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 Panel-1/2 CP 電訪

＊計畫名稱：「『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
TEPS 2005/2007 年高中職五專學生核心樣本 2009 年電訪調查
＊計畫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關秉寅教授
＊訪問對象：2005 年受訪高中／職／五專學生核心樣本
＊委託單位：國科會
＊執行單位：中研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若受訪者有任何疑問，
白天請打 02-27871800 轉分機 1838 找張小姐
或打『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計畫辦公室 02-29393091 轉分機 80507
晚上請打 02-27871700 轉分機 1750 找當日督導
＊＊＊＊＊＊＊＊＊＊＊＊＊＊＊＊＊＊＊＊1＊＊＊＊＊＊＊＊＊＊＊＊＊＊＊＊＊＊＊＊
您好，這裡是中央研究院，請問《學生姓名》《性別》《高中職五專學校名稱》在嗎？
(1)本人接聽→直接進入訪問
(2)在，等《學生姓名》來接聽時→
您好，我們正在進行「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研究，目的是瞭解現在年輕人就學、就
業的情況，想要耽誤您幾分鐘，請教一些問題。
(3)不在→約訪《學生姓名》一次，第二次打電話如果還找不到學生受訪就直接找最了解學生上
學及就業狀況的人受訪。
您好，我們正在進行「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目的是瞭解現在年輕人就學、就
業的情況，請問什麼時候方便再打來找《學生姓名》？
◎若電話查無此學生，請將此通電話的資料編號、被訪電話及學生姓名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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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請訪員確認撥打的電話是不是手機
(01)是
(02)不是
２ 受訪者性別：
(01)男
(02)女
３ 請問您八月底時，有沒有收到我們寄去的訪問通知信？
(01)有收到（跳答第５題）
(02)沒收到
(97)不知道
４ （接下來跟您核對一下住址，）請問您／《學生姓名》的住址是：（請唸出系統上的地址，
若系統上沒有顯示住址，則括號內的字不用念出來）
(01)正確
(02)更改為
(98)拒答

【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５ 請問您是《學生姓名》的？
(01)學生本人
(02)爸爸（含繼父、養父）
(03)媽媽（含繼母、養母）
(04)兄姐
(05)弟妹
(06)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07)其他
【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98)拒答
６ 請問您／《學生姓名》的最高教育程度，包含現在正在唸的，是什麼？
(01)高中
(02)高職
(03)五專
(04)二專
(05)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
(06)大學
(07)其他
【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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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請問您／《學生姓名》有沒有畢業？（若 Q6 回答選項 01、02、03、97、98，回答完這題跳
答 Q12）（貼題 Q6）
(01)有，已畢業
(02)沒有，還沒畢業（指還在唸書）
(03)沒有畢業（包含休學／退學／不繼續唸書等狀況）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８ 請問您／《學生姓名》在高中／高職／五專畢業以後，最後讀那個大學／學院？什麼科系？
（若 Q6 回答(04)二專，這題問法是『請問您最後讀的那一個學校名稱是？什麼科系？』）
（貼題 Q6）
(01)國立
大學／學院
(02)私立
大學／學院
(03)市立
大學／學院
(04)其他
大學／學院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科系【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科系【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科系【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科系【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９ 請問剛剛說的那個大學／學院／學校的科系是日間部、夜間部、進修部(或進修學院、進修
專校)、推廣部還是在職專班？（Q6 回答 01、02、03、97、98，不用答這題）（貼題 Q6）
(01)日間部
(02)夜間部、進修部(或進修學院、進修專校)、推廣部
(03)在職專班
(04)其他
【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１０

請問這個學制是不是四技、二技或二專？（貼題 Q6）

(01)是
(02)不是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１１ 就讀大專院校期間，請問您／《學生姓名》是否有下列情況？（請訪員逐一唸出選項，
可複選）（貼題 Q6）
(01)轉學成功
(02)轉系成功
(03)正在修雙主修
(04)正在修或修完輔系
(05)正在修師資培育學程
(06)正在修或修完其他學程
(07)曾經休學或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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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都沒有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１２

請問您／《學生姓名》現在有沒有全職工作？
(請訪員唸出：全職工作的定義是指非學生身份，每星期工作時數達 30 小時，如果是在
念夜間部時做過的全職工作可以算進去。)

(01)有（含志願役）（跳答第１５題）
(02)有，服國防役或研發替代役（跳答第１５題）
(03)沒有（含實習、兼職、義務役、一般替代役等）
(97)不知道、不清楚（跳答第２６題）
(98)拒答（跳答第２６題）
１３

請問您／《學生姓名》現在有沒有在找全職工作？

(01)有
(02)沒有
(97)不知道、不清楚（跳答第２６題）
(98)拒答（跳答第２６題）
１４

請問您／《學生姓名》之前有沒有做過全職的工作？

(01)有
(02)沒有（跳答第２６題）
(97)不知道、不清楚（跳答第２６題）
(98)拒答（跳答第２６題）
１５

請問您／《學生姓名》現在說的這個全職工作是為自己工作、受固定的公司／機構雇用
還是為家裡的事業工作？

(01)為自己工作，沒有雇人（跳答第１７題）
(02)為自己工作，有雇人（跳答第１７題）
(03)受固定的公司／機構雇用
(04)為家裡的事業工作（跳答第１７題）
(05)其他
（請說明）【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跳答第１７題）
(97)不知道、不清楚（跳答第２６題）
(98)拒答（跳答第２６題）
１６

請問這個工作，是公家單位還是私人單位？

(01)公家單位
(02)私人單位
(03)其他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請說明）【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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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請問包含您／《學生姓名》在內，這個公司／機構大約有多少位員工？

(01)1 人
(02)2~4 人
(03)5~9 人
(04)10-29 人
(05)30-99 人
(06)100-299 人
(07)300-499 人
(08)500-999 人
(09)1000 人以上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１８ 請問您／《學生姓名》這個工作的公司或機構全名是什麼？主要是做什麼？生產什麼產
品或提供什麼服務？
(01)這個公司或機構全名為
98）【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１９

產品或服務

請問您／《學生姓名》這個工作職位名稱是什麼？主要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01)職位名稱
主要的工作內容
鍵入 98）【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２０

（不知道請鍵入 97，拒答請鍵入

代碼

（不知道請鍵入 97，拒答請

請問您／《學生姓名》現在說的這個工作有沒有管理其他人？
(01)有，
人【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2)沒有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２１

請問您／《學生姓名》是從民國幾年開始做這個全職工作？(不用唸出選項)
(01)93 年
(02)94 年
(03)95 年
(04)96 年
(05)97 年
(06)98 年
(07)其他
(97)不清楚
(98)拒答

【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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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請問您／《學生姓名》的全職工作，每週平均工作時數約幾小時？（上限 168）〈不知
道請鍵入 997，拒答請鍵入 998，如果受訪者堅持工作時間不固定，請鍵入 995〉
２３

請問您／《學生姓名》這個全職工作平均每個月（稅前）收入大約多少？
(01)沒有收入
(02)不到1萬
(03)1萬以上，不到1萬5
(04)1萬5以上，不到2萬
(05)2萬以上，不到2萬5
(06)2萬5以上，不到3萬
(07)3萬以上，不到3萬5
(08)3萬5以上，不到4萬
(09)4萬以上，不到4萬5
(10)4萬5以上，不到5萬
(11)5萬以上，不到5萬5
(12)5萬5以上，不到6萬
(13)6萬以上，不到6萬5
(14)6萬5以上，不到7萬
(15)7萬以上，不到7萬5
(16)7萬5以上，不到8萬
(17)8萬元以上，_______________（請說明月收入金額，共八位數）【請鍵入電腦並記
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２４

請問現在說的這個全職工作，是不是您／《學生姓名》的第一份全職工作？
(01)是（跳答第２６題）
(02)不是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２５

請問您／《學生姓名》是從民國幾年開始做第一份全職工作？(不需要唸出選項)
(01)93 年
(02)94 年
(03)95 年
(04)96 年
(05)97 年
(06)98 年
(07)其他
(97)不清楚
(98)拒答

【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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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最後我們想瞭解您／《學生姓名》基本的身體情況，請問您的身高是多少？（無條件進
位取至整數；【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限制值 100-300）
(01)身高
公分
(97)不清楚、不知道
(98)拒答
２７ 請問您的體重是多少？（無條件進位取至整數【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限制值 30-200）
(01)體重
公斤
(97)不清楚、不知道
(98)拒答
２８

請問您的Ｅ－ｍａｉｌ：
【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1)有，
(02)沒有 Email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２９ 請問您／《學生姓名》有沒有其他聯絡電話？
（如果有 2 個以上的電話，請用半形「;」分隔）
(01)有，電話是
(02)沒有
(97)不知道、不清楚
(98)拒答
３０

【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由訪員自行填寫】

(01)都是《學生姓名》回答
(02)都是他人代答
(03)從第 題開始是本人回答【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３１

檢誤勾選需補問題目：

(01)Q4地址[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02)Q8高中高職五專畢業後最後讀就讀的學校名稱及系所名稱[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03)Q18公司機構全名、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04)Q19工作職稱、主要工作內容[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05)Q28Email[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06)Q29電話[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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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中央研究院祝您健康快樂！！

＊＊＊

＊＊＊＊＊＊＊＊＊＊＊＊＊＊＊＊＊＊＊＊＊＊＊＊＊＊＊＊＊＊＊＊＊＊
如遇受訪者有任何疑問時，可請受訪者來電詢問
白天請撥(02)27871800＃1838 找張小姐
或撥『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計畫辦公室 02-29393091 轉分機 80507
晚上請撥(02)27871700＃1750 找當天督導
＊＊＊＊＊＊＊＊＊＊＊＊＊＊＊＊＊＊＊＊＊＊＊＊＊＊＊＊＊＊＊＊＊＊
＊ 訪員編號：

訪問日期：

＊ 資料編號：

被訪電話：（

）

＊ 受訪者姓名：
＊ 使用語言：□1 臺語 □2 國語 □3 客語
＊ 受訪者回答的可信度：□1 大部份不可信

□4 國臺語 □5 國客語
□2 有些不可信 □3 大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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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常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