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年成長歷程與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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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請問你目前在學校唸書嗎？
 (1) 就學中(續答第 2 題)
 (2) 非就學中(跳答第 29 題)

目前就學者回答

２你目前在哪裡唸書？
 (1) 普通大學院校：___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____系_____年級(續答第 3 題)
 (2) 技職院校(包含四技、二專)：___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_系_____年級(跳答第 4 題)
 (3) 專科(五專)：___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____科_____年級(跳答第 28 題)
 (4) 高中：___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___科系_____年級(跳答第 28 題)
 (5) 高職：___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___科系_____年級(跳答第 28 題)
 (6) 其他：________________(跳答第 28 題)
３你有沒有考第一次學科能力測驗？
 (1) 有；考____級分【請填入 2 位數字】
 (2) 沒有

４你是透過什麼方式進入這個學校的？
 (01) 推薦甄選(跳答第 6 題)
 (02) 申請入學(跳答第 6 題)
 (03) 考試分發/統一入學測驗(續答第 5 題)
 (04) 技優保送(跳答第 6 題)
 (05) 獨立招生(跳答第 6 題)
 (06) 其他：___________(跳答第 6 題)

說明：自然組或者經由統一入學測驗入學者，數學一律填數甲；社會組填數乙

５那你的指定科目考試/統一入學測驗，國文____分，英文____分，數甲____分，數乙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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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你選填志願時，誰的意見影響最大？
 (01) 我自己  (02) 父母
 (03)父母和自己的意見都重要  (04) 老師
 (05) 兄姊
 (06) 同學
 (07) 學長姐  (08) 朋友
 (09)親戚長輩
 (10) 其他：___________
７你選填志願時，最優先的考量是什麼？
 (1) 自己成績和學校排名、或成績分發到的(跳答第 11 題)
 (2) 選校(續答第 8 題)
 (3) 選系(跳答第 9 題)
 (4) 選學校地點(跳答第 10 題)
 (5) 其他：___________(跳答第 11 題)
８根據什麼來選校？(跳答第 11 題)
 (1) 名聲  (2) 校風  (3) 學費便宜  (4) 給獎學金
 (5) 其他：___________
９ 根據什麼來選系？(跳答第 11 題)
 (1) 興趣  (2) 能力 (3) 就業  (4) 學長姐  (5)其他：___________
１０根據什麼來選學校地點？(續答第 1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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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１１這個學校是否是你預期分發到的？
 (1)高於預期
 (2)低於預期
 (3)原來就是
 (4)不是預期的學校,但是差不多是同等級的學校
 (5)其他：___________
１２你對目前就讀的學校，感到滿意嗎？
 (1) 很滿意(跳答第 14 題)
 (2) 滿意(跳答第 14 題)
 (3)還算滿意(跳答第 14 題)
 (4)不太滿意(續答第 13 題)
 (5) 很不滿意(續答第 13 題)
１３不滿意的理由是？(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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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費太貴  (7) 其他：___________
１４對目前就讀的科系，感到滿意嗎？
 (1) 很滿意(跳答第 16 題)
 (2) 滿意(跳答第 16 題)
 (3) 還算滿意(跳答第 1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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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不太滿意(續答第 15 題)
 (5) 很不滿意(續答第 15 題)
１５不滿意的理由是？(可複選)
 (01) 設備不好
 (02) 師資不好
 (03) 課程不好
 (04) 課業太重、唸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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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其他：___________
１６整體而言，上大學以來，你滿不滿意你修課的老師？
 (1) 很滿意
 (2) 滿意
 (3)還算滿意
 (4)不太滿意
 (5) 很不滿意
１７整體而言，上大學以來，你滿不滿意你和班上同學的關係？
 (1) 很滿意
 (2) 滿意
 (3)還算滿意
 (4)不太滿意
 (5) 很不滿意
１８你目前班上同學有

位(包括自己)，其中女生有

１９你有轉系的打算嗎？
 (1) 有  (2) 沒有

２０你有轉學的打算嗎？
 (1) 有  (2) 沒有

２１你有重考的打算嗎？
 (1) 有  (2) 沒有

２２你(學期間)一星期花多少時間在準備課業？_____小時

２３你的學費來源是什麼？(可複選)
 (01) 靠獎學金
 (02) 父母提供  (03) 在校外賺的
 (04) 學校工讀
 (05) 助學貸款  (06) 兄弟姊妹提供
 (07) 其他親友提供  (08) 其他：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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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２４你的生活費來源是什麼？(可複選)
 (01) 靠獎學金
 (02) 父母提供  (03) 在校外賺的
 (04) 學校工讀
 (05) 助學貸款 (06) 兄弟姊妹提供
 (07) 其他親友提供  (08) 其他：___________

２５你上學期有沒有申請助學貸款？
 (1) 有，而且申請到了
 (2) 有，但沒有申請到
 (3) 沒有申請(跳答 27 題)
２６沒有助學貸款，你繼續唸書會不會有困難？
 (1)會 (2)不會
２７你未來有沒有打算申請助學貸款？
 (1) 有  (2) 沒有
２８從去年暑假以來，你有沒有打工？
 (1) 有(跳答 31 題)  (2) 沒有(跳答 46 題)

目前非就學者或有打工經驗者回答
說明：請受訪者以最主要或最近的工作/打工經驗作答

２９ 那請問你目前在做什麼？（非就學者由此題開始作答）
 (01)在工作了(跳答第 31 題)
 (02)在家裡幫忙(指幫忙看店、做生意)(跳答第 31 題)
 (03)正在找工作，還沒找到(跳答第 31 題後跳答第 45 題)
 (04)上補習班，準備重考(續答第 30 題)
 (05)在家裡唸書，準備重考(續答第 30 題)
 (06)就待在家裡，沒唸書也不準備就業(跳答第 45 題)
 (07)服役或等服役，提早入伍的原因____________ (跳答第 45 題)
 (08)其他：___________ (跳答第 45 題)

３０你要重考的主要原因是什麼？(回答後，跳答第 46 題)
 (1)都沒考上
 (2)沒考上想唸的學校
 (3)沒考上想唸的科系
 (4)其他：___________

３１你要工作/打工的主要原因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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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幫忙家庭生計
 (02)想要自立生活(賺生活費)
 (03) 賺零用錢
 (04)想要早點有工作經驗(有打工經驗)
 (05)沒錢可以唸書
 (06)沒學校可讀
 (07)不想繼續讀書
 (08)其他：___________
(若為正在求職者回答後請跳答第 45 題)

３２你這份工作是怎麼找到的？
 (1) 朋友介紹
 (2) 家人或親戚長輩告知
 (3) 學校安排介紹
 (4) 自己看到廣告、或自己去找的
 (5) 利用求職網站
３３你的工作是什麼？
服務單位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位或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產品或服務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３３ˍ１這個工作什麼時候開始做的？
 (1)民國____年____月開始到____年____月
 (2)只有寒暑假去打工
３４你的公司裡，跟你在工作／打工上有直接接觸的員工，包括自己在內有____位
其中女生有____位。
３５你的工作地點在哪？____________縣/市____________鄉/鎮/市/區
３６你平均每天上下班交通時間大約是________時________分
３７你一週大約工作／打工幾小時？________小時
３８你對這一份工作，感到滿不滿意？
 (1) 很滿意
 (2) 滿意
 (3) 還算滿意
 (4) 不太滿意
 (5) 很不滿意
３９整體而言，你滿不滿意你的老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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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很滿意
 (2) 滿意
 (3) 還算滿意
 (4) 不太滿意
 (5) 很不滿意
 (6) 沒有老闆
４０整體而言，你滿不滿意你和同事的關係？
 (1) 很滿意
 (2) 滿意
 (3) 還算滿意
 (4) 不太滿意
 (5) 很不滿意
 (6) 沒有同事
４１你有換工作的打算嗎？
 (1) 有
 (2) 沒有
４２這一份工作是你第________份工作

４３你通常多久領一次薪水？
 (1) 一個月領一次  (2) 兩週領一次  (3) 每週領一次
 (5)其他：___________

(4)每日領

４３ˍ１每次領的薪水是多少錢？_______元
４４你每個月大約拿多少錢幫忙家庭開銷？_______元(就學者跳答 46 題)
４５將來有機會的話，你想不想再回學校唸書？
 (1)很想  (2)還算想  (3)不太想
 (4)一點都不想

全體回答
４６這兩年過年，你跟哪些人一起吃年夜飯？(可複選)
 (01) 自己一個人
 (02) 父親
 (05) 未婚姊或妹
 (06) 已婚兄弟
 (09) 姊夫或妹夫
 (10) 祖父
 (13) 外公
 (14) 外婆
 (16) 已婚叔伯/嬸嬸/伯母
 (19) 未婚舅舅
 (22) 已婚姑姑/丈

 (03) 母親
 (04) 未婚兄或弟
 (07) 嫂或弟媳
 (08) 已婚姊妹
 (11) 祖母
 (12) 曾祖父母或以上
 (15) 外曾祖父母或以上
 (17) 未婚叔伯
 (18) 已婚舅舅/媽
 (20) 已婚阿姨/丈
 (21) 未婚阿姨
 (23) 未婚姑姑
 (24) 堂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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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表兄弟姊妹
 (28) 配偶父親
 (31) 配偶已婚兄弟姊妹
 (34) 同事

 (26) 配偶
 (29) 配偶母親
 (32) 其他親戚：_____
 (35) 男/女朋友

 (27) 子女
 (30) 配偶未婚兄弟姊妹
 (33) 朋友
 (36) 其他人：_____

４７過年期間，你跟哪些家人、親戚一起碰面、吃飯？(不含年夜飯)
 (01) 自己一個人
 (02) 父親
 (05) 未婚姊或妹
 (06) 已婚兄弟
 (09) 姊夫或妹夫
 (10) 祖父
 (13) 外公
 (14) 外婆
 (16) 已婚叔伯/嬸嬸/伯母
 (19) 未婚舅舅
 (22) 已婚姑姑/丈
 (25) 表兄弟姊妹
 (28) 配偶父親
 (31) 配偶已婚兄弟姊妹

 (03) 母親
 (04) 未婚兄或弟
 (07) 嫂或弟媳
 (08) 已婚姊妹
 (11) 祖母
 (12) 曾祖父母或以上
 (15) 外曾祖父母或以上
 (17) 未婚叔伯
 (18) 已婚舅舅/媽
 (20) 已婚阿姨/丈
 (21) 未婚阿姨
 (23) 未婚姑姑
 (24) 堂兄弟姊妹
 (26) 配偶
 (27) 子女
 (29) 配偶母親
 (30) 配偶未婚兄弟姊妹
 (32) 其他親戚：_____  (33) 朋友

 (34) 同事

 (35) 男/女朋友

 (36) 其他人：_____

４８整體而言，你滿不滿意你和爸爸的關係？
 (1) 很滿意  (2) 滿意  (3)還算滿意  (4) 不太滿意  (5) 很不滿意
 (0) 不適用
４９整體而言，你滿不滿意你和媽媽的關係？
 (1) 很滿意  (2) 滿意  (3)還算滿意  (4) 不太滿意  (5) 很不滿意
 (0) 不適用
５０你有沒有感到孤獨？
 (1)沒有
 (2)有，有點

 (3)有，普通  (4)有，嚴重

５１你有沒有感到鬱卒？
 (1)沒有  (2)有，有點

 (3)有，普通  (4)有，嚴重

５２請問你目前工作/上學期間是不是住在家裡？
 (1) 住在家裡 (續答 53 題)
 (2) 不住在家裡(跳答 55 題)
５３你會想搬出來嗎？
 (1) 經常  (2) 有時

 (3) 偶而

 (4) 從未

５４你有沒有因為工作或就學等原因，離家在外面住過？
 (1) 有 (跳答第 56 題)  (2) 沒有(跳答第 9 頁Ａ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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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有，很嚴重

 (5)有，很嚴重

５５這是你第一次離家在外面住嗎？
 (1) 是 (跳答第 62 題)  (2) 不是
５６那麼你第一次離家在外面住是在什麼時候？民國_____ 年?

５７你第一次離家在外面住之後，還覺得習不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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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你那時候住在哪裡？
 (1) 學校宿舍(公司宿舍)(跳答第 61 題)
 (2) 租房子住(續答第 59 題)
 (3) 住在親戚家(跳答第 61 題)
 (4) 住在家裡另外買的房子(跳答第 61 題)
 (5) 其他：
_____ (跳答第 61 題)
５９你那時候是跟誰合租？(可複選)
 (1) 自己一個人(跳答第 61 題)
 (2) 同學或同事
 (4) 朋友
 (5) 兄弟姊妹
６０一共幾個人一起合租？(包括自己)

 (3) 男/女朋友
 (6) 其他：

_____

人

６１你第一次搬出來住的地點是在

縣/市

鄉/鎮/市/區

(回答完之後跳答第 9 頁Ａ題組)

６２那麼你最近這次搬到外面住，還覺得習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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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你目前工作/上學期間住在哪裡？
 (1) 學校宿舍(公司宿舍)(跳答第 66 題)
 (2) 租房子住(續答第 64 題)
 (3) 住在親戚家(跳答第 66 題)
 (4) 住在家裡另外買的房子(跳答第 66 題)
(跳答第 66 題)
 (5) 其他：
６４那目前你跟誰合租？(可複選)
 (1) 自己一個人(跳答第 66 題)  (2) 同學或同事  (3) 男/女朋友  (4) 朋友  (5) 兄弟姊妹
 (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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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一共幾個人一起合租？(包括自己)_____人
６６居住的地點是在

縣/市

鄉/鎮/市/區

６７你目前工作/上學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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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過年回家
 (5) 都沒回去過
 (6) 其他：

６８多久和家裡聯絡一次？(回答 5 者跳答第 7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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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答第 72 題)
 (6) 其他：_______________
６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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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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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
７１他聯絡你比較多，還是你聯絡他比較多？
 (1) 他聯絡你比較多  (2) 你聯絡他比較多
 (3) 一樣多
７２你比較喜歡家附近地區？還是工作/上學期間在外面住的地方呢？ (續答 A 題組)
 (1) 家附近社區  (2) 現在這邊  (3) 一樣喜歡  (4) 一樣不喜歡

請依提示選擇Ａ題組中一題作答
說明：就學者：住在家裡

→７３題

非就學者：住在家裡

不住在家裡→７４題

→７４題

不住在家裡→７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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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題組
７３(住在家裡且就學的人回答)等你將來畢業後，你比較想留在家裡或家附近發展，還是想去別
的地方呢？（回答後跳答第 77 題）
 (1) 留在家裡
 (2)留在家那裡附近
 (3)想去別的地方，哪裡_______________
７４(不住在家裡且就學的人回答)等你將來畢業後，你會比較想要繼續留在現在住的地方發展，
還是想要回家或家裡附近？（回答後跳答第 77 題）
 (1) 繼續留在現在住的地方
 (2)想搬回家住
 (3)搬回家附近
 (4) 都不想，想去別的地方。想去什麼地方_______________
７５(住在家裡且非就學者回答) 你將來比較想留在家裡或家附近發展，還是想去別的地方呢？
（回答後跳答第 77 題）
 (1) 留在家裡
 (2)留在家那裡附近  (3)想去別的地方，哪裡_______________
７６(不住在家裡且非就學者回答)你將來會比較想要繼續留在現在住的地方發展，還是想要搬回
家或家裡附近？（回答後續答第 77 題）
 (1) 繼續留在現在住的地方
 (2)想搬回家住
 (3)搬回家附近
 (4) 都不想，想去別的地方。想去什麼地方_______________

７７和過去幾年相比，你會不會覺得現在更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1) 經常  (2) 有時  (3) 偶而  (4) 從未
７８現在你會不會有很多地方還是要依賴家裡？
 (1) 經常需要  (2) 有時需要  (3) 偶而需要  (4) 從未需要 (跳答第 80 題)
７９你覺得是哪些方面需要依賴家裡(可複選)？
 (1)金錢方面  (2)情感支持  (3)討論意見
 (4)生活協助  (5) 其他：_______________
８０上學期／過去半年，你有沒有參加社團或團體？
 (1) 有  (2) 沒有(跳答 83 題)
８１參加幾個社團／團體

個

８２你一星期花多少時間在社團活動上面？_____小時
８３你一星期花多少時間上網？_____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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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你一星期花多少時間打手機和朋友聯絡或聊天？____小時
８５你通常一個星期補習或進修

小時？

８６你目前要好的朋友有____位，其中女生有

人

８７整個來說，你覺得最近的日子過的快樂嗎？
 (1) 很快樂  (2)快樂  (3) 還算快樂  (4) 不太快樂  (5) 很不快樂
８８你目前的健康狀況如何？
 (1) 極佳  (2) 很好  (3) 好  (4) 還可以  (5) 不好
８９你有沒有使用 e-mail？
 (1) 有，帳號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沒有
９０你家目前的聯絡住址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９１你的聯絡方式
家中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__
宿舍電話：__________________：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 95 年____月____日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請記得將問卷利用回郵信封（不需貼郵票）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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