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導單位：教育部、衛生署

C

主辦單位：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協辦單位：台北市教育局、衛生局
高雄市教育局、衛生局
台灣省及福建省各縣市
教育局、衛生局

民國 95 年國中學生健康行為調查問卷

自填問卷
（完全不必寫姓名）

絕 對 保 密
各位親愛的同學：
為協助政府依據青少年實際情形及需要，來規劃提供青少年適切的健康服務計
畫，我們設計了這份問卷，想瞭解你平日在健康行為方面的一些做法與看法。為收
集年輕同學們的意見資料，我們在全國共抽選五千多位國中同學來填這份問卷，你
們班剛好被抽中。由於你們的資料是要代表全國所有國中在校同學的情形，故請你

務必按照你真實的想法及實際的情形作答，為保持你所填資料的私密性，這
是一份完全沒有具名的問卷，你的資料將跟全部同學的資料合在一起來分
析，一切作業均採用電腦處理，所有資料本局絕對負責保密，請你放心作
答。

謝謝你的合作！！

【填答說明】
1. 請用問卷填答主持人所發給你的專用鉛筆，將每一題答案以塗
黑的方式，填在電腦答案紙上的相對圓圈內，塗圈必須粗黑、
清晰，且不可出格；如果你要塗改答案，請用鉛筆後端的橡皮
擦擦拭清潔，不要留下痕跡，以方便電腦讀卡。
2. 這份問卷不是考試，答案沒有所謂對或錯，請依你實際的狀況
或想法選擇一個最適合你的答案。
3. 每題皆為單選，只能選一個答案。
4. 填答時請仔細閱讀問卷題目，不要遺漏任何一題。
5. 請不要與他人討論，若有任何問題，請你隨時舉手發問。
6. 請保持問卷與電腦答案紙的平整與清潔。
7. 作答完畢，請留在座位，等候問卷填答主持人回收問卷與電腦
答案紙。
範例：
題目
24. 請問魚是生活在水中嗎？
a. 一定是
b. 可能是
c. 可能不是
d. 一定不是

電腦答案紙
24.

●ⒷⒸⒹⒺⒻⒼⒽ

一、以下 4 題是關於你的基本資料：
1. 請問你的實足年齡是：
a. 滿 11 歲(含)以下
b. 滿 12 歲
c. 滿 13 歲
d. 滿 14 歲
e. 滿 15 歲
f. 滿 16 歲
g. 滿 17 歲(含)以上
2. 請問你的性別是：
a. 男
b. 女
3. 跟你同年齡的人比較起來，你覺得你的健康狀況如何？
a. 好很多
b. 好一些
c. 差不多
d. 差一些
e. 差很多
4. 在你們班上，你的學業成績如何？
a. 優異
b. 良好
c. 普通
d. 不佳
e. 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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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面 6 個題目，是有關你父母親，以及你與他們相處情形的問題
5. 你父母目前的婚姻狀況是？
a. 父母有結婚，而且住在一起
b. 父母有結婚，但其中一人假日才會回家
c. 父母沒有住在一起(分居)
d. 父母已離婚
e. 父親已過世，母親未再婚
f. 母親已過世，父親未再婚
g. 父母均已過世
h. 父母沒結婚，但住在一起(同居)
6. 你父親的教育程度是？
a. 小學畢業或沒讀書
b. 初中或國中畢業
c. 高中或高職畢業
d. 專科或大學畢業
e. 研究所畢業
f. 不知道
g. 現在沒有父親
7. 你母親的教育程度是？
a. 小學畢業或沒讀書
b. 初中或國中畢業
c. 高中或高職畢業
d. 專科或大學畢業
e. 研究所畢業
f. 不知道
g. 現在沒有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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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你覺得你爸爸和媽媽感情好不好？
a. 很好
b. 好
c. 還可以
d. 不太好
e. 很不好
f. 不知道
g. 現在沒有爸爸或媽媽
9. 你覺得你與爸爸有多親近？
a. 很親近
b. 有點親近
c. 還可以
d. 不親近
e. 現在沒有爸爸
10.你覺得你與媽媽有多親近？
a. 很親近
b. 有點親近
c. 還可以
d. 不親近
e. 現在沒有媽媽

三、下面 9 個題目，是關於你的身高、體重與飲食情形的問題
11.你最近一次量的身高是多少公分？
請在答案紙第 11 題的空格裡，填入你身高的數字，然後把下方對應數字的圓圈塗
黑。
12.你最近一次量的體重是多少公斤？
請在答案紙第 12 題的空格裡，填入你體重的數字，然後把下方對應數字的圓圈塗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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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相對於你的身高，你覺得你的體重是？
a. 體重太輕
b. 有點輕
c. 適中、剛剛好
d. 有點重
e. 太重
14.你滿不滿意你自己的身材或體型？
a. 很滿意
b. 還算滿意
c. 無所謂
d. 不太滿意
e. 很不滿意
15.過去 30 天（一個月）內，你有沒有刻意去減輕體重或減肥？
a. 從未這樣
b. 很少這樣
c. 有時這樣
d. 經常這樣
e. 總是這樣
16.過去 7 天(一星期)內，你有沒有吃早餐？
a. 都沒有吃
b. 只有 1 天有吃
c. 2 ~ 3 天有吃
d. 4 ~ 5 天有吃
e. 每天或幾乎每天吃
17.過去 30 天(一個月)內，你有沒有吃速食（例如：漢堡、薯條、炸雞、泡麵、披薩
等，只要吃任何一種就算一次，如果一餐內吃了漢堡又加薯條，就算 2 次）？
a. 都沒有吃
b. 平均每週 1 次或以下
c. 平均每週 2 ~ 3 次
d. 平均每週 4 ~ 6 次
e. 平均每天 1 次
f. 平均每天 2 次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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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過去 30 天(一個月)內，你有沒有喝甜的飲料或吃冰（例如：汽水、可樂、甜的茶
類、加糖咖啡、加糖果汁、冰沙、冰棒、冰淇淋等，只要吃任何一種就算一次）？
a. 都沒有吃
b. 平均每週 1 次或以下
c. 平均每週 2 ~ 3 次
d. 平均每週 4 ~ 6 次
e. 平均每天 1 次
f. 平均每天 2 次或以上
19.過去 30 天(一個月)內，你有沒有喝牛奶或吃奶類製品(例如：鮮奶、優酪乳、鮮奶
酪、起司等，只要吃任何一種就算一次)？
a. 都沒有吃
b. 平均每週 1 次或以下
c. 平均每週 2 ~ 3 次
d. 平均每週 4 ~ 6 次
e. 平均每天 1 次或以上

四、下面 5 個題目，是有關你過去 7 天內的活動情形的問題
20.過去 7 天(一星期)內，你有沒有一天之內，連續玩電腦或打電動超過兩小時？
a. 都沒有
b. 有過一兩天
c. 很多天
d. 每天都有
21.過去 7 天(一星期)內，你有沒有一天之內，連續看電視超過兩小時？
a. 都沒有
b. 有過一兩天
c. 很多天
d. 每天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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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過去 7 天（一星期）內，你有幾天曾做過至少連續 10 分鐘以上，會讓你感覺呼吸
或心跳加快、流汗、覺得累的運動？例如：健走或慢跑、球類活動、游泳、舞蹈、
健身操、腳踏車等運動或費力的打掃工作。
a. 都沒有做運動，或運動時間不到 10 分鐘
b. 至少有 1 天的運動時間，達到 10 分鐘以上
c. 約有 2 天的運動時間，達到 10 分鐘以上
d. 約有 3 天的運動時間，達到 10 分鐘以上
e. 約有 4 天的運動時間，達到 10 分鐘以上
f. 約有 5 天的運動時間，達到 10 分鐘以上
g. 約有 6 天的運動時間，達到 10 分鐘以上
h. 7 天（每天）的運動時間，都達到 10 分鐘以上
23.過去 7 天（一星期）內，依據上題你有運動的那幾天中，平均一天花多少時間，做
會讓你感覺呼吸或心跳加快、流汗、覺得累的運動？
a. 都沒有做運動，或運動時間不到 10 分鐘
b. 11 ~ 20 分鐘
c. 21 ~ 30 分鐘
d. 31 ~ 40 分鐘
e. 41 ~ 60 分鐘
f. 1 小時以上 ~ 2 小時
g. 2 小時以上 ~ 3 小時
h. 3 小時以上
24.過去 7 天（一星期）內，你最常做的至少連續 10 分鐘以上的運動是哪一項？
a. 我沒有做運動
b. 跑步、健走、爬山郊遊
c. 球類運動(籃球、羽毛球等)
d. 健身操或舞蹈(街舞、快舞、有氧舞蹈或土風舞等)
e. 騎腳踏車
f. 游泳
g. 直排輪、滑板
h.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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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面 5 個題目，是問你過去 7 天內洗手、刷牙與睡覺的一些問題
25.過去 7 天(一星期)內，你吃飯前有沒有洗手？
a. 都沒有
b. 有過一兩次
c. 很多次
d. 每次都有
26.過去 7 天(一星期)內，你上廁所後有沒有洗手？
a. 都沒有
b. 有過一兩次
c. 很多次
d. 每次都有
27.過去 7 天(一星期)內，你晚上睡覺前有沒有刷牙？
a. 都沒有
b. 有過一兩次
c. 很多天
d. 每天都有
28.過去 7 天(一星期)內，你是否曾超過晚上 12 點還沒上床睡覺？
a. 都沒有
b. 有過一兩天
c. 很多天
d. 每天都是
29.過去 7 天(一星期)內，你有沒有憋尿（就是想尿尿時，暫時忍住不去尿）？
a. 都沒有
b. 有過一兩次
c. 很多次
d. 每次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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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下面 8 個題目，是有關你個人安全的一些問題
30.過去 30 天（一個月）內，你乘坐機車時，有沒有戴安全帽？
a. 這段時間，我沒有搭乘機車
b. 都沒有戴或很少戴安全帽
c. 偶爾會戴
d. 多數時候有戴
e. 每次都有戴
31.過去 30 天（一個月）內，你坐在汽車前座時，有沒有繫安全帶？
a. 這段時間，我不曾坐在汽車前座
b. 都沒有繫或很少繫安全帶
c. 偶爾會繫
d. 多數時候有繫
e. 每次都有繫
32.過去 30 天（一個月）內，你騎腳踏車時，有沒有戴安全帽？
a. 這段時間，我沒有騎過腳踏車
b. 都沒有戴或很少戴安全帽
c. 偶爾會戴
d. 多數時候有戴
e. 每次都有戴
33.過去一年(12 個月)內，你是否曾經因為任何原因和人打架（例如踢、打、咬或抓
等）？
a. 這段時間，我沒有和人打架
b. 有過 1 次
c. 有過 2 ~ 3 次
d. 有過 4 次(含)以上
34.過去一年(12 個月)內，你是否曾經在學校被人威脅、恐嚇、勒索，或暴力傷害？
a. 這段時間，我在學校沒有被人威脅、恐嚇、勒索，或被人用暴力傷害
b. 有過 1 次
c. 有過 2 ~ 3 次
d. 有過 4 次(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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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過去一年(12 個月)內，你有沒有因為事故受傷而去就醫？如果有，最近一次是因為
什麼事故受傷而去就醫 (中、西醫都算)？
a. 這段時間，我沒有受過傷
b. 車禍受傷
c. 跌倒
d. 和別人打架
e. 被別人攻擊、毆打或虐待
f. 遭受火災、或燒燙傷
g. 運動傷害
h. 其他
36.過去一年(12 個月)內，你有沒有蹺過課（就是故意不來學校上課也沒請假）？
a. 從來沒有
b. 最近一年沒有，但以前有過
c. 最近一個月沒有，但一年內有過
d. 最近一個月有過一兩次
e. 最近一個月有過很多次
37.過去一年(12 個月)內，你有沒有逃過家？
a. 從來沒有
b. 最近一年沒有，但以前有過
c. 最近一個月沒有，但一年內有過
d. 最近一個月有過一兩次
e. 最近一個月有過很多次

七、下面 8 個題目，是有關你的心理、友情與價值方面的一些問題
38.過去一年(12 個月)內，你是否曾感到孤獨？
a. 從未感到孤獨
b. 很少感到孤獨
c. 有時感到孤獨
d. 經常感覺孤獨
e. 總是感到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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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過去一年(12 個月)內，你是否曾經因為擔心某事(焦慮)而失眠(睡不著)？
a. 從未這樣
b. 很少這樣
c. 有時這樣
d. 經常這樣
e. 總是這樣
40.過去一年(12 個月)內，你是否曾連續兩週或更長的時間，幾乎每天都感到非常傷心
或絕望，而停止平常的活動？
a. 曾
b. 不曾
41.過去一年(12 個月)內，你是否曾想過要自殺（想要去死）？
a. 從未想過
b. 偶而曾想過
c. 經常會想
42.過去一年(12 個月)內，你是否曾嘗試過自殺？
a. 曾
b. 不曾
43.你有幾位可以談得來的朋友？
a. 0 個
b. 1 個
c. 2 個
d. 3 個或更多
44.當你需要和別人談你的問題或心事時，你最想跟誰談？
a. 朋友或同學
b. 家人(含父毋、祖父母、兄弟姊妹等)
c. 老師(含導師、輔導老師等)
d. 醫師、張老師基金會或生命線、自殺防治中心的人
e. 上網尋求幫助
f. 其他
g. 我不想找人談
h. 我沒有需要
- 10 -

45.你是否覺得自己是個有價值、有用的人？
a. 從未這樣覺得
b. 很少這樣覺得
c. 有時這樣覺得
d. 經常這樣覺得
e. 總是這樣覺得

八、下面 14 個題目，是關於菸品、飲酒與檳榔使用等方面的一些問題
46.你有沒有吸過菸(只吸一、兩口也算)？如果有，你第一次吸菸是在你幾歲的時候？
a. 我連一口菸都未曾嘗試
b. 7 歲或 7 歲以前
c. 8 ~ 9 歲
d. 10 ~ 11 歲
e. 12 ~ 13 歲
f. 14 ~ 15 歲
g. 16 歲(含)以後
47.過去 30 天（一個月）內，你一共有幾天吸過菸呢？
a. 我從來都沒有吸過菸
b. 我曾吸過菸，但這段時間，我沒有吸菸
c. 1 或 2 天
d. 3 到 5 天
e. 6 到 9 天
f. 10 到 19 天
g. 20 到 29 天
h. 每天都有
48.你有沒有喝過酒(一口也算，但料理或食物裡加的酒不算)？如果有，你第一次喝酒
是在你幾歲的時候？
a. 我從來沒有喝過酒
b. 7 歲或 7 歲以前
c. 8 ~ 9 歲
d. 10 ~ 11 歲
e. 12 ~ 13 歲
f. 14 ~ 15 歲
g. 16 歲(含)以後
- 11 -

49.過去 30 天（一個月）內，你一共有幾天喝過酒呢？
a. 我從來沒有喝過酒
b. 我曾喝過酒，但這段時間，我沒有喝酒
c. 1 或 2 天
d. 3 到 5 天
e. 6 到 9 天
f. 10 到 19 天
g. 20 到 29 天
h. 每天都有
50.你是否曾使用過毒品（例如：強力膠、安非他命、搖頭丸、FM2、K 他命等）？如果
有，你第一次使用毒品，是在你幾歲的時候？
a. 我從來沒有使用過
b. 7 歲或 7 歲以前
c. 8 ~ 9 歲
d. 10 ~ 11 歲
e. 12 ~ 13 歲
f. 14 ~ 15 歲
g. 16 歲(含)以後
51.過去 30 天（一個月）內，你一共有多少天使用過毒品呢？
a. 我從來沒有使用過
b. 我曾使用過，但這段時間，我沒有使用
c. 1 ~ 2 天
d. 3 ~ 5 天
e. 6 ~ 9 天
f. 10 天或更多
52.請問你過去 30 天(一個月)來嚼檳榔的情形如何？
a. 我從來沒有嚼過檳榔
b. 曾經嚼過，但這段時間我沒有嚼檳榔
c. 平均一天嚼少於 1 粒
d. 平均一天嚼 1 ~ 5 粒
e. 平均一天嚼 6 ~ 10 粒
f. 平均一天嚼 11 ~ 15 粒
g. 平均一天嚼 16 ~ 20 粒
h. 平均一天嚼 21 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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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你第一次嚼檳榔是幾歲的時候？
a. 我從來沒有嚼過檳榔
b.

7 歲或 7 歲以前

c.

8~9歲

d.

10 ~ 11 歲

e.

12 ~ 13 歲

f. 14 ~ 15 歲
g. 16 歲(含)以後
54.請問你第一次嚼檳榔時，是誰給你的檳榔？
a. 我從來沒有嚼過檳榔
b. 同學或朋友
c. 父親或母親
d. 父、母親以外之長輩
e. 兄弟姊妹
f. 不是別人給的，是我偷偷從別人那裡拿來的
g. 我自己買來的
h. 其他
55.請問下面哪一種敘述，最符合你平常嚼檳榔的原因？
a. 我從來沒有嚼過檳榔
b. 提神
c. 抒解壓力
d. 禦寒保暖
e. 主動示好、表達友誼
f. 別人給我，我不好意思拒絕
g. 引起父母或師長的注意和關心
h. 其他
56.請問「長期嚼檳榔很可能會得口腔癌」這句話，你相不相信？
a.

相信

b.

不相信

c.

不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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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請問過去 30 天（一個月）內，你通常如何取得檳榔？
a. 我從來沒有嚼過檳榔
b. 這段期間，我沒有嚼檳榔
c. 我自己買的
d. 我付錢，請別人幫我買
e. 我向別人要的
f. 我偷偷從別人那裡拿來的
g. 別人給的
h. 其他
58.請問你最常和誰一起嚼檳榔？
a. 我從來沒有嚼過檳榔
b. 同學或朋友
c. 父親
d. 母親
e. 父、母親以外之長輩
f. 兄弟姊妹
g. 獨自一人
h. 其他
59.請問下列哪一種原因，最可讓你停止嚼檳榔？
a. 我從來沒有嚼過檳榔
b. 我不會想要停止嚼檳榔
c. 影響我和父母親之間的關係
d. 影響男女朋友關係
e. 影響形象（包括檳榔之味道和污漬）
f. 影響健康（如可能發生口腔疾病、黏膜硬化、癌症等）
g. 影響花費（如嚼檳榔之額外花費）
h.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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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下面 2 個題目，是關於你對男女交往的看法
60.你對於「未婚女性與她喜歡的男性有性交行為」的意見是：
a. 絕對可以
b. 可以
c. 不可以
d. 絕對不可以
e. 不知道
61.你對於「未婚男性與他喜歡的女性有性交行為」的意見是：
a. 絕對可以
b. 可以
c. 不可以
d. 絕對不可以
e. 不知道

十、政府為了真正瞭解我們的年輕人在性方面的實際情形，以便幫助年輕
人，下面我們要請問你一些屬於個人秘密的事，再將你的及其他同學
的資料全部合起來統計研究，本問卷完全不必寫名字，我們也會絕對
保密，因此你的個人資料不會洩露，請務必照你的實際情形填答，謝
謝你的合作！

62.【女生回答】你第一次月經來潮，是在你幾歲的時候？
【男生回答】你第一次射精（包括夢遺），是在你幾歲的時候？
a. 我還沒有第一次月經/我還沒有第一次射精(或夢遺)
b. 10 歲或 10 歲以前
c. 11 歲
d. 12 歲
e. 13 歲
f. 14 歲
g. 15 歲
h. 16 歲(含)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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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你有沒有看過色情的雜誌、書籍或色情的影片？如果有，你第一次看色情的雜誌、
書籍或色情的影片，是在你幾歲的時候？
a. 我從來沒有看過
b. 10 歲或 10 歲以前
c. 11 歲
d. 12 歲
e. 13 歲
f. 14 歲
g. 15 歲
h. 16 歲(含)以後
64.你是否曾上過色情網站？如果有，你第一次上色情網站，是在你幾歲的時候？
a. 我從來沒有上過色情網站
b. 10 歲或 10 歲以前
c. 11 歲
d. 12 歲
e. 13 歲
f. 14 歲
g. 15 歲
h. 16 歲(含)以後
65.你有沒有和異性單獨約會過？如果有，你第一次和異性單獨約會，是在你幾歲的時
候？
a. 我從來沒有和異性單獨約會
b. 10 歲或 10 歲以前
c. 11 歲
d. 12 歲
e. 13 歲
f. 14 歲
g. 15 歲
h. 16 歲(含)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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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你是否曾在網路交友？如果有，你是否曾和網友見面？
a. 我從來沒有在網路交友
b. 我有在網路交友，但沒有和網友見面
c. 我有在網路交友，也有和網友見面
67.你是否曾跟異性接吻過？如果有，你第一次和異性接吻，是在你幾歲的時候？
a. 我從來沒有和異性接吻過
b. 10 歲或 10 歲以前
c. 11 歲
d. 12 歲
e. 13 歲
f. 14 歲
g. 15 歲
h. 16 歲(含)以後
68.有人曾經故意摸你的大腿、胸部、屁股或生殖器(尿尿的地方)嗎？如果有，你第一
次發生這種事情，是在你幾歲的時候？
a. 從來沒有過
b. 10 歲或 10 歲以前
c. 11 歲
d. 12 歲
e. 13 歲
f. 14 歲
g. 15 歲
h. 16 歲(含)以後
69.你有跟別人發生過性交行為嗎？如果有，你第一次和別人發生過性交行為，是在你
幾歲的時候？
a. 我從來沒有和別人發生過性交行為
b. 10 歲或 10 歲以前
c. 11 歲
d. 12 歲
e. 13 歲
f. 14 歲
g. 15 歲
h. 16 歲(含)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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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你最近一次與異性發生性交行為時，有沒有避孕？如果有，你是用什麼方法避孕？
a. 我從來沒有和別人發生過性交行為
b. 我沒有避孕
c. 有用保險套避孕
d. 有用其他方法避孕
71.你與異性發生性交行為後，你或你的性伴侶是否曾使用過緊急事後避孕丸來預防懷
孕 ？
a. 我從來沒有和別人發生過性交行為
b. 不曾使用過緊急事後避孕丸
c. 曾使用過緊急事後避孕丸
d. 不清楚、不知道
72.你與異性發生性交行為，你或你的性伴侶是否曾因而導致懷孕？
a. 我從來沒有和別人發生過性交行為
b. 不曾懷孕
c. 曾懷孕
d. 不清楚、不知道
73.你或你的性伴侶是否曾墮胎(懷孕後把胎兒拿掉)過？
a. 從來沒有和別人發生過性交行為或懷孕過
b. 不曾墮胎過
c. 曾墮胎過
d. 不清楚、不知道
74.你或你的性伴侶是否曾使用過 RU486 來墮胎？
a. 從來沒有和別人發生過性交行為或懷孕過
b. 不曾墮胎過或不知道性伴侶有無墮胎過
c. 不曾用 RU486 來墮胎
d. 曾用 RU486 來墮胎
e. 不清楚、不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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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到目前為止，你曾和幾個人有過性交行為？
a. 我從來沒有和別人發生過性交行為
b. 1 人
c. 2 人
d. 3 人
e. 4 人
f. 5 人
g. 6 人(含)以上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再逐題檢查是否有遺漏未填的題目。
再次謝謝你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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