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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釋出消息
邱亦秀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於 94 年 3 月至 5 月間開放釋出資料如下：
【政府調查資料】


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暨附帶專案調查「人力運用調查」
：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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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之地區
範圍為臺灣地區，包括臺灣省、臺北市及高雄市，而以現住此一地區內之普通住戶
與共同事業戶戶內年滿十五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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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兼採派員面訪與電話訪問方式，由臺北市、高雄市暨臺灣省各縣市政府遴
選調查員擔任。抽樣母體以最近一年「台灣地區年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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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為應各機關人力資源運用與經社決策施政需要，獲取較為詳細資料，乃
於調查期間（每年 5 月）利用同一樣本附帶舉辦人力運用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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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為訂定人力政策、推動職
業訓練、改善企業經營等決策之參考數據。


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暨附帶專案調查「國內遷徙調查」
：68-76 年

本調查自民國六十八年起每年隨十月份人力資源調查附帶辦理，民國七十八年
起每三或五年隨同十月份人力資源調查附帶辦理。
主要之目的與用途在蒐集國內遷徙人口之特性，以明瞭臺灣地區人口在地域間
之交流狀況、遷徙原因以及未來遷徙意願等情形，以供為規劃人力、交通建設、社
會福利、社區發展等政策之依據。


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65-79 年
家庭收支調查始於民國五十三年，每兩年調查一次，但從民國五十九年起，改

為每年調查一次，目前是由主計處中部辦公室、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及高雄市政府主
計處負責辦理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計畫。
該調查主要調查對象為居住於臺灣地區內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個人及其所組
成之家庭，其調查統計單位為「戶」及「個人」
，抽樣方法採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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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縣市為副母體，第一段抽樣單位為村里，第二段抽樣單位為戶，臺灣地區總戶數
中約抽出千分之二為樣本戶，計約 14,000 戶。

政府調查資料均提供問卷、過錄編碼簿等相關文件線上瀏覽。除人力運用及家
庭收支調查之外，亦提供次數分配結果查詢功能，其中人力運用調查還可進行線上
雙變項交叉分析及跨年比較，歡迎多加利用（毋需提出申請，但需登入會員）。
若您需要使用原始數據資料進行分析，請至本資料庫的【政府調查資料】專區，
點選欲申請的資料後，再依照提示提供您的研究計畫大綱。由於此項申請需再經過
審核，送出申請後我們會儘快為您處理。
【大型學術調查】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限制使用版

限制使用版提供「老師對班級評量」與「老師問卷」資料檔，並釋出學生代號，
與公共使用版的學生問卷、學生評量、家長問卷進行連結。目前此資料只提供給研
究機構與公務機關的研究需要，需填寫申請書並簽署保密合約，經本中心審核通過
方可下載使用。
TEPS 各項釋出資料轉移至 http://srda.sinica.edu.tw/TEPS/index.aspx 網址開
放釋出。為便利使用者查詢，需先申請一組帳號密碼（不同於 SRDA 會員資料，須
另外申請），取得後即可隨時上網查詢下載。相關說明請參閱使用手冊。

詳細申請程序及資料使用方式，請參考本期『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限制使
用版資料申請使用說明』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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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限制使用版資料申請使用說明
蘇婉雯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al Panel Survey，以下簡稱
TEPS）釋出資料的等級共分三種，分別為：公共使用版、限制使用版以及現場使用
版 。 其 中 限 制 使 用 版 於 今 （ 94 ） 年 四 月 開 放 查 詢 使 用 ， 網 址 為 ：
http://srda.sinica.edu.tw/TEPS/index.aspx。
以下我們將介紹限制使用版的申請方式、資料內容及使用注意事項等，歡迎對
TEPS 資料有興趣的使用者多加利用。
一、限制使用版申請資格
1.
2.
3.

4.
5.

國內公立研究機構專任助理研究員（含）以上研究人員。
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含）以上專任教師。
上述單位之臨時性研究人員、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及國內公
務機關人員有研究需要，經單位首長於限制使用版資料申請書上親筆簽
名。
上述單位專任博士後研究人員，經指導教授於限制使用版資料申請書上親
筆簽名。
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碩、博士班在學學生，經指導教授於限制使用版資料
申請書上親筆簽名，並蓋上系(所)印章。
＊碩、博士班在學學生若尚無
指導教授，則可免指導教授親
筆簽名。

6.

曾經擔任 TEPS 計畫之主持
人、共同主持人以及協同主
持人。

二、限制使用版帳號申請步驟
1.

申請者上網填寫申請表，並列印
「限制使用版資料使用申請書」
（請參考下一頁之圖例）。初次
使用者需以身分證帳號申請使
用密碼（無論是否為 SRDA 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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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自動發送確認信函
至申請者電子信箱，由
「點選確認」進入網站
上完成身分確認，並取
得一組「申請編碼」。

3.

列印申請確認信中之
「限制使用版資料使用
合約書」，並詳閱合約
內容後填寫相關資料。

4.

申請者在第一步驟後列
印出來的「限制使用版
資料使用申請書」上簽
名（如需教授簽名、系
所蓋章等，請一併完成），並填寫「申請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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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者應於申請帳號後一個月內，將「限制使用版資料使用申請書」一份與
「限制使用版資料使用合約書」一式兩份郵寄回本中心。文件不全或不符合
規定者，不予受理。

6.

本中心將以電子郵件（E-mail）通知申請者審核結果，通過審核者將收到專屬
的密碼及授權碼。

三、限制版登入
1. 由「進入資料下載畫面」進入登入畫面

2. 鍵入帳號（身分證號）以及密碼

登入後即進入限制版資料畫面，該畫面列出所有已釋出之限制使用版資料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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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限制版資料畫面

點選您需要的資料名稱後，進入
資料下載畫面（右圖）
，目前提供使用
手冊、題項對照表、次數分配檔、資
料檔（SPSS、SAS 及 STATA 三種格
式）
，以及包含上述項目的綜合壓縮檔
供使用者下載使用。
四、限制版資料內容與使用說明
TEPS 限制版提供了老師共同問卷以及老師對班級評量兩種資料。「限制使用
版」的老師共同問卷與公共使用版的差異在新增一個關連變項：stud_id(學生編號)。
亦即，
「限制使用版」的老師共同問卷資料檔可與公共使用版的學生資料檔進行連
結，能進一步分析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連性。另外，老師對班級評量則是首次對外
提供的資料，同樣也釋出了 stud_id(學生編號)供使用者進行連結。
限制使用版的用途，旨在提供學生與老師間的連結分析，因此並未提供區分
班級、學校的變項，因此使用者無法使用釋出資料檔的內部資訊，得知哪些資料為
同一位老師，亦無法明確得知哪些學生在同一個班級或學校。TEPS 基於保障受訪
者隱私的考量，不會協助使用者去界定以上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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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P 資料介紹
楊惠婷
ISSP(全名為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是一項每年針對社會科學重
要議題進行調查的跨國合作計畫，將相同的研究主題，整合至其原本即在各國執行
的社會科學調查研究計畫中同步調查，因此讓蒐集到的調查資料具有能進行跨國、
跨文化比較的特性。

此計畫之所以形成，源自於西德調查研究方法研究中心（ZUMA）和美國芝加
哥大學民意研究中心（NORC）自 1982 年起，分別於其進行的社會學調查研究中，
同時訪問一組相同題目的做法。在 1983 年年底，以 Nuffield 基金會經費、由英國社
會及社區規劃研究計畫（Social and Community Planning Research；SCPR）在倫敦舉
辦的會議中，決定擴大國際合作，因此來自美國（NORC）、英國（SCPR）、西德
（ZUMA）及澳大利亞（Research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等國的代表在 1984 年
組成了 ISSP，並達成下列協議：
1.

合作發展處理社會科學重要領域的問卷題組

2.

控制上述問卷題組訪問的時間在 15 分鐘之內

3.

資料中應包括常見、重要的受訪者背景資料變項

4.

盡快釋出資料讓學界人士使用

目前 ISSP 設有秘書處，統籌辦理該計畫的官方活動，然而每個參與此計畫的
研究單位必須自籌其所有費用，包括調查訪問經費在內，ISSP 並不提供。第一次整
合性調查於 1985 年實行，由澳大利亞、奧地利、英國、義大利、美國、西德等六
個國家進行，發展至今，已經有 39 個國家參與（請參考釋出資料一覽表之 2002 年
參加國家，除北愛爾蘭退出外，再加上加拿大、克羅埃西亞、南非、南韓、烏拉圭
和委內瑞拉）
。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及『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
題中心』於 2001 年代表台灣加入成為 ISPP 會員。
ISSP 每年調查的主題都是經過問卷設計小組數年研發，先於不同國家施行過前
測，並在 ISSP 年度會員大會上討論定案。該問卷必須與每個國家有關且能用各國
的語言表達出相同之意思，不過最原始的問卷都是英文，必須使用標準化回譯（back
translation）程序翻譯成各國語言，才能於實地調查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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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資料須於調查完畢後隔年繳送中心資料庫，目前將各國繳送資料合併成跨
國資料庫（cross-national dataset）的工作，是由德國科隆大學的實證社會研究資料
庫（Central Archive for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簡稱 ZA）負責處理。
● 提供的資料與文件
1.

資料概況：
(1) ISSP 的資料資訊，包含參與國家、樣本數、調查年度、註釋。
(2) 資料格式為 SPSS 可攜式檔案(*.por)。
(3) 請注意，若申請單筆資料的話，索價可能比申請全部的資料還貴。

2.

文件：
(1) 過錄編碼簿有兩種格式，書面或 PDF 檔。
(2) 英文版的原始問卷及各國原始問卷，有書面或 PDF 檔。

3.

CD-ROM：
(1) 1985-1996、1998、2000、2002 年由 ZA 製作。
(2) 1997、1999、2001 年由 JDS 製作。

● 資料提供與文件下載方式：
1.

線上申請：可在線上依照步驟申請。

2.

mail 或傳真：填寫申請表後用 mail 或傳真申請資料。

3.

文件下載：可以免費下載過錄編碼簿及原始問卷(PDF 檔案)；目前在網路上
可搜尋到的過錄編碼簿有 1985-1996、1998、2000 年，內容包含序言、各
國的問題(含人口統計)及次數分配，與注意事項；共同英文版問卷有
1997-2000 年。另過錄編碼簿上的次數分配是未經過加權的，在使用上必須
注意。

● 索價標準：
1.

1997、1999、2001 年的 ISSP 光碟，每張索價 50 歐元。

2.

1985-1996、1998、2000、2002 年的 ISSP 光碟，學者每張索價 25 歐元，其
他使用者索價 50 歐元。

3.

若要索取個別資料，價格並不一。

台灣開始參加 ISSP 之後，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中已陸續進行
調查的年度與研究主題如下：
1. 2002 年四期三次性別組：第 G 部分核心題組。(目前已提供各國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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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3 年四期四次國家認同組：第貳部分國家認同。
3. 2004 年四期五次公民權組：B 部分公民權一及 C 部分建議題組公民權二。

未來幾年預訂進行的調查主題如下：
1. 2005 年五期一次：工作與生活
2. 2006 年五期二次：政府角色
3.2007 年五期三次：休閒與運動
4.2008 年五期四次：宗教

值得一提的是，ISSP 調查方式的設計與『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類似，同樣的調查主題會於數年後（5~10 年不等，視主題而定）再進行一次，因此
能集得兩個時點以上的調查資料進行比較分析，加上可以同時做國際性比較，對於
從事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而言，實屬非常珍貴且難得的研究資源。

● 建議參考網站：
1.

ISSP 官方網站：http://www.issp.org/

2.

GESIS ISSP 網站：http://www.gesis.org/en/data_service/issp/index.htm

● 附表：ISSP 已開放資料之調查年度、主題與參與國家一覽表
年度

研究主題

參與國家

1985

Role of Govemment I

澳大利亞、奧地利、英國、義大利、美國、西德

1986

Social Networks and

澳大利亞、奧地利、英國、義大利、匈牙利、美國、

Support Systems

西德

Social Inequality I

澳大利亞、奧地利、英國、義大利、荷蘭、西德、

1987

瑞士、波蘭
1988

1989

Family and Changing

奧地利、英國、匈牙利、愛爾蘭、義大利、荷蘭、

Sex Roles I

美國、西德

Work Orientations I

奧地利、英國、匈牙利、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
荷蘭、北愛爾蘭、挪威、美國、西德

1990

1991

Role of Government

澳大利亞、英國、匈牙利、愛爾蘭、以色列、義大

Ⅱ

利、挪威、北愛爾蘭、美國、西德、東德

Religion I

澳大利亞、奧地利、西德、東德、英國、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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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研究主題

參與國家
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荷蘭、紐西蘭、挪威、
北愛爾蘭、菲律賓、波蘭、俄羅斯、斯洛維尼亞共
和國、美國

1992

Social InequalityⅡ

澳大利亞、奧地利、保加利亞、加拿大、捷克斯拉
夫、西德、東德、英國、匈牙利、義大利、紐西蘭、
挪威、菲律賓、波蘭、俄羅斯、斯洛維尼亞、瑞典、
美國

1993

Environment I

澳大利亞、保加利亞、加拿大、捷克共和國、西德、
東德、英國、匈牙利、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
日本、荷蘭、紐西蘭、北愛爾蘭、挪威、菲律賓、
波蘭、俄羅斯、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美國

1994

Family and Changing

澳大利亞、奧地利、保加利亞、加拿大、捷克共和

Sex Roles Ⅱ

國、西德、東德、英國、匈牙利、愛爾蘭、以色列、
義大利、日本、荷蘭、紐西蘭、北愛爾蘭、挪威、
菲律賓、波蘭、俄羅斯、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
典、美國

1995

National Identity I

澳大利亞、奧地利、保加利亞、加拿大、捷克共和
國、西德、東德、英國、匈牙利、愛爾蘭、義大利、
日本、拉脫維亞、荷蘭、紐西蘭、挪威、菲律賓、
波蘭、俄羅斯、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
瑞典、美國

1996

Role of Government

澳大利亞、保加利亞、加拿大、賽普勒斯、捷克、

Ⅲ

法國、西德、東德、英國、匈牙利、愛爾蘭、以色
列、義大利、日本、拉脫維亞、紐西蘭、挪威、菲
律賓、波蘭、俄羅斯、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士、
瑞典、美國

1997

Work Orientations Ⅱ

孟加拉、保加利亞、加拿大、賽普勒斯、捷克、丹
麥、法國、西德、東德、英國、匈牙利、以色列、
義大利、日本、荷蘭、紐西蘭、挪威、菲律賓、波
蘭、葡萄牙、俄羅斯、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士、
瑞典、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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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998

研究主題
Religion Ⅱ

參與國家
澳大利亞、奧地利、保加利亞、加拿大、智利、賽
普勒斯、捷克、丹麥、法國、西德、東德、英國、
匈牙利、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日本、拉脫維
亞、荷蘭、紐西蘭、北愛爾蘭、挪威、菲律賓、波
蘭、葡萄牙、俄羅斯、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
班牙、瑞士、瑞典、美國

1999

Social InequalityⅢ

澳大利亞、奧地利、保加利亞、加拿大、智利、賽
普勒斯、捷克、法國、西德、東德、英國、匈牙利、
以色列、日本、拉脫維亞、紐西蘭、北愛爾蘭、挪
威、菲律賓、波蘭、葡萄牙、俄羅斯、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典、美國

2000

Environment Ⅱ

奧地利、保加利亞、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國、
丹麥、芬蘭、德國、愛爾蘭、以色列、日本、拉脫
維亞、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北愛爾蘭、挪威、
菲律賓、葡萄牙、俄羅斯、斯洛維尼亞、西班牙、
瑞士、瑞典、英國、美國

2001

Social Relations and

澳大利亞、奧地利、巴西、加拿大、智利、賽普勒

Support

斯、捷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英國、匈牙

Systems(‘Social

利、以色列、義大利、日本、拉脫維亞、紐西蘭、

Networks Ⅱ’)

北愛爾蘭、挪威、菲律賓、波蘭、俄羅斯、斯洛伐
克、南非、西班牙、瑞士、美國

2002

Family and Gender

澳大利亞、奧地利、巴西、保加利亞、智利、賽普

Roles Ⅲ

勒斯、捷克、丹麥、芬蘭、法蘭德斯、法國、德國、
英國、匈牙利、愛爾蘭、以色列、日本、拉脫維亞、
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北愛爾蘭、挪威、菲律賓、
波蘭、葡萄牙、俄羅斯、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
西班牙、瑞典、瑞士、台灣、美國

註：研究主題後方的羅馬數字代表調查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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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使用狀況
邱亦秀
會員人數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目前的會員人
數共 2468 人：包括一般會員 1342 人，以及臨時會員 1126 人（有效數字至九十四
年五月底）。
一般會員包括：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131 人；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
校教師 1190 人；政府機構相關研究人員 2 人；捐贈資料單位代表 4 人。
臨時會員則包括了：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大學部、碩、博士班在學學生 1075
人；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臨時性研究人員 28 人；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臨時性
研究人員 22 人；政府機構臨時性研究人員 1 人。
資料下載、諮詢人次及會員登入次數統計
本資料庫會員於本資料庫網頁登入之後，可以隨時下載資料並瀏覽計畫相關文
件；若有特殊需求或該釋出資料有特殊釋出申請的限制，則須與工作人員聯絡並透
過申請的方式取得；使用者詢問有關資料釋出相關問題、檔案使用方式、程式語法
等，經由專人解答之後，即為資料庫處理的「諮詢」項目。九十四年三月至五月會
員登入次數、申請下載人次及諮詢人次，如下圖：
資料庫會員申請使用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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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366

147
69

141
26

113
26

40%
20%
0%

94 年 3 月

94 年 4 月

94 年 5 月

大型主題計畫下載人次統計（有效數字自九十四年三月至五月底）


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14 人次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92 人次



台灣地區家庭與生育力調查系列──10 人次



台灣選舉調查資料──15 人次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21 人次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5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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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登入次數
申請下載人次
諮詢人次

會員申請程序說明
一、 會員資格
（一）一般會員
1. 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2.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教師；
3. 政府機構相關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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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臨時會員
1.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大學部、碩、博士班在學學生；
2. 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臨時性研究人員；
3.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臨時性研究人員；
4. 政府機構臨時性研究人員。
二、 會員福利
1.
2.
3.
4.
5.
6.

線上資料下載；
線上瀏覽報告書、問卷、次數分配；
定期寄贈「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通訊」；
電子報服務；
調查資料整理與檢誤諮詢服務；
各項網頁功能。

三、 加入方式
（一）上網登錄
請至本資料網頁「會員專區」讀取「會員約定條款」並填寫申請表，送出資
料後將螢幕上顯示的個人資料表列印出來，在劃線處簽名以示同意該條款中的各
項規定，並請將該份書面資料以郵遞方式擲回本中心存查。
■ 提供文件：在職（在學）文件影本。
■ 審核時間：收到文件後一至三個工作天。
（二）親自申請
親至本資料庫辦公室填寫申請表格，交付相關文件並簽署同意會員約定條款。
■ 提供文件：在職（在學）文件影本。
■ 審核時間：視申請人身份而定。符合者可以立即生效。
四、資格認證
（一）一般會員：會員有效期間為期兩年，以成功加入會員日起計算。本資料庫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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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兩年主動校對會員資料，若會員未於校正期間內確認資料異動情況，則將
先暫停其會員權限。
（二）臨時會員：會員有效期間為期一年，以成功加入會員日起計算。如仍符合臨
時會員身份資格者，應每年於期限前主動提出證明文件，得延長使用期限一
年。
五、會員義務
資料庫在努力提供更好的服務的同時，亦需要了解會員們的意見。因此有一些
需履行之義務項目，請會員配合實行。
（一）資料使用：敬請遵守「會員約定條款」的各項規定。
（二）著作回覆：會員在下載資料使用後，發表相關篇章論著等，敬請提供書目資
料，嘉惠他人做為研究方向的輔助參考之用。若能提供作品全文亦非常歡迎。
（三）意見調查
1. 當次：會員於下載資料三週後，資料庫會主動針對會員下載記錄詢問該次下
載之資料用途，以及資料的使用滿意度；
2. 年度：針對會員一年來的使用情形，本資料庫將進行例行性的年度整體滿意
度調查，以做為資料庫發展及改善的參考。

資料捐贈說明
本資料庫亦歡迎學者及各界捐贈資料！為使這些得來不易的珍貴資料發揮最
大效用，本資料庫工作人員會謹慎處理每筆捐贈資料，並負起妥善保管之責。我們
蒐集的資料主要是以調查方法進行的量化資料，且該筆資料已經取得智慧財產所有
人公開釋出之允許。
本資料庫對資料捐贈者提供以下服務項目：
1. 定期∕不定期寄贈「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出版品；
2. 資料整理與檢誤相關諮詢服務；
3. 提供其捐贈資料之申請情況；
4. 提供資料使用者利用其捐贈資料發表之衍生著作。
若您願意捐贈資料給「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蒐藏並對外開放，或有任何疑問，
歡迎洽詢「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資料組，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電話：(02)27884188 分機 201，資料組組長王文心小姐。
E-mail: srda@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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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通訊」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
究專題中心出版以服務學術界之刊物，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以季刊形式
發行。本中心為增加本通訊內容之多樣性及促進與讀者的互動交流，歡迎學界人士
能夠提供以下相關議題之文章。
一、 二手資料之利用與分析
二、 調查資料之整理與檢誤
三、 國內外資料庫使用之經驗
四、 資料編碼或編碼簿之製作
五、 統計軟體之運用
寫作重點請著重於經驗交流與心得建議。請以稿紙、磁片或 e-mail 的方式傳寄
給我們，字數以 1000-1500 字為限，並以單篇完結之形式寫作。一經採用將稿費酬
謝，每千字 750 元。文章以真實姓名發表，投稿請附上您的聯絡方法（通訊地址與
電話）
，本刊無法提供退稿服務。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通訊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Newsletter
出版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地

址∕(115)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電

話∕(02)27884188

傳

真∕(02)27881740

網

址∕http://srda.sinca.edu.tw

電子郵件∕srda@gate.sinica.edu.tw
發 行 人∕傅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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