥協會
（5）宗教性質，如慈濟、法會
（6）文化性質，如博物館輔說員、美術館、圖書館
（7）交通性質，如捷運、義交
（8）其他______
４３這學期，你有沒有參加社團？
(1)有
(2)沒有（跳答第 45 題）
４４參加幾個社團＿＿＿個
接下來，請問你有關打工的事情：
４５高中畢業（或升專四以來）到現在，你有沒有打過工？
【第 2 題選 4、5 或第 1 題選 2 跳答 50_1】
(1)從來沒有（在學校唸書者跳至第 50 題；沒在唸書者跳至第 54 題）
(2)只有高中畢業（專三升專四）那個暑假打過（跳至第 48 題）
(3)只有大一（專四）上學期打過
(4)高中畢業（專三升專四）那個暑假和大一（專四）上學期都打過
４６那你大一（專四）上學期是在校?還是校外打工？
(1)只有校內（跳至第 48 題） (2)只有校外 (3)校內和校外都有
４７那你是擔任家教或在安親班、補習班工作嗎？
(1)是
(2)不是
４８你打工賺的錢主要用在哪裡？
(1)付學費
(2)補習費
(3)自己的生活費
(4)個人零用
(5)幫忙家庭開銷 (6)存起來
(7)其他＿＿＿

7

４９你父母是否知道你打工？
(1)知道
(2)不知道
（目前未就學者，直接跳答第 51_1 題）
５０＿１你一星期花多少時間在做老師指定的作業？_____小時；
５０＿２（你一星期）花多少時間自己唸書？_____小時；
５０＿３（你一星期）花多少時間在社團活動上面？_____小時【第 43 題選 2 者此題跳答】；
５０＿４（你一星期）花多少時間打工？____小時【第 45 題選 1、2 者此題跳答】
５１＿１你一星期花多少時間上網？_____小時；
５１＿２花多少時間打手機和朋友聯絡或聊天？____小時（沒有手機者登錄為 0）
５２除了體育課以外，你每個星期從事有流汗的運動____小時 （沒在念書者跳答 54 題）
５３上大學後，你會覺得時間不夠用嗎？(1)非常不夠用(2)不太夠用(3)還算夠用(4)非常夠
用（沒在念書不答）
過去一年，你爸媽常不常對你做下列的事情？
５４（爸媽常不常）問你對家裡重要事情的看法。
(1)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問你對家裡重要事情的看法）？
(2)幾乎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問你對家裡重要事情的看法）？
(3)有一半時間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問你對家裡重要事情的看法）？
(4)幾乎沒有【跳答 55】
(5)沒有【跳答 55】
５４＿１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
（1）爸爸
（2）媽媽
（3）差不多
５５（爸媽常不常）支持你所做的決定
(1)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支持你所做的決定）？
(2)幾乎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支持你所做的決定）？
(3)有一半時間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支持你所做的決定）？
(4)幾乎沒有【跳答 56】
(5)沒有【跳答 56】
５５＿１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
（1）爸爸
（2）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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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差不多
５６（爸媽常不常）肯定你的表現
(1)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肯定你的表現）？
(2)幾乎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肯定你的表現）？
(3)有一半時間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肯定你的表現）？
(4)幾乎沒有【跳答 57】
(5)沒有【跳答 57】
５６＿１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
（1）爸爸
（2）媽媽
（3）差不多
５７（爸媽常不常）知道你的行蹤
(1)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知道你的行蹤）？
(2)幾乎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知道你的行蹤）？
(3)有一半時間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知道你的行蹤）？
(4)幾乎沒有【跳答 58】
(5)沒有【跳答 58】
５7＿１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
（1）爸爸
（2）媽媽
（3）差不多
５８（爸媽常不常）知道你的交友狀況
(1)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知道你的交友狀況）？
(2)幾乎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知道你的交友狀況）？
(3)有一半時間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知道你的交友狀況）？
(4)幾乎沒有【跳答 59】
(5)沒有【跳答 59】
５8＿１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
（1）爸爸
（2）媽媽
（3）差不多
５９（爸媽常不常）對你不聞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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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對你不聞不問）？
(2)幾乎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對你不聞不問）？
(3)有一半時間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對你不聞不問）？
(4)幾乎沒有【跳答 60】
(5)沒有【跳答 60】
５9＿１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
（1）爸爸
（2）媽媽
（3）差不多
６０（爸媽常不常）對你嘮叨不休(碎碎唸)
(1)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對你嘮叨不休）？
(2)幾乎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對你嘮叨不休）？
(3)有一半時間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對你嘮叨不休）？
(4)幾乎沒有【跳答 61】
(5)沒有【跳答 61】
６０＿１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
（1）爸爸
（2）媽媽
（3）差不多
６１爸媽常不常）批評你、責備你
(1)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批評你、責備你）？
(2)幾乎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批評你、責備你）？
(3)有一半時間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批評你、責備你）？
(4)幾乎沒有【跳答 62】
(5)沒有【跳答 62】
６１＿１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
（1）爸爸
（2）媽媽
（3）差不多
６２（爸媽常不常）對你動粗
(1)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對你動粗）？
(2)幾乎總是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對你動粗）？
(3)有一半時間_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對你動粗）？
(4)幾乎沒有【跳答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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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沒有【跳答 63】
６２＿１爸爸和媽媽，誰比較常這樣：
（1）爸爸
（2）媽媽
（3）差不多
６３你對你與父親的關係滿不滿意？
(1) 很滿意
(2) 還算滿意
(3) 不太滿意

(4) 很不滿意

(0)不適用

６４你對你與母親的關係滿不滿意？
(1) 很滿意
(2) 還算滿意
(3) 不太滿意

(4) 很不滿意

(0)不適用

６５＿１你目前要好的朋友中，男生大約有＿＿＿人，
６５＿２其中有＿＿＿人是你高中、職（專一到專三）時候就認識的，
【第 2 題選 4、5 不答】
６５＿３有＿＿＿人是你現在的同學（同事）。
６６＿１你目前要好的朋友中，女生大約有＿＿＿人，
６６＿２其中有＿＿＿人是你高中、職（專一到專三）時候就認識的，
【第 2 題選 4、5 不答】
６６＿３有＿＿＿人是你現在的同學（同事）。
６７你【要好的朋友(們)】當中，有____人目前有固定交往的男/女朋友？
(請填答確實的數字)
以下是對於你目前要好朋友的描述，你同不同意這些說法？
６８當你需要幫忙或建議時，你可以找他們。
(1)很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很不同意 (7)不知道
６９當你課業上（工作上）有困難時，你可以找他們。
(1)很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很不同意 (7)不知道
７０當你錢不夠用時，你可以找他們。
(1)很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很不同意

(7)不知道

７１你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他們那裡得到安慰。
(1)很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很不同意

(7)不知道

以下有關你本人的描述，你同不同意這些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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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你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某些問題。
(1) 很同意 (2) 同意 (3) 不確定

(4) 不同意 (5) 很不同意

７３你沒有辦法控制發生在你身上的事。
(1) 很同意 (2) 同意 (3) 不確定

(4) 不同意

(5) 很不同意

７４你有很多優點。
(1) 很同意 (2) 同意

(3) 不確定

(4) 不同意

(5) 很不同意

７５你很滿意你自己。
(1) 很同意 (2) 同意

(3) 不確定

(4) 不同意 (5) 很不同意

７６你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事情。
(1) 很同意 (2) 同意 (3) 不確定

(4) 不同意 (5) 很不同意

７７你有時候覺得自己很沒有用。
(1) 很同意 (2) 同意 (3) 不確定

(4) 不同意

７８整個來說，你覺得最近的日子過的快樂嗎？
(1) 很快樂 (2) 還算快樂
(3) 不太快樂
７９你目前的健康狀況如何？
(1) 極佳 (2) 很好 (3) 好

(4) 還可以

(5) 很不同意

(4) 很不快樂

(5) 不好

８０你曾經有過性行為的經驗嗎？
(1)有_____（跳答 80_1）
(2)沒有
(8)拒答
８０＿１第一次是什麼時候？
(01)國中
(02)國中畢業那個暑假
(03)高一
(04)高二
(05)高三
(06)高三畢業那個暑假
(07)上大學以後
(9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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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個星期，你有沒有下列不舒服的情形？不舒服的程度如何？
８１你有沒有頭痛？
(1) 沒有
(4) 有，嚴重

(2) 有，有點
(5) 有，很嚴重

８２你有沒有感到孤獨？
(1) 沒有
(2) 有，有點
(4) 有，嚴重 (5) 有，很嚴重

(3) 有，普通

(3) 有，普通

８３你有沒有感到鬱悶或鬱卒？
(1) 沒有
(2) 有，有點
(4) 有，嚴重 (5) 有，很嚴重

(3) 有，普通

８４你有沒有失眠、不易入睡的情況？
(1) 沒有
(2) 有，有點
(4) 有，嚴重 (5) 有，很嚴重

(3) 有，普通

８５你有沒有感覺好像有東西卡在喉嚨？
(1) 沒有
(2) 有，有點
(3) 有，普通
(4) 有，嚴重 (5) 有，很嚴重
８６你有沒有感覺身體某些部位虛弱？
(1) 沒有
(2) 有，有點
(4) 有，嚴重 (5) 有，很嚴重
８７你有沒有感覺不想活了？
(1) 沒有
(2) 有，有點
(4) 有，嚴重 (5) 有，很嚴重

(3) 有，普通

(3) 有，普通

過去一年內，你發生過下列的事情嗎？
８８你失戀了
(1)有 (2)沒有 (0)不適用（沒有男女朋友）
８９你被二一了（你失業了）
(1)有 (2)沒有 (0)不適用（未就學未就業）
９０你有寵物死了
(1)有 (2)沒有 (0)不適用（沒養寵物）
９１你生了重病或受重傷
(1)有 (2)沒有
９２你的好朋友懷孕了
(1)有 (2)沒有
９３你爸媽或兄弟姊妹離家出走
(1)有 (2)沒有
９４父母離婚或分居
(1)有 (2)沒有
９５爸爸或媽媽生了重病或受重傷
(1)有 (2)沒有
９６爸爸或媽媽失業了
(1)有 (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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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你有沒有做過下列事情？
９７你有沒有抽煙？
(1)有 (2)沒有
９８你有沒有喝酒？
(1)有 (2)沒有
９９你有沒有使用非法藥物？(1)有 (2)沒有
１００你有沒有打麻將？
(1)有 (2)沒有
１０１販賣非法的藥物或盜版軟體、色情光碟等？
(1)有
１０２順手牽羊偷拿東西？
(1)有 (2)沒有
１０３揍人或打人？
(1)有 (2)沒有
１０４惡意損壞或破壞不屬於你的東西？(1)有 (2)沒有
１０５刷卡超過信用額度 ？
(1)有 (2)沒有
１０６違規或超速而被開交通罰單？
(1)有 (2)沒有

(2)沒有

１０７你現在有沒有固定交往的男/女朋友？
(1) 有 【跳答第 109 題】 (2) 沒有
１０８你想交男/女朋友嗎？

(1)想

(2)不想【跳答 119 題】

１０９你是如何認識她／他的？
(01)學校
(02)補習班
(03)同學介紹
(04)朋友介紹
(05)在網路上認識的
(06)雜誌徵友欄
(07)交友中心
(08)打工地方認識
(09)鄰居
(10)校外社團活動
(11)職場上認識的 (12)其他
１１０你們交往多久了？
(1)不到半年
(2)半年至 1 年
(4)2 至 3 年
(5)3 年以上

(3)1 至 2 年

１１１目前是否同校？（不在學校念書的不答）
(1)是
(2)否
１１２目前是否同系？（不在學校念書的不答）
(1)是
(2)否
１１３你跟他/她多常約會？
(01)很少
(02)一個月一次
(04)一星期一次
(05)一星期兩次

(03)一個月兩或三次
(06)一星期三次或以上

(07)每天見面

１１４你的父母親知不知道你們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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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道

(2)不知道

１１５你的朋友們知不知道你們交往？
(1)知道
(2)不知道
１１６他╱她跟你的朋友熟不熟？
(1)知道，而且很熟
(2)知道，但不太熟

(3)不知道

１１７你跟他╱她的朋友熟不熟？
(1)知道，而且很熟
(2)知道，但不太熟

(3)不知道

１１８你是否滿意與他╱她之間的關係？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１１９你媽媽會不會禁止你交男/女朋友？(媽媽已去世或父母皆不在者，選不適用)
(0)不適用 (1)會 (2)不會 (3)勉強接受 (7)不知道
１２０你爸爸會不會禁止你交男/女朋友？(爸爸已去世或父母皆不在者，選不適用)
(0)不適用 (1)會 (2)不會 (3)勉強接受 (7)不知道
１２１你常不常使用 e-mail?

(1)常

(2)不常

(3)沒用過（跳答 123 題）

１２２你的 e-mail 帳號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２３目前的聯絡地址是否有變動？
原地址：【見樣本名單上的地址】
(1)沒有變動【請再確認一遍,如有錯誤請更正於開放記錄表】
(2)有變動並願意給目前的地址【請填入開放記錄表】
(3)有變動，但不願意給目前的地址
１２４有沒有其他方便聯絡方式(如手機、宿舍電話等)：
(1)沒有
(2)有，並願意給電話【請填入開放記錄表】
(3)有，但不願意給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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