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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王文心
 訪員、督導訓練手冊出版，歡迎洽購
「電訪員訓練手冊」
、「面訪員訓練手冊」及「面訪督導訓練手冊」已於九月份
正式出版，這三本手冊分別為關於訓練電訪員、面訪員及面訪督導進行標準化調查
管控的教學手冊，藉由這些手冊的出版，希望可為調查研究領域的先進和後輩們，
提供教學相長及經驗交流的機會，進而共同提升調查訪問的資料品質。
手冊每本訂價 150 元，公家機關、學校、學術單位或一次購買 20 本上打八折，
SRDA 會 員 享 有 同 樣 優 惠 ， 不 收 郵 資 ， 手 冊 目 錄 及 更 多 資 訊 請 上 網 查 詢 ：
http://www.sinica.edu.tw/as/survey/，或電洽：(02)2788-4188 分機 506，謝小姐。


「調查研究專家論壇」試用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即日起成立『調查研究專家論壇』(Survey Research Expert
Forum, SREF)，目的在提供研究人員及專業人士一個關於調查研究理論、方法及應
用的討論園地，藉此凝聚調查研究之專業社群，以促進知識討論、意見交流和學術
合作。歡迎大家踴躍參與！網址：http://sref.survey.sinica.edu.tw/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光碟歡迎索取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主辦的第六屆「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已於
8 月 30、31 日圓滿落幕。目前尚有會議光碟（內含會議全部論文 48 篇及專題演講）
及以下場次論文集（一場次一本）可提供索取，索完為止。各場次之論文題目及作
者，敬請參考議程（http://www.sinica.edu.tw/as/survey/2006/2006p4.pdf）。
英文場次
• Keynote Speech

• Sampling

• Survey Design

• GIS and Survey Research Methodology

• Weighting

• Survey Error

中文場次
• 電訪調查（中文）

• 抽樣及調查（中文）

索取方式：請載明收件者地址、姓名及索取資料明細（請務必註明「場次名稱」）
，
並附上足額郵票（每索取一本請附 10 元郵票，兩本 20 元，以此類推。光碟免費），
寄至：115 台北市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調查研究
研討會」 收 。如僅需索取光碟，請直接 e-mail：srcsr@gate.sinica.edu.tw 告知收件
者地址、姓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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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釋出消息
邱亦秀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於 95 年 6 月至 8 月間開放釋出資料如下：
【大型學術調查】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現場使用-正式版

現場使用版分為虛擬版、試用版與完整版等三個版本，日前三種版本資料均已
釋出。虛擬版資料模擬第一、二波的國中資料，以供使用者瞭解現場使用版的檔案
架構與變項內容，無申請資格限制，可從網站下載。試用版與正式版需申請帳號後，
於線上預約現場使用時段。相關申請資格與預約說明，請上網查詢。網址為
http://srda.sinica.edu.tw/TEPS/index.aspx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第一年主樣本調查資料（RI1999）權數檔釋出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根據調查年度之人口結構與抽樣方式進行調查資料檔
權數的計算，權值（變項名稱 weight）位於資料檔最後，並附加權說明文件，詳
列母體資料來源、加權前後樣本代表性檢定結果等，歡迎有興趣者下載使用。
該項調查計畫資料釋出的項目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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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料依各學門類型列出如下：
心理學
E92027 親子在教養上的認知差異：影響子方教養知覺的因素探討∕陳富美
E92036 組織公民行為：角色定義及其前置要素之探討∕郭建志
社會學
E90047 有機農產品消費者飲食生活知識管理之研究∕董時叡
E92023 順服與抵抗：台灣高科技產業工程師勞動體制研究∕潘美玲
E93013 兒少時期曾目睹婚暴暨受虐對青年的長期影響及其危險與保護因子∕沈
瓊桃
E93024 由供需角度探索社區介入方案中居家服務模式之發展∕劉立凡
傳播學
E91081 數位時代的新聞職業：資訊傳播新科技對新聞記者及其工作（場所）的影
響評估研究（Ⅰ）∕羅世宏
政治學
2

E93030 我國「管制影響評估」架構與評估標準建構之經驗研究∕張其祿
經濟學
E91064 條件評估法中近似理想誘導支付模式之建構：生物多樣性資源價值之探討
與評估∕吳珮瑛
E93044 生質柴油之料源供給、不確定需求及潔淨能源技術的整合研究∕黃宗煌
管理學
E89103 專案團隊形成階段、成員角色扮演與團隊認知之關聯性研究∕汪美香
E90067 醫院的策略行為與經營績效關係之探討∕黃國哲
E91039 性別相關因素與工作－家庭衝突關係之研究：家庭支持方案與上司支持的
干擾效果∕許碧芬
E91044 非典型僱傭關係下，員工對組織的態度及工作行為之探討∕葉穎蓉
E91058 創業資源、動態能力與創新營運績效之研究：以高科技廠商為例∕巫立宇
E92013 醫院競爭優勢的研究：策略能力的評估∕黃國哲
E92041 簡式 36 健康問卷電腦適性化：與紙筆施測模式之同質性及在臨床醫療照
護的實用性之研究（Ⅰ）∕曾旭民
教育學
E92015 兼職工作對大學生工作價值觀影響之研究∕胡蘭沁
E92021 台灣休閒專業教育課程建構之研究∕李晶
藝術學
E92026 西裝布料的質感構成意象之研究∕莊明振
區域研究
E91017
E91021
E92008
E92024
E92029
E92034
E93035
E93048

旅遊網站服務品質評估量表建構之研究∕何昶鴛
景觀結構影響居民對綠地認知之探討∕張俊彥
農業旅遊潛力效益與經營管理之研究（Ⅲ）∕林晏州
民間投資運輸建設之管理代理、產品特性與激勵契約研擬∕江瑞祥
台灣地區居民休閒生活型態與身心健康關係之研究∕劉孟奇、鄭健雄
台灣私有土地用於保育野生物棲地之自願誘因機制分析∕鄭蕙燕
住宅自我意識與鄰近性對通勤運具選擇的影響：以台北捷運為例∕蔡育新
應用災害風險資訊於土地使用規劃之效用評價分析∕周士雄

其他
E93018 護理在職進修媽媽學生角色緊張及相關因素探討∕林俐伶
C00145 九十三年中央研究院餐廳餐飲衛生服務問卷調查∕謝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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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9103
計畫名稱（中） 專案團隊形成階段、成員角色扮演與團隊認知之關聯性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Relationship of Forming Stage of Project Teams, the Roles of Team
Members and the Perception of Teams

計畫主持人

汪美香

計畫執行單位

崑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計畫摘要

隨著不同的專案團隊形成階段，成員可能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本文
目的在探討成員之角色扮演與專案團隊認知及專案團隊績效之關聯
性。研究結果發現，其間的確有顯著關係存在。亦即，在不同專案團
隊形成階段，團隊成員需扮演不同的角色(過程導向角色∕任務導向角
色)，而其對於專案團隊之認知與團隊績效之影響也不相同。因此，為
使團隊有較佳的表現，不同的專案團隊形成階段，成員應扮演不同的
角色，除可提高其對於專案團隊之認知外，更可增進專案團隊之績效。

關鍵字（中）

專案團隊績效、團隊成員、團隊認知

計畫執行期間 2000/08/01—2001/07/31

E90047
計畫名稱（中） 有機農產品消費者飲食生活知識管理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A Study of Dietary-specific Knowledge Management among Organic
Product Consumers

計畫主持人

董時叡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推廣教育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8/01—2002/07/31
研究所
台灣的農業在追求高科技，不重視環境保育工作的發展下，導致農產
品污染情況嚴重，消費者面臨高飲食風險的窘狀，有志於避險者相繼
投入有機農產品的飲食，卻面臨有機知識範圍廣泛，而且眾說紛云，
莫衷一是的困境，知識管理成為追求有機飲食生活型態者的一大考驗。

計畫摘要

本研究嘗試探索和分類有機農產品消費者所建立的飲食生活型態，以
及在有機相關知識管理上的實施、問題情況、策略和所使用的知識科
技，同時釐清飲食生活型態和知識管理方式間的關聯，期望能建立幾
個能為一般消費大眾接受的有機飲食生活模式和知識管理策略，以健
康的有機飲食生活型態的建立，裨益於有機農產品之穩定消費和有機
農業之發展。
在有機飲食生活知識之內涵上，將以生活面知識為主，輔以生產和生
態知識的架構，在生活知識上以產品購買、辨識、烹調和養生保健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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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0047
面為重點；在知識管理的探討上，則以自主型和知覺型知識為主，著
重於知識的選取、轉化、接受、創造、儲存、分享和使用等過程，同
時注意其知識社會化、結合、內化和外化等轉換情況，嘗試將用於組
織層面的知識管理概念，應用於個人和家庭的層次。
在研究方法上，將以參與觀察輔以深度訪談的方式為主，佐以簡單的
背景資料問卷調查，研究者將以生機飲食實踐者的身份，對各參與的
家庭進行飲食生活型態和知識管理的觀察紀錄和訪問。抽樣上將以判
斷性抽樣和滾雪球抽樣方式，選取 30 至 50 戶採行有機飲食生活的家
庭進行研究。
關鍵字（中）

生機飲食、有機飲食、有機農業、知識管理、飲食生活型態

E90067
計畫名稱（中） 醫院的策略行為與經營績效關係之探討
計畫名稱（英）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rategic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of Hospitals in Taiwan

計畫主持人

黃國哲

計畫執行單位

臺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8/01—2002/07/31
所

計畫摘要

以往之研究少有對於影響醫院策略行為的相關因素、醫院所採取策略
的執行情形、及策略行為對其營運績效的影響等議題做深入之探討。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影響醫院策略行為的相關因素、醫院所採取策
略的執行情形、及策略行為對其營運績效的影響等議題。本研究以加
入健保特約並通過醫院評鑑地區教學醫院層級以上之醫院為研究母群
體，其中醫學中心（含準醫學中心）17 家、區域醫院（含準區域醫院）
63 家、及地區教學醫院 48 家，合計 128 家受訪醫院(民國 90 年資料)。
最後順利完成郵寄問卷調查及電話訪談的醫院計有醫學中心 6 家、區
域醫院 33 家、地區醫院 23 家，共有 62 家醫院參與，回覆率達 48.4%。
受訪醫院所採取的策略以策略聯盟方式佔絕大多數，共有 50 家醫院
(80.6%)，次多者為差異化策略，計有 45 家醫院採用(72.6%)，採取併
購策略的醫院最少，僅有 7 家(11.3%)。經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
分析、及複迴歸分析進行檢定後，結果顯示差異化策略及集中策略對
於醫院的經營績效之改善(如門、急診人次增加，佔床率增加等)，其影
響程度最為顯著。

關鍵字（中）

服務品質、策略行為、策略管理、經營績效、醫院、醫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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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1017
計畫名稱（中） 旅遊網站服務品質評估量表建構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Quality Scale for Travel Websites
計畫主持人

何昶鴛

計畫執行單位

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8/01—2003/07/31
系

計畫摘要

有鑒於旅遊網站數目與其消費人口迅速成長，網站之服務品質評估成
為值得重視與探討的議題。以舊有之消費環境所發展之評估量表
（SERVQUAL）加以改良、擴充而應用於網際網路線上服務之方式，
其適用性或量表構面是否產生結構性變化均待深入研究。由於目前尚
缺乏一套具系統性、穩固性，以及涵蓋旅遊網站資訊提供、社群經營
與電子商務服務類項之服務品質評估量表，因此，本研究乃嘗試發展
此一量表。參考過去相關文獻，融合質化與量化方法，本研究建構四
階段之量表發展程序，包括：量表初步設計與精簡、應用質化方法修
飾第一階段所發展之量表、以及第二次問卷調查與量表再次精簡。根
據此一多階段之程序，本研究應用多種統計分析方法，包括：探索性
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以及 Cronbachα係數，使評估量表之效
度與信度獲得充分地檢驗並揭露其因素結構。研究結果除了確切掌握
網路使用者對旅遊網站服務品質之重視屬性與因素構面，亦提供網站
業者評估其服務品質或擬訂未來經營方向的依據。

關鍵字（中）

服務品質、旅遊網站、評估量表

E91021
計畫名稱（中） 景觀結構影響居民對綠地認知之探討
計畫名稱（英）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dscape Ecology Structure and Residences'
Natural Perception

計畫主持人

張俊彥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計畫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乃藉由實地問卷調查，配合修正之相片基本圖，分別探
討：1.景觀生態結構對居民綠地認知的影響；及 2.居民綠地認知對其居
住總滿意度之影響。並應用景觀生態學的空間分析理論，探討景觀生
態結構中：面積（Area in Hectares）、塊區數目（Number of Patches）、
平均塊區大小（Mean Patch Size）、平均形狀指標（Mean Shape Index）、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8/01—200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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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1021
平均塊區碎形維度（Mean Patch Fractal Dimension）、塊區密度（Patch
Density）及面積權重形狀指標平均值（Area-Weighted Mean Shape
Index）等七種指標對居民綠地認知的影響；及居民綠地認知對居住總
滿意度的影響。
本研究選擇範圍以台中市南區都市及都市郊區為研究區域，於範圍內
選取 41 個樣點。並於各點以問卷方式調查。利用 ArcView GIS 3.2 版
整合整體的空間資訊，套疊繪製 41 點之景觀綠地區域結構，再以
FRAGSTATS for ArcView 運算景觀結構之各指標，並以 SPSS for
Windows 10.0.7 將景觀生態結構與居民綠地認知以及居民綠地認知與
居住總滿意度作 Pearson 相關分析。
本研究結果驗證景觀結構林地、農地指標之平均塊區大小和農地指標
之平均形狀指標（MSI）、面積權重 MSI（AWMIS）會影響居民綠地
認知，以及居民綠地認知會影響其居住總滿意度。即當平均塊區碎型
維度越高時，居民對綠地認知越強烈；而當居民對綠地認知越強烈時，
居民之居住總滿意度越高。
關鍵字（中）

土地使用、自然、塊區、綠地、認知

E91039
性別相關因素與工作—家庭衝突關係之研究：家庭支持方案與上司支
持的干擾效果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Related Variables and
計畫名稱（英） Work-Family Conflict: Family-Supportive Programs and Supervisory
Support as Moderators
計畫名稱（中）

計畫主持人

許碧芬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8/01—2003/07/31
系暨研究所

計畫摘要

台灣社會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女性投入勞動巿場，在此轉變下，男性
或女性都必須扮演多重的角色，而在時間與精力有限下，同時要扮演
好每個角色，往往容易產生角色間的衝突。許多研究指出，工作-家庭
衝突會產生個人生理及心理負面的影響，包括個人身體健康受到威
脅、情緒低落、無法稱職地扮演父母親的角色，而造成家庭、婚姻及
生活滿意度下降。在工作上，會造成生產力下滑、遲到、缺席、離職、
士氣低落、工作滿足降低、工作生活滿意度下降，以及降低組織承諾
等現象。由此可知，工作-家庭的衝突對企業而言是不可漠視的課題。

7

E91039
而工作-家庭衝突之來源，以工作與家庭兩個領域內之壓力源與角色期
望為主。在家庭情境因素方面，員工性別有關的角色期望與規範，是
影響個人工作-家庭衝突的主要因素之一。至於工作情境，雇主亦可提
供家庭支持方案（family-supportive programs；FSPs），或是藉由上司
的工作支持與家庭支持行為，協助員工平衡工作與家庭角色的責任。
而組織的家庭支持方案與上司支持行為，可能對性別相關因素與個人
工作-家庭衝突間的關係，產生干擾效果。本研究的目的有三，一是探
討性別相關因素與工作-家庭衝突的關係，尤其是生理性別或性別角色
的影響孰重。二是探討在企業提供之家庭支持方案的干擾下，性別相
關因素與員工工作-家庭衝突之關係。三是探討在上司之支持行為的干
擾下，性別相關因素與員工工作-家庭衝突之關係。
本研究蒐集了 238 位任職於高科技產業且至少有一個未成年小孩的雙
薪夫妻資料，結果顯示性別角色比生理性別更能解釋員工的工作-家庭
衝突。而組織的家庭支持方案與管理者的上司支持行為也對性別相關
因素與工作-家庭衝突間的關係，具有部分的干擾效果。
關鍵字（中）

上司支持、工作-家庭衝突、性別、性別角色信念、家庭支持方案

E91044
計畫名稱（中） 非典型僱傭關係下，員工對組織的態度及工作行為之探討
計畫名稱（英）

Employee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under the Non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

計畫主持人

葉穎蓉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8/01—2003/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以社會比較理論為分析架構，探究員工僱用身分對其工作態度
及行為的影響。在以中北部稅捐稽徵機關之臨時員工與正式員工為樣
本的調查中發現，相較於正式員工，臨時員工對雇主的心理契約期待
較少，展現較少的組織公民行為，但有較強的情感性組織承諾。另外
雇主履行心理契約與情感性組織承諾的關係受僱用身分的干擾，干擾
的方式是對正式員工的影響大於對臨時員工的影響。這些結果顯示，
僱用身分在僱用關係中確實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不同的僱用身分，
不但會影響員工如何看待自己與雇主間的交換關係，也藉著工作行為
反應出他們對於此交換關係的感受。文中對這些結果進行討論，並提
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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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中）

心理契約、非典型工作安排、員工態度、組織公民行為

E91058
計畫名稱（中） 創業資源、動態能力與創業營運績效之研究：以高科技廠商為例
計畫名稱（英）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Entrepreneurial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in High Technology Firms

計畫主持人

巫立宇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國際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8/01—2003/07/31
商務系

計畫摘要

動態能力的觀念自 Teece 等人（1997）提出後，後續雖有部分延伸研
究，然僅止於觀念性的探討，實證的文章並不多見。本研究延續動態
能力的觀念，初步嘗試結合創業與動態能力兩項議題進行研究，並輔
以台灣高科技廠商的實際資料加以驗證。本研究發現：當面對高速變
動的環境，高科技新創企業擁有的創業資源（如創業者資源、相關支
援廠商提供的資源），並不會直接影響新創企業的營運績效。這些創
業資源必須透過動態能力才會影響創業營運績效。亦即，動態能力為
創業資源與創業營運績效之間的關鍵中介變數。此外，動態能力可由
「整合資源的能力」、「重新配置資源的能力」、「學習能力」等三
項指標來衡量。

關鍵字（中）

動態能力、創業資源、創業營運績效

E91064
條件評估法中近似理想誘導支付模式之建構：生物多樣性資源價值之
探討與評估
Design of an Almost Ideal Elicitation Method in Contingent Valuation:
計畫名稱（英）
Scrutiny and Evaluation of the Benefit of Biodiversity
計畫名稱（中）

計畫主持人

吳珮瑛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8/01—2003/07/31
暨研究所

計畫摘要

本研究建構一個擁有四階段決策過程的條件評估法，稱為「近似理想
誘導支付條件評估模式」，此模式的前三階段是採用二元選擇設計，
受訪者面對此種方式不僅容易回答，且在一連串的選擇過程後，可以
將願意支付額度具體地用單一數值呈現。同時，近似理想誘導支付模
式是在最適設計原則下，制訂前三階段之受訪額度。在如此的設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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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理想誘導支付模式不僅能使各個階段的效率值隨著階層增加而改
善，也能夠將效率值控制在特定範圍內。同時，由近似理想誘導支付
模式所獲得的最佳效率指標值，可以繪製出最佳效率邊界，依此可以
做為其他實證研究，估算所得之願意支付價值估計效率性的比較與對
照。
為了驗證近似理想誘導支付模式之可行性與實用性，本文選擇一個具
有生物多樣性功能之黑面琵鷺保護區做為效益評估對象。然而，除了
關心效益的評估結果外，同時也探討經濟學者從事效益評估背後所隱
含的哲學基礎。為呈現黑面琵鷺保護區的多元價值，本研究在問卷設
計中預擬規劃一個兼具旅遊、就業與保育價值內涵的方案，並且採用
近似理想誘導支付模式，評估此一多樣性資源之價值。

關鍵字（中）

由實證估計黑面琵鷺保護區多元價值可知，依近似理想誘導支付模式
理論上所繪製的最佳效率邊界，可以做為其他多種實證估計效率性的
比較基準，比如，實證估計時會考量選擇不同的分配函數型態、設定
不同的估計函數形式、以及納入受訪者之特質等，此時，可以比較在
這些情況下，各種平均願意支付價格效率性與最佳效率值之差異。結
果顯示，當實證採用的模型設定愈符合理論上的理想狀況時，則實證
效率指標值會愈接近最佳效率指標值，同時實證效率線也會愈靠近最
佳效率邊界；反之，若差異的情況愈多，則會愈偏離最佳狀況。
四階層誘導支付方式、生物多樣性、效用主義、效率指標值、最佳效
率邊界

E91081
數位時代的新聞職業：資訊傳播新科技對新聞記者及其工作（場所）
的影響評估研究（Ⅰ）
The Profession of Journalism in the Digital Age: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計畫名稱（英）
ICTs on Journalists and Their Workplace(Ⅰ)
計畫名稱（中）

計畫主持人

羅世宏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

計畫摘要

本 研 究 擬 探 討 資 訊 傳 播 新 科 技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 如 新 聞 編 採 自 動 化 系 統 、 電 腦 輔 助 報 導
（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 CAR）與電子新聞採訪（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 ENG）與網際網路(the Internet)，對新聞工作者及其工作場所
所帶來的機會與挑戰。核心研究問題聚焦於兩個層面：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8/01—2003/07/31

10

E91081
（1）

（2）

資訊傳播新科技對新聞工作的影響。本研究將分析資訊傳播新
科技對媒體從業人員勞動過程（新聞記者角色及編採新聞方
式）的影響，研究重點包括：新聞從業人員的生涯規劃、專業
意理、工作權與就業安全感、技能組合（skill profile），另外，
他們對於新聞工作與對其所工作的媒體的態度，以及新聞從業
人員對資訊傳播新科技的調適與抗拒情形，也將會是本研究的
核心議題；
資訊傳播新科技對新聞室（即新聞媒體組織/工作場所）的影
響 ， 亦 即 探 討 在 數 位 時 代 下 ， 新 聞 室 的 重 構 （ workplace
restructuring）、媒體產業的勞資關係、新聞媒體的組織結構與
商業營運方式的變遷，同時將組織結構、經營管理方式及市場
競爭等因素納入分析。

本研究第一階段擬以問卷調查二百位新聞產業工作者，並在第二階段
輔以深度訪談。透過此一研究，可以增進我們對於新聞職（產）業如
何因應數位時代的瞭解，以及新聞產業勞資間的變動權力關係，並且
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人與科技的關係，特別是反省關於科技與人文的
若干鉅型命題〔例如：「科技創造或摧毀就業機會」、「科技使勞動
過程發生技術剝離（deskilling）或促進再技術化(reskilling)的狀況」，
以及「資訊傳播新科技如何影響資訊工人的勞動方式」〕。
關鍵字（中）

多重技能、勞動條件、新資訊傳播科技、新聞工作、數位化

E92008
計畫名稱（中） 農業旅遊潛力效益與經營管理之研究（Ⅲ）
計畫名稱（英）

A Study on Agri-tourism: its Potential, Benefi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Ⅲ)

計畫主持人

林晏州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學院園藝學系

計畫摘要

本研究將研究內容分為兩部份，一部份為經由農業旅遊相關政策、法
律的整合分析，探討農業旅遊發展的阻礙與問題，另一部份則為農業
旅遊供給面、需求面的三階段問卷訪談，研究結果為 1.共收集 879 處
之農業旅遊據點，並將據點依照經營特性分為幾類。2.經業者訪談與實
際調查結果，發現休閒農場與休閒農業區在經營本業、投入成本、遊
客穩定性等方面，皆有差異性存在。3.需求面之休閒農場遊客調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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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中）

果，發現休閒農場之實質環境不同，遊憩者之滿意度、需求與遊憩特
性皆會有差異。4.休閒農場、休閒農業區與非農業旅遊地點之遊客間，
具有不同的遊客特性與遊憩動機。5.休閒農場、休閒農業區與非農業旅
遊地點之遊客，對各項環境屬性之重視程度不同。6.遊客的遊憩動機與
其對各項遊憩環境屬性重視程度具相關性。最後本研究將把調查與訪
談資料彙整，提出農業旅遊在法令政策、經營管理方面的建議。
休閒農場、休閒農業區、農業旅遊、遊憩動機、遊憩環境屬性重視程
度

E92013
計畫名稱（中） 醫院競爭優勢的研究：策略能力的評估
Research o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Hospital Industry: Evaluating
計畫名稱（英）
Strategic Competencies
計畫主持人

黃國哲

計畫執行單位

台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系暨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研究所

計畫摘要

本研究計畫的研究目的係在評估國內醫院的策略能力，以分析醫院競
爭優勢的來源，並探討其與營運績效間的關係。本研究以加入全民健
保特約並通過醫院評鑑地區醫院層級(含)以上之醫院(民國 92 年資料)
為研究母群體，其中醫學中心有 17 家，區域醫院有 72 家，地區醫院
則有 406 家，合計 495 家受訪醫院。本研究以結構式問卷進行調查，
問卷詢問對象則設定為受訪醫院的院長、副院長、或管理中心主任等
高階經營主管。問卷調查進行過程中發現，由於有 5 家私立地區醫院
改為診所及其它因素，使得研究母群體的醫院數變成 487。回覆問卷數
計有 198 份，回覆率則為 40.7%。扣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數為醫
院中心 8 份，區域醫院 42 份，地區醫院為 144 份，共計 194 份；有效
回覆率則為 39.8%。實證結果顯示，回覆之樣本醫院中曾採取低成本
策略做法者最多，其次則為水平整合策略及垂直整合策略。受訪醫院
的高階主管自評各種策略行為中，對於醫院策略能力的提升最有助益
者分別為：(1)競爭優勢的建立–採取差異化策略；(2)獲利能力的提
升–屬於醫院系統的成員；及(3)成長能力的提升–採取差異化策略。
另一方面，受訪醫院的高階主管自評該院在當地同業間之競爭力屬於
「普通」者最多，屬於「非常不好」者最少。綜而言之，國內醫院大
多曾採取多種策略行為，而不同類型的策略行為對於其策略能力的提
升會呈現不同的影響力，研究結果對於醫院的管理階層建立該院之持
續性競爭優勢應有所幫助。
12

E92013
關鍵字（中）

策略能力、醫院、競爭優勢

E92015
計畫名稱（中） 兼職工作對大學生工作價值觀影響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Effect of Part-time Work on the Work Valu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計畫主持人

胡蘭沁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育學系
近年來社會環境快速變遷，大學生兼職打工現象逐漸普遍，其工作價
值觀也隨之產生顯著改變。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大學生兼職對其
工作價值觀之影響，分析中同時控制個人背景等相關影響因素。

計畫摘要

本研究將工作價值觀分為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兩層面，共包括八大面
向，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全國北、中、南三地區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回收有效樣本 1881 份。研究分析結果重大發現有：不同背景之大學生
兼職工作狀況有明顯差異；女大學生對工作中人際互動關係較為重
視；不同學院大學生在工作價值觀上有顯著差異；以及大學生兼任自
主性、技術性較高之工作可以加強其對工作內在價值之重視等。
依據本研究分析結果，建議教育相關單位加強大學通識教育，對不同
學院著重不同領域之通識課程。並加強輔導大學生校外打工，鼓勵並
協助學生選擇合適之兼職工作，並可正式規劃成為學生就業輔導工作
之一部分。

關鍵字（中）

大學生、工作價值觀、內在價值觀、外在價值觀、兼職工作

E92021
計畫名稱（中） 臺灣休閒專業教育課程建構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Study on Leisur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rogramming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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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08/01—2004/07/31
閒管理研究所

計畫摘要

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高職、大專院校、研究所各級學校中休
閒科系所的專業課程範圍與定位。研究對象包含行政院主計處所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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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表中第 N 類「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之 90
中類「休閒服務業」為調查範圍，並針對上述範圍台灣地區產業界、
官方及學術界之組織進行調查。經問卷調查獲得有效樣本 196 份，並
利用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卡方檢定等統計方法分析後，
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休閒與遊憩專業課程範圍包含休閒與遊憩專業基礎能力與休閒與
遊憩專業領域。休閒與遊憩專業基礎能力包括五大類「休閒與遊
憩基礎概念類」、「休閒與遊憩倫理類：倫理與道德課程」、「法
律認知類」、「實務經驗類」、「資料處理能力類」。休閒與遊
憩專業領域包含四大類「休閒與遊憩行政管理類」、「休閒與遊
憩環境管理類」、「休閒與遊憩活動執行類」、「休閒治療類」。
二、產官學界對於高職、大專與研究所休閒專業課程有顯著差異的課
程如下：
（一） 在高職階段，產官學界之間對休閒與遊憩課程範圍與定位有不
同看法的五門課程為概論課程、法律課程、統計課程、治療課
程、經濟課程。
（二） 在大專階段，產官學界之間對休閒與遊憩課程範圍與定位有不
同看法的十一門課程為心理與行為課程、概論課程、研究法課
程、統計課程、行銷課程、企劃課程、組織課程、經濟課程、
解說課程、社區休閒課程、治療課程。
（三） 在研究所階段，產官學界之間對研究所休閒與遊憩課程範圍與
定位有不同看法的二十七門課程為心理與行為課程、社會課
程、論文發表課程、歷史課程、教育課程、法律課程、實習課
程、資訊課程、研究法課程、語文課程、統計課程、行銷課程、
企劃課程、財務課程、組織課程、服務課程、經濟課程、環境
議題課程、資源管理課程、解說課程、社區休閒課程、活動規
劃課程、活動領導課程、活動安全課程、生理課程、健康課程、
治療課程。
三、高職、大專與研究所休閒與遊憩專業課程範圍與定位
（一） 高職休閒與遊憩專業課程範圍與定位
1.

在專業基礎能力課程部份，共同必修課程有六門，共同選修課
程有一門，列為選修或必修皆可的課程有一門。其中有三門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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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為三學分，其餘皆為二學分。
2.

在專業領域課程部份，必修課程共有七門，選修課程共有七
門，其中列為選修或必修皆可的課程有三門。而在學分數的定
位上皆為二學分。

1) 在休閒遊憩行政管理中，專業必修有三門，專業選修有二門。
2) 在休閒遊憩環境管理中，專業必修有一門，專業選修有二門。
3) 在休閒遊憩活動執行中，專業必修有二門，專業選修有二門。
其中列為選修或必修皆可的課程有二門。
4) 在休閒與遊憩治療中，專業必修有一門，專業選修有一門，
其中列為選修或必修皆可的課程有一門。
（二） 大專休閒與遊憩專業課程範圍與定位
1.

在專業基礎能力課程部份，共同必修課程有八門，共同選修課
程有六門。其中有四門課程為三學分，其餘皆為二學分。

2.

在專業領域課程部份，必修課程共有十一門，選修課程共有六
門，其中列為選修或必修皆可的課程有一門。而在學分數的定
位上有一門為三學分，其餘皆為二學分。

(1) 在休閒遊憩行政管理中，專業必修有四門，專業選修有一門。
其中列為選修或必修皆可的課程有一門。
(2) 在休閒遊憩環境管理中，專業必修有三門。
(3) 在休閒遊憩活動執行中，專業必修有三門，專業選修有二門。
(4) 在休閒與遊憩治療中，專業必修有一門，專業選修有三門。
（三） 研究所休閒與遊憩專業課程範圍與定位：
1.

在專業基礎能力課程部份，共同必修課程有十門，共同選修課
程有三門。其中有八門課程為三學分，其餘皆為二學分。

2.

在專業領域課程部份，必修課程共有三門，選修課程共有十五
門。而在學分數的定位上有三門為三學分，其餘皆為二學分。

(1)
(2)
(3)
(4)

在休閒遊憩行政管理中，專業必修有二門，專業選修有四門。
在休閒遊憩環境管理中，專業必修有一門，專業選修有二門。
在休閒遊憩活動執行中，專業選修有五門。
在休閒與遊憩治療中，專業選修有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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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未來規劃高職、大專院校、研究所各級學校中休閒科系所的
專業課程範圍與定位時，可依本研究成果作為課程建構之參考。
關鍵字（中）

休閒專業教育、休閒課程建構研究

E92023
計畫名稱（中） 順服與抵抗：台灣高科技產業工程師勞動體制研究
計畫名稱（英）

Servitude and Resistance: the Labor Process of Engineers in Taiwan's
High-tech Industry

計畫主持人

潘美玲

計畫執行單位

元智大學社會系

計畫摘要

關鍵字（中）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本研究透過問卷與個案訪談，建構的工程師勞動體制中所呈現自我剝
削的順服機制：「責任自主」的意識型態，團隊合作的「協力控制」，
以及「產品現身」與「卡位」的生產共識效果。基本上建構了資本主
義工作控制體制，然而身在其中的工程師作為一個行動的主體，在面
對這種支配體制的過程中所展現的抗拒形式卻相對被忽視。並以 Albert
Hirschman 的「離職、發聲、與忠誠」（Exit, Voice, Loyalty）的架構檢
視工程師的抗拒策略。
志願性順從、忠誠、抵抗、高科技產業、勞動體制、勞資關係、發聲、
順服、離職

E92024
計畫名稱（中） 民間投資運輸建設之管理代理、產品特性與激勵契約研擬
計畫名稱（英）

Management Agency,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and Incentive Contracting in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Privatization

計畫主持人

江瑞祥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計畫摘要

本研究針對開發型運輸建設民營化過程中，高階經營團隊所可能引發
的資訊不對稱現象，進行激勵契約設計的理論與實證分析。在理論模
式的建構方面整合多項工作與共同代理課題，並就運輸服務與不同地
產開發服務間的替代性，推導最適激勵契約設計的環境與策略。建模
中發現在資訊不對稱下，委託人(設為 n 位)若採分開治理下，其激勵
制約能力將為聯合治理模型之 n 分之一；而若委託人分別採行正向競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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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中）

爭且摒除罰則的激勵設計，其制約能力將高於聯合治理模型，且當服
務間具完全替代性時，其制約能力更將與資訊對稱下相同，達成最佳
解。在實證分析中則以所推導的理論模式為基礎，採用 Probit 模式就
所蒐集的全球 58 個 BOT 運輸計畫案進行橫斷面計量經濟分析。實證
中發現當運輸服務與地產開發服務間具互補性時，董事會應給予低制
約力的激勵，而政府則應給予高制約力的激勵條件。另當各項工作間
的不確定具高度相關時，則應給予高階經營團隊較低制約力之激勵。
此乃因正相關將增益其風險與所需之保險，而負相關則適可分散其風
險。
互補性、民營化、共同代理、多項工作代理、替代性、運輸建設、激
勵契約

E92026
計畫名稱（中） 西裝布料的質感構成意象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Texture Image of Coat Fabrics
計畫主持人

莊明振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所
服裝最神秘的層面之一即是流行(fashion)本質；服裝也是社會地位的表
徵，商界老闆們所穿的西裝與勞工們的藍色牛仔工作服，明顯地區分
不同社會階層(H. Carr, 1999)。在服裝設計、製程與產銷體系中，西裝
外套在服裝意象的風格構成上，是具有重要的決定性之服裝品項之
一。而相同品項的西裝外套，其外觀風格意象可能因採用不同的布料，
往往產生各種相異其趣的穿著感知，亦予人不同的觀感意象。西裝外
套所運用的各種布料，除了複雜的物理構成外，其質感精確的掌握使
用，更是服裝設計上不可忽略的要因。

計畫摘要
因此，我們先將近五年所流行的西裝外觀形式，收集圖像資料作分析
與歸納出西裝的基本模型，並廣泛收集目前服裝業界，西裝外套常採
用的各種布料樣本，進行質感的物理性與心理感知的比較研究，嘗試
將消費者與設計者之間，對於各種布料質感意象所詮釋的基本認知，
進行充分瞭解後，再進而萃取出兩者間所具共同認知的各種布料質感
構成意象，將其所包含的質感構成元素：纖維、織法、色彩等物性構
成因素，及知覺的視觸覺與心理感覺等，有關人們的感知構因，進行
相關基礎研究，以作為服裝設計實務的應用參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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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討西裝外套的布料質感構成意象之認知。首先，將西裝
外套外觀意象做質化的分析比較研究，歸納出消費者與設計者的共同
基本認知的西裝模型樣本；同時收集目前常用的外套布料樣本，經專
家訪談及相關文獻，整理出布料構成的各種纖維、織法與色彩等物理
特徵表(morphological chart)；再進行布料質感構成的量測與分析等量化
研究。本研究運用系統化調查方法與感性工學方法：以 SD 法、MDS
法等研究方法，針對布料質感構成要素，進行系統化研究。經因子分
析結果，獲得六個布料質感意象構成因子，再進一步以迴歸分析找出
質感構成的物理特徵構成元素，同時以 MDS 法分析找出布料質感意象
的認知空間，建構出西裝外套的質感運用的設計原則。
關鍵字（中）

MDS 法、SD 法、外套、西裝、服裝設計、流行、感性工學、質感

E92027
計畫名稱（中） 親子在教養上的認知差異：影響子方教養知覺的因素探討
計畫名稱（英）

Discrepancy of Perceptions on Parenting Practice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Factors Related to Perceptions on Children's Sides

計畫主持人

陳富美

計畫執行單位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計畫摘要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父母教養對於孩子的影響，在研究上已獲得一致的肯定。不過，教養
行為的測量，是由父母自陳或孩子報告，並不能被視為對等。研究發
現，親子雙方的知覺常呈現顯著的差異。且若以對孩子的影響而言，
會影響子女的，是為子方所知覺的教養，而非父母自覺、或實際的教
養行為。本研究將檢視親子對於教養知覺的差異狀況，並將焦點置於
影響子方教養知覺因素的探討。由於親子間認知的歧異，常成為親職
教育及兒童輔導工作的阻力，本研究亟望藉由親子知覺差異的探討，
了解子女教養知覺無法由父母教養行為解釋的部分，以對教養相關文
獻，及親職教育實務有所貢獻。
本研究以 470 對國小六年級的學童及其家長為對象，由其分別填寫問
卷。研究結果發現，親子在民主教養、寬鬆教養及忽視教養行為頻率
的評估上，呈現顯著差異，不過權威教養的評估則頗為一致。相較於
父母自評，孩子覺得父母較不民主、較不寬鬆且對孩子較為忽視。迴
歸分析顯示，就孩子知覺的民主教養而言，父母自評的民主教養只能
解釋其約 10%的變異量，但若加入孩子知覺到父母其他形式的教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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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及孩子對於父母教養行為的歸因傾向及親子關係，則其解釋變異
量可達 60﹪以上；孩子所知覺的忽視教養亦呈類似的狀況。本研究支
持不同教養行為、教養歸因及親子關係對於孩子知覺父母教養的影
響。父母可能施行某種教養行為，但孩子在教養行為施行頻率的知覺
卻產生差異，而不同教養行為同時施行、孩子對於教養行為的歸因及
親子關係的感受，皆會對於孩子所知覺到的教養頻率產生擴大或縮減
的影響。
關鍵字（中）

父母教養、兒童、知覺差異、親職教育

E92029
計畫名稱（中） 台灣地區居民休閒生活型態與身心健康關係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isure Lifestyle and i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Residents in Taiwan

計畫主持人

劉孟奇、鄭健雄

計畫執行單位

臺中健康暨管理學院休閒與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遊憩管理學系

計畫摘要

生活型態研究的對象可以針對一般社會大眾生活方式，例如有名的
VALS 及 VALS2 生活型態量表；也可以針對較為特定的活動∕產品面
向或較為特定的群體，例如用以分析英國化妝品市場、預測新百貨公
司的門市部營業額、了解病患對醫療服務的期待、研究加拿大的次文
化、比較香港與新加坡兩地的消費者、分析高齡病患的訴怨行為等等，
相較於 VALS2 之一般性研究，此一特定性生活型態的研究能夠提供我
們更深入的消費者與行銷訊息。本研究預計以台灣地區居民為抽樣母
體，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抽取 805 名居民為本研究受訪對象，以做為
本研究分析與長期持續追蹤的對象。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建立適
用本土的休閒生活型態量表，探討台灣地區居民休閒生活與健康關係
的研究，研究結果初步獲得證實休閒生活型態與其健康有關。

關鍵字（中）

生活型態、休閒生活型態、身心健康、健康促進

E92034
計畫名稱（中） 台灣私有土地用於保育野生物棲地之自願誘因機制分析
計畫名稱（英）

Assessing Voluntary Incentive Mechanisms for Wildlife Habitat
Conservation on Private Land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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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

鄭蕙燕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

計畫摘要

本研究參照國外之私有保育地形式，設計台灣獼猴私有地保育合約，
調查農民參與的意願與偏好。本研究利用選擇試驗法進行分析，資料
以人員問卷訪談方式取得，調查時間為民國 92 年 10 月，對象為南投
縣竹山鎮坪頂里之農民，共完成 50 份問卷。保育合約屬性包括：1.
合約期限 2.提供種苗 3.參與農民可分配淨利的比例 4.獎勵金支付形式
5.獎勵金額 6.違約處罰等。研究結果顯示：合約期限短、生態旅遊收入
比例高、及高獎勵金額，將增加受訪農民之效用，且從事農業時間愈
短、沒有種植茶樹、參與農民團體、曾考慮將農場開放生態旅遊、土
地面積愈大者，選擇保育合約的機率較高。合約期限每增加一年，農
民參與保育合約的願受補償價值每公頃將增加 6 萬元；農民可獲得生
態旅遊淨利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則願受補償價值將減少 0.17 萬
元。農民明顯偏好合約期限愈短的合約內容，顯示農民對於保育工作
需要長期持續進行的認知不足，因此建議相關單位推行此類保育制度
時，除了提供經濟誘因為重要考量，宜加強對農民宣導與教育有關保
育物種或棲地之相關生態資訊。

關鍵字（中）

自願誘因機制、私有地、保育、野生物、棲地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E92035
計畫名稱（中） 組織公民行為：角色定義及其前置要素之探討
計畫名稱（英）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e Study of Role Definition and
Antecedents

計畫主持人

郭建志

計畫執行單位

中原大學心理系

計畫摘要

過去對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著重於探討前置因素對組織公民行為的
直接影響效果，但是，過去研究缺乏前置變項與組織公民行為的中介
歷程說明。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員工的角色定義幅度是否會影響
其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並且說明組織正義、文化價值契合、人際互
動、以及個人情感等四個因素，是否會透過角色定義幅度的中介，而
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本研究採用問卷法，受試者是公私立的營
利單位員工，與該員工的直屬主管，樣本採對偶方式收集。本研究採
取便利性抽樣，共收集 330 筆資料。本研究結果顯示，當員工的角色
定義幅度越寬廣時，員工會展現越多的組織公民行為；並且當員工知

計畫執行期間 1997/08/01—199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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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組織正義的程度越高時，當員工與組織的文化價值契合度越高時，
當員工正向情感的程度越高時，員工的角色定義幅度會越大，並且會
產生越多的組織公民行為。因此，證實角色定義幅度為組織公民行為
的中介變項。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進一步說明未來研究的方
向，及其管理實務上的意涵。
關鍵字（中）

文化價值契合、角色定義幅度、個人情感、組織公民行為、組織正義

E92041
簡式 36 健康問卷電腦適性化：與紙筆施測模式之同質性及在臨床醫療
照護的實用性之研究（Ⅰ）
Examining Equivalence and Feasibility of Computerized Adaptive SF-36
計畫名稱（英）
Taiwan Version(Ⅰ)
計畫名稱（中）

計畫主持人

曾旭民

計畫執行單位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目的：癌症的健康照護中定期收集病患的健康生活品質資料對於照護
策略的擬定與品質的提升有相當重要的幫助。目前的 QoL 問卷
在臨床實務的使用率並不高，因為其計分與解釋需要耗費相當
多的時間，但這些可以運用資訊科技加以解決。本研究主要檢
驗電腦化施測的 SF-36 系統在臨床的可用性與及其結果與標準
紙筆版之間的同質性。

計畫摘要

病人與方法：共有 51 位癌症病人同意在看診前後接受電腦與紙筆兩個
版本的施測。除了收集 SF-36 的資料外，病人的電腦焦慮程度
也用來檢驗是否會影響到電腦施測的結果。
結果：在電腦與紙筆版本所得的 SF-36 的各分量表與及總和分數的有
著高度顯著的相關 (從 0.87 到 0.98，所有 p <0.001)。電腦焦
慮的特質與電腦施測的結果沒有顯著的相關。
討論：SF-36 的電腦版在臨床實務的應用顯得相當可行而且病人也大部
分接受這種工具。本研究提供了電腦版本與標準紙筆版本的同
質性，因此對於電腦版本的臨床應用更加可行。

關鍵字（中）

同質性、電腦化測驗、癌症患者生活品質、簡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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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中） 兒少時期曾目睹婚暴暨受虐對青年的長期影響及其危險與保護因子
計畫名稱（英）

Long-term Adjustment to Witnessing Marital Violence and Experiencing
Maltreatment during Childhood: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計畫主持人

沈瓊桃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本研究旨在檢視兒時目睹婚暴暨受虐的家庭經驗，對青年的長期影響
為何，及其受影響程度的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以增進專業人員對在
雙重暴力家庭中成長之子女的瞭解，並進而為其提供最適切的處遇與
服務。

計畫摘要

本研究以量化為主，質性為輔。在量化研究部分，採用自編量表作為
研究工具，以全國的大學生為研究的母群體，採隨機抽樣方式抽取全
國 20 所大專院校，共得樣本數 1944 份，刪除漏答率高、身分不符及
明顯亂答者，共得有效問卷 1924 份。研究結果顯示，11.3%的受訪者
在 18 歲以前曾目睹父母之間的婚姻暴力，同時亦曾遭受父母的嚴重肢
體虐待。量化部份檢驗四個研究，四個研究假設均得到支持，分述如
下。1. 假使一：卡方研究顯示婚暴與兒虐有顯著的關係。2. 假使二：
ANOVA 分析顯示受雙重暴力受訪者比其他組別的受訪者有更嚴重的
適應問題與創傷症狀。3. 假使三：多元迴歸顯示受雙重暴力對受訪者
的外向性與內向性行為有長期的影響。4. 假使四：中國傳統觀念對受
訪者的外向性、內向性行為、與創傷症狀有長期的影響。
在質性研究部分，本研究招募兒時曾目睹婚暴暨受虐之青年共 8 位，
以深入訪談法蒐集資料，了解此經歷對青年的長期影響，及其危險因
子與保護因子

關鍵字（中）

兒童虐待、婚姻暴力、雙重家庭暴力

E93018
計畫名稱（中） 護理在職進修媽媽學生角色緊張及相關因素探討
計畫名稱（英）

Role Strain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Nurses Who Have Children and
Re-enter School

計畫主持人

林俐伶

計畫執行單位

長榮大學護理系

計畫摘要

重返校園對擁有孩子的職業婦女來說，是一件挑戰，目前在台灣有越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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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多的媽媽重返校園繼續讀書，求取更高的學歷，如何面對隨之而
來的多重角色壓力是一個重要議題。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身為媽媽
的護理人員重返校園後的多重角色壓力問題，並進一步探討角色壓力
與工作狀態、生理狀態、及支持系統間的關係。本研究為一橫斷性相
關性研究，使用自填式問卷，以方便性取樣收集資料，共 135 位在職
之護理媽媽學生參與本研究。結果發現工作負荷、生理狀態中之自覺
健康、活動、及睡眠狀態與角色壓力成顯著相關，迴歸分析呈現全部
預測變項對角色壓力的解釋力為 42.3﹪，進一步逐步迴歸則發現顯著
的預測變項為活動狀態、工作負荷、及睡眠狀態，此三項預測變項的
解釋力為 41.5﹪。未來對護理職業型態進一步的分析，可以有助於對
工作狀態與角色壓力間的關係有更深入的了解。
關鍵字（中）

多重角色、角色壓力、媽媽學生、護理學生

E93024
計畫名稱（中） 由供需角度探索社區介入方案中居家服務模式之發展
計畫名稱（英）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Home Help Model in the Community-based
Care from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

計畫主持人

劉立凡

計畫執行單位

立德管理學院醫務健康照護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管理學系
本研究基於居家服務模式之重要性，以某城市為例進行有關居家服務
模式的探究，研究目的為從供需的角度，探究目前我國居家服務模式
之服務內容、適切性及使用家戶的需求與使用感受。研究過程首先在
供給面評估居家服務模式對接受者的服務內容及適切性，另在需求面
了解當前此服務模式接受者及家屬對於服務模式內容的實質需求與感
受。

計畫摘要

本研究設計為一橫斷面之探索性研究。參與本研究之居家服務支援中
心共計四家(供給面)，並採分層隨機抽樣法完成接受居家服務樣本數
327 個個案病患或病患家屬之訪談（需求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接受居家服務個案基本上其失能等級均符合內政部
收案相關規定，以巴式量表分數而言輕度失能有 197 人 (60.2%)，中重
度失能有 65 人 (19.9%)，極重度失能有 89 人 (27.2%)。以工具性日常
生活量表(IADLs)之標準，也有 73.5% (輕度及中重度)個案需要協助。
經調查各提供居家服務的支援中心服務人次均有增長情形，目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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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量以非中低收入之一般戶居多，各居家服務支援中心均有此一趨
勢。在使用感受方面，有大於百分之五十的受訪者對居家服務感到滿
意。唯居家服務模式的接受者在接受居家服務之初，多半仍以親友介
紹(45.6%)或者是由政府或居服機構推廣(39.7%)之被動方式居多，僅
8.9%為自行打聽，因此多數接受者仍不清楚服務宗旨、內涵及服務範
圍，也較難進一步要求服務內容並積極溝通所需服務方式及改善之
道。另外，依據服務對象區分亦可發現，中低收入戶老人之服務項目
及內容著重於家事服務之環境整理，非中低收入戶則著重在身體照顧
服務之協助個人清潔及肢體復健；其次的服務項目則依屬性之不同而
略有差異。
由資源配置角度，居家服務接受者得到的是否為適得其所的長期照
護，因目前行政機制僅從其生理需求面加以評估，即所使用的巴氏量
表和工具性日常生活量表，然而實際上，即使功能殘障等級相若之兩
位案家其所需服務內容也或有所差異。再者，居家服務性質上僅能協
助家庭照顧者提升照護品質或補充不足之人力，並無法取代，因此真
正所需之服務項目應與照顧者充分溝通後方見其效。同時，定期評估
機制的建立與落實，建議應由跨專業整合之評估小組客觀為之，將個
案整體長期照護需求納入考量， 而非僅單方面衡量其是否符合居家服
務補助之收案條件。
本研究結果在供給面上由資源配置的角度，提供居家服務模式服務現
況及接受居家服務個案之失能情形。在需求面藉由病患及家屬其對居
家服務的實質需求心聲和使用感受，可增加對本土化發展居家服務模
式特性之瞭解。期藉供需整合資訊平台之搭建，尋求屬於我國的社區
化長期照護居家服務模式，能真正深入社區並融入需求者的家庭和社
會。
關鍵字（中）

供給與需求、居家服務、社區照護、適切性

E93030
計畫名稱（中） 我國「管制影響評估」架構與評估標準建構之經驗研究
計畫名稱（英）

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 in Taiwan: an Empirical Study of Framework
and Criteria Structuring

計畫主持人

張其祿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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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政府管制政策的改善絕非一蹴可幾，系統化與科學化的政策評估顯然
是提升政府管制措施效能的重要關鍵及前題，而此種概念與實務即是
所謂的「管制影響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RIA〉。「管
制影響評估」業已在主要的先進國家獲得採行，目前已有一半以上的
OECD 國家具有各種不同性質的管制影響評估方案及立法，但我國卻
始終沒有一完整的「管制影響評估」架構可茲依循，本計畫之主要研
究目的因此正在於為我國發展及建構一套一般性的「管制影響評估」
架構，以做為決策者在制定與執行管制政策時的評估依據。本研究將
區分為以下四個研究階段：
1. 由 OECD 先進國家經驗，整理歸納出「管制影響評估」的基
本概念與實施準則，以做為我國制度設計之依據；
2. 透過內容分析法，檢討與分析我國目前相關管制措施在影響
評估方面的限制與不足，以了解我國與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
3. 透過政策德菲法，建構具體的管制影響評估面向〈dimension〉
與標準〈criteria〉，
4. 利用分析層級法〈AHP〉，釐清不同管制影響評估面向與標
準在不同管制政策上的相對重要性，並藉此來建構一個綜括
性〈generic〉的「管制影響評估」架構。

關鍵字（中）

行政革新、管制行政、管制政策、管制革新、管制影響評估

E93035
計畫名稱（中） 住宅自我意識與鄰近性對通勤運具選擇的影響：以台北捷運為例
計畫名稱（英）

Impacts of Residential Self-Selection and Rapid Rail Transit Proximity on
Commute Mode Choice: a Study of Taipei Rapid Rail Transit

計畫主持人

蔡育新

計畫執行單位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學系

計畫摘要

在 永 續 發 展 之 大 眾 運 輸 導 向 的 土 地 發 展 政 策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背景下，本研究探討二居住區位變數對選擇捷運為通勤運
具之影響：住宅區位選擇的自我意識(Residential Self-Selection)（在此
定義為搬遷於捷運車站地區的意願），與住宅與車站鄰近性(Proximity)
（如住宅至捷運車站的距離）。研究假設有二：一、自我意識與鄰近
性二居住變數皆對通勤運具選擇具有影響性；二、此二居住變數皆對
選擇捷運為通勤運具有正面影響；因此，二變數同時存在時，其影響
性最大，反之亦然。本研究以台北都會區捷運系統乘客為研究對象，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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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方法採多段結叢抽樣(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調查於
2004 年九月完成，樣本數 558 份。分析方法含羅吉特模式(Binomial
Logit Model)，判別分析(Discriminating Analysis)，及空間分析（Spatial
Analysis）。預期成果除研究假設驗證外，另為敘述性資訊，包含捷運
旅次特性（目的、起訖與轉運工具等）、住宅與工作區位空間分析，
及台北捷運地區住宅供給是否滿足現有捷運乘客的需求。研究成果或
許可為未來台北捷運旁土地政策（如大眾運輸導向發展）與捷運交通
政策的訂定或修正參考依據。
關鍵字（中）

大眾運輸導向的土地使用模式、住宅自我意識、鄰近性

E93044
計畫名稱（中） 生質柴油之料源供給、不確定需求及潔淨能源技術的整合研究（Ⅱ-Ⅰ）
計畫名稱（英）

An Integrated Study on Input Supply of Biodiesel, Demand Uncertainty
and Cleaner Energy Technology

計畫主持人

黃宗煌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究中心

計畫摘要

關鍵字（中）

面對加入 WTO 及溫室氣體減量的雙重壓力，我國政府部門各本其職
責研擬因應措施，如農委會鼓勵休耕並對地補貼，能源會則擬訂再生
能源發展方案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冀能多管齊下，提高再生能
源在初級能源總供給的配比，環保署則考慮採行各種溫室氣體減量措
施。在這複雜的行政體系與多元目標中，推廣生質柴油的生產與應用，
不但與各部門的努力目標一致，而且同時有助於農業、能源、以及環
境的永續發展，是值得各界重視的課題。
生質柴油之生產與應用的推廣，對我國無疑是一項嶄新的挑戰，其間
所涉及的問題相當多，必須事前審慎思考，周全規劃。本計畫期以兩
年時間，針對此一課題的若干關鍵性議題，從學理上建構完整的基礎，
並經由實地問卷調查的資料，進行實證分析，希望在政策上提出具有
建設性與前瞻性的建議，在學術研究上提出創新性的貢獻。
生質柴油、石化燃料、政策整合、能源作物、潔淨技術、願收價格軌
跡

E93048
計畫名稱（中） 應用災害風險資訊於土地使用規劃之效用評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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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3048
計畫名稱（英）

Utility Valuation Estimates of Using Risk Information in Land Us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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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8/01—2005/07/31
系

計畫摘要

本文將以地震所引起之土壤液化災害為例，藉由液化危險度評估得到
災害風險資訊。在資訊利用上，不同個體因利用災害風險資訊所產生
效用上的差異是本文所要探討之重點。民眾在接受到風險資訊後形成
風險認知，並決定如何利用所認知的內容或如何採取行動。以產出的
結果來看，液化風險資訊的精細程度是否會影響一般民眾在資訊利用
上之不同偏好與效用，將是本文之重點。

關鍵字（中）

土壤液化災害、風險資訊、條件評價法

C00145
計畫名稱（中） 九十三年中央研究院餐廳餐飲衛生服務問卷調查
計畫名稱（英）
計畫主持人

謝國興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
計畫執行期間 2004/11/01—2004/12/09
心

計畫摘要

本研究是要了解中央研究院同仁對於院內餐廳的滿意程度，其調查結
果一方面提供餐廳業者做為評估改進的方向，另一方面也做為院方是
否與餐廳業者繼續合作續約的參考。

關鍵字（中）

餐廳、餐廳滿意度、餐廳餐飲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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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45）輸入查詢。使用上有任何疑問或建議，歡迎隨時與我們聯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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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介紹
于若蓉、章英華1、楊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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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這項計畫也根據主樣本延伸出來的子女等親屬，再進行追蹤訪問。藉由
此一資料庫的建立，我們期望對華人家庭之經濟、社會、心理、習俗等面向，作全
面性的研究。
一、樣本結構
PSFD 於建構之初，即規劃以成年人口作為主樣本。由主樣本延伸，再將其親
屬納入訪問樣本，藉以建構追蹤資料庫。自 1999 年至 2006 年，已完成八年的訪
問計畫，其中主樣本最多追蹤訪問了七次，而延伸樣本則及於主樣本的子女、父母、
兄弟姊妹。在下文中，將區分主樣本、子女樣本、父母與兄弟姊妹樣本，分別介紹
樣本結構。為讓使用者對樣本結構有更清楚的了解，我們將歷年的結構繪於表 1。
(一) 主樣本
主 樣 本 主 要 區 分 為 三 群 ， 其 出 生 年 次 分 別 為 1953-1964 、 1935-1954 、
1964-1976 年，而這三群主樣本分別於 1999、2000、2003 年進行第一次訪問。在
1999 年第一次訪問的主樣本，出生年次為 1953-1964 年 (1999 年的年齡為 35-46
歲)，其對應的問卷代號為 RI-1999。在 2000 年的調查中，將 1935-1954 年出生者
(2000 年 的年 齡 為 46-65 歲 )納 入 主樣 本 ，並 將這 群 主樣 本的 問 卷代 號編 為
RI-2000。而 2003 年的調查中，主樣本新增 1964-1976 年出生者 (2003 年的年齡
為 27-39 歲)，其問卷代號為 RI-2003。
有關樣本代號 (問卷代號) 的命名，代號的第一個字母代表該群受訪者的身份
(如 R 代表主樣本、C 代表主樣本子女)，而其後的羅馬數字 I, II, III, … 分別代表該
群受訪者調查的波次 (如 I 代表第一波訪問、II 代表第二波訪問)，而最後出現的四
個阿拉伯數字則代表訪問的西元年份 (如 1999 代表於 1999 年訪問)。
上述三群主樣本，是以逐年調查的方式進行追蹤訪問。因此，1999 年第一次
受訪的主樣本 (1953-1964 年次)，於 2000、2001 年分別進行第一次、第二次追蹤
訪問，對應的問卷代號為 RII-2000、RIII-2001。而 2000 年第一次受訪的主樣本
1

本文節錄自發表於 2005 年 12 月 2-3 日「2005 年華人家庭動態資料庫學術研討會」之「華人
家庭動態資料庫：台灣訪問計畫」一文，作者依序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
研究專題中心副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兼
主任。本文由「學術調查研究資料庫」楊惠婷專員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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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54 年次)，則於次年開始進行追蹤訪問，問卷代號為 RII-2001。
為避免各群主樣本採用不同的問卷版本，造成資料結構不必要的複雜，自 2002
年的調查起，就不同主樣本於相同年份的追蹤調查，採用相同問卷進行調查。因此，
就 1935-1954 年次、1953-1964 年次的兩群主樣本而言，於 2002 年進行的第二、
三次追蹤調查中，具有相同的問卷，對應的問卷代號為 RIIIRIV-2002。而這兩群樣
本 於 2003 年 進 行 的 第 三 、 四 次 追 蹤 調 查 ， 亦 有 相 同 問 卷 ， 其 問 卷 代 號 為
RIVRV-2003。同理，三群樣本於 2004 年進行的第一、四、五次追蹤調查，問卷內
容相同，其問卷代號為 RIIRVRVI-2004。而在 2005 年時，除前述三群主樣本外，
年滿 25 歲的子女樣本亦採用主樣本問卷進行訪問。由於樣本不再侷限於三群主樣
本，問卷代號更動為 RR-2005，到了 2006 年，亦對 2005 年剛滿 25 歲的子女樣本
（RCI-2005）進行第一次追蹤調查（RCII-2006）。該年度 (2006 年) 的前述五類
主樣本採用同一份問卷訪問，問卷代號為 RR-2006。
(二) 子女樣本
為了使主樣本子女建立更長期、深入的資料，自 2000 年開始，針對主樣本未
成年的子女 (時年 16-22 歲) 進行面訪，並以每兩年調查一次的頻率進行追蹤訪
問。在 2000 年進行的子女樣本調查，是以主樣本 (含 RI-1999、RI-2000 兩群主樣
本)所有滿 16-22 歲的子女 (1978-1984 年次) 為對象，進行面訪調查，該份問卷的
代號為 CI-2000。在問卷代號中的 “C”，是代表主樣本子女。2002、2004 年則針
對前述樣本進行追蹤調查，並將主樣本滿 16 歲的子女納入調查對象，問卷代號為
CII-2002、CIII-2004。至於另一主樣本群 (RI-2003) 的 16-22 歲子女 (1981-1987
年次)，則於 2004 年進行第一次面訪，適用的問卷與前述兩群主樣本子女相同，因
此問卷代號亦為 CIII-2004。
在 2004 年時，2000 年第一次調查的子女樣本已有部份年滿 25 歲 (1979 年
次)。對這群剛滿 25 歲的樣本，我們是以主樣本第一年的調查問卷進行面訪。而為
區別這群新形成的主樣本與原有主樣本，我們將其問卷代號命名為 RCI-2004。其
中的 “RC” 是指「由子女轉為主樣本身份」的受訪者。這些「轉大人」的樣本，在
後續調查中是視同主樣本，適用與主樣本相同的問卷。子女樣本的訪問方式，與主
樣本相同，均是以面訪的方式進行。
自 2005 年起， “C” 問卷與 “RC” 問卷以隔年交錯的方式進行訪問。2005 年進行
RCI-2005 (剛滿 25 歲子女樣本) 的訪問，而 2006 年進行 CIV-2006 (滿 16 歲而未
滿 25 歲子女樣本) 的訪問計畫。
(三) 父母與兄弟姊妹樣本
為了對父母、兄弟姊妹發掘更深入的資料，於 2000 年曾嘗試進行父母、兄弟
姊妹的電話訪問，對應的問卷代號分別為 PI-2000、SI-2000。在父母的電訪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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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父母均健在，是以母親作為優先訪問的對象。如果僅有一人健在，則以健在者作
為訪問對象。在兄弟姊妹的調查中，是由主樣本健在的兄弟姊妹中抽取一人進行訪
問。訪問對象是以「與父母同住」的兄弟姊妹優先，自其中隨機抽取訪問對象。如
果沒有與父母同住的兄弟姊妹，則自兄弟姊妹中隨機抽樣。
在前述兩項調查中，父母、兄弟姊妹的電話是由主樣本處詢問得到，由於主樣
本對提供親屬電話多所保留，完訪樣本數並不多。
三、問卷內容
在家庭動態資料庫第一年計畫中，是就 1953-1964 年出生的台灣居民，進行問
卷設計 (即 RI-1999)。其他的問卷都以此份問卷為張本，再增減或修訂。以下略述
RI-1999 的問卷主題：
基本資料：性別、年齡、健康狀況與語言使用狀況。
教育經驗：最高教育程度，求學時期的家庭狀況，在小學、初中、高中、大專
階段時的就讀學校、家庭教育環境及學費來源。
工作經驗：受訪者目前的職業、行業、從業身份、工時與收入，第一次正式工
作 (職業、行業、從業身份)、收入與居住狀況。
婚姻與配偶資料：婚姻狀況，結婚時配偶的職業、行業、從業身份、收入，聘
金、嫁妝與居住安排，配偶目前的職業、行業、從業身份、收入。
家庭價值與態度：孝道觀念、家庭觀念。
親屬資料：受訪者父母、配偶父母、兄弟姊妹的年齡、籍貫、教育程度、職業、
行業、居住安排、居住地區及與受訪者聯絡狀況。
居住安排：遷移情況、住宅狀況、同住之其他家人。
家庭決策與支出：家庭決策行為，與父母、配偶父母、自己兄弟姊妹與配偶兄
弟姊妹之間的財務交換，家庭支出狀況、分家狀況。
家庭關係與和諧：對受訪者與家人關係的評估，家庭聚會活動，父母與兄弟姊
妹對受訪者的影響力。
子女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年齡、教育程度、學校類別、照顧方式，對子女的教
育投資，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對子女的管教與獨立要求。
1935-1954 年出生 (2000 年 45-65 歲) 的主樣本問卷 (RI-2000) 與兄弟姊妹
樣本問卷 (SI-2000) 大致採同樣的問卷架構，只是在 RI-2000 中，為顧及樣本的年
齡較大，在子女教養部分，增加了與未同住子女聯絡狀況的題組。其餘各份問卷，
在採用部分 RI-1999 的題組或題項之外，亦因再度訪問或對象的不同而有新的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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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照表 2 的問卷主題對照表)。RII-2000 中經修訂或新增的題組包括：工作狀
況，除了詢問自己與配偶的目前的職業、行業、從業身份與收入外，還包括受訪者
工作的穩定性、交通時間、電腦使用、福利、性別歧視、工作環境、求職情形；子
女生育與教養，包括子女數、生育期望；家人互動關係包括，與子女相處、夫妻相
處等題目。
RII-2001 與 RII-2000 基本上是相同的，RIII-2001 則是更加簡化的版本。至於
RIIIRIV-2002，除延續 RIII-2001 的基本題組外，新增的題組包括：非正式教育進修
經歷、對未來風險的展望與評估、家人關係評估、語言使用、宗教信仰等。而
RIVRV-2003，則脫離既有題組，以婚姻史、生育史、工作史、居住史等生命歷程的
題組為主。RIIRVRVI-2004 則回歸 RIII-2001 的題組，再附加健康、家庭分產等題
組。RR-2005 與 RR-2006 皆延續 2004 年 (RIIRVRVI-2004) 的架構，2005 年附加了
健康與運動狀況、抽煙行為與態度、社會信任態度、焦慮量表等題組，並將主樣本
第一波調查 (RI-1999、RI2000、RI-2003) 的家庭關係與和諧題組再納入問卷；而
2006 年問卷則只附加早期主樣本第一次追蹤調查（RII-2000、RII-2001）時的家人
互動關係題組。
有關父母樣本、子女樣本問卷的內容，可參考表 3。父母樣本問卷 (PI-2000) 的
個人資料，包含婚姻狀況以及配偶的健康狀況、年齡、教育程度與語言使用狀況；
工作經驗含配偶的工作經驗；居住安排與親子互動包含住宅狀況、同住狀況與態
度、子女狀況、與子女聯絡情形；家庭決策與支出、家庭關係與家庭價值與態度，
為 RI-1999 相同題組的複製或簡化版。生活照料包括受訪者日常對行動扶持與生活
照料的需要與獲得幫助的情形；親屬網絡包括受訪者及其配偶的兄弟姊妹數、受訪
者與其兄弟姊妹、配偶兄弟姊妹及鄰居朋友的交往情形。
子女樣本問卷 CI-2000 的個人資料，包括教育經驗、工作經驗、婚姻與配偶資
料以及家庭與價值態度等題組，大致與 RI-1999 相似；相異之處在於，教育經驗中
增加了不同教育階段中日常閱讀、看電視以及上網的情形，以及升學計畫與收入期
望；家庭價值與態度題組中少了家庭觀念的題組；居住安排的題組與 PI-2000 的居
住安排與親子互動類似；家庭決策與家庭關係，則係前述類似題組的簡化版。此一
問卷的新增題組是個人生活經驗，指的是受訪者成長地區、主要照顧者、日常生活
用語、父母狀況以及父母管教方式等題項。CII-2002、CIII-2004 的架構與 CI-2000
相近，但略作簡化，刪減家庭關係、個人生活經驗題組。最新的 CIV-2006 問卷架
構與 CII-2002 類似，另新增宗教信仰題組，詢問受訪者的宗教信仰、有無參加宗教
團體、對一些信仰說法的相信程度以及去廟宇、教會的頻率等。
至於滿 25 歲子女樣本的問卷 (RCI-2004、RCI-2005)，則沿襲主樣本第一波的
問卷，問卷內容與 RI-2003 極為相近，只是某些題目的問法略有更動 (題組的內容
可參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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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歷年家庭動態調查樣本與問卷結構
調查年份
問卷樣本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RI-1999

RII-2000

RIII-2001

RIV-2002

RV-2003

RVI-2004

RVII-2005

RVIII-2006

RI-2000

RII-2001

RIII-2002

RIV-2003

RV-2004

RVI-2005

RVII-2006

RI-2003

RII-2004

RIII-2005

RIV-2006

RCI-2004

RCII-2005

RCIII-2006

RCI-2005

RCII-2006

主樣本
1953 - 1964 年次
1935 - 1954 年次
1964 - 1976 年次
滿 25 歲子女樣本
1979 年次
1980 年次

子女樣本

CI-2000

父母樣本

PI-2000

兄弟姊妹樣本

SI-2000

說明：虛線框格代表框格內的樣本適用同一份問卷。

CII-2002

CIII-2004

CIV2006

表 2 各次問卷主題對照表：主樣本
1999 年
RI-1999

(1)個人資料

*

2000 年
RI-2000 RII-2000

2001 年
RII-2001 RIII-2001

2002 年
RIIIRIV-2002

2003 年
RI-2003 RIVRV-2003

*

*

*

*

*

*

*

2004 年
RCI2004 RIIRVRVI-2004

*

(2)教育經驗(生命歷程)

*

*

*

*

(3)工作經驗(工作狀況)

*

*

*

*

(4)婚姻與配偶資料

*

*

*

*

2005 年
RCI-2005 RR-2005

2006 年
RR-2006

*
*
*

*

*

*

*

(5)家庭價值與態度

*

*

*

*

*

(6)親屬資料

*

*

*

*

*

(7)居住安排

*

*

*

*

*

*

*

*

*

*

*

*

(8)家庭決策與支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家庭關係與和諧

*

*

(10)子女生育與教養

*

*

(11)工作狀況
(12)家人互動關係

*

*

(13)家庭經濟管理

*

*

*

(14)非正式教育進修

*

(15)風險展望

*

(16)語言使用

*

(17)宗教信仰

*

(18)年譜表

*

(19)網絡與社會活動

*

*
*

(20)借貸問題

*

(21)教育進修情形

*

*
*

(22)健康與運動

*

(23)抽煙行為與態度

*

(24)社會信任態度

*

(25)焦慮量表

*

表 3 各次問卷主題對照表：父母樣本、兄弟姊妹樣本、子女樣本
2000 年

2002 年

2004 年

2006 年

PI-2000

SI-2000

CI-2000

CII-2002

CIII-2004

CIV-20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親屬資料

*

*

(7)居住安排

*

*

*

*

*

*

(1)個人資料
(2)教育經驗(生命歷程)
(3)工作經驗(工作狀況)

*

(4)婚姻與配偶資料
(5)家庭價值與態度

*

(8)家庭決策與支出

*

*

*

(9)家庭關係與和諧

*

*

*

(10)子女生育與教養

*

*

(11)居住安排與親子互動

*

(12)生活照料

*

(13)親友網絡

*

(14)個人生活經驗

*

(15)宗教信仰

*

華人家庭動態研究計畫進行至今，是採用面訪的方式訪問主樣本、子女樣本，
同時不容許以他人代答的方式填答。隨著樣本的搬遷，受訪樣本的居住地區可能愈
散愈開，面訪的成本也會隨之提高。未來是否會改採混合模式 (mixed-mode) 調查
方法，兼採面訪、電訪 (或郵寄問卷) 等方式，目前仍在評估中。而對於在外工作、
患病等難以由本人受訪的狀況，亦可能考慮以短卷的方式，選取部份基本題項，尋
求代答者填答，藉以瞭解受訪者的基本狀況。
目前「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調查資料釋出至 2004 年，2005 年調查資料將於
2007 年 1 月開放。有興趣者除可於「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瀏覽問卷、查詢次數分
配、下載資料外，亦可利用「台灣社會科學調查資料—線上分析網」，查詢研究主
題或跨期變項、以及進行跨期分析。「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並提供討論園地，有
資料使用上的問題，皆歡迎上網提問。
相關網站：
1.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http://srda.sinica.edu.tw
2.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http://psfd.sinica.edu.tw/
3.
「台灣社會科學調查資料—線上分析網」
：http://tssd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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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
「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簡介
蘇婉雯
由於經濟、社會環境快速變遷，近年國內失業率後呈居高現象，影響我國人力
結構及供需狀況，勞動市場亦趨彈性化。企業為提升競爭力，僱用受雇員工之型態
愈趨多元。政府部門為積極促進產業發展，兼顧就業市場供需平衡，實有必要深入
了解產業界當期僱用人力狀況及企業相關人力運用計畫，俾供政府釐定各項經濟及
勞動政策，以及企業經營、改善營運與人力規劃參考。
為此，行政院主計處爰於民國 80 年 10 月創辦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配合社
會經濟發展情勢及人力決策之需要，定期蒐集具有前瞻性及政策性資料，並充實按
月受雇員工薪資調查之不足。本調查辦理初期(民國 80 年 10 月至 84 年 4 月)為每半
年辦理乙次，採工業及服務業二部門輪流辦理，自 85 年以後改為按年辦理(88 年因
囿於經費停辦)，且調查範圍擴大至工業及服務業全體。現行調查以調查年 5 月為資
料時期，但資料時期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調查實施期間訂於該年 5 月底 2 個月。
主要調查項目說明如下：
（一） 一般概況：包括填表人職稱、電話、傳真號碼以及僱用員工人數。
（二） 短缺員工狀況：
1、 短缺員工之現況。
2、 各職類短缺員工人數。
3、 各職類短缺員工之持續時間。
4、 僱用各職類短缺員工之每人每月最低薪資。
5、 各職類短缺員工之僱用條件－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經驗、工
作地點。
6、 目前人力狀況。
(三)

人員過剩廠商情形：
1、 人員過剩主要原因。
2、 人員過剩的處理方式。

(四)

僱用外籍員工狀況。

「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之調查區域為台灣地區（包括台灣省、臺北市與高
雄市）
，調查對象包含礦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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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公民營企業場所單位。調查方式採郵寄通信調查為主，電話連繫催詢追蹤為輔。
抽樣設計說明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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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抽樣母體：
1、 製造業採用經濟部統計處「台灣地區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資料檔」
；其他業
別採用最新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檔。
2、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之最新「營業稅稅籍主檔」
。
3、 有關行政機關之行政登記及公務統計資料檔。
(二) 分層方法：
1、 分層變數─以員工人數為分層變數。
2、 層數之決定─各細行業原則上均分為六層，並以併層方式免除空層及各層樣
本家數過少之缺失。
3、 層界之釐定─採用哈奇斯－達蘭尼斯之最適分層方法來決定各層之分界限。
(三) 樣本配置：
1、 細行業間─按各該細行業員工人數比例配置。
2、 細行業內─各層間採最優配置(即 Neyman 配置)；惟各細行業母體家數少於
五家者全查，母體家數多於五家者，樣本家數至少五家。
(四) 抽樣方法：按各細行業採「截略分層隨機抽樣法」，其中
1、 全查樣本─公營事業、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內廠家。
2、 截略點以上廠商─各細行業截略點依葛勒瑟(Glaser)方法決定，即按各細行
業廠商之平均人數、標準差及抽樣率求得截略點；為減輕大型廠商填表負
擔，母體家數五家以上之業別採輪換方式，抽取 80％廠商為受查樣本。
3、 截略點以下之廠商採「分層隨機抽樣法」
。
(五) 樣本大小：總樣本數約為 8,300 家。
(六) 樣本抽取方法：非全查層樣本採不等機率抽樣法(P.P.S.抽樣法)抽樣，使員工人
數較多廠家抽出率較高。惟為減輕廠家每年連續填表之負擔，除全查樣本外，
採每年輪換之原則。
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問卷各年度調查表因時勢、政策不同而有所差異，行職
業編號與縣市編號經數次變動，請務必參考釋出資料中各年度過錄編碼簿內之資
訊。85 年以後職類短缺員工資料屬性為多欄位格式，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編撰
之 SAS 欄位定義程式已將各項職缺資料進行串連。
目前『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已完成 80 年至 94 年（計 16 次調查）的資料整
理工作並對外開放，釋出項目包括：問卷、資料檔、過錄編碼簿、次數分配表、SAS
欄位定義程式，歡迎會員至『學術調查研究資要庫』政府調查資料專區申請。
參考資料來源暨相關網站：
1.行政院主計處(http://www.dgbas.gov.tw)
2.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http://srd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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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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4 人：包括一般會員 972 人，以及臨時會員 702 人（有效數字至九十五年
八月底）。
一般會員包括：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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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捐贈資料單位代表 7 人，調研中心工
作人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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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
人；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臨時性研究人員 19 人；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臨時性
研究人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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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年六月至八月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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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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59

441

517

114
39

68
44

98
61

40%
20%
0%

95 年 6 月

95 年 7 月

95 年 8 月

大型主題計畫下載人次統計（有效數字自九十五年六月至八月底）


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29 人次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86 人次



台灣地區家庭與生育力調查系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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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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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網址：http://srda.sinica.edu.tw/；諮詢專線：
（02）
2788-4188 分機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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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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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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由編輯委員會審閱決定刊登
與否，一經採用將稿費酬謝，每千字 750 元。對接受刊登稿件，本刊編輯群有權刪
改並置放於「『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通訊」電子版網站，如不同意者，請於稿件
上聲明。文稿內容不代表本刊意見，如涉及著作權或其他文責問題，由作者自負法
律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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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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