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少年時期至成年初期的健康行為調適：
家庭、學生與社區的交互關係 2KJ3W3(青二高二) 2001/11
姓名：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女

居住縣市：台北市

台北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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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請問您目前是在學校唸書嗎？
(1)是
(2)不是（跳答第 4 題）
２您目前在哪裡唸書？
(1)高中：___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類組）
(2)高職：___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
(3)專科：___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
３您現在幾年級？
(1)一年級（跳至第 5 題）
(2)二年級（跳至第 8 題）
４那請問您目前在做什麼？（跳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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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結婚了，也有工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結婚了，待在家裡
(06)在家裡幫忙（指幫忙看店、做生意）
(07)就待在家裡
(08)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５你是不是重考
(1)是
(2)不是（跳答第 8 題）
６請問您是透過什麼方式進入現在就讀的學校？（第 5 題回答選項 2，不用回答）
(1)推薦甄選入學
(2)申請入學或保送
(3)其他免試入學方式
【例如:高職登記入學或憑國中成績單入學】
(4)校內直升
(5)學校獨立招生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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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

７你入學的基本學力測驗是幾分？________（第５題回答選項２、８，不用回答）
【請填答確實的數字】
８只用基本學力測驗的成績申請入學，你認為公不公平？
(1)公平
(2)不公平 (3)不知道
９你們學校是不是男女合校？
(1)是 (2)不是（ 跳答第 11 題）
１０你們班是不是男女合班？
(1)是
(2)不是
１１ 您對您現在就讀的學校，是否感到滿意？
(1)很滿意 (2)滿意 (3)普通 (4)不滿意 (5)很不滿意
１２這學期以來，你覺得有多少位老師是你喜歡或還算喜歡的？
(1)沒有
(2)一位 (3)二位
(4)三位
(5)四位 (6)五位以上
１３這學期以來，你覺得有多少位老師是你討厭或有點討厭的？
(1)沒有
(2)一位
(3)二位
(4)三位
(5)四位
(6)五位以上
１４這學期以來，在需要段考或專業科目中，你喜歡那幾科（請最多講三科）？
(1)有，那幾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都不喜歡
１５這學期以來，在不需要段考或非專業科目中，你喜歡那幾科（請最多講三科）？
(1)有，那幾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都不喜歡
１６這學期以來，所有科目中，你頭痛的是那些科（請最多講三科）？
(01)數學 (02)英語
(03)國文
(04)物理 (05)化學
(06)生物
(07)地理 (08)歷史
(0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沒有
１７上了（高中∕高職∕專科）以來，你曾經擔任過班級幹部、社團幹部、小老師嗎？
(1)曾經 (2)不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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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這學期以來，您跟得上學校的課業進度嗎？
(1)我落後很多，很難跟得上
(2)我有點落後，可能跟得上
(3)只落後一點點，很快就跟上了
(4)大部分都跟得上
(5)我的進度超前
１９你高一下是全班第幾名？（若無實際排名，大約第幾名）（一年級的不用答）
(1)全班五名以內
(2)全班六至十名
(3)全班十一至二十名
(4)全班二十一名以後 (7)不知道
２０你們學校每次段考會不會給全校排名？
(1)會 (2)不會
２１開學以來，你有幾天是因為病假，事假，曠課或蹺課而沒去上課？_____天
２２你現在還有沒有和以前的國中朋友聯絡？
(1)經常 (2)偶而
(3)沒有 【跳答第 24 題】
２３ 與他們主要聯絡方式是什麼？（複選題）
(1)打電話
(2)通 e-mail
(3)相約一起去打球、看電影或逛街等等
(4)到彼此家去玩
(5)寫信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２４你目前住在哪裡？
(1)住在家裏
(2)住在親戚家（跳答 26 題）
(3)住在同學家（跳答 26 題）
(4)住在朋友家（跳答 26 題）
(5)住校（跳答 26 題）
(6)自己住（跳答 26 題）
２５ 你跟爸爸/媽媽住在一起嗎？
(1)都住在一起（跳至第 28 題）
(3)只有跟爸爸住
２６ 請問您爸媽還健在嗎？
(1)都健在【跳答第 28 題】
(3)只有媽媽健在

(2)只有跟媽媽住
(4)沒有跟爸媽住

(2)只有爸爸健在
(4)都不在世了

２７ 請問您爸爸/媽媽是在最近一年過世的嗎？
(1)是 (2)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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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過去一年，你爸爸對你的管教態度是比較嚴還是比較鬆？
（只有媽媽或父母都不在的，不用回答）
(0)不適用
(1)比較嚴格
(2)差不多
(3)比較寬鬆
(4)已經不管我了
２９ 過去一年，你媽媽對你的管教態度是比較嚴還是比較鬆？
（只有爸爸在或父母都不在的，不用回答）
(0)不適用
(1)比較嚴格
(2)差不多
(3)比較寬鬆
(4)已經不管我了
３０ 你滿不滿意你和爸爸之間的關係？(只有媽媽在或父母都不在的，不用回答）
(0)不適用
(1)很滿意 (2)滿意 (3)還算滿意 (4)不滿意
３１ 你滿不滿意你和媽媽之間的關係？（只有爸爸在或父母都不在的，不用回答）
(0)不適用
(1)很滿意 (2)滿意 (3)還算滿意 (4)不滿意
下列題目請依照實際情形，回答發生的頻率為何：
３２ 過去一年，當你和爸爸在一起時，你爸爸會不會表現出疼愛你和關心你的樣子？
(0)不適用
(1)總是如此 (2)常常如此
(3)有一半時間 (4)不太常
(5)幾乎不會如此
３３ 過去一年，當你和媽媽在一起時，你媽媽會不會表現出疼愛你和關心你的樣子？
(0)不適用
(1)總是如此
(2)常常如此
(3)有一半時間 (4)不太常
(5)幾乎不會如此

３４ 過去一年，當你和爸爸在一起時，你爸爸會不會很生氣地對你大吼大叫？
(0)不適用
(1)總是如此
(2)常常如此
(3)有一半時間 (4)不太常
(5)幾乎不會如此
３５ 過去一年，當你和媽媽在一起時，你媽媽會不會很生氣地對你大吼大叫？
(0)不適用
(1)總是如此
(2)常常如此
(3)有一半時間 (4)不太常
(5)幾乎不會如此
３６ 過去一年，您與爸爸相處的時間是變多或變少？
(0)不適用 (1)變多 (2)變少 (3)沒變
３７ 過去一年，您與媽媽相處的時間是變多或變少？
(0)不適用 (1)變多 (2)變少 (3)沒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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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過去一年，爸爸通常知道你每天的行蹤嗎？
(0)不適用
(1)總是如此(2)常常如此
(3)有一半時間 (4)不太常 (5)完全不知道
３９ 過去一年，媽媽通常知道你每天的行蹤嗎？
(0)不適用 (1)總是如此
(2)常常如此
(4)不太常 (5)完全不知道

(3)有一半時間

４０ 過去一年，當你犯同樣錯誤時，爸爸會不會因為他自己的心情，
有時候責備處罰你，有時候卻不責備處罰你？
(0)不適用 (1)總是如此 (2)常常如此
(3)有一半時間
(4)不太常 (5)幾乎不會
４１ 過去一年，當你犯同樣錯誤時，媽媽會不會因為他自己的心情，
有時候責備處罰你，有時候卻不責備處罰你？
(0)不適用 (1)總是如此 (2)常常如此 (3)有一半時間
(4)不太常 (5)幾乎不會
４２ 過去一年，如果你做錯事情，爸爸會不會動手打你？
(0)不適用 (1)總是如此 (2)常常如此 (3)有一半時間
(4)不太常 (5)幾乎不會
４３ 過去一年，如果你做錯事情，媽媽會不會動手打你？
(0)不適用 (1)總是如此 (2)常常如此 (3)有一半時間
(4)不太常 (5)幾乎不會
４４ 過去一年，在決定有關家裡的事情時，爸爸會告訴你他的想法嗎？
(0)不適用 (1)總是如此 (2)常常如此 (3)有一半時間
(4)不太常 (5)幾乎不會
４５ 過去一年，在決定有關家裡的事情時，媽媽會告訴你她的想法嗎？
(0)不適用 (1)總是如此 (2)常常如此 (3)有一半時間
(4)不太常 (5)幾乎不會
４６這學期以來，你每星期家庭平均給你/妳多少錢？_______________元
（沒有在學校唸書不用回答）
４７這些錢除了通車，吃飯，買書本講義之外，有多少是你自己可以零用或存起來的？ ____元（沒
有在學校唸書不用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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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這些零用錢比上國三時多還是少？（沒有在學校唸書的不用回答）
(1)比國三時多 (2)比國三時少 (3)差不多 (4)沒有零用錢
過去一年（去年１０月以來），有沒有發生過下列的事情：
４９ 你家的經濟狀況有沒有變差？
(1)有
(2)沒有 (7)不知道
５０ 你有沒有生重病或受傷？
(1)有
(2)沒有
５１ 你有沒有抽煙？
(1)有
(2)沒有
５２ 你有沒有喝酒？
(1)有
(2)沒有
５３ 你有沒有在學校惹麻煩？
(0)不適用 (1)有 (2)沒有
５４ 你有沒有逃家？
(1)有 (2)沒有
５５你有沒有蹺過課？
(0)不適用 (1)有 (2)沒有
５６你有沒有打過架？
(1)有 (2)沒有
５７你有沒有被人勒索或故意打傷？
(1)有
(2)沒有
５８ 爸爸媽媽在家的時間有沒有越來越少？
(0)不適用 (1)有 (2)沒有
５９ 爸爸媽媽有沒有越來越常吵架？
(0)不適用 (1)有 (2)沒有
６０ 爸爸媽媽有沒有離婚或分居？
(0)不適用 (1)有 (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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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請問你父母的工作情形：
６１爸爸現在有沒有在工作？
(1)有 （跳答 63 題）(2)沒有
６２那麼他是？(提示選項)
(1)失業 (2)退休 (3)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６３媽媽現在有沒有在工作？
(1)有（跳答６５題） (2)沒有
６４那麼她是？(提示選項)
(1)失業 (2)退休 (3)從來沒有工作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過去一年來（去年１０月以來），你的生活有沒有發生過下列這些改變？
６５ 有沒有唸不下書？（沒有在學校唸書，不用回答）
(1)有
(2)沒有
６６ 有沒有更加認真唸書？（沒有在學校唸書，不用回答）
(1)有
(2)沒有 (7)不知道
６７ 需不需要打工賺錢？
(1)有
(2)沒有
６８ 休閒活動有沒有減少？
(1)有
(2)沒有 (7)不知道
６９ 家庭生活作息有沒有改變？
(1)有 (2)沒有 (7)不知道
７０ 有沒有覺得自己比別人差？
(1)有 (2)沒有
７１ 有沒有覺得有些事情變得自己無法掌握？
(1)有 (2)沒有
７２ 有沒有覺得很多事情可以自己作主？
(1)有 (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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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我們要問你有關補習的一些事：
７３ 這學期，你有沒有參加過校外補習？（沒有在學校唸書的，不用問）
(0)不適用【跳到 79 題】
(1)有
(2)沒有 【跳到 76 題】
７４你這學期一共補那些科？（複選題）
(01)數學 (02)英文
(03)國文 (04)物理
(05)化學 (06)生物
(07)地理 (08)歷史
(09)職專校之專業科目 (10)術科（例如：普通學校的音樂或美術等）
(11)其他_______（例如：電腦）
７５ 你這學期補習費一共多少？大約ˍˍˍˍ元（跳至７７題）
７６ 你現在沒有補習是因為家裏無法負擔補習費嗎？
(1)是 （跳至 78 題）
(2)不是（跳至 78 題）

(7)不知道（跳至 78 題）

７７你補習的目的是什麼？（複選題）
(1)加強一般課業能力
(2)為了考證照或檢定考試
(3)為了加強升學的術科能力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都不是
７８你覺得補習有用嗎？
(1)有
(2)沒有

(7)不知道

７９ 你上課（工作）時大約幾點上床睡覺：ˍˍ點ˍˍ分
８０ 你上課（工作）時大約幾點起床：ˍˍ點ˍˍ分
８１ 你假日或週末大約幾點上床睡覺：ˍˍ點ˍˍ分
８２ 你假日或週末大約幾點起床：ˍˍ點ˍˍ分
８３ 你平均每週有幾天與家人吃晚飯？＿＿＿天（跟家人在一起即可，不用全家）
（不知如何回答者，以上星期來想）
８４你週末的時候常不常和家人一起相處？
(1)總是
(2)經常 (3)有時候 (4)很少

(5)幾乎沒有

接下來，請問你有關打工的事情：
８５ 國中畢業後，你有沒有打過工？（沒有在學校唸書的不用問）
(0)不適用【跳答第 99 題】(1)有(2)沒有【跳答第 99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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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如果有，是什麼時候？（複選題）（二年級的不用回答）
(1)國中畢業後到升高中前（跳至 90 題）
(2)高一上（跳至 90 題）
８７如果有，是什麼時候？（複選題）（一年級的不用回答）
(1)升高中暑假 （需要回答第 88、89 題）
(2)高一上
（需要回答第 90、91 題）
(3)高一寒假
（需要回答第 88、92、93、94、95 題）
(4)高一下
（需要回答第 90、91、92、93、94、95 題）
(5)升高二暑假 （需要回答第 88、89、92、93、94、95 題）
(6)高二上
（需要回答第 90、91、92、93、94、95 題）
８８寒暑假一週工作幾小時？_______小時（87 題選 1、3、5 選項者需作答）（以暑假為主）
８９整個暑假賺了多少錢？________元（87 題選 1、5 選項者需作答）（以暑假為主）
９０你從週一到週五，一共打工幾小時？__________小時（87 題選 2、4、6 選項者需作答）
９１週末，一共打工幾小時？___________小時（87 題選 2、4、6 選項者需作答）
９２ 你最初是如何知道打工訊息的？（87 題選 3、4、5、6 選項者需作答）
(1)同學或朋友介紹或邀約
(2)自己看到廣告
(3)家人或親戚長輩告知
(4)學校安排或介紹
(5)其他ˍˍ
９３你打工是誰決定的？（87 題選 3、4、5、6 選項者需作答）
(1)完全自己決定
(2)自己決定、父母同意
(3)父母建議、自己同意
(4)完全父母決定
(5)老師，同學或學校建議
(6)其他______
９４您打工的原因是？（87 題選 3、4、5、6 選項者需作答）
(1)有_______
９５你打工賺的錢主要用在哪裡？（87 題選 3、4、5、6 選項者需作答）
(1)付學費，補習費或生活費
(2)個人零用
(3)幫忙家庭開銷
(4)存起來
(5)其他ˍˍ
９６你父母贊不贊成你打工？
(1)贊成 (2)不贊成 (3)看是什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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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不知道

９７ 你父母是否知道你打工？
(1)知道 (2)不知道
９８你有沒有因為打工，而與家人疏遠？
(1)有 (2)沒有
９９ 你覺得打工會不會影響學業成績？
(1)會 (2)不會 (3)看是什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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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你有沒有頭痛
(1)沒有
(2)有，有點
(3)有，普通
(4)有，嚴重
(5)有，很嚴重
１０１ 你有沒有感到孤獨
(1)沒有
(2)有，有點
(3)有，普通
(4)有，嚴重
(5)有，很嚴重
１０２ 你有沒有感到鬱悶或鬱卒
(1)沒有
(2)有，有點
(3)有，普通
(4)有，嚴重
(5)有，很嚴重
１０３ 你有沒有失眠、不易入睡的情況
(1)沒有
(2)有，有點
(3)有，普通
(4)有，嚴重
(5)有，很嚴重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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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５ 你有沒有感覺身體某些部位虛弱
(1)沒有
(2)有，有點
(3)有，普通
(4)有，嚴重
(5)有，很嚴重
１０６這一年來（去年１０月以來），你有沒有服用過
安眠藥、強力膠、搖頭丸類似的興奮劑或是安非他命、海洛英、嗎啡等藥品？
(1)有
(2)沒有【跳答第 109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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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有，是那一類？（可複選）
(01)鎮定劑 (02)安眠藥 (03)強力膠 (04)快樂丸
(05)神仙水 (06)搖頭丸 (07)安非他命(08)速賜康
(09)海洛因 (10)嗎啡
(11)古柯鹼 (12)其他_________
１０８藥物主要是來自那裡？
(1)藥房
(2)家裡

(3)特定販賣場所

(4)來自同學朋友

１０９ 請問您家有沒有人用過安眠藥、強力膠、搖頭丸類似的興奮劑、安非他命、海洛英、嗎啡
等藥物？
(1)有
(2)沒有
(7)不知道
１１０ 你的同學朋友中有沒有人用過安眠藥、強力膠、搖頭丸類似的興奮劑、安非他命、海洛英、
嗎啡等藥物？
(1)有
(2)沒有
(7)不知道
接下來請問您有關網路使用的問題：
１１１ 您常不常上網，大概多久一次？
(1)幾乎每天
(2)每週二到三次
(5)從未上過網（跳至 113 題）

(3)大概每週一次

(4)很少

１１２您每個禮拜一共上網大概幾小時？_________小時
１１３這學期，學校功課中，有沒有規定要上網查詢資料的？（沒有在唸書的不用回答）
(1)有
(2)沒有
(7)不知道
１１４ 您常不常去網咖？
(1)幾乎每天去
(2)每週二到三次
(4)很少
(5)從未去過

(3)大概每週一次

１１５您在網路上有沒有做過下列事情？（可複選）（從未上網的人，不用回答）
(1)玩線上遊戲
(2)教育學習
(3)上色情網站
(4)聊天，交友（續答第 116 題）
(5)都沒有
１１６ 您目前在網路上一共認識幾位網友？（第 115 題有選 4 需回答）
(1)一位
(2)二至四位
(3)五至九位
(4)十至十四位
(5)十五位以上
(6)沒有
（跳至 118 題）

11

１１７約出來見面的有幾位？（第 115 題有選 4 需回答）
(1)一位
(2)二至四位
(3)五至九位
(5)十五位以上
(6)沒有

(4)十至十四位

１１８ 請問您上網交友，父母知道嗎？（第 115 題有選 4 需回答）
(1)知道
(2)不知道
１１９目前您家中電腦可以上網嗎？
(1)可以
(2)不可以
(3)家裡沒有電腦
１２０ 您目前有沒有固定交往的男（女）朋友？
(1)有
【跳答第 122 題】 (2)沒有
１２１ 你會不會想在最近一兩年內交男（女）朋友？（跳至 123 題）
(1)會
(2)不會
１２２ 您是如何認識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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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ˍˍˍˍ
１２３ 最後，請問您目前的聯絡地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２４您的聯絡方式（如手機、Email、call 機等）：
家中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ll 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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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