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准機關：行政院主計處 90/5/22 
台(90)處普三字第 04594號函核准 
有效期間：91年 12月 31日止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規劃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執行 

 

 

民國九十年 

國 民 健 康 訪 問 調 查 
 
 

12∼19歲自填問卷 

（完全不必寫姓名） 

 
 
 
 
 
 
 

絕 對 保 密 
 
 
 
 
 
 
 
各位年輕朋友： 

為保持你在這份問卷上所填資料的秘密性，這是一份完全沒有具名的問卷，主

要是想瞭解青少年朋友在抽菸、喝酒、嚼檳榔、藥物使用與性行為方面的情形。你

的資料將跟全部三千多位青少年資料合在一起來研究，一切作業均採用電腦秘密處

理，每一個人的資料本所絕對負責保密，所以請你務必按照你的真正想法及實際狀

況做答，這樣政府才能依據實際的情形，來提供青少年適切的指導與服務。 
 
你填完後：請將問卷放入信封中封起來，交給本局的訪問員，她們已奉命不得

打開它，謝謝你的合作！ 

 
 
 
 
 
 
 
 
 
 
 
 

 



內  
 
 

□□年   1.你的出

□□月     

   □   2.你

   □    3.

□ 4.你目前

(1

(4

□ 5.你目前

(0

(1

(4

(7

□ 5a.你現

(0

   □    6.現在

□ 7.你現在

(1

(3

(5

(7

□    8.從小

□ 9. 你

(1

(4

□ 10.你

(1

(4

 

請將你的答案號碼直接填在該題前面的方格
生年月是民國        年        月 

的性別是： (1)男       (2)女 

你的婚姻狀況：(1)未婚     (2)已婚 

是就業中還是在學中？ 

)就業中          (2)在學中         (3)未在學，也未就業 

)就業、且也在學（如白天工作，晚上在學） 

就讀的學校是： 

)目前已沒有在學校讀書       

)公立國中         (2)私立國中            (3)公立高中 

)私立高中         (5)公立高職            (6)私立高職 

)專科             (8)大學院校及以上       

在就讀學校是： 

)目前已沒在學      (1)女校        (2)男校       (3)男女合校      

你就讀哪一年級：        年級      (0)目前已沒有在學校讀書 

和誰住在一起？ 

)與父母同住                        (2)與其他親戚同住 

)自己租房子住                      (4)住在學校宿舍 

)與朋友、同事或同學合租房子住      (6)住在工作地宿舍 

)與配偶同住                        (8)與配偶及家人同住 

你到現在，大部分的時間是住在那裡？  (1)鄉村      (2)都市 

父親的教育程度是： 

)不識字           (2)小學程度       (3)初中程度 

)高中高職程度     (5)大專及以上     (6)不知道 

母親的教育程度是： 

)不識字           (2)小學程度       (3)初中程度 

)高中高職程度     (5)大專及以上     (6)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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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你現在有幾個哥哥、姊姊、弟弟、妹妹？ 

□ 哥       哥哥          

□ 姊       姊姊 

□ 弟       弟弟          
□ 妹       妹妹 

□ 12.你是否曾嘗試抽菸？ (1)不曾       (2)曾 

□ 13.你第一次抽菸是在幾歲的時候？ 
(1) 不曾抽菸 

(2) 8歲以下 

(3) 9、10歲 

(4) 11、12歲 

(5) 13、14歲 

(6) 15、16歲 

(7) 17歲以上 

 

  14. 你第一次抽菸是在甚麼地方？ 

(01)不曾抽菸            (02)家中        (03)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04)親戚家              (05)學校        (06)上、下學途中 

             （07）MTV、KTV          （08）卡拉OK、PUB、舞廳 

             （09）電動玩具店、網路咖啡店、撞球店    （10）泡沫紅茶、餐飲店 

             （11）其他【請寫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5.過去 30 天，你有幾天抽菸？ 

(1) 0天 

(2) 1或2天 

(3) 3到5天 

(4) 6到9天 

(5) 10到19天 

(6) 20到29天 

(7) 整個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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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過去 30 天，你每天約抽幾支菸？ 

(1) 過去30天未抽菸 

(2) 每天少於1支 

(3) 每天1支 

(4) 每天2-5支 

(5) 每天6-10支 

(6) 每天11-20支 

(7) 每天20支以上 

□  17. 你通常最常和誰一起抽菸？ 

（1）不曾抽菸       (2)同學、同事或朋友     (3)父親        (4)母親      

             (5) 兄弟           (6)姊妹                 (7)獨自一人 

□  18. 你的父親是否抽菸？（1）抽菸              （2）不抽菸      
（3）不知道             (4) 沒有父親 

□  19. 你的母親是否抽菸？（1）抽菸              （2）不抽菸  
（3）不知道             (4) 沒有母親 

□  20. 你最好的一位朋友是否抽菸？（1）抽菸     （2）不抽菸    （3）不知道 

   21. 你通常最常從哪裡得到或買到香菸？ 

              (01)不曾抽菸         (02)同學、同事或朋友      (03)父親給的     

(04)母親給的         (05)兄弟給的              (06)姊妹給的 

(07)自己從家中取的（不是家人給的）             (08)路邊攤        

(09)超商、便利商店        (10)檳榔攤           (11)遊樂場 

(12)其他【請寫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2.過去一年，你是否曾嘗試戒菸？ 

(1) 過去一年未曾抽菸      (2) 曾嘗試戒菸      (3) 不曾嘗試戒菸 

 

   23. 你第一次喝酒是在甚麼地方？ 

              (1)不曾喝酒       (2)家中         （3）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4）親戚家       （5）學校        （6）MTV、KTV       

             （7）卡拉OK、PUB、舞廳             （8）餐飲店   

             （9）其他【請寫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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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過去 30 天，有幾天你曾一次喝5杯酒以上？ 

(1) 0天 

(2) 1天 

(3) 2天 

(4) 3到5天 

(5) 6到9天   

(6) 10到19天 

(7) 20天以上 

  25. 你通常最常和誰一起喝酒？ 

(1)不曾喝酒       (2）同學、同事或朋友     （3）父親       (4）母親         

(5）兄弟         （6）姊妹                 （7）獨自一人 

  26.你的父親是否經常喝酒？  （1）喝酒          （2）不喝酒      
(3）不知道         (4) 沒有父親 

  27.你的母親是否經常喝酒？  （1）喝酒          （2）不喝酒 
(3）不知道         (4) 沒有母親 

  28.你最好的一位朋友是否經常喝酒？ 

(1）喝酒      （2）不喝酒      （3）不知道 

  29.你通常最常從哪裡得到或買到酒？ 

（01）不曾喝酒       (02)同學、同事或朋友       （03）父親給的   

（04）母親給的      （05）兄弟給的              （06）姊妹給的  

（07）自己從家中取的（不是家人給的）            （08）路邊攤       

 (09)超商、便利商店                (10)其他【請寫出】_____________ 

□  30.你是否曾嘗試嚼檳榔？ 

(1) 不曾          (2) 曾 

  31.你第一次嚼檳榔是在幾歲的時候？ 

(1) 不曾嚼檳榔 (2) 8歲以下 (3) 9、10歲 

(4) 11、12歲 (5) 13、14歲 (6) 15、16歲 

(7) 17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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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你第一次嚼檳榔是在甚麼地方？ 
              (01)不曾嚼檳榔         (02)家中        (03）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04）親戚家           （05）學校      （06）上、下學途中 

（07）MTV、KTV         （08）卡拉OK、PUB、舞廳 

（09）電動玩具店、網路咖啡店、撞球店   （10）泡沫紅茶、餐飲店 

（11）其他【請寫出】_____________________ 

□   33.過去 30 天，你有幾天嚼檳榔？ 

(1) 0天 (2) 1或2天 (3) 3到5天 

(4) 6到9天 (5) 10到19天 (6) 20到29天 

(7) 整個30天 

□ 34. 你通常最常和誰一起嚼檳榔？ 

（1）不曾嚼檳榔        (2)同學、同事或朋友     （3）父親     

（4）母親             （5）兄弟                （6）姊妹         

 (7）獨自一人 

□ 35. 你的父親是否嚼檳榔？  （1）嚼檳榔         （2）不嚼檳榔      
（3）不知道          (4) 沒有父親 

□ 36. 你的母親是否嚼檳榔？  （1）嚼檳榔         （2）不嚼檳榔      
（3）不知道          (4) 沒有母親 

□ 37. 你最好的一位朋友是否嚼檳榔？ 

（1）嚼檳榔    （2）不嚼檳榔     （3）不知道 

□□  38. 你通常最常從哪裡得到或買到檳榔？ 

（01）不曾嚼檳榔        (02)同學、同事或朋友       （03）父親給的     

（04）母親給的         （05）兄弟給的              （06）姊妹給的  

（07）自己從家中取的（不是家人給的）               （08）路邊攤    

（09）檳榔攤                                       （10）遊樂場       

（11）其他【請寫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9.你是否曾嘗試使用非法成癮藥物（如強力膠、安非他命、搖頭丸等）？ 

(1) 不曾            (2) 曾 

 

 5 



 

□ 40.你第一次使用非法成癮性藥物是在幾歲的時候？ 

(1) 不曾使用非法成癮性藥物 

(2) 8歲以下 

(3) 9、10歲 

(4) 11、12歲 

(5) 13、14歲 

(6) 15、16歲 

(7) 17歲以上 

□□ 41.你第一次使用非法成癮性藥物是在甚麼地方？ 

(01)不曾使用            (02)家中        (03)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04)親戚家              (05)學校        (06)上、下學途中 

(07）MTV、KTV          （08）卡拉OK、PUB、舞廳 

            (09）電動玩具店、網路咖啡店、撞球店等遊樂場所 

 (10)泡沫紅茶、餐飲店                   (11）賓館   

（12）其他【請寫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 

□ 42.過去 30 天，你有幾天使用非法成癮性藥物？ 

(1) 0天 

(2) 1或2天 

(3) 3到5天 

(4) 6到9天 

(5) 10到19天 

(6) 20到29天 

(7) 整個30天 

□ 43. 你通常最常和誰一起使用非法成癮性藥物？ 

（1）不曾使用        (2)同學、同事或朋友     （3）父親  

（4）母親           （5）兄弟                （6）姊妹    

 (7）獨自一人 

□ 44. 你的父親是否使用非法成癮性藥物？    

(1）使用     （2）不使用      （3）不知道    (4) 沒有父親 

□ 45. 你的母親是否使用非法成癮性藥物？ 

(1）使用     （2）不使用      （3）不知道    (4) 沒有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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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你最好的一位朋友是否使用非法成癮性藥物？ 
(1）使用        （2）不使用        （3）不知道 

□□ 47. 你通常最常從哪裡得到或買到非法成癮性藥物？ 

（01）不曾使用         (02)同學、同事或朋友     （03）父親給的     

（04）母親給的        （05）兄弟給的            （06）姊妹給的  

  （07）自己從家中取的（不是家人給的）            （08）MTV、KTV  

  （09）卡拉OK、PUB、舞廳                    

   (10）電動玩具店、網路咖啡店、撞球店等遊樂場 

  （11）泡沫紅茶、餐飲店                          （12）賓館    

   (13)其他【請寫出】___________________ 

□ 48.你是否曾與異性發生性行為？ 

(1) 不曾               (2) 曾 

□ 49.你第一次發生性行為是在幾歲的時候？ 

(1) 不曾有性行為              (2) 11歲以下 

(3) 12歲                     (4) 13歲 

(5) 14歲                     (6) 15歲 

(7) 16歲                     (8) 17歲以上 

□ 50.最近一次的性行為，你或你的伴侶是否有使用保險套？ 

(1) 不曾有性行為         (2) 是           (3) 否 

□ 51.最近一次的性行為，你或你的伴侶是使用何種方法來避孕？ 

(1) 不曾有性行為        (2) 未使用任何方法避孕       (3) 避孕藥 

(4) 保險套              (5) 子宮內避孕器             (6) 安全期 

(7) 其他方法 

□ 52.你曾有幾次懷孕，或導致別人懷孕？ 

(1) 0次        (2) 1次       (3) 2或更多次      (4) 不確定 

 

非常謝謝你的協助，填完後，請將問卷對摺放入 

信封中，密封後交給本局訪問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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