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IIIII    
《《《《香港青年發展指標香港青年發展指標香港青年發展指標香港青年發展指標》》》》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你好！我係 嶺南大學 打來的。現正進行一項意見調查。[如果被問這次訪問是受哪機構委託

進行時，訪問員可告之是受民政事務總署委託進行的。] 

 

請問府上的 電話號碼 是否 XXXX XXXX (電話)？ 

 

請問府上有多少名 15 - 24 歲的 香港居民 在家 呢? 

        有，直接輸入合格者人數，並找電腦所抽取的那個人來訪問 

        沒有，說謝謝，中止訪問，按 ESC 

 

 

1.  平均來說，你每天 睡眠 多少小時？ 

    __ __ 小時 [04–14] [四捨五入，如 7.5 小時，輸入 08] 

    (97) 不一定 / 很難說        (98) 不願回答 

 

 

2.  平均來說，你 有幾經常 運動一次？ 

    (1) 從不運動            (2) 至少每天一次 

    (3) 至少每星期一次      (4) 至少每個月一次 

    (7) 不一定 / 很難說     (8) 不願回答 

 

 

3.  平均來說，你每星期 飲酒 [包括啤酒] 多少次？ 

    __ __ 次 [00–30] [四捨五入，如 7.5 次，輸入 08] 

    (97) 不一定 / 很難說        (98) 不願回答 

 

 

4.  在過去一個月，你 有幾經常 感到 壓力大？ 

    (1) 從不     (2) 甚少     (3) 有時      (4) 經常 

    (7) 不一定 / 很難說       (8) 不願回答 

 

 

5. 一般來說，你對 現時的生活 感到 有幾滿意 或 不滿意 呢？ 

    [要追問 滿意 / 不滿意 的程度] 

    (1) 非常滿意    (2) 滿意    (3) 一半一半    (4) 不滿意    (5) 非常不滿意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6.  在過去一個月，你 有幾經常 感到 肌肉緊張 或 疼痛？ 



    (1) 從不     (2) 甚少     (3) 有時      (4) 經常 

    (7) 不一定 / 很難說       (8) 不願回答 

 

 

7.  在過去一個月，你 有幾經常 感到 悶悶不樂？ 

    (1) 從不     (2) 甚少     (3) 有時      (4) 經常 

    (7) 不一定 / 很難說       (8) 不願回答 

 

 

8.  平均來說，你 每天 上網 用於 消閒娛樂/社交網站 多少時間？ 

    __ __ 小時 [00–15] [四捨五入，如 2.5 小時，輸入 03] 

    (97) 不一定 / 很難說        (98) 不願回答 

 

 

9.  在過去三個月，你 有沒有 參加過文化藝術活動， 

    如展覽、音樂會、話劇、戲曲、講座、文化電影等？ 

    [包括演唱會，不包括 主流電影] 

    (1) 有     (2) 沒有       (7) 不知道 / 忘記了     (8) 不願回答 

 

 

10. 在過去三個月，你 有幾經常 參加過社會公益活動， 

    如義工服務、捐錢、賣旗、捐血等？ 

    (1) 從不     (2) 甚少     (3) 有時      (4) 經常 

    (7) 不一定 / 很難說       (8) 不願回答 

 

 

11. 在過去三個月，你 有幾經常 參加過社會活動，如論壇、集會、遊行等？ 

    (1) 從不     (2) 甚少     (3) 有時      (4) 經常 

    (7) 不一定 / 很難說       (8) 不願回答 

 

 

12. 在過去一個月，你 花時間 最多 的 3 項 休閒活動 是哪些活動？ 

    [不要讀出答案] [最多選 3 項] 

    (01) 課外閱讀        (02) 看電視      (03) 家居影音娛樂 [如：聽歌、看影碟] 

    (04) 逛街/購物       (05) 打遊戲機    (06) 到電影院看電影 

    (07) 唱卡拉 OK       (08) 體育活動    (09) 參加興趣班 

    (10) 文娛藝術活動    (11) 做義工      (12) 上網 

    (13) 去圖書館        (14) 與朋友聚會  (15) 拍拖 

    (16) Hea             (17) 睡覺        (18) 其他 ______________ 

    (97) 不知道          (98) 不願回答 

 

 

13. 在過去一個月，你 最多 的 3 項支出 是 用於哪些方面 的支出？ 

    [不要讀出答案] [最多選 3 項] 



    (01) 飲食          (02) 供養父母     (03) 娛樂消遣 

    (04) 減肥、美容    (05) 買化妝品     (06) 買電子產品 [電腦、電話等] 

    (07) 買影音產品    (08) 衣服、鞋     (09) 其他購物 

    (10) 交通費        (11) 學業         (12) 住屋 [交租、供樓] 

    (13) 投資          (14) 旅遊         (15) 捐款 

    (16)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 

    (97) 不知道      (98) 不願回答 

 

 

請你用 1-5 分 來描述自己 在下列方面的能力，1分代表很差，5分代表很好。 

 

 

14. 中文寫作能力 [1分代表很差，5分代表很好] 

    __ 分 [1 – 5]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5. 英文語言能力 [1分代表很差，5分代表很好] 

    __ 分 [1 – 5]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6. 電腦應用能力 [1分代表很差，5分代表很好] 

    __ 分 [1 – 5]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7. 社交能力 [1分代表很差，5分代表很好] 

    __ 分 [1 – 5]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8. 面對逆境的能力 [1分代表很差，5分代表很好] 

    __ 分 [1 – 5]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19. 應付 現時/將來 工作的能力 [1分代表很差，5分代表很好] 

    __ 分 [1 – 5]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0. 以下幾個因素，在你 選擇職業 時，都是重要的。 

    請你排列一下，哪個最重要、第二重要、第三重要、第四重要： 



    (1) 薪酬    (2) 興趣    (3) 工作滿足感     (4) 工作性質 

    ___ ___ ___ ___ [最重要因素、第二重要因素、第三重要因素、第四重要因素]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1. 以下幾項，對於 學校教育 來說，都是 重要的目的。 

    請你排列一下，哪個最重要、第二重要、第三重要： 

    (1) 取得學歷，得以找到理想職業    (2) 個人成長    (3) 不斷學習 

    ___ ___ ___ [最重要目的、第二重要目的、第三重要目的]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2. 請問 社交網站 [MSN、Facebook、微博、Twitter、網上論壇] 

    對你的 社交生活 有多重要？ 

    [要追問 重要 / 不重要 的程度] 

    (1) 非常重要    (2) 重要    (3) 一半一半    (4) 不重要    (5) 非常不重要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3. 以下幾種稱謂，你 最認同 以下身分 是哪一種？ 

    [要讀出答案 1-4] 

    (1) 香港人     (2) 中國人   (3) 中國的香港人     (4) 香港的中國人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請你用 1-5 分 來講出你對 下列句子的 贊同程度， 

1分代表十分不贊同，5分代表十分贊同。 

 

 

24. 性關係 是應該 只限於夫妻之間 發生的。 

    [1分 = 十分不贊同，5分 = 十分贊同] 

    __ 分 [1 – 5分]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5. 我明白 我人生 的意義 

    [1分 = 十分不贊同，5分 = 十分贊同] 

    __ 分 [1 – 5分]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6. 香港傳媒 是 可信的。 

    [1分 = 十分不贊同，5分 = 十分贊同] 

    __ 分 [1 – 5分]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7. 請問 新聞自由 對你 有多重要？ 

    [要追問 重要 / 不重要 的程度] 

    (1) 非常重要    (2) 重要    (3) 一半一半    (4) 不重要    (5) 非常不重要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8. 請問 保護生態及環境 對你 有多重要？ 

    [要追問 重要 / 不重要 的程度] 

    (1) 非常重要    (2) 重要    (3) 一半一半    (4) 不重要    (5) 非常不重要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29. 請問 言論自由 對你 有多重要？ 

    [要追問 重要 / 不重要 的程度] 

    (1) 非常重要    (2) 重要    (3) 一半一半    (4) 不重要    (5) 非常不重要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30. 請問 個人私隱 對你 有多重要？ 

    [要追問 重要 / 不重要 的程度] 

    (1) 非常重要    (2) 重要    (3) 一半一半    (4) 不重要    (5) 非常不重要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31. 請問您的 年齡 大約是 

    __ __ 歲 [15–24] 

    (98) 不願回答 

 

 

32. 請問你的 教育程度 是 

    (1) 中三或以下 

    (2) 中四及中五 

    (3) 毅進 / 展翅 / 文憑 / 副學士先修 

    (4) 中六及中七 

    (5) 高級文憑 / 副學士 

    (6) 學士學位或以上 

    (8) 不願回答 

 

 

33. 請問你的 就業情況 是 

    (1) 全職工作 



    (2) 兼職工作 

    (3) 失業、待業  [跳至第 35 題] 

    (4) 學生        [訪問已經完結，多謝您接受訪問] 

    (8) 不願回答    [訪問已經完結，多謝您接受訪問] 

 

 

34. 一般來說，你對 現時的工作 感到 有幾滿意 或 不滿意 呢？ 

    [要追問 滿意 / 不滿意 的程度] 

    (1) 非常滿意    (2) 滿意    (3) 一半一半    (4) 不滿意    (5) 非常不滿意 

    (7) 不知道 / 無意見         (8) 不願回答 

 

 

35. 請問你 有沒有接受 職業培訓 的經驗？ 

    (00) 沒有 

    有，__ __年   [01–20] [四捨五入，如 7.5年，輸入 08] 

    (97) 忘記了 

    (98) 不願回答 

 

 

-- 訪問已經完結，多謝您接受訪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