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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釋出消息 
謝奇諭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於民國 99 年 12 月至民國 100 年 2 月間開放釋出及改

版更新訊息如下： 

【資料改版釋出：大型學術調查】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三期第五次～第四期第一次 

改版內容說明： 

1. 新增調查基本資料變項：郵遞區號、權數、調查波次、問卷別、調查年度

等變項。 

2. 依據問卷題號，統一變項名稱之命名。 

3. 統一『不知道、拒答、漏答、不適用或跳答』等選項之數值編碼。 

4. 新增報告書中次數分配以大類資訊呈現之變項，如行業、職業、地區..等。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SPSS 資料檔、SPSS 分組程式檔、STATA 資料檔、次

數分配表、權數說明、報告書、督導手冊、訪員手冊。 

【資料更新釋出：政府抽樣調查】 

 主計處家庭收支民國 65-95年 

主計處家庭收支民國 65-95 年資料更新。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過錄編碼簿、原始數據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

SPSS 系統檔及 STATA 系統檔。 

【資料開放釋出：大型學術調查】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九年計畫（RR2007） 

計畫主持人：簡錦漢 

計畫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華人家庭研究計畫 

經費補助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行政院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2006/08/01~200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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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簡稱 PSFD) 計畫

是以華人家庭成年樣本為對象的固定樣本追蹤調查 (panel)，涵蓋的年齡層自

青年至老年。於 2011 年 1 月 5 日公開釋出第九年主樣本問卷資料（RR2007），

歡迎國內外學術界人士多加利用。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過錄編碼簿、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ASCII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次數分配表、附錄。 

 2008年第一次社會意向調查 

計畫主持人：楊文山 

計畫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經費補助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2008/01/01~2008/12/31 

本計畫是 2008 年第一波社會意向調查。本次調查以電話訪問方式執行，

針對年滿十八歲以上，且家中有電話之民眾做調查，共完成 1,233 案。其調查

訪問地區為台灣地區，包含澎湖縣，不包括福建省連江縣與金門縣。而此次

主題包含原住民、外籍配偶、及延續 2007 年第一波調查所規劃的調查方向如

全球化、市民社會等主題，以便收集台灣社會對上述議題之長期趨勢研究。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過錄編碼簿、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ASCII

資料檔、次數分配表、SPSS 欄位定義程式、資料整理報告、調查執行報告。 

 2008年第二次社會意向調查 

計畫主持人：楊文山 

計畫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經費補助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2008/01/01~2008/12/31 

本計畫是 2008 年第二波社會意向調查。本次調查以電話訪問方式執行，

針對年滿十八歲以上，且家中有電話之民眾做調查，共完成 1,285 案。其調查

訪問地區為台灣地區，包含澎湖縣，不包括福建省連江縣與金門縣。調查內

容包含社會各方面問題的觀感、自身生活品質的感受、台灣未來發展的看法。

由於問卷內容和去年乃至前幾年有很多共同的部分，又和香港同步進行調

查，將可以提供變遷和台港兩地比較研究的重要調查資料。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過錄編碼簿、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ASCII

資料檔、次數分配表、SPSS 欄位定義程式、資料整理報告、調查執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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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五次 

計畫主持人：傅仰止 

計畫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經費補助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2009/01/01~2009/12/31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是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處

在一九八三年推動，由社會科學界研究人員規劃執行。調查的主要目的在經

由抽樣調查研究收集資料提供學術界進行有關社會變遷之研究分析。在基本

調查研究的設計上，是以間隔五年為原則，從事貫時性之調查，以集得可做

兩個時間點以上之比較分析，達到探究社會變遷為重要目標。到目前為止，

已累積 44 份調查計畫。 

本年度第五期第五次調查（簡稱五期五次）依例分為兩個主題進行。第

一個主題是新議題為「社會不平等組」，加入 2009 年國際社會調查計畫「社

會不平等」題組，並參考臺灣目前重要的社會議題，設計適合臺灣情況的題

組，此問卷完成 2,026 份成功訪問問卷。第二個主題是延續每期五次調查主

題之一「宗教組」。除延續前四期宗教的核心題組外，也加入 2008 年；國際

社會調查計畫「宗教」題組，共計成功完訪 1,927 筆。調查結果可以延續對

台灣社會現象的本土關懷，並擴展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機會。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過錄編碼簿、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次數

分配表、資料整理報告、調查執行報告、訪員手冊、督導手冊。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中國大陸家庭動態社會調查計畫 (2006) 

計畫主持人：簡錦漢 

計畫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經濟所 

經費補助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2006/01/01~2006/12/31 

有鑑於華人社會的家庭型態、結構、與互動模式，都遠較西方社會複雜，

其所蘊藏的理論模式，也比建構於西方社會的模式複雜，本計畫希望能藉由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尋找一個與本土社會環境契合，卻又能為

西方主流學術價值所認同的研究方向。我們先自台灣的資料收集開始，建構

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追蹤資料庫，進而將資料的收集範圍推展至其他華人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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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比較兩岸華人家庭的研究構想，我們進一步將計畫推展至中國大

陸。2004 年本計畫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合作，完成了於

上海、福建、浙江三個東南沿海一帶的省（市）進行訪問。為與台灣的資料

進行比較，在中國大陸的調查問卷內容、樣本年齡層、訪問方式等方面都力

求與台灣一致。大陸地區訪問的受訪者出生年次為 1935～76（抽樣當時為

25-68 歲）之間。調查全數以面訪的方式進行。問卷部分，主要是以台灣主樣

本第一波調查的問卷（主要為 RI-2003）為設計藍本，根據大陸的用語略做修

改，並增添一些大陸研究人員感興趣的題組。2006 年 12 月，我們再次拜訪

2004 年完訪的受訪者，本次問卷是以台灣 RR2006 問卷進行修改。此次追蹤

共完成 4,336 筆。 

釋出的項目計有：問卷檔、過錄編碼簿、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

ASCII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次數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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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釋出：政府抽樣調查】 

 交通部觀光局國人旅遊狀況調查：民國 95年 

本研究旨在瞭解民國 95 年國人旅遊動向、滿意度、消費情形及分析國人

選擇在國內、外旅遊間之交互影響情形，並估算國人國內旅遊支出與出國旅

行支出，以供有關單位規劃與改善觀光設施、提昇旅遊服務品質及訂定觀光

發展策略之參考。調查對象為居住於臺閩地區年滿 12 歲及以上的國民。而調

查以國人國內旅遊資料為主，出國旅遊資料為輔，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採

分層隨機抽樣方法。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 欄位定義

程式檔、SPSS 欄位定義程式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 

 交通部觀光局來臺旅客消費與動向調查：民國 95年 

觀光局為瞭解來臺旅客旅遊動機、動向、消費情形、觀感及意見，以供

相關單位研擬國際觀光宣傳與行銷策略、提昇國內觀光服務品質與國際旅遊

觀光競爭力之參考，並作為估算觀光外匯收入之依據，辦理「民國 95 年來臺

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分別在臺灣桃園中正機場、高雄小港機場現場訪問離

境旅客。調查對象為民國 9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入境之外籍與華僑旅客

(含中國大陸觀光團體旅客，不含過境之外籍與華僑旅客)，採用「配額抽樣法」

抽樣，有效樣本數為為 5,510 人，其中 508 人為中國大陸觀光團體旅客。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 欄位定義

程式、SPSS 欄位定義程式、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 

 行政院研考會個人/家戶數位落差調查：民國 99年 

針對我國年滿 12 歲以上之本國藉人口進行電話隨機抽樣訪問，合計完成

16,008 份有效樣本。延續過往調查精神，從「資訊近用」、「資訊素養」與

「資訊應用」三個主要面向探究不同群體民眾的數位落差情形。為使調查得

以推論我國 12 歲以上全體民眾的意見，係按內政部公佈之民國 99 年 7 月各

縣市 12 歲以上人口的性別、年齡比例進行加權。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 欄位定義

程式檔、SPSS 欄位定義程式、SPSS 系統檔、STATA 系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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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釋出：個別型研究計畫調查資料】 

傳播學 
E98004 行動廣告訊息之呈現格式對公司形象與消費者滿意度影響之研究／許正芳 

經濟學 
E97028 氣候變遷趨勢下國人對核能的態度及願付價值分析：考量多重外部性／曾

偉君 

藝術學 
E96023 飛航體驗管理：資訊性服務項目之品質調查／林欣儀 

區域研究 
E97039 從平衡理論探討台灣觀光業關係行為之研究／張宏生 

其他 
E97038 影響遊客海域運動觀光旅遊目的地選擇模式之研究／張孝銘 

E98002 台日「人員移動」問題與合作方式研究：在台日商調查與分析／佐藤和美 

 

E96023 

計畫名稱（中）飛航體驗管理：資訊性服務項目之品質調查 

計畫名稱（英）
Managing the Air Travel Experience: An Investigation for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ve Service Setting Items from Travelers' Perspectives 

計畫主持人 林欣儀 

計畫執行單位 
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7/08/01－2008/07/31 

計畫摘要 

近年來，因消費性收入與休閒時數的增加、及政局的穩定度提升使得

觀光服務業得以蓬勃發展。繼而，航空服務業的競爭也因而快速成長。

本研究主要探討：(1) 航空公司及航空站所提供的資訊性服務項目將如

何衝擊旅客之飛航體驗；(2) 目前航空公司及航空站所提供的資訊性服

務項目其各自之重要性及服務品質成效。然網路調查之填答率不甚理

想，故延長網路調查之時限已達到較合理之有效樣本數。   

本研究結果顯示，超過 90% 的國際觀光客表示(Mean=4.65)國際機場

提供資訊性服務項目可以大幅提升國際機場的服務品質；且超過 80% 

的國際觀光客表示，國際機場提供資訊性服務項目會正向影響觀光客

對目的地國家之第一印象(Mean=4.51)，及整體旅遊體驗之滿意度

(Mean=4.65)。亦因如此，航空服務業要有效地操作及推展愉悅服務的

體驗；是急需整合旅客本身對於服務的體驗與認知。 

關鍵字（中） 服務品質、服務體驗、國際機場、資訊性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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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7028 

計畫名稱（中）氣候變遷趨勢下國人對核能的態度及願付價值分析：考量多重外部性 

計畫名稱（英）
Analysis of the Attitude toward Nuclear Energy and Willingness to Pay 
under Climate Change Trend: Multiple Extermalities Considered 

計畫主持人 曾偉君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8/08/01－2009/07/31 

計畫摘要 

核能發電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在政治上都非常有影響力，因此本研究使

用願付價值(WTP)來顯示雙方面意見的強度，以幫助決策。受訪者首先

被詢問他們對於核能的態度，然後贊成者和反對者分別被詢問雙界二

元選擇願付價值的問題。接著本研究修改模型來結合這兩種類型的數

據以增加估計效率。實證結果確認，有關全球暖化的變數是影響願付

價值的重要因素。此外，願意支付金錢的核能發電的反對者，大約比

支持者多 2%。同時，願意支付金錢的核能發電的支持者的 WTP 中位

數是每年 146.31 美元，而願意支付金錢的核能發電的反對者 WTP 中

位數是每年 164.85 美元時。 

關鍵字（中） 負的願付價值、核能、氣候變遷、條件評估法、雙界二元選擇模型 

 

E97038 

計畫名稱（中）影響遊客海域運動觀光旅遊目的地選擇模式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A Study of Influence Tourist on Coastal Sport Tourism Destination 
Selection Model 

計畫主持人 張孝銘 

計畫執行單位 
建國科技大學運動健康與休
閒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8/08/01－2009/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於建構並驗證影響遊客海域運動觀光旅遊目的地選

擇模式，主要根據運動觀光、旅遊資訊來源、旅遊服務品質、運動觀

光吸引力、旅遊體驗、知覺價值、以及行為意向之理論與實證研究來

建構本研究架構。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對象為至澎湖從事水

上活動之運動觀光遊客，採定點方式進行，所得資料經描述統計、t 考

驗、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分析。本研究有以

下的發現：1.遊客前往澎湖以「旅遊資訊來源」以「有來過澎湖之親朋

好友推薦」為最高。2.在「服務妥善性」感受方面，以當地居民友善及

治安良好為最高。3.在運動觀光吸引力認知方面，以空氣品質良好，適

合從事水上活動為最高。4.不同人口統計變項遊客在旅遊資訊來源、服

務妥善性、與運動觀光吸引力均有明顯的不同。5.遊客旅遊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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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7038 

服務妥善性、運動觀光吸引力、知覺價值對行為意向有因果關係存在。 

關鍵字（中） 行為意向、吸引力、服務妥善性、知覺價值、旅遊體驗、運動觀光 

 

E97039 

計畫名稱（中）從平衡理論探討台灣觀光業關係行為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Research of Relationship Behavior Based on Blanace Theory in 
Taiwan Tourism Industry 

計畫主持人 張宏生 

計畫執行單位 德霖技術學院餐旅管理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8/08/01－2009/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提出一種台灣餐旅產業顧客關係的概念性架構，包括關係行

為、關係品質、關係投資與關係價值。本研究並加入關係平衡變數，

觀察其對於該模型的影響。關係品質、關係投資在本模型中之中介效

果在本研究中將被探究，而關係行為、關係品質、關係投資、關係價

值之因果關係也是另一個探討的重點。   

藉由具有高信度與效度之量表，以問卷訪談方式蒐集樣本資料，並進

一步透過結構方程式分析。結果發現，餐旅業關係平衡對關係價值之

影響路徑與影響效果顯著，餐旅業影響關係價值之完整理論模型，包

括關係行為、關係品質、關係投資、關係價值呈現顯著的因果關係，

其中關係品質與關係價值成正向相關，而關係投資與關係價值成正相

關。另外，關係品質、關係投資在模型中扮演顯著的中介效果。職是

之故，本研究的成果主要包括：影響台灣餐旅業關係行為之理論模型

的建構。關係平衡、關係行為、關係品質、關係投資與關係價值的架

構關係之檢測。   

關於本研究的貢獻方面，本研究所設計出來的研究架構與建構出的關

係平衡類型與關係行為組合可供後來的研究者與應用者的參考。而在

學術界不僅可提供相關研究做參考，且可在理論方面，更證實關係平

衡與關係行為對關係品質的影響，並對中間可能的調節因素作探討。

另外，對於業界，本研究結果提供餐旅業在關係行銷活動與關係平衡

類型下，建立有效的關係價值所應努力的目標或應採取的策略。 

關鍵字（中） 關係平衡、關係行為、關係投資、關係品質、關係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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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8002 

計畫名稱（中）台日「人員移動」問題與合作方式研究：在台日商調查與分析 

計畫名稱（英）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in“Human Mobility”Issues: Field 
Research of Japanese Expatriates in Taiwan 

計畫主持人 佐藤和美 

計畫執行單位 真理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9/08/01－2010/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以在台灣工作的日本商務人士為對象，進行書面調查，執行期

間為 98 年 11 月 1 日–11 月 30 日，寄送數總共 638 件(台北市日本人工

商會的會員)，其回答數為 128 件，其有效回答率為 20.1%。透過本研

究具體掌握在台日本商務人士所面臨有關台日間人員移動的問題，並

提出改善的策略。調查項目為有關入境管理相關問題、快速通關、各

種類別簽證問題、居留證與永久居留證、專業資格的互相承認、以及

其他相關問題。  

問卷調查的結果，大部分的回答者均表示，台灣的入出境管理與居留

制度的相關問題比其他國家少，並對現狀感到滿意。相對於此，也有

很多人反應：「入出境管理的相關新訊息並沒有傳達給在台的日本

人」、「到底什麼樣的人適用外籍商務人士快速通關」、「居留台灣的申

請手續不易瞭解」等問題。也就是說，台灣政府為促進投資以及入出

境管理便捷化所施行的一些制度並沒有被廣泛地傳達給日本商務人

士，因而導致效果不彰。此外，就像是永久居留證，顯然地，現行制

度並沒有讓日本商務人士感到這是個有利的制度。  

台日之間現行的「人員移動」制度，到底對台日關係的發展有多少貢

獻，今後哪一種改善是必要的，本研究將會對這類問題的解答加以具

體化。  

※本研究並無建立問卷資料檔，釋出資料為問卷、報告書，以及計畫

主持人整理問卷各題項的回答結果※ 

關鍵字（中） 
人員移動、入出境管理、日本商務人、台日關係、台北市日本人工商
會、快速通關、居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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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8004 

計畫名稱（中）行動廣告訊息之呈現格式對公司形象與消費者滿意度影響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Influences of M-Advertising Message Format on Corporate Image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計畫主持人 許正芳 

計畫執行單位 樹德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9/08/01－2010/07/31 

計畫摘要 

由於行動電腦處理技術和行動電信的成長和匯合創造了重大商業機

會。Dickinger et al., (2005) 定義行動商務作為交易以直接或間接金錢

價值透過無線手提的設備如手機與筆記型電腦。行動通訊科技的蓬勃

發展，人手一機已是司空見慣，行動商務已進入一個多媒體競爭的新

紀元，而行動廣告就成了最新興的媒體寵兒。也隨著行動科技的進步，

了訊息服務除 大眾普遍用的 SMS (Short Messaging Service)外，MMS 

(Multimedia Message Service)也已成為行動訊息服務最主要的應用之

一。以往只能傳送純文字，現在的行動廣告訊息更可以傳送包含圖片、

聲音、影像等多媒體的訊息，促進行動廣告的發展。本研究發現行動

廣告訊息之呈現格式對消費者滿意度有顯著影響。且不同的行動廣告

訊息呈現格式對公司形象的影響亦有幫助。本研究分析不同的行動廣

告訊息呈現格式能使消費者之公司印象與廣告態度對其滿意度產生顯

著影響，但知覺風險卻無呈現顯著在影在滿意度上。另外，當行動廣

告採用多媒體呈現格式時，商品印象及會影響消費者之滿意度的變化。 

關鍵字（中） 累退效果、部份負擔政策、最高願付價格、價格排擠效果 

本資料庫的資料僅開放予會員下載使用，上述均為該釋出資料的簡要說明，節

選自各計畫研究報告書。會員可於登入本資料庫網頁後，線上瀏覽問卷、報告書以

及次數分配表等更詳細資料。 

請利用本資料庫網頁上的【資料查詢】→【簡易查詢】功能，以計畫名稱或計

畫主持人尋得該筆資料。或利用【登錄號查詢】功能，參照表格右上方的英文數字

共 6 碼（例如 C00217）輸入查詢。使用上有任何疑問或建議，歡迎隨時與我們聯

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