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學童菸、檳榔、茶
1. 請問你有抽菸嗎？我不會告訴老師，請放心回答。
(1)有，天天抽 (2)有，偶而抽（跳至第 4 題）
(3)沒有（跳至第 4 題）
(N) 不知道（跳至第 4 題）
(R) 不願答（跳至第 4 題）
2. 請問你一天抽多少菸？
(1) 1、2 支
(2) 3〜5 支
(5) 16〜20 支 (約一包)
(8) ≧41 支(兩包以上)

(3) 6〜10 支
(6) 21〜30 支
(N) 不知道

(4) 11〜15 支
(7) 31〜40 支
(R) 不願答

3. 你幾歲開始天天抽菸的？ˍˍˍˍ歲
(提示：「是從幾年級上或下學期開始？」。不知道請填 N，不願答請填 R)
4. 請問你有吃檳榔嗎？檳榔有包東西嗎？
(1) 有，且檳榔有包東西
(2) 有，但檳榔沒有包東西
(3) 沒有（跳至第 7 題） (N) 不知道（跳至第 7 題） (R) 不願答（跳至第 7 題）
5. 若有吃檳榔，一天吃多少顆檳榔？
(1) 1〜5 顆
(2) 6〜10 顆
(3) 11〜20 顆
(5) ＞30 顆
(6) 偶而吃
(N) 不知道

(4) 21〜30 顆
(R) 不願答

6. 幾歲開始吃的？ˍˍˍˍ歲
(提示：「是從幾年級上或下學期開始？」。不知道請填 N，不願答請填 R)
7. 請問你平常有喝茶嗎？
(1) 有，偶而喝
(2) 有，天天喝
8. 若有喝茶，是喝哪一種茶？(可複選)
(1) 烏龍茶
(2) 綠茶（不加糖）
(4) 普洱茶
(5) 香片
(7)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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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沒有喝（跳至「III 學童口腔保健」）

(3) 紅茶（不加糖）
(6) 奶茶
(N) 不知道

III 學童口腔保健
1.請問你有沒有牙齒不舒服過？ (提示：「曾經牙齒會酸或會痛嗎？」)
(1) 有，偶而 (2) 有，常常 (3) 沒有（跳至第 5 題） (4) 不記得（跳至第 5 題）
2.請問你牙齒不舒服時，是怎麼處理的？
(1) 去看牙醫 (2) 自己吃藥或抹藥 (3) 不管它
(5)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不記得

3.請問你是否曾經因為牙齒痛或嘴巴不舒服，而影響你吃東西嗎？
(1) 有，偶而 (2) 有，常常 (3) 沒有（跳至第 5 題） (4) 不記得（跳至第 5 題）
4.請問你牙齒痛或嘴巴不舒服，會避免吃哪些食物？ (可複選)
(1)甜的 (2)冰的 (3)熱的 (4)硬的 (5)纖維多的（如：瘦肉、青菜等）
(6)會黏牙的
(7)不記得
(8)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請問你每天是什麼時候刷牙的？ (可複選)
(1) 不刷牙
(2) 早上起床後，吃早餐前
(3) 早餐後 ╴╴分鐘內
★請依下列選項填寫：
(a)≦5 分鐘
(b)6-15 分鐘
(4) 午餐後 ╴╴分鐘內
(c)16-30 分鐘 (d)30 分鐘以上
(5) 晚餐後 ╴╴分鐘內
(N)不知道
(R)不願答
(6) 晚上睡覺前
(7) 每次吃完東西就刷牙
6.請問你有使用過牙線或牙線棒嗎？（牙籤不算）
(1) 沒有使用過
(2) 以前用過，現在沒有使用
(4) 有，偶而用
(5) 不知道什麼是牙線

(3) 有，每天用
(6) 不記得

7.請問你有使用過含氟漱口水嗎？（含氟漱口水大多購買自牙醫師處，非一般漱
口水，如：李斯德林、德恩耐漱口水皆不算）
(1) 有
(2) 沒有（跳至「IV 學童便秘」）
(3) 不記得（跳至「IV 學童便秘」）
(4) 不知道什麼是含氟漱口水（跳至「IV 學童便秘」）
8.請問你使用含氟漱口水多久？ (提示：「是從幾年級上或下學期開始？」)
(1) <1 個學期
(2) >=1, <2 個學期
(3) >=2, <3 個學期
(4) >=3, <4 個學期
(5) >=4, <5 個學期
(6) >= 5, <6 個學期
(7) >=6, <7 個學期
(8) >=7 個學期
(N)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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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學童便秘
1.你認為你的大便習慣如何？
（1）良好（2）偶而便秘（3）經常便秘（N）不知道（R）不願答
（★便秘定義：解出較硬的糞便，而且排便困難、痛苦）

2.你的大便習慣是
（1）每天大便（2）每 2-3 天解一次（3）每 4 天以上才解一次
（4）偶須服瀉藥才能解大便（N）不知道（R）不願答

3.你通常在什麼時間大便？
（1）早上上學前（2）在學校的時候（3）放學後到晚餐以前（4）晚餐以後
（5）非常不固定 （N）不知道 （R）不願答

V 學童食物喜好
（請根據最近一個月內你吃東西的情況回答接下來的問題）
（★請注意：多種食物中，大多數喜歡或不喜歡就算）

1.你喜歡不喜歡吃蔬菜？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2.你喜歡不喜歡吃水果或喝純果汁？（★純果汁：現搾或 100％果汁）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3.你喜歡不喜歡喝牛奶？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4.你喜歡不喜歡喝優酪乳或吃優格？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5.你喜歡不喜歡喝養樂多、比菲多、或益菌多等？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6.你喜歡不喜歡吃起司？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7.你喜歡不喜歡吃肉或魚，包括雞、鴨、豬、牛、蝦子等？（★所有雞、鴨、豬、牛、
魚、水產等皆算）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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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喜歡不喜歡吃雞肉或鴨肉？（★所有「家禽類」皆算）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9.你喜歡不喜歡吃豬肉？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10.你喜歡不喜歡吃牛肉？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11.你喜歡不喜歡吃魚？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12.你喜歡不喜歡吃蝦子、螃蟹、牡蠣、蛤？（★所有「水、海產類」皆算）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13.你喜歡不喜歡吃豬肝、雞肝、雞心等內臟類？（★所有「內臟類」皆算）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14.你喜歡不喜歡喝豆漿？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15.你喜歡不喜歡吃豆腐或豆腐干？（★所有「豆製品」皆算）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16.你喜歡不喜歡吃蛋？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17.你喜歡不喜歡吃漢堡、披薩、薯條、炸雞、鹹酥雞？（★所有「油炸類」皆算）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18.你喜歡不喜歡吃冰淇淋、聖代、雪糕？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19.你喜歡不喜歡吃蛋糕、派、西點麵包？（★所有「甜的高油食品」皆算）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20.你喜歡不喜歡吃洋芋片、翠果子、蠶豆酥、蝦味先、乖乖、滿天星、金牛角
等？（★所有「高油零食」皆算）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21.你喜歡不喜歡吃科學麵、王子麵、小心點等速食麵？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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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你喜歡不喜歡吃餅乾？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23.你喜歡不喜歡喝汽水、可樂、奶茶、或其他甜飲料？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24.你喜歡不喜歡吃冰棒、冰沙、剉冰？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25.你喜歡不喜歡吃糖或巧克力？
（1）喜歡（2）普通（3）不喜歡（4）沒吃過（N）不知道（R）不願答
26.請問你有零用錢嗎?
(1)沒有
(2)有，大約每個月_________元

(N)不知道

(R)不願答

（此部分由訪員自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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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結束時間：
受訪者提供： └┴┼┴┼┴┼┴┼┴┼┴┘
└┴┴┴┴┴┘└┴┴┴┘ 資料品質
很 好 尚 不 很
年 月 日
時 分
好
可 好 差

1.在訪問中，受訪者有沒有表示過拒絕受訪的意思？
（1）開始時有意要拒絕
（2）訪問進行中曾表示拒絕的意思
（3）訪問到最後有拒絕的意思（4）從頭到尾均未表示拒絕
2.在訪問中，受訪者是否表示不耐煩？
（1）從未表示不耐煩
（2）很少表示不耐煩
（3）有時不耐煩
（4）一直不耐煩
3.在訪問中，受訪者對訪員的信任程度如何？
（1）很低
（2）低
（3）高
（4）很高
4.在訪問中，受訪者是否有意應付？
（1）大都在應付
（2）有些時候在應付
（3）不像是在應付
（4）完全沒有應付的意思
5.整體來說，受訪者合作程度：
（1）很合作
（2）合作
（3）不合作
6.訪問所得的可靠程度：
（1）很可靠
（2）可靠

（3）不可靠

（4）很不合作

（4）很不可靠

7.訪問時所用的語言是：
（1） 國語 （2）台語 （3）客語 （4）國台語 （5）國客語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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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請問這部分問卷是在下列哪些地方訪問的？ （可複選）
（1）受訪者自家裏
（2）他人家裏 （3）受訪者家長工作處 （4）學校
（5）安親班/課輔班/補習班 （6）戶外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9.訪問時有其他人在場 (受訪者與訪員之外的其他人、翻譯)嗎？
（1）沒有（B 學童卷結束）
（2）有（請續答第 10 題）
10.若有其他人在場，請問是誰？共幾人？在哪裡？在場多久？有否干擾
訪問的進行？

是誰？

共幾人？

（ 與 受 訪 者 或 訪 員 （很多人時可填
寫 X 人）
的關係為何？）

請填寫關係代碼

1 學童的：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1 訪員的：

人

2

人

★關係代碼：
(1)子女/婿媳
(4)父母/公婆/岳父母
(7)孫兒/外孫（或其配偶）
(9)堂(表)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C)保姆、家務協助者(幫傭/管家)
(E)老師
(H)衛生局營養員

在場多久？ 覺得干擾到訪
問的進行嗎？

1.
2.
3.
4.

全程
大部分時間
約一半時間
偶而

1.
2.
3.

備註

沒有干擾
一點干擾
很干擾

(2)配偶
(3)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5)祖父母/外祖父母 (6)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
(8)伯叔姑舅姨(或其配偶)
(A)其他親戚
(B)無親屬關係的共同居住者
(D)鄰居、朋友
(F)同學
(G)同事
(I)中研院協調人員
(J)其他（請註明在備註）

備註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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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童卷

覆審時間：

覆審員：
└┴┴┴┴┴┘
年 月 日

資料收集完整性：

└┴┴┴┘
時 分

(1)完整

└┴┘────────

(2)尚需補遺

補遺時間：

訪
└┴┴┴┴┴┘
年 月 日

應答者： (1)本人

└┴┴┴┘
時 分

(1) 良好

(1)已完成

(2) 尚可

(3) 不佳

(2)無法補齊，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再審時間：

再審員：
└┴┴┴┴┴┘
年 月 日

補遺完整性：

└┴┴┘───────

(2)其他人：____________【請填序號，若無序號請說明與學童的關係】

受訪者提供資料的情形：
資料收集情形：

員：

(1)完整

└┴┴┴┘
時 分

└┴┘───────

(2)無法補齊，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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