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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调查项目简介及常问问题调查项目简介及常问问题调查项目简介及常问问题调查项目简介及常问问题    
 

 

（（（（一一一一））））    项目简介项目简介项目简介项目简介    

继 2000 年、2004 年、2007 年/2009 年三轮成功的调查之后，第四轮甘肃基础教

育调查将在 2015 年进行。第四轮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问

题、健康问题以及农村新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问题。在本轮调查中，我们

将再次采访在 2000 年 6 月已经采访过的青少年，2000 年时他们的年龄在 9 到 12 岁

之间。在本轮调查中，他们的年龄在 24 到 27 岁之间。  

本次甘肃基础教育调查主要由香港研究资助局（HK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提供资助。调查的主要研究人员来自于西北师范大学（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宾

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和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本次调查旨在进一步了解中国西北农村地区青年的教育经历、健康状

况、婚恋生育状况、工作经历以及影响他们发展的因素。青年的成长不仅受到所在

学校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与自身健康状况（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有

密切的关系。为了确切了解各方面因素如何影响西北农村地区青年的教育经历及工

作经历，我们需要在前几轮调查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他们本人的教育、健康、婚

恋和就业状况的资料。 

    本次调查所得资料，以及 2000 年、2004 年、2007 年／2009 年调查搜集所得资

料，将有助于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了解甘肃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情况及青年学习和

生活现状。我们希望这些信息将有助于提高西北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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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常见问题常见问题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下面是一些在实际调查中被访人常常会提出的问题。采访者应该熟悉如何回答

这些问题。请参考常见问题，来回答受访者。 

 

1.2015 甘肃省青年教育与职业发展调查是干什么的？ 

这次的甘肃省青年教育与职业发展调查是想了解中国西北农村地区青年的生活

经验。这项调查是由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由西北师范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 

 

2.为什么我被选中参加这项调查？ 

这项调查的参与者是我们用科学方法随机抽取的。这样选择被访人的方法能确

保我们抽中的参与者能代表甘肃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 

 

3.我必须参加这项调查吗？如果我不参加这项调查会怎么样呢？ 

你的参与是自愿的。当然，我们很希望你能参加。你的参与有助于提高我们问

卷的代表性。这样能保证我们搜集到的资料的质量。 

 

4.参加这项调查对我有什么好处？ 

为了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将送给你一份小礼物（描述礼物或多少钱）。更重要

的是，你所提供的信息将有助于改善中国西北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 

 

5.这次调查需要多长时间？ 

父母问卷预计总共需要 45 分钟。 

青年问卷预计总共需要 30-40 分钟。 

 

6.如果有些问题我不想回答会怎样？ 

我们希望你能尽量回答所有问题，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如果因为任何原因你不

想回答某些问题，你可以跳过那些问题。 

 

7.你们对我对问题的回答将作如何处理？ 谁会知道我对问题的回答？ 

你对问题的回答是严格保密的。你（及其他参加者）回答将被保存在一个文件

里，但你的名字不会记录在这个文件里。这份文件将由西北师范大学和其它各个大

学参加本项目的研究人员使用。 

 

8.我从哪儿可以了解到更多与项目有关的情况？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对本研究有更多了解，请写信到： 
 

甘肃省兰州市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 

甘肃基础教育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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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百才教授 

邮编：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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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调查员工作准则调查员工作准则调查员工作准则调查员工作准则    
    

1.调查员必须训练自己的耐心，做好吃苦的准备，服从监督人员的领导，自觉

完成本职工作。 

2.调查员在调查过程中，应自觉运用平时或培训中掌握的调查方法，保证调查

的顺利完成。 

3.调查员应认真学习调查员培训手册，必须诚实、负责，遵守职业道德，绝不

弄虚作假。 

4.对调查中的疑难问题，及时向调查监督人报告。 

5.调查员应尊重被访人的意愿，不故意冒犯被访人的禁忌，说话要客气，对人

有礼貌。 

6.调查员面对被访人时，应举止大方、轻松自然，与被访人建立融洽的交谈气

氛，尽量回答被访人的疑问，努力消除对方的紧张情绪，不要使其产生神秘莫测的

感觉。 

7.遵守保密原则，关于被访人的任何资料不得向与本研究无关的任何人提及，

要使被访人意识到他们的声誉和利益将会受到你的保护。 

8.调查员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调查员证、介绍信等有关证件，以便取得有关

单位和个人的信赖与合作。 

9.调查员入户调查前需与被访人联系，约定入户的时间。对于临时外出的被访

人，应设法通知她（他）尽可能返回并预约调查时间。 

10.调查员要有进行重访的思想准备。每一问卷必须由相应人员回答，避免让其

他知情人代答。如果所选被访人不在，应预约时间回访。 

11.调查员应训练自己始终保持愉快的心情。每当面对一位新的被访人时，都要

把她（他）当作一个新的开始，千万不要因为工作熟练或工作忙而忽略许多应当注

意的地方，如问法、语气、说话速度等。请记住，每一位被访人对你并不熟悉，你

的访问对她（他）来说都可能是第一次。 

12.本调查建有多种复查制度，对每个被访人都进行随机复查。如发现调查员有

欺骗行为，我们将取消其报酬，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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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问卷调查过程总导向问卷调查过程总导向问卷调查过程总导向问卷调查过程总导向    
 

1. 受访对象: 本次调查包含四种受访对像-样本青年父母中的一人、原样本青年、弟

弟妹妹样本青年及村干部 访员须尽可能找到被访问人本人,以确保调查的准确性及

代表性。若是样本青年的父母皆不在,则由家中对两人情况熟悉者回答。若是样本

青年不在,则由父母帮助回答部分的青年问卷,并请父母打电话联系样本青年以完成

访问。村干部问卷应由村干部中担任文书及会计填写。 
 

2. 问卷类型:依据受访对象的不同,所需填写的问卷而有所不同.。原样本青年父母中

的一人填写父母问卷。原样本青年及弟弟妹妹样本青年都回答青年问卷而村干部则

回答村干部问卷。 

 

3. 采访方式: 依据被访问人及问卷的不同,将采取不同的访问方式。 针对原样本青年

父母中的一人及父母问卷,访员应采一对一访谈。一对一访谈指由采访者将问卷逐

项念给被访人，被访人口头回答问题，采访者将被访人的答案记录在问卷上。 

若是原样本青年及与弟弟妹妹样本青年在村中,则应请原样本青年及弟弟妹妹样本

青年個人填写问卷。若是原样本青年及与弟弟妹妹样本青年不在村中,则应请原样

本父母,以电话联系原样本青年后进行电话访问。村干部问卷亦应由村干部個人填

写。个人填写指采访者将问卷发给被采访者，由被访人自己阅读并填写问卷。 

 

4 问卷的问题类型:问卷的所有问题大体可以分成两大类：    

1)客观性问题或事实类问题。 

例如：父亲的最高学历是？ 

对每个家庭而言，这类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不变的，不管是母亲回答还是父亲回

答；对这类问题而言，准确性很重要。 

2)主观性问题或态度类问题。 

例如：总体而言，您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 

这类问题是询问被访人对有关问题的态度、看法或感受。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

的答案，所以这类问题只能由被访人回答，不能由别人代替；即使同一个人回答，

在不同的情景下答案也可能不一样，所以在采访时，最好只有你和被访人在场。如

果因为种种原因还有其他人在场，你应该在采访记录上注明（采访时还有谁在场，

她（他）是否说话，你认为她（他）的在场对被访人回答问题是否有影响）；同样

重要的是，在询问这类问题时，访问者保持中立的态度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作为

访问者，不管你是否同意被访人的看法，你问问题时的语气、态度都应该一样,告

诉被访人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没有对错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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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对象受访对象受访对象受访对象    
样本青年父母样本青年父母样本青年父母样本青年父母

中的一人中的一人中的一人中的一人    
原样本青年原样本青年原样本青年原样本青年    

弟弟妹妹抽样弟弟妹妹抽样弟弟妹妹抽样弟弟妹妹抽样

青年青年青年青年    
村干部村干部村干部村干部    

问卷类型问卷类型问卷类型问卷类型    父母问卷* 

青年问卷-自行

填写 

青年问卷-电话

访问版* 

青年问卷-自行

填写 

青年问卷-电话

访问版* 

村干部问卷 

采访方式采访方式采访方式采访方式    一对一採訪 
個人填写或 

电话访问 

個人填写或 

电话访问 
個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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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采访准备中采访准备中采访准备中采访准备中    
一般原则：  

准备工作：采访者应带上适当的证件。  

建立良好关系：采访者举止行为应得体，应尊重被访人。  

取得被访人同意：所有的被访人都有权知道调查的目的及用途以便决定是否接受采

访。采访者应向被访人宣读（或出示）同意书，按培训指导提供的指导语向被访人

说明采访的目的，耐心回答被访人的任何问题。并告诉被访人采访结束后的礼物或

报酬。  

自愿参加：所有被访人都有权决定是否接受采访。采访者应询问被访人是否愿意参

加，并告诉被访人她（他）的参加完全是自愿的，在采访过程中她（他）可以拒绝

回答有些问题，可以中止采访。采访者应鼓励被访人接受采访，但不能强迫被采访

人或向被访人施加压力。     

 

1 与村干部打交道 

调研队抵达一个村庄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一名当地的村干部。我们的计划是

让县教育厅干部帮助我们，将我们介绍给村干部。在理想的情况下，研究团队成员

应当在调研队到达之前通知村干部以便他们知道我们抵达的时间。这可以减少与村

干部谈话的等待时间。如果没有事先联系，则应当一到村里就找村长。如果找不到

给定姓名的村干部，应该去找另一位 

见到村干部时，花些时间说明自己的身份以及此次调研的目的和性质。要讲清

楚在这个村里期望完成的工作。首先，我们希望村干部帮忙安排村中合适的场地，

像是小区活动中心，学校或是村干部的办公室，以供我们进行访谈。接着，请他 

（她）协助我们联系名单上的被访者，并邀请被访人来到村干部所提供的场地来进

行访问 。若是可能的话，尽可能联系上那些打算近期离开村子的目标原样本青年

及 2004 年调查中的弟妹样本，以确保他们在离开之前完成访问。在邀请被访人时

请他 （她）说明，我们将赠送一份礼物给提供帮助的村民，以提高被访问人参与

的兴趣。对于提供帮助的人数，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一点。 

除了 安排场地及协助联系我们的被访人外，我们还希望村干部填写一份关于

该村现况的问卷。这份问卷应优先请村中的文书或会计进行填写。若是文书或会计

无法填写，则另请其他熟悉问卷相关问题的干部进行填写。  

若是无法找到村干部或是与村干部在沟通上有任何问题，请马上联系计划主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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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采访开始时采访开始时采访开始时采访开始时    
1 集体调查 

如果可能的话，请尽快请村干部用电话联系名单上所有的农户及被访人，以便

制定最优的工作计划。通过提前联系农户，你也可以根据每家每户方便的时间安排

调研行程，以便一次完成多父母和青年的调研。规划你的行程表也有助于避免在等

候受访人回家或者寻找受访户时花费太多时间。 

在我们的被访人抵达村干部所以安排的场地后 则可以开始进行访谈  

在本次调查中，对每一个家庭我们希望访谈两至三个人原样本青年、父母中的一位

及与弟弟妹妹样本青年。若是受访者本人到了安排的场地，父母亲问卷的部分 访

员需一对一的对原样本青年的父母亲进行访谈。访谈中，调查员需念所有的问题及

大部分的选项给受访者听，并在必要时解释问题的意思。访员则详实纪录被访问人

的答案。 

原样本青年及弟弟妹妹样本青年的问卷部分，则请和受访者说明这份问卷的

设计是由你们亲自填写，但是若是他们想要的话，可由你们念给他们听。除非有特

殊情况，青年问卷须由原样本青年或样本弟妹本人亲自填写。在受访者自己填写问

题的时候，需注意受访者是否有任何问题，若有任何问题请主动提供帮助。因青年

问卷由被访人自行填写，可同时将问卷给所有到场的原样本青年或样本的弟妹进行

填写以提升工作效率。 

在集体访谈开始前，请向被访的原样本青年及样本弟妹说明问卷应自行填

写，不要与别人交谈。请他们依据对题目的理解进行回答，若是有问题可以向访员

提问。 

在受访时间紧迫，请优先帮助原样本青年及 2004 年调查中的弟妹样本完成调查。 

 

  

2 入户调查 

对于无法到村干部安排场地进行访谈的被访人，请村干部联系或是找他们，

在联系他们后则进行入户调查 。当你第一次见到青年或者父母时，请礼貌地做自

我介绍，阐明调研目的，并对他们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询问父母、青年及

2004 年调查中的弟妹样本在调研期间的可行访谈时间，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定一个

合适的访谈时间以确保能一次访问尽可能多的成员。春节期间很多成员要走亲访友

或者接待客人，所以你应该尽力找一个对全家人都比较方便的时间，这也会提高调

查的质量。你可以用问卷的首页来记录是否能够找到青年或者户主，记录为父母、

青年及其弟妹安排的面访时间，以及他们在调研期间的可行访谈时间。如果你找不

到该农户的任何一个家庭成员，试着去询问他们的邻居或者亲戚，问问他们是否知

晓这户人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能找到他们。 

 

3 替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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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家庭联系时，你应该首先确定原样本青年及与 2004 年调查中的弟妹样本

和父母是否在调研期间的任何时段在家。如果他们仅在调研期间的某个访问时段方

便受访，即便是你需要多次访问该户家庭 (父母回答父母模块，原样本青年及弟弟

妹妹样本青年回答青年模块) 都应该尽可能地直接访问每一个受访人。 

如果你确定原样本青年及弟弟妹妹样本青年还有其父母在整个调研期间都无法受

访，那么请找熟悉他们状况的代理人接受原样本青年及与其弟弟妹妹样本青年。如

果是原样本青年或是弟弟妹妹样本青年无法受访时，请找比较了解原样本青年近况

的父亲或是母亲代为受访。而代理受访者仅需回答代理者问卷的部分，问卷的其余

部分请通过电话联系被访人，以完成访谈。 

 

4 电话访谈 

在代理人访谈结束后，请通过电话去访问不在村中的原样本青年或弟弟妹妹

样本青年。在拨打电话前，请告知为了感谢他们的参与电话访谈，我们会给予五十

元的电话充值卡，以提高父母及原样本青年参与电话访谈的意愿。 

首先，务必请父母用他们的手机给青年打电话，以取得原样本青年或弟弟妹妹样本

的信任。 

在接通电话后，若是青年受访者当下有时间，则可直接透过电话进行访问或告知青

年你(作为调研员)会马上打电话去访谈。若是当下原样本青年不方便进行访谈，则

请父母询问并安排青年方便的时间进行电话访谈的时间。 

如果你无法当场通过父母接通原样本青年或是其弟弟妹妹样本青年的电话，

请务必记下青年的电话号码以便将来与其联系。另外，务必请父母打电话给青年说

明你们的来访及会在何时再和他们联系。切记，在计划的时段联系青年前，请先联

系家长并请他们提醒原样本青年有这项调研，以提高电话访谈的受访率。 

在与原样本青年的电话访问末尾，会有一些问题来验证青年与代理受访人回

答的一致性。如果你发现任何差异，请如校正青年的代理访谈的相关部分，并直接

在问卷作修改。 

 

5 采访开始时-检查表 

1.采访开始时，采访者是否…… 

(1) 带有效证件？ 

(2) 宣读了自愿性声明？ 

(3) 以适当的方式与被访人建立了良好关系？ 

(4) 耐心回答被访人的问题，为被访人决定是否接受采访提供了足够的信息？ 

(5) 以适当的方式鼓励被访人参加调查？ 

(6) 尊重被访人的权利（比如拒绝接受采访的权力）？ 

(7) 采访被抽中的样本？ 

(8) 如实记录被访人对问题的回答？ 

 

 

好的样例好的样例好的样例好的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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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到被访人家后，主动出示证件，介绍自己，向被访人说明采访的目的，

读介绍信件，并耐心回答被访人的问题。说明参加是自愿的，采访内容是保密的。

告诉被访人采访结束后的报酬（多少钱或什么礼物）。  

  

不好的样例不好的样例不好的样例不好的样例     

 采访者没有解释采访的目的。把介绍信提供给被访人，迫使被访人接受采访。

在回答被访人的问题时故意夸张。  

  

2.样本的准确性  

一般原则  

避免替代样本：如果被访人不在家，采访者应该另约定一个时间再来。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随便找其他人代替。如果被访人在家，但她（他）不愿现在接受采访，采访

者应该跟被访人约好再次采访的时间。  

避免作假：任何情况下你不能代替被访人回答问题，更不能在被访人不知道该如何

回答时，凭你的猜测替她（他）选一个答案。 

  

不好的样例不好的样例不好的样例不好的样例        

  采访者敲门后发现没有人在家，她（他）看见邻居家有一个年龄与抽样被访者

相当的青年，于是到邻居家进行采访。  

  采访者到样本家庭发现没有人在家，根据对样本家庭的了解，自己凭估计填写

问卷。  

  采访者在问完一些问题之后，发现问卷太长，于是告诉被访人，“我们一起完

成这一部分，其余部分我以后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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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采访进行中采访进行中采访进行中采访进行中    
 

 

1．问题的标准化  

一般原则  

严格按问卷读问题：采访过程中，采访者应严格按照问卷的指导语进行。除非培训

手册有说明，采访者不应按自己的理解对问卷进行解释。这样才能保证所有的被访

人听到的问题是一致的。这一点对我们对数据的分析特别重要。此外，有时候你可

能遇到两个一样或非常相似的问题，那是特意设计的。你应该按照对待其他问题的

方法对待它们。 

 

读所有的选项：对于有几个选项的问题，除非在问卷或手册中有特别说明，采访者

应该把所有的选项读给被访人听。应该告诉被访人，等你读完所有的选项后再作

答。这样才能保证所有被访人听到的选项是一样的。如果被访人不明白某一问题或

选项，你可以重复读给她（他）听。如果被访人确实不懂某一个问题或仍回答不知

道，你应该在答案记录“-1” (参见附录)。必要时，请参照附录的特殊答案编码

卡。 

 

 不好的样例  

 采访者跳过问题前的指导语或提示语。  

 采访者用自己的话来念问题，这样有时问题中可能会包含对答案的暗示。  

 采访者没有读出问题而是直接选出一个答案。 

 对有些问题，被访人要求采访者不要念那些选项，采访者就那样做了。  

例如：在调查问卷中，采访者知道这个村的部分村民办理了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就

不再继续往下念其它选项，而直接选择农村医疗合作保险这一项。 

 在做了几个问题之后，采访者对其它类似的问题就不再念出选项。  

 在采访者念完所有的选项之前，被访人已经作答，于是采访者停止念其它的选

项。  
  

2.引导性问题及对答案的影响  

一般原则  

保持中立的态度：在采访过程中，采访者应注意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应把自己对某

一问题的观点带到采访现场。提出的问题要完全让被访人回答，不要对被访人的答

案主观猜测。  

避免不恰当的反馈：采访者的言行和语音语调都可能影响到被访人对问题的回答。

所以对被访人的回答，采访者不能暗示自己是同意或不同意被访人的答案。采访者

不能通过问问题的语气或方式“引导”被访人回答“正确”的答案。  

避免第三者的参与或旁观：为了保证被访人答案的真实和准确，采访的环境应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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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人可以自由回答，不应有第三者的参与或旁观。 

保持适当的采访速度：采访的节奏或速度应前后一致，不要因为时间紧张或其它原

因而匆匆忙忙，更不要催促被访人回答问题。仓促采访会给被访人一种调查不够严

肃的印象。  

  

不好的样例  

 采访者问问题的速度很快，并催促被访人回答问题。比如说，“赶快，我没有

很多时间。我今天还有别的采访要做”。  

 采访者在读一系列选项时，他（她）的语气或语调暗示对某一选项的倾向性。

例如对某一喜爱的选项用肯定的语气，另一选项则否定的语气。  

 采访者对被访人的回答给以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或表示吃惊或不相信。例如说

“什么？”“真的吗？”  

 采访者取笑被访人的答案。采访者问引导性问题影响被访人的回答。  

例如，在问到“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有多少个朋友可以和你一起探讨解决问

题？”时，被访者说她（他）没有朋友时，采访者说，“为什么？”或“你是什么

意思？每个人都有朋友。你至少应该有一位朋友吧？比如一位好的同学。”等。 

 

3.进一步询问  

一般原则 

避免暗示性询问：当就不清楚的答案进行进一步的询问时，访问者应避免问带有暗

示性的问题。  

把握询问的分寸：如果被访人不回答或被访人的回答与所给的选项不符合时，采访

者应该进一步询问，请她（他）从所给的选项中确认最符合她（他）想法的一个选

项。对于某一个问题，如果被访人回答“不知道”，采访者应该至少做一次进一步

询问。任何情况下，采访者都不能凭自己的理解替被访人挑选一个答案。在进一步

询问的时候，采访者的问题不能有“引导”的成分，应注意保持中立的态度。在采

访者重复询问两次之后，如果被采访人还是不能理解问题，采访者才应该开始询问

下一问题。  

  

好的例子  

  

当你觉得被访人的回答不恰当时， 

 期待的表情。 

 以一种中立的态度，进一步要求被访人对她（他）的答案做出更多的解释（比

如，“你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能更具体些吗？”）  

 期待的表情，中立的态度，重复被访人没有理解的那部分问题。  

 期待的表情，中立的态度，说：“我再把问题及选项念一遍，请从选项中选一

个答案。”  

 “你能具体说明你的意思吗？”  

 “你能再详细一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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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选项中，哪一个最接近你的真实感受？”  

  

当你觉得被访人不理解或误解了问题时，  

 “我再把问题及选项念一遍。请按照你对问题的理解回答。”  

 “请按照你的理解回答问题。”  

  

对于被访人说“不知道”或拒绝回答某一问题时，  

 “请尽你所知估计一个答案。”  

 “你对问题的回答对我们的调查很重要，请凭你的理解选一个答案。”  

  

不好的例子  

 重新念问题，不念选项，或只念部分选项。  

 为了使被访人理解，用自己的话解释问题。  

 一再重复地要求被访人具体解释她（他）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  

 当被访人没有从所给选项中选择答案时，采访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替她（他）选

择一个答案。  

 采访者根据被访人对其它问题的回答，或凭常识性的知识替被访人选择一个答

案。  

  

4 采访进行中-检查表 

(l)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把握适当的采访速度？ 

(2) 在采访过程中持中立的、鼓励的态度？ 

(3) 严格按照问卷念每个问题？ 

(4) 念出所有的选项？ 

(5) 对被访人的回答的反馈是中立的，不带有个人的态度？ 

(6) 没有第三者在场？ 

(7) 对模棱两可的回答、不恰当的回答或拒绝回答的情况，总是进一步询问？ 

(8) 对模棱两可的回答，不恰当的回答或拒绝回答的情况，给以适当的进一步

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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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采访结束时    

  

一般原则  

保持良好关系：采访结束后，一定要对被访人表示感谢。  

补偿被采访者：付给被访人相应报酬或礼物。  

保证问卷质量：采访结束后，采访者应该把全部问卷过一遍，确保所有的问题都问

到，答案记录清楚。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应该马上问清楚。  

准备以后的进一步采访：请被访人留下以后追踪调查的联系方式。  

  

好的样例  

 采访结束后，采访者对被访人表示真诚的谢意。在离开之前，采访者把全部问

卷翻阅一遍，以检查是否有遗漏的问题或明显的错误。采访者发现漏问了一个问

题，请被访人继续回答这一问题，再次感谢被访人的合作，并送给被访人礼物。  

 采访结束后，采访者向被访人说明我们可能以后会做追踪调查。请被访人留下

以后调查的联系方式（比如如果 5 年后我们想再次采访这个抽样的青年，该与谁联

系，她（他）的姓名、地址）。  

  

1.采访结束时-检查表 

(1) 对被访人表示感谢？ 

(2) 给被访人报酬？ 

(3) 检查问卷？ 

(4) 收集追踪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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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采访后的工作    

 一般要求： 

1. 检查跳过的页码和漏填的项目。 

2. 检查所有的数字、序号和编码是否已填写清楚、正确。 

3. 检查需要跳至的地方是否正确。 

4. 检查是否有不应该出现的数字。例如，因为性别代码只可能为 1 或 2，所以

如果代码为 3 或 4，那就是不应该出现的数字。 

5. 检查应该填“0”的地方是否都已经填上“0”。 

6. 检查不应该填“0”的地方是否被填上了“0”。 

采访记录：对每次采访，采访者应该有采访记录。记录内容包括采访是否顺利进

行，是否有其它因素影响到被访人的回答，是否有被访人不清楚或难理解的问题

等。  

核实编码（问卷首页）：采访者应核实每份问卷的编号。  

一致性检查：采访当天，采访者应仔细翻阅全部问卷，检查是否有遗漏或明显错误

的地方。  

重新采访：如果发现问题，采访者必须回到被访人的住地，对有问题的地方重新进

行采访。任何情况下，采访者不能凭自己的理解填写答案。  

保密性：采访者已向被访人说明采访的内容是保密的。任何情况下，采访者都不应

该公开被访人对问卷的回答。  

 

不好的样例  

 采访者边检查问卷边与同事聊天。当发现一个问题被漏掉了时，她（他）根据

其他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替被访人填了一个答案。  

 采访者在向被访人介绍这次调查时，同时提到这个村子接受调查的其他人的名

字。 

1. 采访后的工作-检查表 

(1) 检查整个问卷是否有遗漏或差错？ 

(2) 回去对有遗漏或差错的问卷重新进行采访？ 

(3) 访员是否有进行一致性检查? 

(4) 访员是否有纪录问卷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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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调查问卷部分调查问卷部分调查问卷部分调查问卷部分    

 
一般性原则 

 

1.在父母问卷中有【不读选项】的提示则不需要逐一念选项,其余题目请逐一念

选项供被访者参考。 

2.在问卷中除了有【可多选】提示的题目,其余题目皆是单选题。 

3.问卷中有关被访者的文化程度或教育水平的问题,需确认被访者有完成并取得

该学历。 

4.生日需确认是否为阳历若被访者只能回答农历,将其回答之月分减去一个月即

为阳历之月份。 

5.请仔细依循跳题之提示进行问卷访问。 

6.问卷中有许多问题是关于数字,如收入,消费支出或是每周做家务的时间等。请

尽可能要求受访者提供一个具体的数字而非模糊的区间。 

7.在问卷中主观态度问题、多数的选项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

同意"及"非常不同意"。若是被访人回答"不同意" 请务必追问是"非常不同意"还是"

不同意"以确认其态度的强烈程度。 

父母问卷    

 

E 部分家庭收入情况 

1.  E1 表格只填每一位个人收入的家庭成员。个人收入为个人独自在外打工或做生

意等所赚取的收入。若是个人和一位以上的家庭成员一起经商种地或畜牧等的收入,

则不填入此表。例如, 个人和父亲一起种植的谷物收入或是 一起贩卖畜牧产品的收

入等都不能填写在此表。若是个人和非家庭成员一起经商、务农或畜牧等所赚取的

收入仍需填写。 

2. E1f 税后收入指纳税之后所得的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个体经营收入等。 

 

3. E2 到 E17 为原样本青年父母家庭的收入、支出及经济活动。已列在表 E1 之家庭

成员的个人收入不包含在内。 

 

I 部分自我评价 

1.访员应如实地念表 I2 及 I3。表中的选项不需也不应做任何解释。若是被访问人

对于问题有问题，则请被访问人依其直觉或适所理解的意思进行回答。 

 

逻辑检查逻辑检查逻辑检查逻辑检查    

1.1.1.1.年龄年龄年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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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父亲（B1）/母亲（B21）的出生年份应小于抽样青年（C1d 的第一行）及其兄弟

姐妹的出生年份（C1d 的第二行之后）。 

b. 抽样青年的出生年份（C1d 的第一行）应小于（或等于）抽样青年哥哥和姐姐的

出生年份，并大于（或等于）弟弟妹妹样本青年的出生年份（C1d 的第二行之

后）。 

2.2.2.2.劳动收入和劳动时间劳动收入和劳动时间劳动收入和劳动时间劳动收入和劳动时间：：：：    

总的原则是： 

如果被访者（抽样青年父母或其他问卷代答人）回答了劳动时间（D2 部分），那

么他/她应同时在收入部分（EEEE））））汇报家庭收入或个人收入。反过来，如果被访者在

E 部分回答了个人或家庭收入，那么被访者在 D2 部分回答的劳动时间应该非空。 

具体而言，访员需要注意以下方面的对应： 

D2 D2 D2 D2 干活时间干活时间干活时间干活时间    E1 E1 E1 E1 家庭成员的个家庭成员的个家庭成员的个家庭成员的个

人收入情况人收入情况人收入情况人收入情况    

E2E2E2E2----E6 E6 E6 E6 家庭的农业家庭的农业家庭的农业家庭的农业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E7E7E7E7----E9 E9 E9 E9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的非农的非农的非农的非农

经营收入经营收入经营收入经营收入    

D2a 种植业/林业 √ √  

D2b 畜牧业/渔业 √ √  

D2c 其他非农活动 √  √ 

 

 

青年问卷 

B 部分，C 部分 

1.应该让被访者自己阅读并选择答案，表中的选项不需也不应做任何解释。若是被

访问人对于问题有问题，则请被访问人依其直觉或适所理解的意思进行回答。 

 

F18 填写时遵循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原则。 

G15 果是子承父业的工作，请选择个人或家庭社会关系 

D21 学校提供的培训不算在内。必须是毕业以后参加的培训。 

D23 请在相应的信息栏内填写符合原样本青年情况的代码。 

D24 此表中灰色的部分表示此问题不适用，原样本不用回答。 

D27 相应的信息栏内填写符合抽样青年情况的代码。 

 

 

 

村干部问卷： 
A 部分： 

1. A3a, A3c 村干部可以填写多于一类工作 

2. 儿童指 0-16 周岁的人 

 

C 部分： 

1. C10， C12 村干部可以填写多于一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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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部分： 

1. 儿童指 0-16 周岁的人 

 

H 部分： 

1. 老人指满 60 周岁或以上的人 

2. H9 留守老人指老人的孩子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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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对已完成调查表格质量的检查指导对已完成调查表格质量的检查指导对已完成调查表格质量的检查指导对已完成调查表格质量的检查指导    

    
 

一般要求： 

7. 检查跳过的页码和漏填的项目。 

8. 检查所有的数字、序号和编码是否已填写清楚、正确。 

9. 检查需要跳至的地方是否正确。 

10. 检查是否有不应该出现的数字。例如，因为性别代码只可能为 1 或 2，所以

如果代码为 3 或 4，那就是不应该出现的数字。 

11. 检查应该填“0”的地方是否都已经填上“0”。 

12. 检查不应该填“0”的地方是否被填上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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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一一一一、、、、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特殊答案编码卡片 
 

 

在进一步询问之后，被访人对某一

问题仍回答不知道。 

 

被访人拒绝回答或不愿意回答某一

问题。 

 

问题对被访人不适用。 

 

 

被访人的答案不在提供的里面。 

 

 

 

 

−−−−2 

−−−−4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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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代码省代码省代码省代码    
 

1 北京 

2 天津 

3 河北 

4 山西 

5 内蒙古 

6 辽宁 

7 吉林 

8 黑龙江 

9 上海 

10 江苏 

11 浙江 

12 安徽 

13 福建 

14 江西 

15 山东 

16 河南 

17 湖北 

18 湖南 

19 广东 

20 广西 

21 海南 

22 重庆 

23 四川 

24 贵州 

25 云南 

26 西藏 

27 陕西 

28 甘肃 

29 青海 

30 宁夏 

31 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