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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會員新制 
    暨網站改版介紹 

邱亦秀 

經過兩年的籌備與規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以下簡稱 SRDA）網站於 2011 年 5 月全新公開。SRDA

收集並檢討歷年來會員的使用經驗，在新網站中將功能重新整合，並將 2003 年施

行至今的會員制規定稍做修改，取消下載筆數限制，提昇會員福利，並建置更容易

操作及多功能的網站界面。 

一、 會員新制 

（一） 會員資格及權限 

SRDA 會員分為一般會員、院內會員及網路會員等三種身份；一般會員則再依

照申請人的在職或在學身分區分為一年期及兩年期，各身份類型之申請資格如表

一。 

表一 SRDA 會員資格 

類型 效期 資格 備註 

二年 1. 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之專任研究人員 

2.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專兼任教師 

3. 政府機構之專任研究人員 

4. 捐贈或授權資料予「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之

個人或單位代表 

 一般 

會員 

一年 1.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大學部學生、碩博士班

研究生 

2. 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研究助理人員 

3.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研究助理人員 

4. 政府機構研究助理人員 

原「臨時會員」 

院內 

會員 

無 中央研究院專任研究人員  

網路 

會員 

無 不限資格之個人  

SRDA 釋出的資料包括學術調查資料以及政府調查資料，因應資料提供單位對

於其資料的使用資格需求，SRDA 將釋出資料分級，用以區分各類型會員的資料使

用權限；另外搭配 SRDA: Nesstar 線上分析服務，各類型會員的權限也有所區別，

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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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SRDA 會員權限 

學術調查資料 政府調查資料 SRDA:Nesstar 線上分析 

 
公共版 會員版1 抽查 普查

限制性

資料 查詢 
描述性 

統計 

製表及 

分析 

一般會員 ○ ○ ○ -- ○ ○ ○ ○ 

院內會員 ○ ○ ○ ○ ○ ○ ○ ○ 

網路會員 ○ -- -- -- -- ○ ○ -- 

（二） 申請流程 

欲申請加入 SRDA 會員，需透過網頁提出申請，並提供身分證字號做為會員帳

號（外籍人士則另有規定）。在 SRDA 網頁的申請表中填妥資料，設定密碼後送出

申請表。SRDA 系統會立即寄發確認信至申請人的電子郵件信箱，申請人必須依照

確認信上的說明，點選連結並確認電子郵件信箱為有效。 

完成電子郵件確認後，即具有 SRDA 網路會員的資格。如需再取得一般會員或

院內會員的資格，則需印出「會員約定條款同意書」簽名後連同在職或在學證明文

件，以郵寄、傳真或掃描後以電子郵件寄送電子檔案（僅受理圖檔或 PDF 格式）

至 SRDA，工作人員會依照申請人的身分審核其會員類型，並於收件後一至三個工

作天以電子郵件回覆申請結果。 

（三） 資格延續 

一般會員在會員效期到期前，SRDA 皆會寄送電子郵件提醒，會員只要回傳目

前有效之在職或在學證明文件，經審核仍符合一般會員資格者，就會依照其身分延

長使用期限；院內會員則於每年年底重新校正資料，SRDA 會主動確認院內會員是

否符合資格。 

SRDA 各類型會員皆可無限期延長，若因職務變動或未於期限內提供證明文件

延長會員效期者，皆會自動轉為網路會員，仍具有網路會員的資料使用權限。網路

會員帳號為永久有效。 

（四） 會員的權利及義務 

SRDA 會員的各項服務皆為免費，包括資料申請、資料下載、線上統計分析以

及資料使用諮詢等。另外，SRDA 會針對曾下載過資料的會員進行衍生著作的蒐集

及滿意度調查等各項作業，會員必須配合回覆並提供引用資料所發表的著作或論文

書目。 

                                                 
1 SRDA 網站中未特別註記者，皆為會員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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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SRDA 釋出資料發表的著作或論文，則應詳細書明中英文「資料出處說

明」，並於參考文獻處加註引用說明。其他規則皆以「會員約定條款」各項條文為

準，如對條文有任何疑義的會員，可隨時通知 SRDA 終止其會員權限。 

二、 網站改版 

（一） 形象首頁 

SRDA 網站在改版後，首先以網址 https://srda.sinica.edu.tw 進入的是形象首頁，

內容包括近 5 則最新消息；另外還有 SRDA 釋出資料的新分類：長期主題型調查、

國際合作調查、長期追蹤調查、政府調查資料等，可以看到 SRDA 收錄資料的特色。

如有其他需求，可以利用「資料查詢」的頁籤進入，或選擇直接進入 SRDA: Nesstar

網站進行線上統計分析，亦可直接點選右下方「進入」，即可進入首頁內頁看到網

站的全貌。 

 

 

 

 

 

 

 

 

圖一 SRDA 形象首頁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系統（主機端及個人端）及其電腦機房與限制性資料室

安全維護管理」於 2010 年通過英國標準協會（BSI）驗證，符合 ISO27001:2005 國

際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標準；在建置 SRDA 網站的同時亦取得 TWCA 台灣網路認證，

加入 SSL 安全機制，會員於 SRDA 網站中的登入動作及操作過程皆為加密狀態，

確保資料傳輸的安全性。 

（二） 首頁內頁 

首頁內頁的主選單共有上下 2 組；左側選單則為主選單的附屬項目；右側區塊

包括全文檢索、會員登入窗口、聯絡方式、限制性資料申請、相關連結及快速連結

的輪播等，可選擇需要的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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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DA 會員在登入後，右方登入窗口即顯示會員姓名、會員類型及會員效期等

資訊做為參考；若忘記密碼，也可以在輸入會員帳號及電子郵件位址後完成查詢功

能。由於工作人員操作的系統後台亦同樣為加密的安全模式，因此無法代為查詢密

碼，必須由會員於 SRDA 網站中操作，系統會重設一組密碼並發送至會員的信箱。 

（三） 資料分級 

SRDA 釋出資料各有其使用等級，網站中亦個別顯示，會員在下載前應先確認

其會員類型。 

1. 學術調查資料 

瀏覽資料詳目時，在最下方即有「資料等級」的欄位，顯示可以下載取得該筆

資料的會員類型，符合者在登入後即可點選下載，如圖二。 

 

 

 

 

 

 

圖二 學術調查資料詳目 

2. 政府調查資料 

政府資料的釋出等級，則顯示在各資料年度後方，如圖三。  

 

 

 

 

 

圖三 政府調查資料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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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需先登入會員，待畫面出現勾選方塊後，選擇欲申請的資料年度即可

提出申請，並依照步驟提供研究大綱及使用目的、使用期間，經審核通過後下載使

用，審核的時間約二至三個工作天。審核結果及申請人資料會一併提供給資料提供

單位存查。目前僅提供線上下載取回資料的功能，審核通過後，申請人需至會員專

區「政府資料申請紀錄」下載取回資料。 

（四） 釋出資料內容 

SRDA 釋出資料中，除了依調查資料特色分類外，另再將學術調查資料分為公

共版及會員版，政府調查資料分為抽查及普查，在使用資格上各有其限制，詳細的

釋出等級以網站顯示的資訊為主，如表三。 

表三 釋出資料類型及使用資格對照 

資料類型 調查資料 使用資格 

公共版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公共版） 

一般會員 

院內會員 

網路會員 

學
術
調
查
資
料 會員版 

1.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2. 台灣社會意向調查 

3.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4. 台灣選舉調查資料 

5. 台灣地區家庭與生育力調查系列 

6. 台灣基因體意向調查 

7. 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 

8. 台灣世界價值觀調查 

9.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10.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11. 其他個別型調查資料 

一般會員 

院內會員 

政
府
調
查
資
料 

抽查 

1. 行政院主計處 

1) 人力資源調查及其附帶專案調查 

2) 家庭收支調查 

3) 受雇員工調查系列 

4) 社會發展趨勢調查 

2. 行政院內政部統計處調查 

3. 行政院研考會數位落差調查系列 

4. 行政院交通部觀光局調查資料 

5.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調查 

6. 司法院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 

一般會員 

院內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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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釋出資料類型及使用資格對照 

資料類型 調查資料 使用資格 

普查 

行政院主計處 

1. 戶口及住宅普查 

2.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政
府
調
查
資
料 抽查 

行政院內政部戶政司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

況調查 

院內會員 

限制性資料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限制版） 
一般會員 

院內會員 

「限制性資料」相較於其他資料，內含有可能識別敏感內容的資訊，因此採用

「現場使用服務」或「遠距服務」等特定使用方式開放，使用者必須遵守相關規定。

未來也將陸續洽談引進其他珍貴的「限制性資料」資源，儘可能提供最完整豐富的

資料類型供會員使用。 

（五） 其他服務 

1. 線上諮詢 

除了以電子郵件、電話或 Skype 向 SRDA 諮詢之外，SRDA 網站的意見交

流區亦新開放線上諮詢的功能，所有網站使用者都可以利用。諮詢項目分有三

類，分別為：加入會員、資料取得、資料使用等。諮詢人須選擇欲諮詢的項目，

並留下姓名及電子郵件，SRDA 在收到後會指派專人受理，並回覆至諮詢人指

定的電子郵件信箱。 

2. 衍生著作書目登錄 

網站提供會員登錄著作書目的功能，會員在登入後也可以查看自己曾經提

供的書目。SRDA 收到會員於網站中登錄的著作資料後，會檢查其正確性以確

保網頁中提供的資料無誤，確認後隨即開放在網站中供他人參考，約需七個工

作天。SRDA 會員可隨時登入首頁的「衍生著作書目」進行書目的登錄，歡迎

多加利用。 

SRDA 網站還有一些功能持續開發中，如對網站的使用有任何疑問和建

議，隨時歡迎您提供意見，並請不吝批評指教。歡迎電洽：(02)27871829，資

料組邱亦秀小姐，或電子郵件寄至：srda@gate.sinica.edu.tw，或利用 Skype: 

csr_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