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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釋出消息 

邱亦秀 

本資料庫於 105 年 2 月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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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十四年計畫(R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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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執行期間：2012/01/09-2012/04/30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簡稱 PSF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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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根據主樣本延伸出來的子女等親屬，再進行追蹤訪問。 

此次公開之資料為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十四年計畫(RR2012)，調查

對象為主樣本(含 1953-64、1935-54、1964-76、1977-1983 年出生的主樣本群)及

年滿 25 歲的主樣本子女。其中，年滿 25 歲之主樣本子女為該群子女樣本納入主樣

本後的首次訪問。該調查於 2012 年 1 月至 4 月以實地訪問的方式執行，最後，完

訪的樣本數為 4,990 案。問卷內容包含：生活與工作狀況、居住安排、情緒感受、

家庭決策與收支、日常生活與宗教信仰、以及子女生育與教養等。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ASCII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過錄編碼簿及附錄(地區代碼及行職業分類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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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J1)第九波，青少年問卷 

計畫主持人：伊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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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執行期間：2009/01/01-2009/12/31  

此計畫擬由生命歷程的研究架構，探討臺灣青少年進入成年初期的成長過程與

生活經驗。其中，家庭、學校與社區為青少年與成年初期之主要生活場域，在此研

究中，這三制度間的交互作用被假定為影響青少年成長歷程的主要社會機制。該計

畫主張研究青少年的成長歷程，必須重視所處之社會脈絡，因此除了檢視人際互

動、友誼網絡、親子或師生關係的改變之外，特別強調城鄉背景、社會階層、性別

規範以及環境資源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 

具體而言，其特色是從社會層面的分析，經由長期性、貫時性的固定樣本追蹤

研究設計，完整描繪出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轉折機制與成長軌跡。並試圖由教育期

望、教育成就、職業發展的機會結構，及社會資本之組成如何運用於各不同成長歷

程中等重要議題的討論，提出影響不同成長模式之重要社會機制及其運作方式。 

受訪對象的選定，以臺北市、臺北縣及宜蘭縣國中學生為母體，採分層比例隨

機抽樣。第一階段先抽選學校，在台北市抽取十六個學校、台北縣抽取十五個學校、

宜蘭縣抽取九校；第二階段再隨機抽選中選學校一年級的兩個班級，即對抽中班級

之全班學生進行測試。此波調查為國一學生樣本的第九波調查，相當於大四階段的

學生，於 2009 年 4 月 13 日至 6 月 7 日進行追蹤訪問，紀錄這批青少年由少年進

入成年初期的生命歷程，問卷包括就業或就學經驗、個人生活經驗、家庭、社區生

活與家人關係、朋友與交往四個部分，最後完成 1,875 筆有效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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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手冊及督導手冊。 

此次調查另供有「限制版」資料，如有使用地區、學校科系等機敏變項需求者，

請至 SRDA 網站限制性資料專區下載申請表格，填妥後擲回，經審核通過後，將通

知資料使用事宜。另，因為資料具敏感性，因此僅提供現場使用(Onsite Service)

及遠端連線使用(Remote Service)，資料分析後亦僅能取回無機敏資訊的報表。 

  

http://survey.sinica.edu.tw/srda/restrict/appl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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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NPHRST 博士就業知覺調查 

計畫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經費補助單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2015/01/01~2015/12/31 

  科技人才與研究成果服務平台(NPHRST)今年將調查重點聚焦於不同機構性質

及領域之供需情況及對未來博士就業市場之看法。首先，問卷根據博士現職工作的

機構性質與職業別分為「大專校院」、「研究機構」、「企業」及「醫療院所」等四大

類型，包含「基本資料」、「博士教育」、「目前就業與供需情形」、「未來博士就業市

場」及「其他」等五大部分。 

本次調查仍抽取 NPHRST 中所有具博士學歷者，去除已退休與年齡為 70 歲以

上者，並排除無電子郵件信箱或電子郵件信箱有誤者，最終共寄發 40,547 份問卷

調查函，退回 639 份，調查時間為民國 104 年 7 月 10 日至 7 月 31 日，問卷採不

記名方式，最後共計回收 4,846 份問卷，去除重複填答者，最終有效問卷共計 4,590

份，回收率為 11.5%。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檔、SPSS 資料檔、過錄編碼簿、與研究

報告書。 

【資料開放：政府調查資料】 

 行政院主計總處「104 年人力資源調查」 

      人力資源調查統計，為現代國家配合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之重要統計指標，

可供瞭解民間人力供應情形、勞動力就業狀況、及人力發展趨勢。本調查之地區範

圍為臺灣地區，以設籍於此一地區內之普通住戶與共同事業戶戶內年滿 15 歲，自

由從事經濟活動之民間人口為對象，但不包括武裝勞動力及監管人口。 

調查方式採派員面訪與電話訪問，由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遴選調查員擔任。

以最近一年連結公務檔案整理完成之「按戶籍村里別統計資料檔」為抽樣母體，採

用「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第一段樣本單位定為村里，而第二段樣本單位定為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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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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主計總處「104 年人力運用調查」 

人力運用調查旨在明瞭台灣地區勞動力運用、移轉及就業、失業狀況等短期變

動情勢，自民國 67 年起，每年 5 月隨同人力資源調查附帶辦理。調查對象主要係

以居住於台灣地區之普通住戶與共同事業戶，其戶內年滿 15 歲，自由從事經濟活

動之本國籍民間人口為主（不包括武裝勞動力及監管人口），調查樣本約 2 萬戶。  

調查內容以人力資源調查為基礎，並補充：(1)有偶婦女勞動參與情形；(2)就

業者工作時間、工作收入、現職在職時間、獲得現職方法與工作變換情形；(3)失業

者工作機會及希望待遇；(4)非勞動力就業意願等主題。調查方式係採派員實地訪問

法，由台北市、高雄市及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分別就約僱統計調查員、兼辦統計

調查員及按件計酬統計調查員中遴選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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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定義程式、過錄編碼簿、報告書及其他。 

 行政院主計總處「102 年主力農家經營概況調查」 

 為了解我國實際從事農業並致力農業經營者之經營特徵、轉型情形、生產、

產銷及收入概況等資料，以供促進我國農業專業化發展之決策參據及規劃普查之

需。自 97 年起於二次普查中間年辦理「主力農家經營概況調查」。調查對象為臺灣

地區之農牧戶中，其全年農牧業收入在 20 萬元以上且戶內人口有 65 歲以下從事自

家農牧業工作者。 

抽樣設計採「分層隨機抽樣法」，針對 15 萬家主力農家母體，依主要經營種類

分層，以農牧業收入為準則變數，利用紐曼配置法配置樣本數，在 95％的信心水準

及誤差率小於 5％之條件下，隨機抽出 10,000 家樣本，占主力農家母體抽出率 6.6

％；並以前揭樣本所分布之村里（約 224 個樣本村里），辦理全面判定作業。調查

時間於 102 年 7 月 1 日至 15 日派員實地訪查，有效樣本為 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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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錄編碼簿及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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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委員會「103 年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 

為能持續掌握我國原住民族家庭經濟現況，本研究以抽樣調查方法瞭解我國原

住民族家庭收支及經濟狀況，包含家庭的收支狀況、經濟壓力狀況、貧窮狀況、住

宅及財產擁有狀況、收入及負債狀況等。訪問對象為臺灣地區各縣市鄉鎮之原住民

族家戶（指戶內至少有 1 人 15 歲以上且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的主要或次要經濟

戶長。調查時間於 103 年 9 月 21 日開始面對家戶訪問，並於同年 10 月 20 日完成。

有效樣本戶數為 5,214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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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碼簿及報告書。 

 原住民族委員會「97、103 年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為蒐集並了解原住民族勞動力狀況、就業、失業情形、

勞動意願等問題，以抽樣調查方式，進行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調查結果提供政

府相關單位制定原住民族各項勞動政策、就業服務及職業訓練之參考。 

本調查以設籍在臺灣地區之原住民住戶（指戶內至少有 1 人 15 歲以上且具有

原住民身分者）為調查對象，採多階段抽樣方法，以面訪或電訪訪問方式訪問原住

民家戶成員之就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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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碼簿及報告書。 

本資料另有限制版，限制版資料提供族別、縣市鄉鎮地區等變項，因具有敏感

資訊，因此只提供現場使用(Onsite Service)及遠端連線使用(Remote Service)，亦

不提供資料下載，僅能取回經分析後無機敏資訊的報表。如需申請，請至 SRDA 網

站限制性資料專區下載申請表格，填妥後擲回，經審核通過後通知資料使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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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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 

C00206 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一個生態社區的研究／廖培珊 

管理學 

E10245 企業運用勞動派遣人力模式及其效益探討／黃同圳 

教育學 

E98048 影響我國偏遠與非偏遠地區國中學生學業成就之教育資源研究／許添明 

E10251「顛峰型」教師之研究／余民寧 

法律學 

C00220 建置臺灣法實證研究資料庫第二期實施計畫－臺灣法律與社會變遷調查

計畫／李立如、黃國昌 

區域研究與地理 

E98049 運用休閒教育舒緩老人生活壓力之研究／張樑治 

E10048 療癒景觀對輔助及另類醫療療癒效益之促進—以臺灣癌症基金會癌友關

懷教育中心之身心醫療活動為例／陳惠美 

E10255 脆弱度、回復力與生態足跡之鏈結：雲林縣之實證研究／李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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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206 

計畫名稱(中) 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一個生態社區的研究 

計畫主持人 廖培珊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 2008/08/01~2009/12/31 

計畫摘要 

由於快速的工業化與都市發展，經濟成長是以土地重新規劃與資

源利用作為基礎，對於自然環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台灣民眾對於環

境議題的警覺性已日趨提高，亦意識到環境問題所造成的生活環境品

質惡化問題。 

本研究以坪林與蘇澳兩個鄉村社區之居民為研究對象，來探究社

區依附與利環境行為之關連性。資料蒐集採用面對面問卷調查對隨機

抽樣所選出的樣本進行訪談，共成功回收 510 份訪談問卷。潛藏因素

分析模型(Latent Class Factor Model)的分析結果指出，從利環境行為

的參與狀況可將受訪者可分為「不關切者」、「靜態參與者」、「行動參

與者」、與「全面參與者」四種類型，而社區依附程度高者其利環境行

為的參與程度也越高。此外，年齡與教育程度也和從利環境行為有顯

著相關。 

 

C00220 

計畫名稱(中) 
建置臺灣法實證研究資料庫第二期實施計畫－臺灣法律與社會變遷調

查計畫 

計畫主持人 李立如、黃國昌 

計畫執行單位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9/03/01~2010/07/31 

計畫摘要 

本調查探討台灣民眾對於法律制度的認知、對司法體制與人員的

態度，以及對法律制度實際接觸的經驗等，利用問卷調查方式探知台

灣法律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係，尤其以法律文化內涵、行事與變遷作

為主要觀察的重點。 

本研究希望透過法實證研究對台灣社會的法律文化進行全面性的

定期觀察，並藉由大規模的問卷調查資料，瞭解法律與社會變遷之互

動，作為法學研究與法律政策制訂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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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8048 

計畫名稱(中) 影響我國偏遠與非偏遠地區國中學生學業成就之教育資源研究 

計畫主持人 許添明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9/08/01~2012/01/31 

計畫摘要 

學校對於學業的影響關係，一直是曖昧不明，且不相一致的。如

此一來，政府每年在學校投諸大量的經費，其合理性就令人質疑。因

此，本研究計畫為探討學校對於學生學業的影響，同時納入家庭做為

控制，並有別於過去研究將資源與投資混合討論的方式，如此將看不

出學校和家庭在既有資源脈絡下的決定，故研究者將兩者分開，以看

出資源對於投資的影響情形，此將有助於我們更細膩地去檢視資源對

投資與學生成就的影響，除了資源與投資對於學生成就的影響外，較

為內顯的學業樂觀也納入考量，共同探討三者對於學生學業的影響。 

本研究計畫以兩年的時間完成，從 2009 年 08 月 01 日至 2012

年 01 月 31 日為止，前半年的研究主要在於資源、投資與學業樂觀的

理論探討，和問卷的編制，在編制問卷的過程中並召開專家會議，以

形成正式問卷，隨後一年半則主要在催收問卷、剔除無效的遺漏值，

以及分析結果和撰寫報告。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針對偏遠與非偏遠

國中來進行抽測，將學校分為偏遠地區與非偏遠地區學校兩類，依照

兩群學校比例進行隨機抽樣，為求學校的同質性，我們剔除國中小合

併的國中、高中附屬國中、實驗國中、私立國中，依據教育部統計處

最新的資料，並排除掉上述四類國中後，全台公立國中為 706 所，其

中偏遠學校扣除掉尚未開始招生的南平國中後，總數為 203 所，故非

偏遠學校共計 502 所，偏遠學校全部施測，非偏遠學校則抽對等數量，

即 203 所來施測，並依據各縣市所有的校數比例進行分層隨機抽樣，

結果非偏遠學校共選擇 205 所，因此全台國中共抽取 408 所。剔除遺

漏值與填答無效的問卷後，最後共計 236 所納入分析，其中 112 所位

於偏遠，其他 124 所則為處非偏遠地區，共蒐集 5,581 份有效問卷。 

研究結果發現偏遠地區學校投資無效係起因於先天條件不佳，在

相同的學校投資下，偏遠地區學校投資僅有教師專業發展有顯著影響

力，然而非偏遠地區則多出了科技設備、學生活動，且兩地區在控制

學校資源(先天條件)後，偏遠學校專業發展的影響力消失，非偏遠校三

項的影響力則不變；尤其是學習環境的營造，無論偏遠與非偏遠地區

此項投資對於提升學生成就皆大有助益，而學校可以透過親職教育來

教導如何幫助提升學生成就。雖然先天條件，政府難有施力點，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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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可做為未來相關政策的指標，針對父母教育較低、單親家庭、子女

數較多的家庭進行改善，而投資的方向可從本研究的顯著投資指標為

參考方向，特別針對這群學習相對弱勢的孩子，充足其學習物品、加

辦課後照顧等措施，以增強他們的數學學習；學業樂觀對學業成就亦

有顯著影響，然而我們更進一步發現非偏遠地區的影響力大於偏遠地

區，可見學業樂觀對於非偏遠地區更加重要，因此政府在提升非偏遠

地區數學成績可優先加以考慮。 

 

E98049 

計畫名稱(中) 運用休閒教育舒緩老人生活壓力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張樑治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9/08/01~2012/07/31 

計畫摘要 

此論文由三個研究報告集結而成。研究一試圖使用休閒自主與休

閒社會支持作為控制變項，探討老人休閒勝任與壓力之關係。為探討

此關係，研究者使用休閒自主、休閒勝任、休閒社會支持以及壓力量

表調查 256 位基隆市老人，然後採取迴歸分析，解析這些資料。研究

結果指出，休閒勝任與壓力顯著負相關。在研究二中，研究者進一步

採用實驗法，探討休閒勝任對於壓力之影響。研究者採取勝任取向的

休閒教育方案作為實驗介入，然後隨機分派 30 位受試者至實驗組參與

此方案，同時也分派 29 位受試者至控制組（無任何介入），之後使用

共變數分析，探討實驗組與控制組受試者在實驗前後的壓力是否顯著

改變。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受試者的壓力顯著低於控制組受試者之

壓力。然而，在研究三中，研究者並未發現勝任取向的休閒教育方案

具有長期減輕壓力的功效。最後，研究者進一步討論以上結果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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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中) 
療癒景觀對輔助及另類醫療療癒效益之促進—以臺灣癌症基金會癌友

關懷教育中心之身心醫療活動為例 

計畫主持人 陳惠美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
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11/08/01~2012/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專注於探討輔助治療課程中加入療癒景觀情境，是否能促

進癌症病患的生活品質、情緒狀態與性靈福祉，並探討療癒景觀情境

對於教室環境恢復力、滿意度、偏好度是否有所提升，以及了解療癒

景觀帶給參與者的感受與意義。研究地點選在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

會成立之癌友關懷教育中心之活動教室進行，療癒景觀圖片透過癌友

們評估景觀照片的環境恢復力，篩選出一張山水湖泊景觀圖片，進行

大圖輸出並以掛軸方法掛在輔助治療活動教室的窗戶上。探討之輔助

治療為園藝治療與瑜珈健身兩課程，依據療癒景觀的有無分為對照組

（無圖片）與試驗組（山水湖泊圖片），在課程進行前後評估參與者生

活品質、情緒狀態與性靈福祉狀態，以了解療癒景觀是否能提升園藝

治療與瑜珈健身帶來的生活品質、情緒狀態與性靈福祉的療效。並評

估療癒景觀情境帶來的教室環境恢復力，以開放式問題了解參與者對

療癒景觀情境的感受與意義。結果指出療癒景觀對於瑜珈健身的生活

品質、情緒狀態與性靈福祉療效並沒有明顯的提升效果，但在園藝治

療中，療癒景觀對於情緒狀態提升較多，並且在性靈上明顯能讓人靜

下心來，療癒景觀在園藝治療的療效上提升較多。療癒景觀情境對於

教室環境之恢復力、滿意度與偏好度未有明顯的提升效果，然而參與

者表示具有療癒景觀情境的教室中，能帶來放鬆、平靜、愉悅、乾淨

舒適、溫馨親切、自然的感覺，療癒景觀情境的意義與啟發除平靜、

放鬆與感到自然外，最重要的是從高山湖泊圖片能帶來省思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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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中) 企業運用勞動派遣人力模式及其效益探討 

計畫主持人 黃同圳 

計畫執行單位 
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暨
經營管理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13/08/01~2014/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計畫之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國內企業使用勞動派遣的情形，

及了解各要派企業使用派遣人力之目的，其管理派遣人員之能力與完

善度，並探討對於派遣人力之運用成效評價。本研究共針對台灣上市、

櫃公司發放 500 份問卷，回收 164 份問卷，回收率 32.8%。研究結果

顯示台灣地區企業還是以「彈性」、「成本」為勞動派遣人力運用之主

要原因，「篩選」人才的目的則佔較少數。 

受訪企業使用勞動派遣經驗年數平均約為 6 年，勞動派遣人力佔

全體員工人數比例平均為 6.19%，高於「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不得

超過其雇用總人數百分之三的規定。因此，若此法律通過，將有許多

企業必須因應調整。104 年受訪企業平均每家會增加 3.73 人之勞動派

遣員工。要派企業評估派遣勞工之工作能力、態度與工作成效僅達到

「有點不滿意(3 分)」之水準，也就是說要派企業對派遣勞工之工作表

現評價差，所以要派企業是否值得再使用派遣工，應多加考量。 

本研究亦發現要派企業之若干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不同，其派遣勞

工之工作績效有差異，建議企業若要提升派遣勞工之工作績效，宜投

入派遣勞工之甄選面談及導入讓優秀派遣勞工可以轉為正職員工之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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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中) 「顛峰型」教師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余民寧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9/08/01~2012/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持續兩年蒐集教師心理健康相關因子，目的在賡續前案的

九類心理健康狀態的分類，持續探索其中的顛峰型和幽谷型教師在各

測量變項及量表上的差異，並探索各種教師心理健康的保護因子或危

險因子。第一年隨機抽樣全國中小學教師，共獲得 1180 名有效樣本，

進行有關主觀幸福感量表、靈性幸福感量表、顛峰幸福量表、及憂鬱

情緒量表等因素的測量。第二年再次隨機抽樣全國中小學教師，共獲

得 1251 名有效樣本，進行有關主觀幸福感量表、正向比量表、巔峰幸

福感量表、憂鬱量表、及積極性因應量表等因素的測量。兩年來的主

要研究發現：(1)顛峰型教師比幽谷型教師在靈性幸福感總量表及其中

三個子因素上，有顯著較高的表現；(2)顛峰型教師比幽谷型教師在顛

峰幸福量表及其二個子因素上，有顯著較高的表現；(3)顛峰型教師比

幽谷型教師，具有較多的義工服務頻率及靜坐冥想的經驗；(4)高正向

比教師比低正向比教師，在主觀幸福感、巔峰幸福感、及積極性因應

量表上，有顯著較高的表現；在憂鬱量表上，則有顯著較低的表現；

(5)高正向比教師比低正向比教師，在處理學生問題、家長問題、及同

(人)事問題的壓力上，有顯著較低的負荷感受；(6)主觀幸福感在正向

比、積極性因應及工作壓力與憂鬱之間，扮演著中介的角色。整體而

言，顛峰型教師或正向比大於等於 3 的教師比其他類型教師，具有較

為良好的心理健康狀態與特質；此外，本研究提出部份教師心理健康

的保護因子或危險因子，並發現主觀幸福感在其中扮演著中介的角

色。最後，本研究亦針對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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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中) 脆弱度、回復力與生態足跡之鏈結：雲林縣之實證研究 

計畫主持人 李永展 

計畫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第
三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13/08/01~2015/07/31 

計畫摘要 

目前探討全球氣候變遷對應各種地理環境的課題日益增多，顯示

各界重視氣候變遷的影響，而台灣受島國地理條件限制，使整體環境

的敏感度更高，尤其是西部沿海地區易淹水一帶聚集在地層下陷嚴重

的雲嘉南地區，其中以雲林縣地層下陷最嚴重，也是最容易受到氣候

變遷衝擊的地區。另一方面，雲林縣以農立縣，農業人口及專業農戶

居全國第一，但由於台灣的經濟發展投注在農村的公共建設不足，居

住環境不佳，導致城鄉不均衡發展，鄉村被邊緣化，農業所得普遍偏

低，人口外流，從業人口老化。雲林縣因地層下陷及海平面上升之威

脅，致災危險性更增加，若再探討以農業為主的雲林縣，其社會脆弱

度是否受自然脆弱度之影響而隨之變動，則分析變因又將影響回復力

對策的擬定。 

此外，本二年期計畫也進行生態足跡分析，探討社區居民碳足跡

及水足跡大小，作為與脆弱度及回復力互相評析、探討的工具。質言

之，本計畫第一年度將探討雲林縣的自然脆弱度與社會脆弱度之關

係，並擬定回復力之對策；第二年度將分析降尺度到鄉鎮市及個人的

生態足跡是否與自然脆弱度、社會脆弱度及回復力有關；最後在客觀

與主觀的雙重檢視下，從自然、社會脆弱度與生態足跡之整合，研擬

出對應雲林縣氣候變遷課題的回復力對策。 

本計畫第一年度除進行文獻回顧及理論分析外，利用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的自然脆弱度資料，透過圖層分析將雲林縣的自然脆弱度

分為高中低三個等級，並透過 15 位專家學者二回合的模糊德爾菲調查

法，建構社會脆弱度指標架構（包含 20 個指標），再以模糊層級分析

法分配這些指標的權重，取得鄉鎮市層級資料的指標共有 14 個。本計

畫以這 14 個指標進行社會脆弱度分析，並透過疊圖方法，將自然脆弱

度及社會脆弱度綜合評估，研究結果得出 V1-V5 的脆弱度等級，並與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綜合脆弱度加以評比，得出本計畫與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的敏感度表現一致，唯在社會脆弱度的指標差異造就

部分鄉鎮市有些微的層級差異，最後特別針對脆弱度較嚴重的鄉鎮市

(V4-V5 等級)，分別研擬相關的回復力對策及調適計畫。 

本計畫第二年度重點著重於個人生態足跡之問卷調查，並採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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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變異數分析各鄉鎮市分區、自然脆弱度、社會脆弱度及綜合脆弱

度和個人生態足跡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雲林縣之個人每日碳

足跡、個人每日生態足跡與各鄉鎮市地區有相關性，個人每日生態足

跡與自然脆弱度層級未達顯著相關性，但個人每日碳足跡與社會脆弱

度層級及綜合脆弱度層級達顯著相關性。 

本計畫將雲林縣各鄉鎮市地區個人生態足跡依序排列分為高中低

三種層級，研究結果發現個人生態足跡高的鄉鎮市多為人口密集、都

市化程度較高的鄉鎮市，包括虎尾鎮、斗六市、麥寮鄉、西螺鎮、北

港鎮、斗南鎮及二崙鄉。最後，本計畫將第二年度研究成果與第一年

度的綜合脆弱度結果(V1-V5)進行交叉分析，針對位於高中低生態足跡

層級與高綜合脆弱度層級區域(V4-V5)的鄉鎮市提出因地制宜的回復

力政策，以建構韌性城鄉並邁向永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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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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