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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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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關秉寅教授 

＊訪問對象：2001 年「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受訪高中／職／五專學生 

＊委託單位：行政院科技部（原行政院國科會）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 

＊若受訪者有任何疑問，請來電計畫辦公室(02)29387755，或網路搜尋 TEPSB 網頁。 

＊＊＊＊＊＊＊＊＊＊＊＊＊＊＊＊＊＊＊＊＊＊＊＊＊＊＊＊＊＊＊＊＊＊＊＊＊＊＊＊ 

 

您好！請問《受訪者姓名》(《性別》《高中職五專學校名稱》)在嗎？  

(1) 本人接聽  

我們這裡是國立政治大學，正在進行與中研院合作的「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

調查，這個計畫是由科技部支持的，目的是瞭解現在年輕人就學就業和婚姻的情況，我

們曾經在您就讀《高中職五專學校名稱》時訪問過您，現在想要耽誤您／《受訪者姓

名》幾分鐘，請教您一些問題。請問您現在可以接受訪問嗎？（直接進入訪問） 

 (2) 在，等《受訪者姓名》來接聽時  

您好，我們正在進行政大與中研院合作的「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這個

計畫是由科技部支持的，目的是瞭解現在年輕人就學就業和婚姻的情況，需要耽誤您幾

分鐘，請教您一些問題。請問您現在可以接受訪問嗎？（直接進入訪問） 

（若受訪者暫不方便接受訪問，訪員請進行約訪） 

(3) 不在 （約訪《受訪者姓名》二次） 

約訪第一次：您好，我們正在進行政大與中研院合作的「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

續調查，這個計畫是由科技部支持的，目的是瞭解現在年輕人就學就業和

婚姻的情況，請問《受訪者姓名》是否有手機？號碼是多少？ 

（若不提供手機號碼或沒有手機  請問什麼時候方便再打來找《受訪者姓名》？） 

約訪第二次：您好，我們正在進行政大與中研院合作的「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

續調查，這個計畫是由科技部支持的，目的是瞭解現在年輕人就學就業和婚

姻的情況，請問什麼時候方便再打來找《受訪者姓名》？ 

(4) 第三次打電話如果還找不到學生受訪  

請問您們家裡有誰瞭解《受訪者姓名》求學及工作的情況？（請瞭解受訪者求學及工作

情況的人接聽電話） 

我們正在進行政大與中研院合作的「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這個計畫是

由科技部支持的，目的是瞭解現在年輕人就學就業和婚姻的情況，需要耽誤您幾分鐘，

請教您一些問題。 

 

（若瞭解受訪者情形的人不在  約訪一次，約訪後還不在就直接訪問） 

 

◎若電話查無此受訪者（該戶與受訪者無關係），請將此通電話的 tepsbID、被訪電話及受

訪者姓名記錄在開放記錄表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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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請問您是《學生姓名》的？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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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受訪者性別：（請訪員直接點選） 

(01) 男 

(02) 女 

３   您／《學生姓名》上一次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有留住址給我們，請問您／《學生姓

名》現在的住址還是（系統上顯示住址）（請唸出系統上的地址，若系統上沒有顯示住

址，則括號內的字不用唸出來） 

(01) 舊地址正確 

(02) 舊地址雖正確，但《學生姓名》另有新地址，新地址為______【記錄在開放紀錄表

中】 

(03) 舊地址錯誤或無記錄，更改為______【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4) 舊地址錯誤，新地址拒答。 

(98) 拒答 

４   請問您／《學生姓名》平常住這裡嗎？（居住地址：貼第 3 題的答案） 

(01) 是（跳答28） 

(02) 不是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５   請問您／《學生姓名》平常住在哪個縣市呢？ 

(01) 台北市 (02) 新北市（跳答 7） 

(03) 基隆市（跳答 8） (04) 桃園市（跳答 9） 

(05) 新竹縣（跳答 10） (06) 新竹市（跳答 11） 

(07) 苗栗縣（跳答 12） (08) 台中市（跳答 13） 

(09) 彰化縣（跳答 14） (10) 南投縣（跳答 15） 

(11) 雲林縣（跳答 16） (12) 嘉義縣（跳答 17） 

(13) 嘉義市（跳答 18） (14) 台南市（跳答 19） 

(15) 高雄市（跳答 20） (16) 屏東縣（跳答 21） 

(17) 宜蘭縣（跳答 22） (18) 花蓮縣（跳答 23） 

(19) 台東縣（跳答 24） (20) 澎湖縣（跳答 25） 

(21) 金門縣（跳答 26） (22) 連江縣（跳答 27） 

(23) 大陸地區（跳答 28） (24) 國外（跳答 28） 

(97) 不知道（跳答 28） (98) 拒答（跳答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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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請問是台北市的哪一區？（跳答 28） 

(01) 中正區 (02) 大同區 (03) 中山區 (04) 松山區 

(05) 大安區 (06) 萬華區 (07) 信義區 (08) 士林區 

(09) 北投區 (10) 內湖區 (11) 南港區 (12) 文山區 

(13)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７  請問是新北市的哪一區？（跳答 28） 

(01) 萬里區 (02) 金山區 (03) 板橋區 (04) 汐止區 

(05) 深坑區 (06) 石碇區 (07) 瑞芳區 (08) 平溪區 

(09) 雙溪區 (10) 貢寮區 (11) 新店區 (12) 坪林區 

(13) 烏來區 (14) 永和區 (15) 中和區 (16) 土城區 

(17) 三峽區 (18) 樹林區 (19) 鶯歌區 (20) 三重區 

(21) 新莊區 (22) 泰山區 (23) 林口區 (24) 蘆洲區 

(25) 五股區 (26) 八里區 (27) 淡水區 (28) 三芝區 

(29) 石門區 (30)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８  請問是基隆市的哪一區？（跳答 28） 

(01) 仁愛區 (02) 信義區 (03) 中正區 (04) 中山區 

(05) 安樂區 (06) 暖暖區 (07) 七堵區 

(08)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９   請問是桃園市的哪一區？（跳答 28） 

(01) 中壢區 (02) 平鎮區 (03) 龍潭區 (04) 楊梅區 

(05) 新屋區 (06) 觀音區 (07) 桃園區 (08) 龜山區 

(09) 八德區 (10) 大溪區 (11) 復興區 (12) 大園區 

(13) 蘆竹區 (14)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１０ 請問是新竹縣的哪一鄉鎮市？（跳答 28） 

(01) 竹北市 (02) 湖口鄉 (03) 新豐鄉 (04) 新埔鎮 

(05) 關西鎮 (06) 芎林鄉 (07) 寶山鄉 (08) 竹東鎮 

(09) 五峰鄉 (10) 橫山鄉 (11) 尖石鄉 (12) 北埔鄉 

(13) 峨眉鄉 (14)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１１ 請問是新竹市的哪一區？（跳答 28） 

(01) 東區 (02) 北區 (03) 香山區 

(04)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１２ 請問是苗栗縣的哪一鄉鎮市？（跳答 28） 

(01) 竹南鎮 (02) 頭份市 (03) 三灣鄉 (04) 南庄鄉 

(05) 獅潭鄉 (06) 後龍鎮 (07) 通霄鎮 (08) 苑裡鎮 

(09) 苖栗市 (10) 造橋鄉 (11) 頭屋鄉 (12) 公館鄉 

(13) 大湖鄉 (14) 泰安鄉 (15) 銅鑼鄉 (16) 三義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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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西湖鄉 (18) 卓蘭鎮 (19)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１３ 請問是台中市的哪一區？（跳答 28） 

(01) 中區       (02) 東區 (03) 西區 (04) 北區 

(05) 南區       (06) 北屯區 (07) 西屯區     (08) 南屯區 

(09) 太平區     (10) 大里區     (11) 霧峰區     (12) 烏日區 

(13) 豐原區     (14) 后里區     (15) 石岡區     (16) 東勢區 

(17) 和平區     (18) 新社區     (19) 潭子區     (20) 大雅區 

(21) 神岡區     (22) 大肚區     (23) 沙鹿區     (24) 龍井區 

(25) 梧棲區     (26) 清水區     (27) 大甲區     (28) 外埔區 

(29) 大安區     (30)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１４ 請問是彰化縣的哪一鄉鎮市？（跳答 28） 

(01) 彰化市 (02) 芬園鄉 (03) 花壇鄉 (04) 秀水鄉 

(05) 鹿港鎮 (06) 福興鄉 (07) 線西鄉 (08) 和美鎮 

(09) 伸港鄉 (10) 員林市 (11) 社頭鄉 (12) 永靖鄉 

(13) 埔心鄉 (14) 溪湖鎮 (15) 大村鄉 (16) 埔鹽鄉 

(17) 田中鎮 (18) 北斗鎮 (19) 田尾鄉 (20) 埤頭鄉 

(21) 溪州鄉 (22) 竹塘鄉 (23) 二林鎮 (24) 大城鄉 

(25) 芳苑鄉 (26) 二水鄉 (27)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１５ 請問是南投縣的哪一鄉鎮市？（跳答 28） 

(01) 南投市 (02) 埔里鎮 (03) 草屯鎮 (04) 竹山鎮 

(05) 集集鎮 (06) 名間鄉 (07) 鹿谷鄉 (08) 中寮鄉 

(09) 魚池鄉 (10) 國姓鄉 (11) 水里鄉 (12) 信義鄉 

(13) 仁愛鄉 (14)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１６ 請問是雲林縣的哪一鄉鎮市？（跳答 28） 

(01) 斗六市 (02) 斗南鎮 (03) 虎尾鎮 (04) 西螺鎮 

(05) 土庫鎮 (06) 北港鎮 (07) 古坑鄉 (08) 大埤鄉 

(09) 莿桐鄉 (10) 林內鄉 (11) 二崙鄉 (12) 崙背鄉 

(13) 麥寮鄉 (14) 東勢鄉 (15) 褒忠鄉 (16) 台西鄉 

(17) 元長鄉 (18) 四湖鄉 (19) 口湖鄉 (20) 水林鄉 

(21)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１７ 請問是嘉義縣的哪一鄉鎮市？（跳答 28） 

(01) 番路鄉 (02) 梅山鄉 (03) 竹崎鄉 (04) 阿里山鄉 

(05) 中埔鄉 (06) 大埔鄉 (07) 水上鄉 (08) 鹿草鄉 

(09) 太保市 (10) 朴子市 (11) 東石鄉 (12) 六腳鄉 

(13) 新港鄉 (14) 民雄鄉 (15) 大林鎮 (16) 溪口鄉 

(17) 義竹鄉 (18) 布袋鎮 (19)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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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請問是嘉義市的哪一區？（跳答 28） 

(01) 東區 (02) 西區 (03)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１９ 請問是台南市的哪一區？（跳答 28） 

(01) 中西區     (02) 東區       (03) 南區       (04) 北區 

(05) 安平區     (06) 安南區     (07) 永康區     (08) 歸仁區 

(09) 新化區     (10) 左鎮區     (11) 玉井區     (12) 楠西區 

(13) 南化區     (14) 仁德區     (15) 關廟區     (16) 龍崎區 

(17) 官田區     (18) 麻豆區     (19) 佳里區     (20) 西港區 

(21) 七股區     (22) 將軍區     (23) 學甲區     (24) 北門區 

(25) 新營區     (26) 後壁區     (27) 白河區     (28) 東山區 

(29) 六甲區     (30) 下營區     (31) 柳營區     (32) 鹽水區 

(33) 善化區     (34) 大內區     (35) 山上區     (36) 新市區 

(37) 安定區     (38)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２０ 請問是高雄市的哪一區？（跳答 28） 

(01) 新興區     (02) 前金區     (03) 苓雅區     (04) 鹽埕區 

(05) 鼓山區     (06) 旗津區     (07) 前鎮區     (08) 三民區 

(09) 楠梓區     (10) 小港區     (11) 左營區     (12) 仁武區 

(13) 大社區     (14) 岡山區     (15) 路竹區     (16) 阿蓮區 

(17) 田寮區     (18) 燕巢區     (19) 橋頭區     (20) 梓官區 

(21) 彌陀區     (22) 永安區     (23) 湖內區     (24) 鳳山區 

(25) 大寮區     (26) 林園區     (27) 鳥松區     (28) 大樹區 

(29) 旗山區     (30) 美濃區     (31) 六龜區     (32) 內門區 

(33) 杉林區     (34) 甲仙區     (35) 桃源區     (36) 那瑪夏區 

(37) 茂林區     (38) 茄萣區     (39)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２１ 請問是屏東縣的哪一鄉鎮市？（跳答 28） 

(01) 東港鎮 (02) 屏東市 (03) 三地門鄉 (04) 霧臺鄉 

(05) 瑪家鄉 (06) 九如鄉 (07) 里港鄉 (08) 高樹鄉 

(09) 鹽埔鄉 (10) 長治鄉 (11) 麟洛鄉 (12) 竹田鄉 

(13) 內埔鄉 (14) 萬丹鄉 (15) 潮州鎮 (16) 泰武鄉 

(17) 來義鄉 (18) 萬巒鄉 (19) 嵌頂鄉 (20) 新埤鄉 

(21) 南州鄉 (22) 林邊鄉 (23) 琉球鄉 (24) 佳冬鄉 

(25) 新園鄉 (26) 枋寮鄉 (27) 枋山鄉 (28) 春日鄉 

(29) 獅子鄉 (30) 車城鄉 (31) 牡丹鄉 (32) 恆春鎮 

(33) 滿州鄉 (34)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２２ 請問是宜蘭縣的哪一鄉鎮市？（跳答 28） 

(01) 大同鄉 (02) 宜蘭市 (03) 頭城鎮 (04) 礁溪鄉 

(05) 壯圍鄉 (06) 員山鄉 (07) 羅東鎮 (08) 三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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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五結鄉 (10) 冬山鄉 (11) 蘇澳鎮 (12) 南澳鄉 

(13)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２３ 請問是花蓮縣的哪一鄉鎮市？（跳答 28） 

(01) 花蓮市 (02) 新城鄉 (03) 秀林鄉 (04) 吉安鄉 

(05) 壽豐鄉 (06) 鳳林鎮 (07) 光復鄉 (08) 豐濱鄉 

(09) 瑞穗鄉 (10) 萬榮鄉 (11) 玉里鎮 (12) 卓溪鄉 

(13) 富里鄉 (14)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２４ 請問是台東縣的哪一鄉鎮市？（跳答 28） 

(01) 成功鎮 (02) 臺東市 (03) 綠島鄉 (04) 蘭嶼鄉 

(05) 延平鄉 (06) 卑南鄉 (07) 鹿野鄉 (08) 關山鎮 

(09) 海端鄉 (10) 池上鄉 (11) 東河鄉 (12) 長濱鄉 

(13) 太麻里鄉 (14) 金峰鄉 (15) 大武鄉 (16) 達仁鄉 

(17)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２５ 請問是澎湖縣的哪一鄉鎮市？（跳答 28） 

(01) 望安鄉 (02) 馬公市 (03) 西嶼鄉 (04) 七美鄉 

(05) 白沙鄉 (06) 湖西鄉 (07)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２６ 請問是金門縣的哪一鄉鎮市？（跳答 28） 

(01) 金沙鎮 (02) 金湖鎮 (03) 金寧鄉 (04) 金城鎮 

(05) 烈嶼鄉 (06) 烏坵鄉 (07)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２７ 請問是連江縣的哪一鄉鎮市？ 

(01) 南竿鄉 (02) 北竿鄉 (03) 莒光鄉 (04) 東引鄉 

(05)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中】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２８  根據上次 2009 年（民國 98 年）追蹤電訪調查記錄，您／《學生姓名》的最高教育程

度是否為（貼題 2009 電訪時最高教育程度／學校／科系）？ 

(01) 是 

(02) 否（跳答 30） 

(97) 不知道、不清楚（跳答 38） 

(98) 拒答（跳答 38） 

２９ 請問您／《學生姓名》有沒有畢業？ 

(01) 有，已畢業，請問是民國______年畢業。【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跳答 38） 

(02) 沒有，還沒畢業（還在唸書）（跳答 38） 

(03) 沒有畢業（不繼續唸書了）（跳答 38） 

(97) 不知道、不清楚（跳答 38） 

(98) 拒答（跳答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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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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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答 32） 

(02) 高職（跳答 32） 

(03) 五專（跳答 32） 

(04) 二專（跳答 32） 

(05) 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跳答 32） 

(06) 大學（跳答 32） 

(07) 碩士 

(08) 博士 

(09) 其他______（跳答 32）【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97) 不知道、不清楚（跳答 38） 

(98) 拒答（跳答 38） 

３１  請問您／《學生姓名》讀的研究所是在哪個大學？什麼系所？（指最後讀的那個） 

(01) 國立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2) 私立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3) 市立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4) 其他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３２  請問您／《學生姓名》有沒有畢業？（若 Q３０回答 01、02、03 回答完這題跳答 Q

３８）（若 Q３０回答 04，回答完這題跳答３４＿１）（若 Q３０回答 05、06、09，

回答完這題跳答 Q３４） 

(01) 有，已畢業，請問是民國______年畢業。【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2) 沒有，還沒畢業（還在唸書） 

(03) 沒有畢業（不繼續唸書了）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３３  請問您／《學生姓名》大學畢業時唸的是哪一所學校？什麼科系？（Q３０回答 07、

08 才答此題，回答完這題跳答 Q３５） 

(01) 國立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2) 私立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3) 市立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4) 其他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5) 與 Q28 題學校／科系相同（貼題）（跳答 38）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３４  請問您／《學生姓名》在高中／高職／五專畢業以後，最後讀哪個大學／學院？什麼

科系？（答完此題跳問 Q３５） 

(01) 國立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2) 私立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3) 市立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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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其他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３４ˍ１ 請問您最後讀的那一個學校名稱是？什麼科系？ 

(01) 國立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2) 私立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3) 市立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4) 其他______大學／學院______系所【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３５  剛剛問的那個大學/學院的科系是日間部、夜間部、進修部（或進修學校）、推廣部

還是在職專班？（Q３０回答 01、02、03、97、98，不用答這題） 

(01) 日間部 

(02) 夜間部、進修部（或進修學校）、推廣部 

(03) 在職專班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３６  請問這個學制是不是四技、二技或二專？（Q３０回答 01、02、03、97、98，不用答

這題） 

(01) 是 

(02) 不是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３７  請問在就讀大專院校期間，您／《學生姓名》是否有下列情況？（請訪員逐一唸出選

項，可複選） 

(01) 轉學成功 

(02) 轉系成功 

(03) 修完雙主修 

(04) 修完輔系 

(05) 修完師資培育學程 

(06) 修完其他學程 

(07) 都沒有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３８  請問您／《學生姓名》結過婚嗎？  

(01) 是 

(02) 否（跳答 40）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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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請問您／《學生姓名》目前的婚姻狀況是？(唸出選項) 

(01) 初婚（跳答 41） 

(02) 離婚後又再結婚（跳答 41） 

(03) 離婚後未再結婚 

(04) 目前分居中 

(05) 其他（請說明）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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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 請問您／《學生姓名》目前有沒有固定交往或同居的伴侶？ 

(01) 有固定交往，沒有同居 

(02) 有同居伴侶 

(03) 都沒有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Q３８題回答(02)者，請跳答 Q４４。 

４１ 請問您／《學生姓名》第一次結婚是在民國______年？  

(01) 90 年 

(02) 91 年 

(03) 92 年 

(04) 93 年 

(05) 94 年 

(06) 95 年 

(07) 96 年 

(08) 97 年 

(09) 98 年 

(10) 99 年 

(11) 100 年 

(12) 101 年 

(13) 102 年 

(14) 103 年 

(15) 104 年 

(16) 105 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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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請問您／《學生姓名》有幾位小孩？ 

(01) 0 位（跳答 44） 

(02) 1 位 

(03) 2 位 

(04) 3 位 

(05) 4 位 

(06)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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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其他，請填寫______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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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請問您／《學生姓名》的第一個小孩是民國______年出生的？ 

(01) 90 年 

(02) 91 年 

(03) 92 年 

(04) 93 年 

(05) 94 年 

(06) 95 年 

(07) 96 年 

(08) 97 年 

(09) 98 年 

(10) 99 年 

(11) 100 年 

(12) 101 年 

(13) 102 年 

(14) 103 年 

(15) 104 年 

(16) 105 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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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請問您／《學生姓名》現在有沒有全職工作？ 

訪員唸出：全職工作的定義是指每星期工作時數達 30 小時以上。 

(01) 有（含志願役） 

(02) 有，服國防役或研發替代役 

(03) 沒有（含實習、兼職、義務役、一般替代役等）（跳答 46） 

(97) 不知道、不清楚（跳答 46） 

(98) 拒答（跳答 46） 

若 Q１回答 02、03、04、05、06、07 及 98，請跳答 Q４６。 

４５  請問您／《學生姓名》對您現在主要的工作滿不滿意？（本人回答） 

(01) 非常滿意 

(02) 滿意 

(03) 沒什麼滿意不滿意 

(04) 不滿意 

(05) 非常不滿意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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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請問您／《學生姓名》現在有沒有在找（其他的）全職工作？ 

(01) 有 

(02) 沒有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４７  請問您／《學生姓名》之前有沒有做過全職的工作？ 

(01) 有 

(02) 沒有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答完此題後，若 Q４４答 01、02 者，續答 Q４８；若 Q４４答 03、97、98 且 Q４７答

01，跳答 Q４８＿１；若 Q４４答 03、97、98 且 Q４７答 02、97、98，跳答 Q７０。 

４８ 請問您／《學生姓名》現在說的這個全職工作是受固定的公司／機構雇用、為家裡的

事業工作還是為自己工作（當老闆）？ 

訪員注意：選項「(03)為自己工作(當老闆)，沒有雇人」指的是受訪者自己當老闆，但沒有

聘請支薪的工作人員。 

(01) 受固定的公司／機構雇用（跳答 49） 

(02) 為家裡的事業工作（跳答 50） 

(03) 為自己工作（當老闆），沒有雇人（跳答 50） 

(04) 為自己工作（當老闆），有雇人（跳答 50） 

(05) 其他______【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跳答 49） 

(97) 不知道、不清楚（跳答 49） 

(98) 拒答（跳答 49） 

４８＿１請問您／《學生姓名》之前的這個全職工作是受固定的公司／機構雇用、為家裡的

事業工作還是為自己工作（當老闆）？ 

訪員注意：選項「(03)為自己工作(當老闆)，沒有雇人」指的是受訪者自己當老闆，但沒有

聘請支薪的工作人員。 

   (01) 受固定的公司／機構雇用 

   (02) 為家裡的事業工作（跳答 50） 

   (03) 為自己工作（當老闆），沒有雇人（跳答 50） 

   (04) 為自己工作（當老闆），有雇人（跳答 5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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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 請問這個工作，是公家單位還是私人單位？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回答在學校工作，請追問是公立還是私立學校，公立學校歸在「公家單

位」，私立學校歸在「私人單位」。 

(01) 公家單位 

(02) 私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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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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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請問您／《學生姓名》是怎麼找到這一份工作？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回答各式各樣考試（除公務員之國家考試），請追問是如何知道有這個

職缺或消息的，依照職缺的消息或管道進行歸類。 

(01) 自行創業 

(02) 家裡的事業 

(03) 老師／畢業學校介紹 

(04) 同學／校友介紹 

(05) 朋友／認識的人介紹 

(06) 家人／親戚介紹 

(07) 政府職業介紹所 

(08) 網路或民間人力仲介公司 

(09) 看報紙或張貼的徵才廣告 

(10) 國家考試分發 

(11) 內部轉換升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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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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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或服務？ 

訪員注意：請盡可能詳細記錄公司全名，包含地點、廠區、事業單位等；並盡可能請受訪者

列出 2 至 3 種主要的產品或服務，儘量在產品或服務項目後加入一個動詞，例如個人電腦銷

售。 

(01) 這個公司或機構全名為    產品或服務    （公司全名或產品內容任一不

知道請在開放紀錄表寫入 97，拒答請寫入 98）【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５１＿Ａ 行業代碼＿＿＿＿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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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員注意：所謂「公司」，指一個企業集團的獨立子公司，例如「台塑集團下的長庚醫

院」，只知道其工作部門的員工人數，而不清楚整個公司的員工人數，則請受訪者概估。 

(01) 1 人 

(02) 2-4 人 

(03) 5-9 人 

(04) 10-29 人 

(05) 30-99 人 

(06) 100-29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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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300-499 人 

(08) 500-999 人 

(09) 1000 人以上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５３ 請問您／《學生姓名》在這個公司或機構的職位名稱是什麼？主要的工作內容是什

麼？ 

訪員注意：請儘量填寫詳細，包含工作「所屬部門」、「職務職位」、「專業頭銜」及「日

常負責主要工作內容」，請受訪者舉出 2 至 3 項最常做的工作內容。 

(01) 職位名稱    主要的工作內容            （職位名或工作內容任一不知 

    道請在開放紀錄表寫入 97，拒答請寫入 98）【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５３＿Ａ 職業代碼＿＿＿＿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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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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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年 

(02) 89 年 

(03) 90 年 

(04) 91 年 

(05) 92 年 

(06) 93 年 

(07) 94 年 

(08) 95 年 

(09) 96 年 

(10) 97 年 

(11) 98 年 

(12) 99 年 

(13) 100 年 

(14) 101 年 

(15) 102 年 

(16) 103 年 

(17) 104 年 

(18) 105 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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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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請問您／《學生姓名》這個全職工作，每週工作總時數約幾小時？（上限值 168、下

限值 1）〈不知道請鍵入 997，拒答請鍵入 998〉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回答 24 小時待命，請受訪者扣除睡眠時間後，估計每週大約工作幾小

時。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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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請鍵入大約收入金額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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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Q１回答 02、03、04、05、06、07 及 98，請跳答 Q５９。 

５８  請問您／《學生姓名》這個全職工作的工作情況符不符合以下的說法： 

   在工作上，我可以發揮我的所學（本人回答） 

(01) 非常符合 

(02) 符合 

(03) 無所謂符不符合 

(04) 不符合 

(05) 非常不符合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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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員注意：（不需主動說明）第一份全職工作的定義是指國中畢業後，每星期工作時數達

30 小時以上。 

(01) 是（跳答 69） 

(02) 否 

(97) 不知道、不清楚（跳答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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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拒答（跳答 70） 

６０ 請問您／《學生姓名》是從民國幾年開始做第一份全職工作？(不用唸出選項) 

訪員注意：本題答案應早於或等於（貼 Q５５答案） 

(01) 88 年 

(02) 89 年 

(03) 90 年 

(04) 91 年 

(05) 92 年 

(06) 93 年 

(07) 94 年 

(08) 95 年 

(09) 96 年 

(10) 97 年 

(11) 98 年 

(12) 99 年 

(13) 100 年 

(14) 101 年 

(15) 102 年 

(16) 103 年 

(17) 104 年 

(18) 105 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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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  請問您／《學生姓名》到目前為止曾經在幾家公司或機構做過全職工作？ 

(01) 1 家 

(02) 2 家 

(03) 3 家 

(04) 4 家 

(05) 5 家 

(06) 6 家 

(07) 7 家 

(08) 8 家 

(09) 其他，請填寫______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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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請問您／《學生姓名》的第一份全職工作是受固定的公司／機構雇用、為家裡的事業

工作還是為自己工作(當老闆)？ 

訪員注意：選項「(03)為自己工作(當老闆)，沒有雇人」指的是受訪者自己當老闆，但沒有

聘請支薪的工作人員。 

   (01) 受固定的公司／機構雇用 

   (02) 為家裡的事業工作（跳答 64） 

   (03) 為自己工作（當老闆），沒有雇人（跳答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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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為自己工作（當老闆），有雇人（跳答 6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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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  請問第一份工作，是公家單位還是私人單位？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回答在學校工作，請追問是公立還是私立學校，公立學校歸在「公家單

位」，私立學校歸在「私人單位」。 

(01) 公家單位 

(02) 私人單位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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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  請問您／《學生姓名》第一份工作的公司或機構全名是什麼？主要是做什麼，生產什

麼產品或服務？ 

訪員注意：請盡可能詳細記錄公司全名，包含地點、廠區、事業單位等；並盡可能請受訪者

列出 2 至 3 種主要的產品或服務，儘量在產品或服務項目後加入一個動詞，例如個人電腦銷

售。 

(01) 這個公司或機構全名為    產品或服務    （公司全名或產品內容任一不

知道請在開放紀錄表寫入 97，拒答請寫入 98）【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６４＿Ａ 行業代碼＿＿＿＿ 

６５  請問包含您／《學生姓名》在內，第一份工作的公司／機構大約有多少位員工？ 

訪員注意：所謂「公司」，指一個企業集團的獨立子公司，例如「台塑集團下的長庚醫

院」，只知道其工作部門的員工人數，而不清楚整個公司的員工人數，則請受訪者概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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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  請問您／《學生姓名》第一份工作的職位名稱是什麼？主要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訪員注意：請儘量填寫詳細，包含工作「所屬部門」、「職務職位」、「專業頭銜」及「日

常負責主要工作內容」，請受訪者舉出 2 至 3 項最常做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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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職位名稱    主要的工作內容            （職位名或工作內容任一不知 

  道請在開放紀錄表寫入 97，拒答請寫入 98）【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６６＿Ａ 職業代碼＿＿＿＿ 

６７  請問您／《學生姓名》的第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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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  請問您／《學生姓名》第一份工作，每週工作總時數約幾小時？（上限值 168、下限

值 1）〈不知道請鍵入 997，拒答請鍵入 998〉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回答 24 小時待命，請受訪者扣除睡眠時間後，估計每週大約工作幾小

時。 

６９  請問您／《學生姓名》第一份全職工作剛開始起薪平均每個月（稅前）收入大約多

少？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 Q59 題回答(01)是，問法將為「請問您這個全職工作剛開始起薪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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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請鍵入大約收入金額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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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Q１回答 02、03、04、05、06、07 及 98，請跳答 Q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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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請問您／《學生姓名》有沒有打算在未來三年內（另外）創業？（自行創業或跟別

人合作創業，包括任何形式的自己當老闆都算。）（本人回答） 

(01) 有，請問您創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____________。【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2) 沒有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７１   整體而言，您／《學生姓名》目前的日子過得快樂嗎？（本人回答） 

(01) 非常快樂 

(02) 還算快樂 

(03) 不太快樂 

(04) 非常不快樂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７２   請問這一年來，您／《學生姓名》的健康狀況好不好？（本人回答） 

(01) 很好 

(02) 好 

(03) 普通 

(04) 不好 

(05) 很不好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７３   請問您／《學生姓名》現在的身高是______公分《請四捨五入》【請鍵入電腦中】 

７４   請問您／《學生姓名》現在的體重是______公斤《請四捨五入》【請鍵入電腦中】 

７５  請問您／《學生姓名》的Ｅ－ｍａｉｌ是什麼？ 

(01)                 【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 

(02) 沒有 E-mail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７６ 請問您／《學生姓名》有沒有其他聯絡電話，如手機？《貼出系統所有電話號碼》 

(01) 有，電話是______【請鍵入電腦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中】（如果有 2 個以上的電

話，請用半形「;」分隔） 

(02) 沒有 

(97) 不知道、不清楚 

(98) 拒答 

７６＿Ａ我們的訪問到此結束，謝謝您接受訪問。我們會妥善保管您的資料，絕不會洩漏您

個人的資料。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來電計畫辦公室(02)29387755，或網路搜尋 TEPSB 網

頁。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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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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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   檢誤勾選需補問題目： 

(01) Q３地址[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02) Q３１研究所學校名稱及系所名稱[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03) Q３３大學畢業時唸的學校名稱及科系名稱[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04) Q３４高中/高職/五專畢業後最後讀的學校名稱及科系名稱[說明：________________] 

(05) Q５１公司機構全名、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06) Q５３工作職稱、主要工作內容[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07) Q６４公司機構全名、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08) Q６６工作職稱、主要工作內容[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09) Q７５Email[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10) Q７６電話[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謝謝您接受訪問。我們會妥善保管您的資料，絕不會洩漏您個人的資料。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來電計畫辦公室(02)29387755，或網路搜尋 TEPSB網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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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 □2 國語  □3 客語  □4 國台語  □5 國客語 

＊ 受訪者回答的可信度：□1 大部份不可信  □2 有些不可信  □3 大致可信  □4 非常可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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