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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第六屆「調查方法與應用研討會」開始接受投稿



王文心

第六屆「調查方法與應用研討會」訂於 95 年 8 月 30、31 日假中央研究院學術
活動中心舉行，本次會議論文主題，涵蓋下列研究議題：調查誤差、抽樣方法、推
估與加權、問卷設計、調查方法、分析方法、政府統計以及 GIS 在調查方法的應用
等。
有意在此研討會發表論文者，請將論文題目、摘要(約 600 字)及報名表於民國
95 年 4 月 28 日前傳真、E-mail 或郵寄至本中心，本中心將於 95 年 5 月 15 日回覆
作者是否接受發表。經接受之論文，完稿收件截止日期為民國 95 年 7 月 31 日。竭
誠 歡 迎 從 事 調 查 相 關 研 究 之 學 者 踴 躍 投 稿 。 詳 情 請 上 網 ：
http://www.sinica.edu.tw/as/survey/2006/。
「台灣擬－追蹤調查資料庫」網站開放使用



擬追蹤資料之串連主要是利用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樣本輪替的特性建立而成，
在此輪替制度下，每一期樣本中將會有一半的樣本與前一期相同，而不同的部分，
則又會在次一期重複調查一次，因此將此重覆的樣本挑出並加以串連，便可產生一
個具有兩期資料的短期追蹤，整體資料庫便形成一個具有追蹤特性的擬-追蹤資料
庫。
目前「台灣擬－追蹤調查資料庫」內有「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資料」
（年資料）
和「人力資源擬－追蹤調查資料」
（月資料）兩項擬-追蹤資料，分別串連 1979-2003
年及 2001-2004 年調查資料，有關資料庫建立過程、連結方式與包含變數等詳細資
訊，請上網 http://140.109.171.204/modules/news/查閱。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現場使用版虛擬版資料歡迎索取試用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為一長達七年的追蹤調查計畫，其釋出資料依資

料內容分為公共使用版、限制使用版以及現場使用版三種。現場使用版之「虛擬版」
為模擬 10 所學校的小樣本資料，供使用者先瞭解現場使用版之檔案架構與變項內
容，並得以先行撰寫程式，減少現場使用時所需時間，目前採用 E-mail 方式傳送檔
案，歡迎來信 srda@gate.sinica.edu.tw 向工作人員索取。有關公共使用版、限制使用
版現場使用版之間資料內容的差異，請參閱本期「『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資
料結構介紹」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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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社會發展趨勢調查」調查資料更新
本資料庫日前已將主計處新提供的 92 年「社會參與」與 93 年「時間運用」調

查資料整理完畢，開放會員使用的資料項目包括：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
編碼簿及欄位定義程式檔。
另有會員反應目前釋出的 89 年「休閒文化」及 91 年「家庭生活」資料檔中未
含權數資料，本資料庫已代向主計處詢問並取得更新資料，但由於新的資料結構與
原開放不同，正由專人重整中，預定一月底前完成，屆時將於「學術調查研究資料
庫」最新消息電子報中公告，已申請通過者可於上網登錄後直接至「我的申請資料」
專區重新下載檔案。


「調查研究期刊」第十五期已出版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所編輯的「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期刊第十五期已於日前
出版，該期共收錄學術性論文四篇，包含：
1.

台灣地區羅啟宏分層的各個分層的都市化程度等級的排序研究/李隆安

2.

抽樣調查中投票意向問題無反應因素之研究/林彩玉、洪永泰、鄭宇庭

3.

消費者對餵食基改大豆之鮭魚偏好與風險願付價值/傅祖壇、莊謹琦、陳
政位

4.

論質性個案研究的優缺點/謝至恩

各學校機關有意索取或個人有意訂閱者，請洽本中心「調查研究—方法與應
用」編輯助理。聯絡電話：(02)2788-4188 分機 506 謝芮桓小姐，或 e-mail：
srcsr@gate.sinica.edu.tw。


「調查研究資料整理與檢誤研習班」三月十三、十四日開課
「調查研究資料整理與檢誤研習班」將於 95 年 3 月 13、14 日舉辦兩梯次，課

程內容如下頁所示，該研習班屬於基礎課程，適合初接觸調查資料者參加，資料檢
核部份以 SPSS 為主要教學工具軟體，參與者請先熟悉 SPSS 之基本操作方式。
報名日期至 95 年 2 月 20 日止，執行本年度國科會調查研究專題計畫的相關人
員將可優先參加，本研習班無須繳交報名費用，報名方式請參閱「學術調查研究資
料庫」網站（http://srda.sinica.edu.tw/）之最新消息，或至「調查研究專題中心」首
頁（http://www.sinica.edu.tw/as/survey/）下載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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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研究資料整理與檢誤研習班】課程表
日期：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十四日
地點：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第二視聽教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綱要

８：４０－９：００

報

到
1.功能及服務項目

９：００－９：３０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簡介

2.蒐藏資料介紹
3.如何申請及使用資料
1.國科會調查資料提供流程

９：３０－９：５０ 調查資料提供作業說明

2.標準資料格式及項目

９：５０－１０：００

休

息
1.認識過錄編碼簿
2.編碼設計基本原則與注意事項

１０：００－１１：２０ 編碼設計概論

3.一般過錄原則
4.跳答過錄介紹
5.複選題過錄介紹

１１：２０－１１：３０

休

1.認識使用介面

１１：３０－１２：００ SPSS 使用操作基本介紹

2.程式撰寫及常用指令

１２：００－１３：３０

用
資料

１３：３０－１５：２０ 整理
與檢
１５：２０－１５：４０

息

餐
1.資料整理與檢核的程序

資料整理程序與

2.連續變項檢核

不合理值檢核

3.類別變項檢核
4.SPSS 上機練習

核之

休

3

息

實務
１５：４０－１７：００

1.跳答邏輯檢核
邏輯一致性(consistency)檢核 2.一般邏輯檢核
3.SPSS 上機練習

資料釋出消息
邱亦秀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於 94 年 9 月至 11 月間開放釋出資料如下：
【大型學術調查】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四次

第四期第四次於民國九十二年八月進行調查，分成大眾傳播及國家認同兩項主
題。大眾傳播問卷為該主題的第三次調查，保留至少三分之二第三期第四次傳播問
卷的題組，並強化網際網路題組，大綱包括：傳播行為、網路使用行為、網路使用
動機與態度、網路消費傾向、網路關係、網路與公共領域、公民參與、人際信任與
生活滿意等。
國家認同組則配合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SSP）的國家認同題組，並參考歷年政
治參與及或政治文化相關題組進行問卷設計，包括：國家認同與重要性、區域與國
家認同的排序、民族疆域、國家光榮與愛國精神、國家相對於全球的文化差異與經
濟利益、多元價值、民族身份的認定、對重要他人統獨傾向的評估、台灣集體記憶
與認同意識、對統獨與公投的傾向或態度、台灣與中國的文化差異、家人與個人的
大陸經驗、對台灣民族教育的看法及民主價值等。
經實地調查與資料整理後，大眾傳播組有 2,161 份成功問卷資料（含 215 位加
抽的戶中網際網路使用者），國家認同組有 2,016 份成功問卷資料。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共新釋出三種新資料：

1.第一波公共使用版國中老師共同問卷（以班級為單位版本）
此版本新增問卷第四部分「學校的行政與資源」、班級權數、以及任教科目
等變項。但因無學生代碼，無法與其他資料進行連結。
2.第二波限制使用版國中問卷
含導師、國文老師、英文老師及數學老師的共同問卷及對班級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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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新第二波公共使用版高中職專科的學生與老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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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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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六年計畫
（RII、RV&RVI2004 / RCI2004 / CIII2004）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追蹤調查，第六年計畫主要的
方向是對主樣本、子女樣本再追蹤，計分為三類型：
一、主樣本追蹤：
1.

樣本說明：台灣地區RI-1999 主樣本的第五次追蹤（RVI-2004：主樣本42年次
至53年次追蹤，追蹤完訪率73.93%，n=692），以及RI-2000之主
樣本的第四次追蹤（RV-2004：主樣本24年次至43年次追蹤，追蹤
完訪率75.13%，n=1429），台灣地區RI-2003主樣本第一次追蹤
（RII-2004：主樣本53年次至65年次追蹤，完訪率71.88%，n=828）

2.

問卷內容：工作狀況、婚姻狀態及配偶工作狀況；教育進修情形、居住安排、
家庭決策與收支、子女生育與教養、健康問題、父女的人際活動
與經濟安排。

二、主樣本滿二十五歲之子女
1.

樣本說明：主樣本67年次至68年次之子女第一次訪問（RCI-2004：主樣本67
年次至68年次子女追蹤，完訪率70.78%，n=310）。

2.

問卷內容：教育經驗、工作經驗、婚姻與配偶資料、家庭價值與態度、親屬資
料、居住安排、家庭決策與支出、子女教養、家庭關係與和諧。

三、主樣本子女
1.

樣本說明：台灣地區69年次至73年次之子女樣本的第二次追蹤（CIII-2004：主
樣本69年次至73年次子女追蹤，完訪率70.62%，n=1094）。

2.

問卷內容：教育經驗、工作經驗、婚姻與配偶資料、家庭價值與態度、居住
安排、家庭決策與支出。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一年計畫（RI1999）」資料更新公告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一年計畫（RI1999）」過去釋出資料並未做
邏輯檢核，為提昇資料品質，本資料庫重新進行邏輯檢核，並就歷年調查的變項名
5

稱命名方式、過錄編碼簿編製格式予以統一，以利使用者串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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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依各學門類型列出如下：
社會學
C00133 台北縣原住民族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傅仰止
管理學
E91008
E91012
E91077

「主管值得信任、專業能力」、
「部屬信任主管」與「部屬知識分享行為」
的關係研究／鄭仁偉
連續休假中休閒活動參與特性之研究／李晶
高階主管情緒智力、領導能力與組織能耐關係模式之研究：以高科技產業
為例／李元墩

經濟學
E90006
E92010
E92017

壽命延長與健康品質提升的效益估計（Ⅱ）／劉錦添
屏東地區切花與果樹生產者對農用品與資材共同採購意願之研究／鄭秋
桂
水產品導入 HACCP 的經濟影響與消費者認知／莊慶達

藝術學
E92047

設計活動層級設計管理工具調查與運用之研究／鄧成連

區域研究
E92032
E92036
E92045
E92051

台北悠遊卡使用者搭乘台北大眾捷運之顧客服務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之
相關性研究／葉源鎰
應用風險投資組合理論於都市土地使用決策之研究：以地震災害為例／周
士雄
都市住宅之空屋移轉，住宅下濾及家戶遷徙現象／陳彥仲
都市再發展政策中主要參與者的差別目標與專業觀點之探討／謝宏昌

C00133
計畫名稱（中） 台北縣原住民族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計畫名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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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摘要

為了要在原住民族行政上能夠作到較為周全而多元的考慮，施政時亟
需以行政對象的生活狀況事實作為基礎來考量。台北縣原住民族具有

計畫執行期間 2001/12/01—200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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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133
移入人口的特質，這些移入人口在政策上有什麼特別需要照顧的地
方，尤其值得仔細評量。本研究計畫的主要動機，便是基於這項出發
點，以「生活狀況調查」作為研究主題，試圖呈現出全縣原住民族的
分布概況、人口學特徵、客觀生活品質、主觀生活感受等面向。本研
究擬將這類基礎的調查進一步延伸，以台北縣為範圍，同時利用難得
的人口普查資料，以及具有代表性的電話調查，呈現出縣境內原住民
族生活狀況的主要面向，主要包括：台北縣原住民族過去居住遷移背
景以及現況、對個人生活的品質評價、對社會的觀感、個人接觸、社
會網絡基本面、原住民族語文化、工作以及職業狀況、經濟狀況、宗
教信仰、婚姻等。這些生活狀況的調查結果，不但對原住民族地方政
策的制訂有根本的參考價值，更預期能夠在制訂政策時激發多樣的思
考方向，在原住民族政策發展上納入多元化的模式。
關鍵字（中）

社會學、原住民族、統計報表

E90006
計畫名稱（中） 壽命延長與健康品質提升的效益估計（Ⅱ）
計畫名稱（英）

The Benefits of Improvements in Longevity and Health Quality ：
Willingness to Pay (WTP) and Quality(Ⅱ)

計畫主持人

劉錦添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計畫摘要

本研究係利用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以問卷方式詢問民
眾對環境風險降低的願付金額。研究中的環境風險區分成空氣污染與
水污染兩種污染源所引發的肺部器官與肝器官疾病，風險程度區分成
慢性與急性病症，另外，疾病類型區分成癌症與非癌症。在願付金額
部份，問卷中採用 Double Bounded Discrete Choice 方式，問卷中隨機
設定金額（分別是台幣 50 元、100 元、300 元與 500 元）
，若受訪者照
答願意支付，則調高一倍金額繼續詢問受訪者願不願意支付；相反地，
若受訪者在第一次回答不願意支付，則將金額減半，繼續詢問受訪者
願不願意支付。實證結果發現避免空氣污染所造成的肺部器官疾病的
願付金額遠高於飲用水污染所引發的肝部器官疾病，而避免癌症的願
付金額高於非癌症疾病，至於急性病症與慢性病症的願付金額並沒有
明顯差異。

關鍵字（中）

效益評估、健康品質提升、壽命延長、願付金額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8/01—200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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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1008
「主管值得信任、專業能力」、
「部屬信任主管」與「部屬知識分享行
為」的關係研究
Managerial Trustworthy Characteristics, Supervisor's Abilities, Employee's
計畫名稱（英）
Trust in Supervisor and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s
計畫名稱（中）

計畫主持人

鄭仁偉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8/01—2003/07/31
系

計畫摘要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managerial trustworthy
characteristics, supervisor's abilities, employees' trust and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s. The authors investigate the managerial trustworthy
characteristics as antecedents of employees' trust. And, the authors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 trust and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s. Then, the authors demonstr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ployees' trust between managerial trustworthy characteristics and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s. After that, we discuss supervisor's abilities
impac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agerial trustworthy characteristics and
employees' trust. Participates, 144 sample units (included one employee
and one supervisor), are from banking industry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aiwa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when employees are sure of managerial
trustworthy, they exchanged core knowledge with their supervisors.

關鍵字（中）

知識分享、高階主管、專業能力、組織信任、部屬

E91012
計畫名稱（中） 連續休假中休閒活動參與特性之研究
The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Participation during
計畫名稱（英）
a Long Vacation
計畫主持人

李晶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8/01—2003/07/31
閒管理研究所

計畫摘要

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連續休假中休閒活動參與特性，包括：
以休閒活動的多面向情緒體驗來代替心理狀態、運動自覺來表示生理
狀態、互動形式來表示社交狀態，而以時間特性來代表自由時間內對
於休閒的時間分布。研究對象包含農林漁牧、工業及服務業三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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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種職業。經隨機抽樣並以問卷調查進行研究，獲得有效樣本 722 份，
並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區別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後，主要研究結
果如下：
（一）連續休假中的基本情緒感受以「融入」的感受程度最高，以「厭
惡」的感受程度最低；情緒體驗以「輕鬆」的體驗佔最大比例，
以「沒感覺」的職工佔最小比例。
（二）連續休假中的休閒活動運動自覺的感受以「跟平常沒兩樣」及
「適中」佔最大比例。
（三）連續休假中的休閒活動的互動形式主要以「以兩人或兩人以上
且以隨性的方式」及「情感交流」佔最大的比例。
（四）連續休假中的時間分配情形主要以「休假兩天」
、
「例假」為主；
「以完全沒有從事工作相關事務」
、
「工作時間知覺非常少」
；
「休
閒時數比介於 0.05～0.149」
、
「休閒時數知覺適中」佔最大比例。
休閒活動中的時間特性中主要以「旅遊類」的休閒活動；
「實際
參與頻率為 5 次以下」、
「參與知覺頻率適中」
；「實際參與時間
為 1～3 小時」
、
「參與知覺時間適中」
；
「沒有受到干擾」的職工
佔最大比例。
（五）在情緒體驗、運動自覺、互動形式及時間特性的交互作用
1. 情緒體驗對運動自覺的感受沒有顯著差異存在。
2. 情緒體驗對互動形式中的「活動方式」有顯著差異。
3. 活動種類對情緒體驗的感受達顯著差異。
4. 時間特性中的「休閒時數知覺」是為影響情緒體驗的關鍵
性因素。
希望藉此研究瞭解目前國人安排較長自由時間的休閒型態，進而討論
此段時間中休閒活動的特性，供休閒相關領域未來參考。
關鍵字（中）

互動形式、時間特性、情緒體驗、運動自覺

E91077
計畫名稱（中）

高階主管情緒智力、領導能力與組織能耐關係模式之研究：以高科技
產業為例

計畫名稱（英） 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Model among Top Manager's Emotiona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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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Leadership Competence an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 an
Empirical Study of High-tech Industry
計畫主持人

李元墩

計畫執行單位

長榮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8/01—2003/07/31
學系
對企業而言，
「人力資源」是組織中最重要的資產。高階主管如何領導
組織中這最重要的資產－「人」
，來提升組織經營績效，並建構或強化
組織能耐，乃為一項非常重要的議題。然而國內外相關研究甚少同時
衡量主管情緒智力、領導能力與組織能耐之水準，並深入探討三者間
之關係模式。因此本研究以台灣策略性發展產業－高科技產業為研究
對象，旨在建構台灣高科技企業高階主管情緒智力、領導能力與組織
能耐之本土化量表，並進行實證分析，以了解三構念間之互動性與關
聯性之模式。

計畫摘要

本研究建構之高階主管情緒智力、領導能力與組織能耐等三構念量
表，每份量表皆透過國內十位產、學界專家進行其量表之適合度評鑑，
因此具有相當良好之內容效度。而後，再針對高科技企業的高階主管
實施問卷調查，總計發出 800 份問卷並回收 125 份有效問卷，經過敘
述性統計分析、信度分析、變異數分析、典型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等
統計方法驗證本研究之假設後，其研究結果如下所述：
一、本研究建構之台灣高科技企業高階主管情緒智力、領導能力量表
及組織能耐量表， 每一構面信度分析之 Cronbach’s α值皆在 0.8
以上，顯示此三份量表具有相當高的內部一致性。
二、高科技企業之高階主管在情緒智力上傾向於有較佳的人際關係管
理能力；在領導能力方面則傾向於有較佳的人際關係處理能力；
台灣高科技企業具有較強的策略管理能力。
三、本研究結果顯示構念間之關係如下所述：
（一）高階主管情緒智力與領導能力呈現顯著正相關。
（二）領導能力與組織能耐呈現顯著正相關。
（三）高階主管情緒智力與組織能耐呈現顯著正相關。

關鍵字（中）

高科技產業、情緒智力、組織能耐、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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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2010
計畫名稱（中） 屏東地區切花與果樹生產者對農用品與資材共同採購意願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Study on Producer Willing of Agricultural Materials Group Purchasing in
Pingtong

計畫主持人

鄭秋桂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理系
農業生產資材成本所占生產成本的比例並不下於勞務費，若能減少生
產資材的成本，對農業提昇競爭力應有一定的助益，共同採購則可達
成降低生產成本的目的。果樹及花卉為屏東縣的重要作物，本研究即
就果樹類的蓮霧、芒果、木瓜及花卉類的唐菖蒲、夜來香、玫瑰、文
心蘭及野薑花等作物進行調查，以了解這些作物之生產資材採購通路
及共同採購現況，並分析生產者對生產資材共同採購的意願與影響因
素，而研究所得則可提供行政單位作政策輔導上的參考。

計畫摘要

本研究調查發現，屏東縣果樹及花卉生產資材採購通路以向資材行購
買最多，因為方便與時效性及有售後服務；次為農會或產銷班，因為
價格略有便宜或品質有保證或對該組織有信心；而且，花卉生產者向
農會購買生產資材的比例相對高於果樹。共同採購以透過農會及產銷
班組織較多，主要項目以套袋紙箱為大宗，次為農藥與肥料，種苗、
生長劑、黑網、塑膠布等項目很少。共同採購參與經驗及意願則因作
物不同而異，金煌芒果生產者經驗不足，但意願最高；蓮霧、土芒果
及木瓜生產者經驗較多，意願也相對高些；愛文芒果生產者則經驗與
意願皆最低；唐菖蒲及夜來香生產者經驗相對低於玫瑰、文心蘭及野
薑花生產者，但無論何種花卉，對共同採購的意願皆很高。然而，生
產者對資材行若能參與共同採購時，參與意願並不低。至於影響生產
者參與共同採購的影響因素，經由 Probit 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果樹方
面，個人因素、共同採購經驗與看法、誘因因素等，也會對參與意願
造成影響。整體而言，年齡、教育程度、務農經驗、經營成本、經營
面積、共同採購經驗、共同採購組織運作及誘因因素皆是較為顯著的
影響變數。因此，建議共同採購組織對各種生產資材共同採購時，應
注意這些影響因素。花卉方面，只有認同共同採購益處及組織運作功
能者較為顯著，此外，並沒有找到較大的影響因素。
對於上述之研究結果，果樹方面，本研究建議由產銷班來加強推動生
產資材的共同採購，並與資材行保持密切關係，一來可提高集體議價
的能力，又可獲得必要及額外的技術指導服務，並可針對生產者偏好
的生產資材作政策性的輔導措施，而且政策上所輔導成立的共同採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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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應重視組織在運作時，要切合生產者需求，並確實發揮規模經濟，
以佳惠生產者及提昇競爭力。花卉方面，本研究建議農會及產銷班共
同來推行花卉生產資材的共同採購，但應作好責任分區及掌管不同的
生產資材共同採購，此外，也應與資材行及公司組織保持密切關係，
取得合理購買資訊與條件及相關的指導，以確實發揮共同採購的效果。
關鍵字（中）

生產資材、共同採購、參與意願

E92017
計畫名稱（中） 水產品導入 HACCP 的經濟影響與消費者認知
計畫名稱（英）

A Study on Economic Impacts and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HACCP
Implementation on Seafood Sector

計畫主持人

莊慶達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學系

計畫摘要

Seafood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has become a trend on international
trade. Recent incidences of chemical residues were examined in exporting
seafood products which hinder the future export t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particularly. Hence, the perceptions of seafood quality and safety
from a consumer point of view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oncerns are
becoming important. In fact, seafood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are set
into action on the world gradually. It is clear that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is
moving toward to make HACCP as a mandatory requirement for the food
industry. In this study,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perception
of Taiwanese consumers about food safety and issues related to the
HACCP system in the industry. An econometric Logit model was applied
to estim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ceptions of food safety and seafood
consumption in Taiwa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regard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gender, education,
income, eating location and buyer.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nsumer would like to pay more (average 7.81% of current price) for
certified seafood due to safety concerns and time saving, but part of
producers worry the increasing cost when apply the HACCP system. It also
implies incentives of guidance and assistanc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is
needed in the initial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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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中）

水產品、消費者認知、願付價格

E92032
台北悠遊卡使用者搭乘台北大眾捷運之顧客服務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
之相關性研究
A Correlational Study of Customers' Satisfaction and Customers' Loyalty
計畫名稱（英）
toward Taipei Rapid Transit Easy Card Users
計畫名稱（中）

計畫主持人

葉源鎰

計畫執行單位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暨研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究所
近年來智慧卡已廣被許多行業應用作為提升消費過程方便性與安全性
的主要工具，如健保局所發行的 IC 健保卡與內政部所推廣之自然人憑
等。
對於捷運業者而言，如何針對顧客需求改變發展因應策略，進而針對
消費者個別需求提供客制化服務是發展上的重要課題。而智慧卡可大
量儲存消費者使用習性資訊以及其他各項特性正為捷運業之發展上的
關鍵。因此，本研究以瑞士顧客滿意度指標模式(SWICS)進行研究，以
探討台北悠遊卡使用者搭乘台北大眾捷運之顧客服務滿意度與顧客忠
誠度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

計畫摘要

關鍵字（中）

1.

悠遊卡相關硬體方面服務品質的提供比起軟體方面服務品質的
提供對於顧客知覺價值有正向影響。

2.

使用悠遊卡來搭乘捷運所感受的價值會正向的影響顧客滿意度。

3.

使用悠遊卡來搭乘捷運所感受的知覺軟體方面的品質會正向的
影響顧客意見交流的意願。

4.

顧客在對於捷運公司有顧客滿意度後才會對該公司產生忠誠度。

5.

顧客使用悠遊卡搭乘捷運後對於捷運公司的滿意度主要受顧客
對於悠遊卡相關硬體方面的品質及知覺使用悠遊卡搭乘捷運的
價值感受的影響，而其中又以與悠遊卡相關硬體方面的品質的期
望的影響最為重要。

台北大眾捷運公司、台北悠遊卡、顧客忠誠度、顧客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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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中） 應用風險投資組合理論於都市土地使用決策之研究：以地震災害為例
計畫名稱（英）

Applying Portfolio Theory to Land Use Decision Making in Urban Area：
Case Study of Earthquake Risk

計畫主持人

周士雄

計畫執行單位

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系暨研究所

計畫摘要

土地使用風險管理是一個強調能夠建立有效考量潛在自然災害損失與
土地開發利益之間替換效果的決策機制，藉以決定出可因應災害風險
的積極性土地使用策略。本研究以地震可能引發災害為例，透過實證
地區之土壤液化災害為個案研究，建構一個綜合考量災害風險評估、
土地使用以及反映民眾風險認知等資訊的多準則決策方法，目的即在
於提出具有相對風險效益優勢的土地使用組合方案。

關鍵字（中）

土地使用、地震風險、多準則決策分析、風險認知

E92045
計畫名稱（中） 都市住宅之空屋移轉，住宅下濾及家戶遷徙現象
計畫名稱（英）

Urban Vacant Housing Transferring, Housing Filtering, and Households
Moving

計畫主持人

陳彥仲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以實證資料探討住宅空屋之形成、消失及其移轉現象，並引用
馬可夫矩陣運算(Markov process)推論住宅空屋鏈長度。由空屋之移
轉，可以用予觀察家戶選擇住宅型態之轉變、下濾現象，以及在都市
空間區位上之遷移。研究結果顯示，首次購屋之家戶其空屋移轉速度
大於已購屋之家戶的換屋移轉速度。而經實證推論，家戶經由換屋，
確可以提升其住宅消費之福利水準。此外，從家戶之區位遷移，顯示
實證地區之家戶有遷往郊區，形成都市郊區化現象。

關鍵字（中）

下濾現象、住宅、空屋、馬可夫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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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2047
計畫名稱（中） 設計活動層級設計管理工具調查與運用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A Study of Design Management Tools at the Design Activities Level
計畫主持人

鄧成連

計畫執行單位

銘傳大學設計管理研究所

計畫摘要

設計管理之設計行政與設計執行是設計活動中最為頻繁的層級，亦是
設計實務運作中最重要的環節，而設計管理工具是設計管理介入設計
實務運作中最直接與最易被接受的方式之一，本研究以設計活動層級
中可資運用之設計管理工具為探索範疇，透過初期調查，以了解設計
管理工具在設計實務上運用之實況與應用之可能性。主要結果計有：
由文獻探索中整理可資調查與運用之五十五項設計管理相關工具；列
舉出受調查者較熟知之十項工具，熟悉度與重要度之前十項與後十項
工具，並比較不同職稱各自工具項目之差異；發現受調查者越熟悉的
工具則具有越大的重要度；以因素分析將設計管理工具分成四個型態
命名為企劃形、管理形、創作形與量化分析形；而依此四型態分群時，
發現設計師有朝發展企劃與管理工作的傾向，而設計管理者則依然有
眷戀創作工作的迷思。

關鍵字（中）

設計活動、設計管理、管理工具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E92051
計畫名稱（中） 都市再發展政策中主要參與者的差別目標與專業觀點之探討
Differential Involvements and Professional Habtius in the Formation of
計畫名稱（英） Urban Regeneration Policy: on the Perspedtives of the Key Urban
Development Actors
計畫主持人

謝宏昌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研究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所

計畫摘要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方式，針對高雄市都市更新業務單位九
職等以上官員、建築投資公會資深成員、都市更新計畫審議委員、和
參與過高雄市都市計畫的大型工程顧問公司等都市計畫專業主要人員
進行研究。研究內容包括：對於都市再發展願景的態度、公部門土地
和財務涉入規模、私部門土地和財務涉入規模、開發土地面積的大小、
開發空間的量體大小、預期收支平衡的最短年限、可以獲致的公共利
益規模、以及開發的經濟規模等。結果發現，產官學對於都市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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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2051
的目標態度其實頗趨一致，惟建商有略朝經濟目標考量。在對於都市
更新目標方面，產官學都傾向認定是官方職責，特別是在調整土地使
用機能方面；而公部門的作為與公權力施使特別被強調。
經由對於高雄市建商的開發習性作一側寫觀察，我們發現它習慣以小
成本、短期獲利、小規模（100 戶以下，2500 平方米以內面積）的住
宅開發案為主；與其它同業或政府合作開發的經驗不多。至於投資回
收期程，多數建商多以三年內為限，似與都市更新的開發實務經驗不
符。
這些發現顯示，目前在都市更新條例所列舉之獎勵措施與開發機制之
設立規定其實與現實開發商專業觀點和開發習性有相當大差距。
關鍵字（中）

土地開發、空間專業、都市再發展、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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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共
6 碼（例如 E92051）輸入查詢。
對會員制有任何疑問或建議，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或請參考本資料庫網頁【會
員 專區 】。電話 ：(02)27884188 轉 209， 資料組 專員 ，邱亦 秀小 姐； E-mail ：
srda@gate.sinica.edu.tw；URL：http://srd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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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受雇員工薪資調查」簡介
黃瓊瑤
因應國際勞工局編製國際勞工統計年鑑之需，民國四十三年起首由台灣省政府
建設廳按年編製台灣省勞工統計報告，後為配合經濟發展計畫需要並加強辦理勞動
力調查及編製工資、工時統計及生產力統計等，遂由主計處於民國六十一年設置「台
灣地區勞工統計改進工作小組」，全盤策劃建立調查制度，另為凸顯調查內容，民
國七十九年將調查名稱更名為「受雇員工薪資調查」，俾使調查名稱與調查項目更
為相符並沿用迄今，目前該項調查由主計處第四局第五科負責辦理。
受雇員工薪資調查旨在就工商業場所人力需求面，按月蒐集台灣地區各行業事
業單位受雇員工人數、薪資、工時及進退狀況等資料，以明瞭整體勞動市場人力需
求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且為補充受雇員工薪資調查相關資料，另定期辦理受
雇員工動向調查、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或不定期辦理其他專案調查。
受雇員工薪資調查範圍為台灣地區（包括臺灣省、臺北市及高雄市），對象包
括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批發零售及餐飲業、運輸倉
儲及通信業、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工商服務業、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等九大行
業公民營企業之場所單位及其受雇員工。調查項目說明如下：
（一） 受雇員工人數：包括經常員工與臨時員工人數、本月進入人數與退出人
數，係指月底情況。
（二） 受雇員工實際工作總人時數：包括正常工作時數與加班工作時數，係指全
月情況。
（三） 受雇員工薪資：包括經常性薪資、加班費與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全月
情況。
（四） 輔助問題：包括規定放假日數及實際工作日數、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
數、上月底員工總數(營造業為月內人數)；短缺受雇員工人數；生產(或工
程量、營業額等)狀況；生產工員(或營建工員)計酬方式；調整經常性薪資
情形；發放非經常性薪資情形等。
現行受雇員工薪資調查係採分工合作方式按月辦理，於每月一日至二十日為調
查實施時間，蒐集上月資料。由主計處負責統一事項之研訂、方案審定、抽樣設計、
工作協調、調查統計結果之評估、技術指導、薪資指數編算以及統計分析報告撰編
等事宜，各業之調查、催報及初審工作辦理機關詳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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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樣設計方面，此調查之抽樣方式按行業別分別處理，採用全查或截略分層
隨機抽樣法。對各公營事業單位採全查法，民營事業單位依人數規模大小採分層隨
機抽樣法，以員工人數為分層變數，層界之釐定使用達蘭斯尼-哈奇
（Dalenius-Hodges）之近似最適法，各層樣本配置則採紐曼（Neyman）最適配置法，
每一樣本接受調查期間以一年為原則。
母體資料來源係以最新之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母體檔為基礎，並參考工廠校正名
冊及營業稅稅籍主檔資料來加以補充或修正。其細分類行業樣本數量未達五單位者
增至五單位，母體未滿五單位者全部調查。調查方法亦因行業別不同，分別採派員
實地訪問調查或郵寄問卷調查或兩者混合應用方式辦理（參見附表）
。
因「受雇員工薪資調查」調查表共有三種版本，分別適用於民國 76 年 1 月至
80 年 6 月、民國 80 年 7 月至 90 年 6 月、以及民國 90 年 7 月後的調查，加上民國
76 年 1 月至 78 年 6 月、民國 78 年 7 月至 82 年 6 月、民國 82 年 7 月至 87 年 6 月
與民國 87 年 7 月至 92 年彼此間行業編號，及民國 80 年 7 月前後之縣市代號皆略
有變動，為了會員使用上的便利，本資料庫將民國 78、80、82、87、90 年之全年
資料分上下半年整理後，再重新合併為全年資料釋出。
此外，原始資料將受雇員工人數、薪資、工時及進退狀況等資料分為男性監督
及專技人員或職員、女性監督及專技人員或職員、男性非監督專技人員或工員、女
性非監督專技人員或工員、監督加非監督總和或職員加工員總和、短缺受雇員工人
數、進退出人數共 7 個卡別，本資料庫在整理資料時則按卡別依序將其合併。
目前資料庫將釋出民國 76 年至民國 92 年之受雇員工薪資調查資料，釋出項目
有調查表、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以及欄位定義程式檔，歡迎會員至「學術
調查資料庫」政府調查資料專區申請使用。
參考資料來源暨相關網站：
行政院主計處網站（http://www.dgbas.gov.tw）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http://srd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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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受雇員工薪資調查」各業別調查辦理機關、抽樣及調查方式一覽表
業別

(一)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辦理機關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抽樣方式

調查方式

全查

抽查

ˇa

ˇ

派員實地訪問

ˇ

郵寄問卷調查 e

台北市政府主計處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二)製造業

經濟部統計處

ˇb

(三)水電燃氣業

經濟部統計處

ˇ

(四)營造業

內政部營建署

郵寄問卷調查
ˇ

派員實地訪問

ˇ

派員實地訪問

ˇ

郵寄問卷調查 f

台北市政府主計處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五)批發零售及餐飲業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交通部統計處

ˇc

(七)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財政部統計處

ˇ

(八)工商服務業
(九)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

派員實地訪問
ˇ

郵寄問卷調查

財政部統計處

ˇ

派員實地訪問

行政院主計處規劃

ˇ

派員實地訪問

d

各縣市政府主計處
(室)辦理查報
註：a. 土石採取業及其他礦業為截略分層最適抽樣法外，餘採全查。
b. 公營事業單位、加工出口區與新竹科學園區內之廠商全查，其餘各細行業採抽查。
c. 公營事業單位（含鐵路運輸業、港埠業、郵政業、電信業）、汽車客運業及航空運輸
業全查，其餘民營各業採抽查。
d. 金融保險業為全查，不動產業採抽查。
e. 必要時得派員實地訪問調查或催查。
f. 公營事業單位採郵寄問卷調查，其餘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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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追蹤資料庫」資料結構介紹
蘇婉雯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al Panel Survey，以下簡稱
TEPS）係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和國科會共同規劃的一項全國性長期的調查計畫。
該資料庫是以問卷調查方式，向國中、高中、高職、及五專學生收集資料。同時，
再以這些學生為核心，擴及瞭解影響學生學習經驗最主要的學生家長與老師等幾個
因素。目前 TEPS 已著手進行第三波的資料收集工作。
TEPS 釋出資料等級共分三級，分別為：公共使用版、限制使用版與現場使用
版。公共使用版提供連結家長與學生資料的相關資訊；限制使用版提供學生與老師
之間的連結；現場使用版提則供學校別、班級別與任教科目別等資訊，供使用者進
行各種資料檔間的連結。第一、二波調查之公共使用版、限制使用版與現場使用版
-虛擬版的資料已陸續釋出，下文依次介紹各級資料內容與之間的檔案架構差異。
一、公共使用版
公共使用版釋出實際受訪學生中 70％的樣本，計有學生問卷、家長問卷、學生
表現評量、老師問卷（分為以「學生」為單位和以「班級」為單位兩種）等資料，
但僅提供「學生代碼」作為學生與家長間的資料連結依據，並無「學校代碼」
、
「班
級代碼」與「任教科目」等資訊，因此無法瞭解哪些學生是同一班級，或是否由同
一位老師所教。
表一 公共使用版檔案結構說明
問卷名稱

說明

學生問卷、

可利用學生代碼做連結。

家長問卷、
學生表現評量

不提供學校與班級的代碼，因此無法知道有那些學生是同一所學校
(或是同一個班級)。

老師問卷

僅第一波提供此檔案，含老師問卷第四部分(學校的行政與資源)，有

(以班級為單位)

科目代碼來區分導、國、英、數老師。
以班級為單位，一個導師班就有一筆導師資料，若有一位老師教授兩
班國文課，則該位老師的問卷資料會重複出現兩次。但無「學生代
碼」，因此無法與學生資料進行連結。
檔案有班級樣本權數可供加權使用，但無法與其他檔案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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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名稱

說明

老師問卷

共有四個檔：導師問卷、國文老師問卷、英文老師問卷、數學老師問

(以學生為單位)

卷，不含問卷第四部分。
為公共使用版中各個學生的老師問卷資料，因此各個「老師問卷檔的
資料筆數」與「學生問卷檔的資料筆數」應相同(若某國文老師教五
位學生，在國文老師問卷資料檔中，該國文老師資料則會重複出現五
次)，若有不同則表示該生的老師問卷回收有問題。此外，資料中無
「學生代碼」，因此無法與學生資料進行連結。
四個老師資料檔皆包括「學生樣本權數」
、
「學生利用 IRT 1-p 模式估
算綜合分析能力測驗答題行為所得到的學生能力估算值」(IRT scoreall1p/updated1)等資料。
老師問卷檔中並無老師樣本權數，使用者須利用「老師問卷檔中的學
生樣本權數」進行分析，且所做出的推論必須是以學生的樣本權數為
依據。

二、限制使用版
限制使用版抽取資料的方式乃從受訪班級中隨機抽取 70%的班級，稱之為「預
定釋出班級」
；從受訪的學校中隨機抽取 85%的學校，稱之為「預定釋出學校」
，落
於「預定釋出班級」與「預定釋出學校」的公共使用版學生，其「老師問卷」
、
「老
師對班級的評量」為限制使用版的老師資料。
表二 限制使用版檔案結構說明
問卷名稱

說明

老師問卷

共有四個檔：導師問卷、國文老師問卷、英文老師問卷、數學老師問

(導師、國文、英

卷。不含問卷第四部分。

文、數學)

四個資料檔皆包含「學生代碼」，可與公共使用版的學生資料檔進行
合併，合併後即可知道學生的各科老師為誰。
老師問卷檔中並無老師權重，使用者必須利用「老師問卷檔中的學生
權重」進行分析，且所做出的推論必須是以學生的權數為依據。

老師對班級評量

共有四個檔：導師對班級評量、國文老師對班級評量、英文老師對班

(導師、國文、英

級評量、數學老師對班級評量。

文、數學)

四個資料檔皆包含「學生代碼」，可與公共使用版的學生問卷資料檔
進行合併。
老師問卷檔中並無老師權重，使用者必須利用「老師問卷檔中的學生
權重」進行分析，且所做出的推論必須是以學生的權數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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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場使用版
現場使用版共有「虛擬版」、「試用版」與「正式版」三種版本，「虛擬版」為
模擬 10 所學校的小樣本資料，供使用者先瞭解現場使用版之檔案架構與變項內容，
並得以先行撰寫程式，減少現場使用時所需時間；「試用版」則是為了方便正式版
申請者準備申請文件，由 TEPS 隨機抽取 15％的小樣本資料做為試用版，供使用者
撰寫論文/計畫摘要；最後，「正式版」為完整的樣本資料，僅提供研究機構與公務
機關的研究需要使用。「試用版」與「正式版」僅限申請者預約後至調查研究專題
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以下簡稱 SRDA）現場使用。
日前 SRDA 已開放國中「現場使用版-虛擬版」問卷資料的下載（含第一波及
第二波調查）
。
「現場使用版-虛擬版」提供「學校代碼」
、
「班級代碼」
、
「任教科目」、
「科任班級編號」（含國文、英文、數學）等資訊作為檔案連結依據，列圖表說明
於下：
表三 「現場使用版-虛擬版」檔案結構說明
問卷名稱

說明

學生問卷、

可利用學生代碼做三個檔案間的連結。

家長問卷、
學生表現評量

可利用「學校代碼」或「班級代碼」做階層模型分析。
因應科目分組教學的問題，學生問卷除「班級代碼」(可視為
導師班級編號)外，還加入「科任班級編號」(如：國文班級編
號、英文班級編號與數學班級編號)，供做與科任老師連結之
依據。

老師問卷

老師問卷檔案，包含導師與科任老師資料（但不含問卷第四部
分）。可利用「任教科目」區分導、國、英、數等老師身份。
連結老師與學生的資料時，請利用學生檔中的「科任班級編號」
與老師問卷檔中的「班級代碼」加上「任教科目」的資訊進行
連結(參考圖一)。
需先與學生問卷檔合併後，才能利用「學生代碼」與家長問卷、
學生表現評量資料合併。

導師對班級評量

與學生的資料連結時，請利用學生檔中的「科任班級編號」與

科任老師對班級評量

老師檔中的「班級代碼」加上「任教科目」的資訊進行連結（參
考圖一）。
科任老師對班級評量檔案，可利用「任教科目」區分導、國、
英、數等老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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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TEPS「現場使用版-虛擬版」釋出資料檔合併使用變項示意圖
<問卷種類>

說明： 檔案中包含代碼
合併使用變項
<學生表現評量資料檔>

學校代碼
班級代碼
學生代碼
學生代碼 vs.學生代碼

導師資料：

學生代碼 vs.學生代碼

<學生問卷資料檔>

<家長問卷資料檔>

學校代碼
班級代碼
學生代碼

學生代碼
vs.
學生代碼

班級代碼 vs.班級代碼+任教科目

學校代碼

<老師問卷資料檔>

班級代碼

學校代碼

學生代碼

班級代碼

國文班級編號

任教科目

英文班級編號
數學班級編號

科任老師資料：
科任班級編號 vs.班級代碼+任教科目

班級代碼 vs.班級代碼

科任班級編號 vs.班級代碼+任教科目

<科任老師對班級評量資料檔>
<導師對班級評量資料檔>

學校代碼

學校代碼

班級代碼

班級代碼

任教科目

對各項問卷內容有興趣者，可至 TEPS 網頁(http://www.teps.sinica.edu.tw/)查
詢。現場使用版-虛擬版不限使用者身分，非 SRDA 會員亦可以使用，歡迎有興趣
者 來 信 srda@gate.sinica.edu.tw 索 取 ， 或 利 用 學 術 調 查 研 究 資 料 庫 網 頁
(http://srda.sinica.edu.tw)【大型學術調查】→【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查詢相關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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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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會員人數
共 1768 人：包括一般會員 960 人，以及臨時會員 808 人（有效數字至九十四年十
一月底）。
一般會員包括：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85 人；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
校教師 852 人；政府機構相關研究人員 1 人；捐贈資料單位代表 7 人，調研中心工
作人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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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
人；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臨時性研究人員 17 人；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臨時性
研究人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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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年九月至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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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80%
60%

369

560

555

69
42

91
41

180
68

40%
20%
0%

94 年 9 月

94 年 10 月

94 年 11 月

大型主題計畫下載人次統計（有效數字自九十四年九月至十一月底）


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37 人次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66 人次



台灣地區家庭與生育力調查系列──4 人次



台灣選舉調查資料──13 人次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15 人次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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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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