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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釋出消息 

邱亦秀 

本資料庫於 104 年 9 月至 11 月間改版更新及資料開放訊息如下： 

【資料開放：長期主題型調查】 

 2012 年第二次社會意向調查計畫 

台灣社會意向調查，是為了反映近年來社會快速變化，所進行的即時大型調

查。本調查係主要研究目標在掌握台灣社會快速變化的脈動，以類似「社會總體檢」

的精神，建構固定、有效的指標，定期衡量社會面。 

此次調查的內涵分為四項主題：(1) 對台灣經濟與社會狀況的感受、(2) 對社

會的信任程度、(3) 對政府滿意度及對自身近況滿意度的看法、(4)對退休保險制度

的看法。這四項主題，兼顧公私兩大層面，將關懷層次涵蓋到個人和社會，也將時

間的觸角延伸到過去、現狀、未來。 

以台灣、澎湖地區年滿十八歲以上、且家中有電話之民眾為調查母體。抽樣方

法採三階段機率抽樣，即先以分層二階段 PPS 抽樣法抽出電話號碼，其後，於中

選電話號碼內再進行戶中抽樣。 

於 2012 年 11 月 20 日開始進行電話訪問，12 月 07 日完成。抽樣電話數為

10,800 案，最後完成樣本數為 1,211 案。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過錄

編碼簿及調查執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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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 - 

2005/2007 年高中職五專學生核心樣本 2013 年調查 

計畫主持人：關秉寅教授 

計畫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調查執行期間：2013.10.09~2013.11.01 

計畫執行期間 ：2013.06.01~2017.05.31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and Beyond，簡稱 TEPS-B）是「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

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 TEPS）的後續追蹤調查，自 2009 年

起，由國立政治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及中央研究院等三學術機構之六位研究人員共

同組成之研究團隊，繼續追蹤 TEPS 當年接受調查的學生樣本。這些學生目前正值

人生進入勞力市場或繼續升學的階段，故 TEPS-B 研究計畫的研究問題與理論分析

架構聚焦在高等教育擴張後，大學品質和科系選擇對進入勞力市場後的職業表現，

及性別在科系選擇和職場上的表現差異。 

TEPS 於 2001 年以台灣地區 90 學年度（2001 年）就讀國中一年級學生為抽

樣母群，共抽取約 20,000 名學生為調查對象。此國中學生樣本於 2003 年再度接受

調查（TEPS-B 稱之為 Panel 1），其中又有四千多名於 2005 年及 2007 年由 TEPS

持續兩波追蹤其高中職五專就讀情況（TEPS-B 稱此樣本及其同時接受調查之高中

職五專同學為 Panel 2）。此曾接受 TEPS 四波調查、橫跨 Panel 1 及 Panel 2 之受

訪學生亦稱之為核心樣本（Core Panel）。TEPS-B 自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取得 TEPS 此波核心追蹤學生樣本名單共 4,261 案（簡稱為 Panel-1/2 CP），並於

2009 年進行電話訪問，完訪樣本數為 3,184 案。2013 年則扣除死亡、電話空號等

無法再接觸樣本 28 案，實際電話訪問追蹤 4,233 案，完訪樣本數為 3,131 案。此

次最終資料釋出樣本數含未完訪者，仍為 4,261 案。電訪問卷內容包括受訪者個人

資料、教育經歷及工作經歷等題項。 

本資料同步釋出限制使用版，限制版比會員版多提供「學校代碼」、「科系 2

碼」、「行業 3 碼」、「職業 4 碼」等更詳細之資料。使用者亦可利用檔案中的「stud_id」

將 TEPS 過去 所調查之「學生問卷」、「家長問卷」、「學生表現評量」、「老師對班

級評量」與「老師問卷」等資料檔，與 TEPS-B 所調查之資料檔進行連結。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過錄編

碼簿、報告書、IRB 審查結果及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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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政府調查資料】 

 司法院統計處『104 年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 

 調查目的係以符合社會科學的民意調查方法，瞭解一般民眾對司法的認識與

看法、民眾對司法評價形成之因素、電視媒體言論對一般民眾的影響、民眾獲得司

法消息或資訊的來源、民眾對法院提供各項服務之滿意程度，以及民眾對司法重大

政策看法，作為日後持續改進的依據。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ASCII 資料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及過錄編碼簿。 

 國家發展委員會『90 年民眾對目前生活及社會問題的看法』 

此調查期望蒐集台灣民眾，對於各種生活環境、生活品質、社會秩序、教育環

境、經濟狀況、社會問題等的態度。以居住在臺灣及澎湖 23 縣市 20 歲以上的民眾

為訪查對象，自 90年 4 月 2 日起至 4 月 4 日止，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調查，有效樣

本 1,336 份，在信賴水準為 95%的情況下，其抽樣誤差介於±2.7%之間。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ASCII 資料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及過錄編碼簿。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新移民家庭子女學習表現與因應對策調查』 

本調查以 100 學年度在學之國小四、六年級新移民家庭之子女為訪問對象，採

分層叢集抽樣，最後，成功訪得四年級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與數學樣本數為 4,001 

人、六年級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與數學樣本數為 4,017 人。而其研究工具為國語文成

就測驗與背景問卷，正式施測後，藉由樣本加權使其接近母群體，並以 Jackknife

方法估計新移民子女與非新移民子女學習表現標準誤，再計算其信賴區間，檢視學

習表現是否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ASCI I 資料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及過錄編碼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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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發展委員會『96 和 97 年民眾對性別平等相關議題的看法』 

本調查為針對性別平等諸多重要議題所進行，以瞭解民眾對相關議題（勞動與

經濟/福利與脫貧/人身安全/教育與文化/健康與醫療）的看法，對於政府單位性別平

等政策之制定、調整之推動具相當程度之參考價值。 

 本次釋出 96 和 97 年調查資料，調查是以臺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並以尾

數 2 碼隨機進行，訪問對象是以台灣地區 20 歲以上之成年人。96 年「勞動與經濟

/福利與脫貧」調查於 96 年 3 月 13 至 14 日進行訪問，有效樣本 1,117 案。而 97

年「勞動與經濟/福利與脫貧」調查於 97 年 8 月 12 至 13 日進行，有效樣本 1,074

案；「人身安全/教育與文化/健康與醫療」調查則於 97 年 8 月 14 至 15 日進行，有

效樣本 1,075 案。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ASCII 資料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過錄編碼簿及摘要表。 

  國家發展委員會『104 年持有手機民眾數位機會調查』 

歷年數位機會(落差)調查方式係以住宅電話用戶為調查對象，有鑑於手機行動

上網對於民眾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倍增，特於 104 年數位機會(落差)調查專案中規劃

本項調查，採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佈的行動通訊網路業務用戶號碼核配資料進

行末 6 碼隨機抽樣，以年滿 12 歲及擁有手機者(含智慧型行動載具)為訪問對象，希

望能深入了解持有手機民眾從事的數位活動，並釐清手機用戶與住宅電話用戶受訪

者的數位機會差異。 

本調查於 104 年 8 月 18 日至 104 年 8 月 29 日晚間執行電話訪問調查作

業，合計完成 2,001 份有效樣本。調查內容包括資訊近用(手機上網使用經驗及使用

意願、其他上網經驗)、手機門號數、手機應用型態(連網方式、使用時間、上網費

用、活動內容、應用程式、社群網路、公共議題參與、上網情境)、手機上網滿意度

(上網品質、連網費用)、家戶資訊環境(擁有的資訊設備、網路環境、市內電話)，以

及受訪者基本資料。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ASCII 資料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過錄編碼簿、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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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發展委員會『104 年網路沉迷研究』 

有鑑於國人上網越來越容易、上網時間越來越長，網路使用風險似乎也有日益

嚴重趨勢，本調查主要是為了評估民眾因上網所造成的人際、健康與時間管理等等

問題，期望透過深度討論國內網路沉迷的現象，作為政府日後相關政策的參考方向。 

本調查於 104 年 10 月 6 日至 104 年 10 月 14 日晚間執行電話訪問調查作

業，以臺灣本島、金馬及澎湖縣等離島地區共 22 個縣市為調查範圍，並以年滿 12

歲且有上網經驗的民眾為主要研究對象，採縣市分層隨機抽樣抽出樣本電話號碼

後，再將抽出電話號碼末兩碼以隨亂碼產生，合計完成 2,086 份有效樣本，其中曾

上網人數為 1,618 人。 

調查內容包含六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調查受訪者個人網路使用情形，包括擁

有的資訊設備、手機上網與否、上網地點、上網時間及使用行為等；第二部分調查

網路成癮主觀自評包含網路成癮自我評估、成癮類型與嚴重程度；第三部分透過

CIAS 網路成癮量表評估受訪者網路成癮情形，指標包含網路成癮核心症狀及網路

成癮相關問題等；第四部分是以短版手機成癮量表評估受訪者使用手機成癮情形；

第五部分評估網路成癮危險因子，第六部分其他面向則包含個人社經情況，如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及交友狀況等。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ASCII 資料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及過錄編碼簿。 

 國家發展委員會『104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 

國家發展委員會自 90 年起每年定期辦理的「個人/家戶數位落差調查」，於 100

年正式更名為「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主要為探討分析個人/家戶層次的數位機

會，了解個人在社經地位、特質、家庭背景差異下，是否存在資訊近用機會、資訊

素養及能力上的不同，並探討此種差異程度是否影響個人在生活、就業的障礙。  

此調查對象為我國年滿 12 歲以上之本國籍民眾，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 

(CATI) 進行電話訪問，在信賴水準為 95%的情況下，其抽樣誤差不超過±4%，合

計完成 9,408 份有效樣本。  

調查指標主要仍包含「賦能」、「融入」與「摒除」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探

討國人資訊設備近用與使用情形 (資訊近用) 與一般基礎語言能力 (基本技能與素

養) ; 第二部分旨在瞭解網路族如何應用資訊於學習、社會生活參與、經濟、政治與

健康促進等多生活面向，尤以公民參與的討論為今年重點 ; 第三部分則是由個人危

機與權益侵害切入，觀察資訊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ASCII 資料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過錄編碼簿及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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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個別型研究計畫調查資料】 

以下個別型研究計畫，依學科類別及登錄號順序列出計畫名稱及計畫主持人。

如欲查閱詳細的內容，請依照登錄號翻到下一頁，除計畫名稱及計畫主持人之外，

表格中會再提供計畫執行單位、計畫執行期間及摘要等資訊。 

哲學 

C00169 國家良好狀態研究計畫／葉保強 

政治學 

E10137 2012 年至 2016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3/4)：2014 

年九合一選舉面訪案／黃紀 

法律學 

C00242 台灣人民法律紛爭解決行為模式的實證研究調查／陳恭平 

 

C00169 

計畫名稱（中） 國家良好狀態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 葉保強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7/01/01~2007/12/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標，是將良好狀態這個理念的涵義做理論的建構，及

展示它建基在上的價值的元素。這個理論工作提供國家在制定有關政

策一個堅實基礎。依本計畫的構思，良好狀態包括了經濟商業、政治、

社會、醫療、環境、教育各個領域，它們分別有其特殊的良好狀態

(well-beings in specific domains)，如商業良好狀態（well-beings in 

commerce）、社會良好狀態（social well-beings）等。這些個別的良

好狀態彼此複雜互相關連的關係，同時是構成了國家整體良好狀態的

重要元素。特殊良好狀態分別包含了其核心價值、原則及規範，通過

它們美好的內容的細則陳搆出來。良好狀態並不純是一種經驗觀念，

而基本上是一些規範性理念，功能是標示出一種人類期望達致的理想

狀態，是一種可欲狀態（desirable states），而重要價值就決定其可欲

性。因此，本研究集中在規範論述（normative analysis）上，以展示

特殊良好狀態及整體良好狀態所依據的價值及規範的理據

（justification）。本研究依這個良好狀態為準則，建構一個專針對中華

民國國情的良好狀態，並以此來檢討現實上的台灣狀態跟良好狀態有

多少落差？並尋找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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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242 

計畫名稱（中） 台灣人民法律紛爭解決行為模式的實證研究調查 

計畫主持人 陳恭平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制度與行為研究專題
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1/01~2001/12/31 

計畫摘要 

在一個「法律化社會」(legalized society)中，當人們在日常生活

中面臨到「有可能產生法律效果的問題」(justiciable problems)時，其

「是否」以及「將採取何種方法(透過何種途徑)」解決此等問題，在過

去十年以來，不僅已成為法社會學領域中的重要研究課題，更有許多

國家在政府力量的支持下，投入大量的資源來加以研究。 

英國學者 Hazel Genn 於 1999 年就如何使法律化社會中之紛爭

解決之實踐成為可能，發表其開創性的研究成果「Paths to Justice: 

What People Do and Think About Going to Law」後，藉由 Genn 教

授所建立的研究模組與方法，已有超過二十個法治先進國家，或由該

國學者或由該國政府所設立之機構，仿行類似的大規模調查(survey)。 

在亞洲國家中，日本在其法社會學學會(Japanese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Law)會長村山真維(Masayuki Murayama)之領銜下，結合

三十幾名來自法律、社會以及經濟等領域的學者，自 2003 年開始，

在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挹注超過二億日圓之支持下，踐行名為

「Dispute Resolution andCivil Justice in the Legalizing Society」之大

規模實證調查，利用此實證調查所採集的 Data 與建置之 Database，

在 2007 年後半年陸續完成不同子題的研究報告初稿，Genn 教授評

其成果為「所有類似研究中最為豐碩」者。 

過去十數年間，隨著我國政治朝向民主化轉型，人民對於司法改

革的呼聲日趨殷切，政府在回應人民期待的壓力下持續地進行、推動

大規模的「司法改革」，並因此導致我國法體制上幅度甚鉅的法律修正

與制度變革。 

然而，隨著劇烈變革的法制度施行後，若干弊病開始出現而改革

成效人言人殊已有不少識者歸因於此等改革政策的制訂欠缺實證調查

的基礎，才會讓司法改革摸著石頭過河，難免於方鑿圓枘格格不入。

此外，在我國近年開始萌芽的法律實證研究，亦多將關注之焦點，置

於在法院所進行之訴訟案件，對於在社會生活全體紛爭中佔有絕高比

例之「訴訟外紛爭及其解決」的實態掌握，亦可謂仍處於幾近空白之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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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242 

  從上述現象可知，透過方法嚴謹、執行精確的大規模調查研究，

在我國建立一個具代表性、普遍性、可累積的我國社會大眾紛爭解決

相關資料庫，一方面可以銜接國際上最前沿的法學實證研究一方面可

以提供學術界、政府機關及其他單位做學術研究、政策擬定之參考，

實在是一個具有實質意義而刻不容緩的學術任務！ 

  從這樣的初衷出發，本研究小組決定在我國踐行人民法律紛爭解

決行為模式的大規模調查研究。透過調查研究的執行，建立一個台灣

社會紛爭解決資料庫。之後並藉由資料庫所提供的資訊，分別擬定主

題進行分析研究。最終也希望產出的研究成果，除了作為國內學術界

與政府擬定政策之參考之外並能進一步與其他國家之研究成果進行比

較研究，從而接軌國際實證法學的前沿尖端研究。 

  本次調查完成有效樣本數為 5,601 案。 

 

 

E10137 

計畫名稱（中） 
2012 年至 2016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3/4)：

2014 年九合一選舉面訪案 

計畫主持人 黃紀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 2014/08/01~2015/07/31 

計畫摘要 

  「2012 年至 2016 年「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年期研究規劃」研

究案在 2012年就已擬定，於 2012年 4 月向國科會人文處提出申請，

並於 2012年 6月底獲核定通過。擬訂就 2012-2016 年間臺灣的民主議

題及重大的主要選舉進行面訪調查，藉此對臺灣選民的投票行為提供

一個充分，有系統的描述與解釋，並經由嚴謹且周延的分析，提供一

個有關臺灣選民的全貌性之瞭解，在堅實的個體資料上，我們將可進

一步展望，分析臺灣總體政治與地方政治的可能發展，尤其是民主治

理與民主品質的相關議題。 

  第一年期計畫為「2013 年大規模基點調查面訪案」（以下簡稱

TEDS2013），完成有效樣本 2,292 份，並擬於 2016 年針對 2013 年

成功的 2,292 位受訪者，進行定群追蹤訪問。並於 2014 年 3 月 22 日

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這 2,292 位受訪者提供的資料，

除了有助於我們瞭解民眾對連任總統各項施政表現的評估，也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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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四年期研究計畫後續年度研究的重要參考基準。接下來的第二年

期計畫除完成 TEDS2013 面訪計畫執行與後續作業以外，主要工作為

持續建立長期電話調查、網路調查、焦點團體資料庫。 

  本次第三年期計畫，主要為執行「2014 年九合一選舉面訪案」(以

下簡稱 TEDS2014)，針對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進行研究調查。由

於地方層級的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在政府治理與地方發展

上將面對更多民眾的需求與環境的挑戰，有些議題不僅攸關民眾的福

祉，也將更進一步對於我國民主品質有重要的影響。民眾對於這些重

要議題所反映出來的意見與想法為何？都相當值得探討。 

  TEDS2014 原以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作為訪問區，惟三個城

市於本次直轄市長選舉中，皆有現任市長參選連任的情形，而臺北市

因時任市長任期屆滿，參選人確認為全新候選人。因此 TEDS 第 122

次委員會中決議將原訪問地區的新北市改為臺北市，與四年前針對

2010年直轄市公職人員選舉所進行的TEDS2010C面訪一樣選擇了臺

北市、臺中市、高雄市三都進行訪問。原預計執行之臺北市選前電話

訪問案，則改為新北市選前電話訪問。TEDS2014 預定成功樣本數為

臺北市、臺中市、高雄市各完成 1,100 份，總問卷完成份數預計為 3,300

份。另外，為了解 TEDS2014 面訪案問卷之效度與信度，TEDS2014

於獨立樣本完成後，分別在臺北市、臺中市與高雄市的成功樣本中，

以行政區為單位隨機抽取百分之二十的樣本進行再測訪問。 

  最後，TEDS2014 完成數為，臺北市獨立樣本完成 1,133 份、臺

中市完成 1,141 份、高雄市完成 1,174 份；再測樣本臺北市完成 228

份、臺中市完成 235 份、高雄市完成 241 份。TEDS2014 面訪，除了

深入了解地方選舉各項議題與民眾感受外，也進一步檢定問卷效度與

信度，提供學界更多關於地方選舉之研究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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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更近一步了解上述學術調查資料及個別型研究計畫，歡迎利用 SRDA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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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可在簡易查詢中設定以登錄號為查詢條件，參照表格右上方的英文數字共 6碼（例

如 C00125）輸入查詢。 

「政府調查資料」的取得則需登入 SRDA 網站的「政府調查資料」專區，依資

料提供單位找到您需要的資料，勾選欲申請的年度後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後下載。 

「限制性資料」需要另外填具書面申請資料，可選擇現場使用（On-site）或遠

距使用（Remote Service），經審核通過後開通帳號。限制性資料只能攜回分析完

成後的報表，無法取得原始資料。詳情請參考 SRDA 網站「限制性資料」專區，

網址：http://survey.sinica.edu.tw/srda/restrict/index.html。 

如需取得英文化的資料，請至 SRDA 的英文網頁下載或提出申請。上述資料的

使用權限，皆需具備 SRDA 一般會員或院內會員的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