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年成長歷程與生活經驗
J3W8 郵寄問卷
※請從第一題開始，依序作答，若選項後面有跳答提示，則依提示跳題作答。
若無跳答提示則續答下一題。

一、就業或就學經驗
【以下請教你就業及唸書的經驗】
1. 請問你目前有在學校唸書嗎？
 (1) 有（請續答第 2 題）
 (2) 沒有
1-1. 若沒有在學校唸書、目前在？
 (1) 目前在工作（全職）（請跳答至第 6 題）
 (2) 目前在工作（兼職、打工）（請跳答至第 6 題）
 (3) 目前正在服役 （請跳答至第 11 題）
 (4) 目前沒有上學亦無工作（請跳答至第 11 題）

目前就學者回答
2. 你目前在哪裡唸書？
 (1) 研究所：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系_________組____年級
2-1. 如為研究所，念的科系與大學時期是否相同？
 (1) 完全相同

 (2) 類似

 (3) 完全不同

 (2) 普通大學院校：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系_________組____年級
2-2. 是日間部或進修部？
 (1) 日間部

 (2) 進修部

 (3) 技職院校：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系_________組____年級
2-3. 是日間部或進修部？
 (1) 日間部

 (2) 進修部

 (4) 其他：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系_________組____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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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今年（2009 年）年暑假會不會畢業？
 (1) 會

 (2) 不會

 (3) 不確定

4. 畢業後，你打算做什麼？【可複選】
 (1) 在國內繼續升學
 (2) 去工作
 (3) 接受職業訓練或專長訓練課程
 (4) 準備公職人員考試
 (5) 成為家庭主婦
 (6) 出國唸書（含中國大陸）
4-1. 預定去哪裡？_____________
 (7) 服完兵役再說
 (8) 目前還沒有打算
 (9)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

5. 那請問你目前有工作或打工嗎？
 (1) 目前有工作（全職）（請續答第 6 題）
 (2) 目前有工作（兼職、打工）（請續答第 6 題）
 (3) 目前無工作 （請跳答至第 11 題）

目前有工作、兼職或打工經驗者回答
【請以目前最主要的全職或兼職、打工工作回答。
若有兩份工作以上者，請以最重要、花費時間最多的工作為主。】

6. 關於目前你所從事的工作，從什麼時候開始？ 民國 ____年____ 月開始

7. 你上班的地點在哪裡？_____________縣（市）_____________鄉（鎮、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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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你的工作時間如何？ 平均一星期要工作多少小時(包括加班在內)？
8-1.工作時間是
 (1) 固定在白天
 (2) 固定在晚上
 (3) 白天晚上輪流
 (4) 固定從下午到晚上
 (5) 不固定工作時間（如排班、按件計酬等）
 (6)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
8-2.若包括加班，平均每週工作_________小時

9. 請問你這個工作平均每個月薪水大概有多少？
 (01) 9,999 元以下

 (02) 10,000~14,999 元

 (03) 15,000~19,999 元

 (04) 20,000~24,999 元

 (05) 25,000~29,999 元

 (06) 30,000~34,999 元

 (07) 35,000~39,999 元

 (08) 40,000~44,999 元

 (09) 45,000~49,999 元

 (10) 50,000~54,999 元

 (11) 55,000~59,999 元

 (12) 60,000 元以上

10. 整體而言，你滿意這個工作嗎？
 (1) 很滿意

 (2) 滿意

 (3) 不滿意

 (4) 很不滿意

以下請全體回答
11. 過去兩年（民國 96 年 1 月至 98 年 1 月）以來，你一共做過幾個工作？_______個
【工作超過 2 個月的才算】

12. 你目前想找/換工作嗎？
 (1) 想

 (2) 不想

 (3) 不知道

13. 你是否已經開始找工作或著手換更好的工作了？
 (1) 沒有

 (2) 開始找工作

 (3) 著手換更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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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你每個月生活費的來源是什麼？【複選】
 (1) 自己工作或打工，每個月_________元
 (2) 父母親出，每個月_________元
 (3) 助學貸款，每個月_________元
 (4) 獎助學金，每個月_________元
 (5)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元

15. 如果沒有任何限制，將來你最想做什麼樣的工作？【單選】
 (1) 企業主（老闆）

 (2) 專業人員（工程師、建築師、大學教授）

 (3) 中小學老師

 (4) 律師及法律專業人員

 (5) 政府行政人員

 (6) 餐飲運輸旅遊工作人員

 (7) 醫護專業人員（醫生、護士）
 (8) 其它專業人員（藝術家、作家、記者、設計師等）
 (9) 財務及銷售人員（業務員、推銷員、仲介業者等）
 (10) 其它助理專業人員（社工員、演員、職業運動員）
 (11) 保安服務工作人員（警察、消防人員、救生員等）
 (12) 電腦或資訊工程師
 (13) 一般零售人員（模特兒、一般店員、攤販、市場售貨員）
 (14) 生物科學家
 (15)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你這兩年是否準備過以下各種考試？有沒有補習？（請圈選）
有準備、
沒有補習
1

有準備
有補習
2

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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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留學（含托福、GRE、GMAT 等）

1

2

3

(3) 高普考

1

2

3

(4) 技術執照

1

2

3

(5) TOEIC（多益）或專業證照

1

2

3

(6)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

1

2

3

(1)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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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你目前有沒有正在交往中的男/女朋友？
 (1) 有（請跳答至第 19 題）
 (2) 沒有 （請續答第 18 題）
 (3) 已結婚
17-1. 已在_________歲結婚（請跳答至第 23 題）

18. 你以前有沒有交過男／女朋友？
 (1) 有（請續答第 19 題）
 (2) 沒有（請跳答至第 22 題）

說明：以下題目請以現在正在交往或是最近交往過的一位來作答（已婚者不需作答）
19. 你和他/她大約交往多久：___

年又__

個月

20. 你是否滿意與你男/女朋友間的關係？
 (1) 非常滿意

 (2) 滿意

 (3) 不滿意

 (4) 非常不滿意

21. 你是否想跟他/她結婚？
 (1) 是

 (2) 否

 (3) 不確定

二、家庭、社區生活與家人關係
22. 你想要在什麼時候結婚？
 (1) 想在___

歲結婚

 (2) 不想結婚
 (3) 還沒想過
23. 你想要在什麼時候有小孩？
 (1) 已有小孩→在___
 (2) 想在___

歲時有小孩，目前有____

歲有小孩

 (3) 不想生小孩
 (4) 還沒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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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孩

24. 你想要在什麼時候經濟獨立不依賴父母？
 (1)已經濟獨立→在____ 歲時經濟獨立
 (2)想在____ 歲經濟獨立
 (3)不想獨立
 (4)還沒想過
25. 你對於下列家人之間的關係滿意嗎？（請圈選）【無此家人時，請圈選不適用】
很滿意 還算滿意 不太滿意 很不滿意 不適用
(1) 你和父親之間的關係

1

2

3

4

0

(2) 你和母親之間的關係

1

2

3

4

0

(3) 你父母之間的關係

1

2

3

4

0

(4) 你和兄弟姊妹之間的關係

1

2

3

4

0

26. 請問你現在是不是住在家裡？
(1) 住在家裡（請續答第 27 題）
(2) 不住在家裡
23-1. 從民國______年______月開始不住在家裡（請跳答至第 28 題）
27. 你家在學校/工作地點附近嗎？
(1) 是（請跳答至第 34 題）
(2) 不是（請跳答至第 34 題）
28. 那你現在住在哪裡？
(1) 學校宿舍/員工宿舍（請跳答至第 30 題）
(2) 租房子，跟誰合租？（請續答第 29 題）
(3) 住在親戚家（請跳答至第 30 題）
(4) 其他，請說明______

（請跳答至第 30 題）

29. 你與誰合租房子呢？
(1) 自己住

(2) 同學/同事

(3) 男/女朋友

(5) 兄弟姊妹

(6) 其他親戚

(7) 其他____

(4) 朋友
__

說明：已婚者若與配偶合租房子，填寫在(7)其他，並以文字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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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你搬出來住的原因是什麼？
(1) 工作/上學的地方離家太遠

(2) 公司/學校規定

(3) 追求獨立的生活

(4) 不想住在家裡了

(5) 其他原因，請說明_____

_

31. 這一年來，你平均多久回家一次？
(1) 每星期至少 1 次

(2) 每個月 1、2 次

(4) 只有回家過 1 次

(5) 還沒有回家過

(3) 每半年 1、2 次

32. 這一年來，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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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每半年 1、2 次

(5) 都沒聯絡過

33. 你目前居住的地點是在

縣/市

(3) 每個月 1、2 次

鄉/鎮/區

34. 如果你下次換工作時/畢業後，你會不會想要留在/回到家裡所在的縣市去工作？
(1) 一定會

(2) 大概會

(3) 大概不會

(4) 一定不會

(7) 不知道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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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圈選）
沒有

有點

普通

嚴重

很嚴重

(1) 孤獨

1

2

3

4

5

(2) 鬱卒

1

2

3

4

5

(3) 失眠、不易入睡

1

2

3

4

5

(4) 身體某些部位感到麻木或是針刺

1

2

3

4

5

(5) 好像有東西卡在喉嚨

1

2

3

4

5

(6) 感覺身體某些部位虛弱

1

2

3

4

5

最後，我們還有幾個問題想請問你
36. 你有拿錢回家嗎？【單選】
 (1) 有，固定，每月大約
 (2) 有，不固定，每年大約

元
元

 (3)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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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和過去相比，你會不會覺得更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1) 經常

 (2) 有時

 (3) 偶而

 (4) 從未

 (8) 拒答

 (4) 從未

 (8) 拒答

38. 現在你會不會很多地方還是要依賴家裡？
 (1) 經常

 (2) 有時

 (3) 偶而

39. 你認為現階段你自己『獨立自主』有多重要？
 (1) 非常重要

 (2) 重要

 (3) 不重要

 (4) 非常不重要

40. 整個來說，你覺得最近的日子過的快樂嗎？
 (1) 很快樂

 (2) 快樂

 (5) 很不快樂

 (8) 拒答

 (3) 還算快樂

 (4) 不太快樂

41. 整體而言，你覺得自己目前的健康狀況如何？
 (1) 很不健康

 (2) 不健康

 (3) 普通

 (4) 健康

 (5) 很健康

42. 你有沒有使用 e-mail?
 (1) 有，帳號是 __________

_

 (2) 沒有
43. 你家目前的聯絡地址是 __________

_

44. 你的聯絡方式
家中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

45. 目前與你最要好的朋友是？
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 98 年____月____日

問卷到此結束，誠摯地感謝您的填答。
【請記得將問卷利用回郵信封（不需貼郵票）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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