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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王文心 

 衍生著作調查，請協助填寫回覆 

為了瞭解會員使用調查資料的成果，本資料庫將會定期進行衍生著作調查，針

對曾下載過資料的會員，以郵寄書面問卷輔以電子郵件寄發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

對象及時程如下表所示。 

表 衍生著作調查時程表 

月份 調查資料類型 

一月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二月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三月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四月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五月 政府抽樣調查 

六月 其他下載資料 

七~十二月 依照前序 

最近寄發為個別型研究計畫之衍生著作調查，敬請收到通知的會員撥冗填寫後

回傳。日後如有新的著作完成，亦可參考 SRDA 網站（首頁 「相關書目」）中的

格式說明，隨時將您的著作書目 E-mail 到 srda@gate.sinica.edu.tw 信箱。我們收到

後將整理分類，置於 SRDA網站 「相關書目」中供大眾查詢。 

 「調查研究資料整理與檢誤研習班」訂於 96年 1月 31日、2月 1日開課 

最新一期「調查研究資料整理與檢誤研習班」將於明(96)年 1月 31日及 2月 1

日舉辦，該研習班由本中心主辦，國科會人文處補助經費，目的在於介紹「學術調

查研究資料庫」蒐藏的資料格式與使用方式，幫助進行調查研究者瞭解整理調查資

料的程序與技術，期能提高調查資料的品質。 

兩天課程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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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訊息，請密切注意「調查研究專題中心」首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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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研究資料整理與檢誤研習班】課程表 

日  期：九十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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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００－９：３０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簡介

1.功能及服務項目 
2.蒐藏資料介紹 
3.如何申請及使用資料 

９：３０－９：５０ 調查資料提供作業說明 
1.國科會調查資料提供流程 
2.標準資料格式及項目 

９：５０－１０：００ 休     息 

１０：００－１１：２０ 編碼設計概論 

1.認識過錄編碼簿 
2.編碼設計的基本原則與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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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 

１１：３０－１２：００ SPSS使用操作基本介紹 
1.認識使用介面 
2.程式撰寫及常用指令 

１２：００－１３：３０ 用     餐 

１３：３０－１５：２０ 
資料整理程序與 

不合理值檢核 

1.資料整理與檢核的程序 
2.連續變項檢核 
3.類別變項檢核 
4.SPSS上機練習 

１５：２０－１５：４０ 休     息 

１５：４０－１７：００ 

資料

整理

與檢

核之

實務 
邏輯一致性(consistency)

檢核 

1.跳答邏輯檢核 
2.一般邏輯檢核 
3.SPSS上機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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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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至 11月間開放釋出資料如下： 

【政府抽樣調查資料】 

 主計處「台灣地區社會發展趨勢調查─健康安全」94年資料開放 

「社會發展趨勢調查」是由行政院主計處所規劃的全國性長期調查計畫，該調

查計畫分「家庭生活」、「社會參與」、「休閒文化（93 年改為時間運用）」及「健康
安全」4 項主題，並採分年循序辦理方式進行。有關各年調查的詳細內容，請參見
本期「社會發展趨勢調查資料介紹」一文。 

該調查計畫對象為居住於臺灣地區內之普通住戶及戶內本國籍之民間人口。抽

樣方法以臺灣地區戶籍登記資料為抽樣母體，採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方法，第一段抽

樣單位為村里，以比例機率抽樣法抽出，第二段抽樣單位為戶，以系統抽樣法抽出，

各統計指標係採戶數加權推計而得。 

此次釋出資料為「94年健康安全」調查，資料開放包括：問卷檔、原始數據資
料檔，過錄編碼簿及欄位定義程式檔。 

申請政府抽樣調查資料請至 http://srda.sinica.edu.tw/govdb，依步驟填妥申請表
格及研究大綱，審核通過後我們會以 E-mail通知領取資料。 

【大型學術調查】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資料開放 

1. 民國九十三年總統大選民調案   
計畫主持人：黃秀端 
計畫執行單位：東吳大學政治系 
經費補助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計畫執行期間：2003/12/01~2004/09/15 

本調查以民國九十三年總統大選為研究主軸，對於台灣地區民眾在不同環境條

件下的政治認知、態度、評估與行為，採親身面對面訪問之調查方式作一完善的資

料蒐集。此次調查訪問的範圍包括獨立樣本及追蹤樣本。總計獨立樣本共接觸了

6,698個樣本，成功 1,723份問卷，成功率為 25.72%；追蹤樣本共接觸 1,011個樣本，
成功 505份問卷，成功率為 49.95％。 

在問卷部份，核心問卷包括個人基本特徵、社經背景資料、政治媒介、政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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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政治涉入、政治效能感、經濟評估、施政表現、民主認知、政治知識、投票參

與、候選人形象、候選人能力、政治分歧、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政黨認同、政黨

形象、選舉過程等面向。除了核心問卷之外，也提供國內外政治學者進行外掛題組

的申請，加掛題主要是關於國家認同的測量。 

綜合言之，本研究有系統地處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理論性的反省，檢討既

存的台灣選民投票行為的文獻，並建構一個合適的理論取向、途徑與模型。第二、

深入分析台灣選民的諸般政治預存傾向。第三、深入分析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形象

與評價問題。第四、深入分析台灣選民的政治議題傾向。第五、深入分析台灣選民

對候選人的認知、感情與評價。第六、深入分析媒體、社會網絡與選民投票行為之

關係。第七、深入分析政黨與候選人的社會基礎問題。第八、有系統的分析選民經

社背景、政治預存傾向、政黨認同與形象、選舉議題立場、候選人感情與評價與投

票抉擇的複雜因果關係。最後深入分析總統選舉與台灣總體政治發展的相關問題。 

2. 民國九十三年立法委員選舉大型面訪案   
計畫主持人：劉義周 
計畫執行單位：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經費補助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計畫執行期間：2004/08/05~2005/07/31 

基於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對於國內政治發展具有顯著影響的前提之下，本

研究希望藉由選後全國大型面訪調查，對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提供一個有系統的描

述與解釋。本研究的觀察重點在於群體認同與意識、政黨形象及政黨認同、候選人

形象、選舉相關議題、社會系絡、政治信任、民主價值、媒介使用以及其他動員因

素，希望藉此能對整個投票行為有完整之瞭解。 

本研究以全國選民為母體，分為A、B兩卷，A卷是以CNEP（Comparative National 
Elections Project）問卷內容為主，除了以2004年立委選舉為背景外，並針對不適宜
台灣現狀的題組進行修改或刪除；B卷則是延續TEDS歷年來的問卷型態，除了以國
內政治研究的中心議題與政治認同，如政黨認同、統獨意識、族群認同等，架構問

卷的主軸內容，並再針對2004年立法委員選舉的過程及結果進行細部修訂。總計A
卷共接觸了3,963個樣本，成功1,252份問卷，成功率為31.6%；B卷共接觸3,848個樣
本，成功1,258份問卷，成功率為32.7％。可供資料使用者有系統地探討最近政治發
展對台灣的選舉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影響。 
 
3. 任務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全國電話訪問案   
計畫主持人：黃紀 
計畫執行單位：國立中正大學民意及市場調查研究中心 
經費補助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計畫執行期間：2005/03/15~2005/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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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國代選舉有許多特殊之處，值得學界作深入之研究：  
(1) 國民大會代表選舉 : 
  此次任務型國代選舉是國內首次真正使用政黨比例代表制，由政黨提出名單，

選民只選政黨不選候選人，迥異於過去投票對象是候選人的方式，同時也是首次不

劃分選區的選舉。 

  第六次修憲案通過後，此次選舉是任務型國大的第一次選舉，但因為修憲案包

括廢除國大的條文，所以也是最後一次任務型國大選舉。 

(2) 修憲議題 
  任務型國代要複決的修憲案主要是：國會席次減半、立委選舉改採單一選區兩

票制、廢除國民大會、公投入憲。國會席次減半得到多數民眾的支持，但學界對於

席次減半與國會改革的關聯性卻有許多不同的看法，精英與一般民眾看法的差異以

及選舉過程中的資訊傳遞與吸收，是否會改變差異都是非常值得進一步探究的。立

委選舉改採單一選區兩票制，不論是學者或是一般民眾大多抱持正面的態度，但選

民究竟知不知道何謂單一選區兩票制及其影響為何，則是非常有趣的研究主題。廢

除國民大會一直是民眾普遍的期望，但如何廢、可不可能廢一直未有定論。五月選

出國大之後，其任務之一就是自我廢止，使得國代選舉更為特殊。 
 
  不論是國代選舉本身，或是修憲議題都有其特殊性，相關研究也就非常有價值

且具挑戰性。因此，TEDS 2005NA 將提供的投票行為、事實與議題認知、政治態

度與評價的資料都將十分珍貴。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1. 全部版本--釋出資料更新 

第一波資料：更新 IRT變項，新增第一、二波可比較之 IRT變項，學生身高體
重重新編碼。  

第二波資料：新增一般分析、數學等 IRT變項，新增第一、二波可比較的 IRT
變項。 

2. 公共使用版--綜合分析能力資料開放 

檔案內容包括：學生基本資料變項、綜合分析能力各題項的答對與答錯資

訊，提供對心理測驗研究有興趣的研究者使用。  

釋出樣本資料為隨機抽取 85％的學校，85％的班級與 90％的學生，有一半
的學校提供了學校與班級代碼，作為分層分析使用。另提供兩種學生權數，第

一種為所有釋出學生都有的樣本權數，第二種為有學校代碼的學生才有，其資

料由第一種學生權數標準化而得。  

『綜合分析能力』資料中的學生代碼無法與其他版本的資料進行連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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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其相同學程不同波次檔案間的連結依據。不同波次間題目差異等資訊，

請參考題項對照表。  

3. 現場使用版--虛擬版資料更新 

更新內容如下：  
1) 更新 IRT變項：新增第一、二波可比較之 IRT變項。 
2) 更新學生與班級的樣本權數。 

公共使用版與現場使用之虛擬版可直接從網頁上下載；現場使用之試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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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da.sinica.edu.tw/TEPS/index.aspx。或利用 SRDA 網頁

(http://srda.sinica.edu.tw)【大型學術調查】→【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進入
該網頁。 

其他資料依各學門類型列出如下：   

社會學   E89115  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行為與發展趨勢之研究／劉幼琍 

經濟學   E91063  食品風險降低的消費效益估計／劉錦添 

區域研究  E93043  偏遠地區國民中學課程實踐生態與教育機會現況之實地調查

研究（Ⅰ）／甄曉蘭 

E89115 

計畫名稱（中）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行為與發展趨勢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Service Quality and User Satisfaction with Broadband Networks in Taiwan 

計畫主持人 劉幼琍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0/08/01—2001/07/31 

計畫摘要 

近年來，國內外的寬頻網路都有重大的發展。國內在 ADSL 以及 Cable 
Modem業者的強力促銷之下，用戶數也急遽上升。去年下半年 ADSL 
業者展開激烈的價格戰，HiNet 與 SeedNet 紛紛推出超低價吸引客
戶，使得 ADSL 用戶數量大幅成長，目前國內 ADSL 的申請人數已經
達到 44 萬人。Cable Modem 的用戶已有 17 萬。有鑑於此，新的固網
業者也看準國內寬頻市場，在今年紛紛推出了吸引人的促銷方案。寬

頻網路建設不僅是國家基礎建設的重要一環，更為二十一世紀國家競

爭力之主要依據。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包括： 
1. 探討台灣 ADSL 與 Cable Modem 寬頻網路的發展。 
2. 比較 ADSL 與 Cable Modem寬頻網路使用者的使用動機與使用
行為。 

3. 比較 ADSL 與 Cable Modem寬頻網路使用者的使用滿意度。 



 
7 

 

E89115 

4. 比較 ADSL 與 Cable Modem寬頻網路使用者對寬頻網路特殊應
用服務的使用情形與未來需求。 

5. 比較採用 ADSL 與 Cable Modem 寬頻網路早晚與人口學變項之
關連。 

6. 比較採用 ADSL 與 Cable Modem 寬頻網路早晚與網路使用行為
之關連。 

7. 比較 ADSL 與 Cable Modem使用者的滿意度、對寬頻網路特殊
應用服務的使用情形與未來需求與人口學變項之關連。 

本文採用三種研究方法：1、文獻分析法：透過圖書館與網際網路蒐集
國內外有關 ADSL 與 Cable Modem 寬頻網路等相關問題之現況、服務
內容、滲透率及使用情形等資料。2、深度訪談：訪問經營 ADSL 與
Cable Modem 寬頻網路業務的相關業者。3、問卷調查：將問卷置於
Hinet、SeedNet、東森、和信及其他六大入口網站，以超連結的方式，
由 ADSL 與 Cable Modem寬頻網路之使用者親自填答問卷。 

本研究成功回收 25141 份 ADSL 與 13487 份 Cable Modem 的樣本資
料。本文歸納整理出 ADSL 寬頻網路服務使用者的特徵、及其使用行
為，將有助於業者經營行銷策略之參考，並進而提供政府作為推廣寬

頻網路服務之政策依據。此外，對學術界而言，本文亦提供了業界所

不願公開的 ADSL 與 Cable Modem 寬頻網路使用者的文獻。 

關鍵字（中） ADSL、Cable Modem、滿意度、寬頻網路、寬頻網路使用行為 

 

E91063 

計畫名稱（中）食品風險降低的消費效益估計 

計畫名稱（英）Measuring Consumer Benefits of Food Risk Reductions 

計畫主持人 劉錦添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8/01—2003/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利用假設性市場評價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評估台灣民眾對兩種食品風險降低的願付價值(Willingness to 
Pay, WTP)，這兩種食品包括豬肉與海產。假設市場評價法係利用問卷
調查方式，詢問民眾對假設性商品在非市場交易之下，風險下降所願

意支付的金額。願付價值係根據消費者的理論，探討消費者心目中對

健康風險與金錢之間的交換替代比率。研究中探討不同食品風險例如

豬肉與海產遭受細菌感染，消費者在面臨不同風險基礎機率、不同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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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1063 

病時間、不同罹病嚴重程度，及風險降低程度的大小之下的願付價值。

願付價值係採用雙界封閉式(Double Bounded Binary Choice)選擇法。願
付價值之估計結果大致上符合經濟理論的預期，而由願付價值所估計

的疾病價值介於 1900 美元至 1600 美元之間。本研究的結果可作為政
府制定食品安全法規進行成本效益評估的參考。 

關鍵字（中） 食品安全、假設性市場評價法、健康風險、願付價值 

 

E93043 

計畫名稱（中）偏遠地區國民中學課程實踐生態與教育機會現況之實地調查研究（Ⅰ） 

計畫名稱（英）
A Field Study on the Ecology of the Curriculum Practic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Education in Rural Junior High Schools 

計畫主持人 甄曉蘭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學校的課程實踐關係著學生的學習機會，更反映出學校教育的品質，

面對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挑戰，懷抱落實教育機會實質均等、實現社

會正義的理想，本計畫「偏遠地區國民中學課程實踐生態與教育機會

現況之實地調查研究」，特別針對全國偏遠地區之國民中學，以實地訪

談調查為主，輔以問卷調查和文件分析，進行為期兩年的大規模田野

調查研究，以期充分掌握偏遠地區國民中學的課程實踐生態與學生所

享有的教育機會，據此，本研究的目的包括： 
1. 探討學校課程實踐生態對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的意義。 
2. 瞭解各縣市提升偏遠地區學校課程實踐、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的相
關措施。 

3. 瞭解偏遠地區國民中學學校課程實踐生態與教育機會現況。 
4. 瞭解偏遠地區國民中學學校課程實踐的內涵與困境。 
5. 瞭解偏遠地區國民中學學校課程實踐所提供的學習機會與教育
品質。 

6. 建構台灣偏遠地區國民中學課程實踐生態與教育機會之整體圖
像，提供相關教育政策制定與推動之參考。                  

關鍵字（中） 偏遠學校教育、教育機會均等、課程實踐、學校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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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93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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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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 
資料使用常見問答集 

楊惠婷 

Q01：該調查是否為經常性調查？採用何種方式進行調查？已經有哪些年的資料？ 

A01：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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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式採用面訪方式進行，目前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有 65年
至 94年之資料，65年至 93年已開放申請，94年資料預計於 96年提供申請。 

 

Q02：該調查的問卷主要詢問哪些項目？ 
A02：調查項目分為八大部分： 

一、 家庭戶口組成：包含與戶長同戶籍共同生活者、與戶長同戶籍非共同

生活者及與戶長非同戶籍但共同生活者，內容包含各家庭成員之年

齡、性別、教育程度、行業、職業、社會經濟特性、從業身份、就業

狀況、婚姻狀況、參加健保與社會保險之身分、健保門診次數與住院

日數，以及其與經濟戶長之關係。 

二、 家庭設備：彩色電視機、攝影機、音響等一些家庭設備之數量、購置

費及修理保養費。 

三、 住宅概況：住宅所屬、住宅用途、建築式樣、自來水設備、現住自宅

房屋貸款、有車者之停車位及住宅面積等。 

四、 記載事項：耕地面積、禽畜現有數、樣本戶狀態、是否有房屋出租等。 

五、 經常性收入：受雇人員報酬、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收入、自用住宅

及其他營建物設算租金、經常移轉收入、雜項收入等。 

六、 經常性支出：分為非消費支出及消費支出，非消費支出包含利息支出

及經常移轉支出，消費支出包含食品費、飲料費、菸草費、衣著類、房

租及水費、燃料及燈光、家具及家庭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

輸交通及通訊、娛樂消遣及教育文化、什項消費等。 

七、 資本損益：包含資本性收益及資本性損失。 

八、 資本移轉收入：包含資本移轉收入及支出。 

 

Q03：該調查的調查對象是哪些人？一年的樣本數有多大？ 

A03：調查對象是以居住於臺灣地區（包括臺灣省各縣市、臺北市及高雄市）內具
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個人及其所組成之家庭（指共同經濟生活者所組成之家

庭），每年抽取的樣本戶為約台灣地區總戶數之千分之二，約 14,000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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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4：中研院這邊提供的調查資料與主計處是一樣的嗎？我若使用上有問題，我該
向誰問呢？ 

A04：中研院提供的調查資料在原始數據檔及問卷部份是由主計處提供的，我們另
外依據主計處提供的欄位資訊，撰寫欄位定義程式和過錄編碼簿以方便會員

使用。若有資料讀取方式之問題，可洽(02)27884188 分機 209 或 E-mail：
srda@gate.sinica.edu.tw，將有專人負責解答，若有調查執行或問卷設計上之
問題，請洽行政院主計處中部辦公室(049)2394046。 

 
Q05：中研院提供的資料項目有哪些？檔案大小？需要收費嗎？ 

A05：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提供之資料項目有問卷檔、過錄編碼簿(codebook)、原始
數據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檔案等，依年度分別壓縮成自解壓縮檔，一
個年度檔案大小約為 9000KB，目前不收取任何費用，但須上網提出申請，申
請時需提供研究大綱及資料使用期間，經審核後通知領取資料，基本上五個

工作天內會通知審核結果。  

 
Q06：我可以在哪些網站中找到有關家庭收支調查的資訊？ 

A06：可於以下幾個網站查詢家庭收支調查的資訊：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http://srda.sinica.edu.tw/ 左方之政府調查資料點選進
入，或直接從 http://srda.sinica.edu.tw/govdb/ 進入。 

 行政院主計處中部辦公室家庭收支調查網站
http://fies2.tpg.gov.tw/index.asp查詢相關資料，若想讀取家庭收支調查歷年
報告電子檔者，可由 http://fies2.tpg.gov.tw/result.asp查詢到相關報告書資
料。 

 政府文獻資訊網 http://www.ncl.edu.tw/gov_docu/gov_docu.htm，進入「政
府統計」專區，可查詢、閱覽複印統計報表。 

Q07：在經常性收入支出方面，資料格式及讀取方式？ 

A07：經常性收入支出資料最多會有 385 組資料（變項名稱 itm1/amt1~ 
itm385/amt385），在原始數據資料檔中，將資料鍵於第 23卡至第 99卡。 

       項目        項目       項目         項目       項目      卡號 

樣本編號        金額       金額       金額       金額        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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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 49卡為例，對應之過錄編碼簿格式如下： 

 itm 131 49/09-11 代號 代號說明見附件二 

 amt 131 49/12-22 金額或比率  

 itm 132 49/23-25 代號 代號說明見附件二 

 amt 132 49/26-36 金額或比率  

 itm 133 49/37-39 代號 代號說明見附件二 

 amt 133 49/40-50 金額或比率  

 itm 134 49/51-53 代號 代號說明見附件二 

 amt 134 49/54-64 金額或比率  

 itm 135 49/65-67 代號 代號說明見附件二 

 amt 135 49/68-78 金額或比率  

每一卡長 80 位元，含五組收入/支出項目及金額的資料。在資料檔中只將
有消費金額之代號及金額列出，沒有消費金額的代號及金額皆不會在資料檔中

出現，因此每戶在這部份的資料卡數不一定相同。 

資料庫利用 SAS程式來讀取資料，程式如下： 
data incoma49; 

   infile 'd:\family\data\inc93.dat'  lrecl=80; 
   input @79 cd 2.  @1 x1 $ 8. @ ; 
      if cd=49 then do; 
          input itm131 3. amt131 zd11. itm132 3. amt132 zd11. 
          itm133 3. amt133 zd11. itm134 3. amt134 zd11. itm135 3. amt135 zd11. @;  
end; 
      else delete; proc sort; by x1 ; 
data incomea48; merge incomea47 incoma49; by x1; 
   proc sort ; by x1; 

proc datasets; delete incomea47 incoma49; 

該程式意義在於讀入第 49 卡之後，將先前讀入之 incomea47 及目前的
incoma49 合併成一個新資料檔 incomea48，利用此方法將卡數依序合併起來，
就構成完整一家戶呈現一筆的資料格式，至於金額變項上有特殊碼壓縮格式，

讀取資料時採用 SAS之解壓縮格式”zd”語法，以便將原本之金額完整呈現，而
整筆資料成功讀取後，在 SAS系統檔中呈現結果如下： 

變項名稱：itm131        變項名稱：itm132 
          變項名稱：amt131         變項名稱：amt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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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應特別注意的是，「itm131」代表的是第 131 項支出/收入項目，而
非問卷上標示「131」處所對應之「經濟戶長之雇主負擔公、勞、軍保費」；「amt131」
亦為第 131項支出/收入項目的金額，而非表示「經濟戶長之雇主負擔公、勞、
軍保費」的收入金額。以上圖為例，對資料的解讀為圖中第一戶在「醫療用具

設備及器材」（itm131=811）的支出費用為 2000 元（itm131=2000）、在「住院
診療及非受雇醫院醫護服務」（ itm132=812）的支出費用為 1000 元
（itm132=1000），依此類推。 

由結果可以看出，會在「itm1」~「itm385」變項中出現的數值從 100~997
都有可能，每個數值代表的是一種收入/支出項目，若有遺漏值出現非表示受訪
者該答而未答，而是該戶經常性收入支出資料已讀取完畢，為完整呈現資料，

故有 . (遺漏值)的存在，但不會影響後續之分析。舉例來說，使用者如欲分析
支出/收入項目代號為 131「經濟戶長之雇主負擔公、勞、軍保費」的收入金額，
則需另行撰寫程式，過濾「131」這個數值是出現在「itm1」到「itm385」的哪
一個變項，再將跟隨其後的金額另建一個新變項。 

Q08：是否提供村里相關資訊？ 
A08：否，資料僅提供至縣市資訊。 

Q09：家庭收支調查抽樣方法為何？如何用訪問資料推計台灣地區資料？ 
Q09：該調查由戶籍登記資料以縣市為副母體，依就業人口產業結構比例將各村里

分為都市、城鎮及鄉村三層(臺北市及高雄市除外)，採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方

法，第一段抽樣單位為村里，第二段抽樣單位為戶，抽出受訪戶。如欲推計

台灣地區資料，可利用資料檔中提供的「膨脹係數」進行加權，其係以訪問

戶代表該村里戶數乘以該村里代表所在層母體戶數而得之。 

Q10：家庭型態 701及 702這兩代碼的意義為何？ 
A10：代碼 7代表其他無法分類的家庭，第三碼 1代表經濟戶長為男，第三碼 2代

表經濟戶長為女；也就是說 701 表其他無法分類的家庭，經濟戶長為男性，
702表其他無法分類的家庭，經濟戶長為女性，目前在 check.txt檔已有說明。 

Q11：在問卷中關於金額這部分，若某一項目受訪者沒有回答，在資料中是讀取不
到資料嗎？沒有資料部分是表受訪者不願意回答，或者是沒有該項目收入支

出呢？ 
A11：該戶有該項科目的支出或收入，原始資料中才會有該科目代號的存在，沒有

所謂受訪者不回答的情形。 

Q12：目前是否僅提供 SAS的資料格式？ 
A12：目前除了提供 SAS欄位定義程式外，另提供 STATA系統檔，若需要 STATA

系統檔者請另外提出申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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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處「社會發展趨勢調查」 
資料介紹 

廖軒琦 

「社會發展趨勢調查」是一項由行政院主計處所規劃的全國性長期調查計畫，

鑑於經濟發展導致社會快速變遷及社會快速變遷衍生社會問題，為因應各界對瞭解

當前社會現況之需求，於八十七年度起著手規劃辦理。本調查計分「家庭生活」、「社

會參與」、「休閒文化 (93 年改為時間運用)」及「健康安全」四項主題，並採分年
循序辦理方式進行。本調查原由主計處第四局辦理，於九十年起移撥至主計處中部

辦公室。各年度之調查資料期可建立社會發展趨勢調查之長期時間數列資料，供各

界參用。 

「社會發展趨勢調查」目前已進行 87~94年度之訪問調查，各年度之調查計畫
時程及主題如表 1。 

表 1社會發展趨勢調查各年度調查計畫時程及主題 

家庭生活 健康生活 
       主題 
時程 家庭問項 個人問項

社會參與

休閒文化 
(93年改為時間運

用) 
甲表 乙表 

87年 3月 * *     

88年 4月   *    

89年 4、5月    *   

90年 9月     # * 

91年 8月 * *     

92年 9月   *    

93年 9月    *   

94年 9月     * 

*：已完成。 

#：已完成，但因資料代表性不足，不對外提供。 

 家庭生活 

本調查旨在蒐集臺灣地區家庭之成員動態、家事分工情形、住宅概況及年滿二

十歲及以上人口之親屬概況、生活概況、對婚姻看法、婚姻及親子狀況等各項表徵，

以明瞭目前家庭組成及個人現況，進而探究國人家庭生活之內涵與問題。調查資料

時間為民國 87年 3月及 91年 8月。本調查計分家庭問項及個人問項，其主要問項
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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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家庭生活調查問卷之問項 

家庭問項 個人問項(二十歲及以上成員) 

壹、家中全員動態 

全員基本概況、未住本戶者概況、14

歲及以下者就學及照顧概況 

貳、家事分工及住宅概況 

家計、家事處理、買菜或準備三餐、房

屋、水電及其他家中器物之簡易維修、

廚房清理工作、照顧孩童、老人或病人

生活起居、清洗衣物等工作之主要負責

人、住宅室內坪數 

壹、基本概況 

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工作情形、居住情

形、個人全年收入等 

貳、親屬概況 

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現況 

參、生活概況 

在家活動及處理家事時間、工作與家庭之

衝突 

肆、對婚姻的看法 

對美滿婚姻及結婚後是否需要小孩之看法 

伍、婚姻狀況 

探討未婚者、已婚者及離婚、分居或喪偶

者之婚姻現況 

陸、親子狀況 

對未滿 18 歲子女之教養方式及相關問題 

 社會參與 

本調查旨在從長期觀察臺灣地區 15 歲及以上國民對鄰里(社區) 參與及信任、
社團及社會活動參與概況、從事志願性服務工作及捐獻情形，以明瞭國人對社會參

與及關心程度與其變遷狀況。調查資料時間為民國 88年 4月及 92年 9月，主要問
項如表 3。 

表 3社會參與調查問卷之問項 

壹、基本概況 
出生年月、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工作情形、個人全

年收入、住宅類型。 

貳、鄰里（社區）參與及信任 
對鄰居的滿意程度、對鄰里（社區）事務的參與、對

社區居民及鄰里信任之情形。 

參、社團及社會活動參與概況 
參與社團的類型及目的、社團事務運作及相關活動、

參加非營利性社會活動及參與途徑之概況。 

肆、志願性服務工作參與概況 

參與志願性服務工作之類型、動機、管道、服務時段

及收穫；未參與志願性服務工作之原因及未來參與之

意願。 

伍、捐獻概況 
對非營利團體的對象之捐獻金額、主要捐款途徑及原

因、對家庭或個人捐獻之情形、捐血概況。 

陸、信賴與感受 對人信任之程度、感受快樂的程度、身體健康情形。 

 休閒文化 (93 年改為時間運用) 

本調查旨在從長期觀察臺灣地區 15 歲及以上國民各主要作息活動之時間分配
及對時間認知與感受，以明瞭國人在生活起居、工作、家務、休閒、社交及公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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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投入時間的變遷狀況。調查資料時間為民國 89年 4、5月及 93年 9月，主
要問項如表 4。 

表 4時間運用調查問卷之問項 

壹、基本概況 
出生年月、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工作情形、

個人全年收入、快樂情形、健康狀況及照料家人之情形。 

貳、對時間的認知與感受 

對放慢生活步調、休閒與娛樂的時間、陪伴家人或朋友的

時間、時間壓力、獨處時間、時間支配的方式等相關問項

之認知與感受。 

參、生活時間安排 

以 15 分鐘為單位填寫連續二天之作息時間的分配，內容包

括生活起居、工作或上學、家務、視聽活動、健康及休閒、

社交及公益、其他等活動項目。 

 健康安全 
本調查旨在為蒐集台灣地區 15 歲及以上國人之個人健康、睡眠品質、嗜睡情

形、事故傷害、個人生活感受，以明瞭國民身心健康概況、睡眠障礙、各類事故傷

害發生之情形。調查資料時間為民國 90年 9月及 94年 9月，主要問項如表 5。 

表 5健康安全調查問卷之問項 

壹、基本概況 
性別、出生年月、婚姻狀況、體格狀況、教育程度、工作情形、

宗教信仰、個人全年收入。 

貳、個人健康 

最近三個月之健康概況、最近三個月之就醫次數、最近三個月之

運動情形、平時睡覺時間、最近一個月睡眠品質、最近一個月嗜

睡情形。 

參、個人安全 
事故傷害情形(包含事故類型、發生原因、時段、地點、受傷部位

及性質、接受治療程度) 

肆、個人生活感受 
生命意義、過去愉快經驗、生活快樂、生活滿意、未來樂觀的程

度。 

 釋出資料說明 
日前釋出的社會發展趨勢調查資料中，包含 87年度至 94年度資料，其中，90

年健康安全—甲表(未滿 15歲成員問項)，資料內容因代表性不足，因此主計處不對
外提供資料。另外，「家庭生活」的調查資料中，91 年度調查依不同問卷(家庭問
項及個人問項)分為兩個資料檔案，87 年度調查則是將兩份問卷合併於同一資料檔
中。 

由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釋出的資料中，包括資料檔、欄位定義程式檔(SPSS 及
SAS)、問卷及過錄編碼簿。歡迎上網（http://srda.sinica.edu.tw/）加入會員後，至「政
府調查資料專區」申請資料使用。更多詳細資料介紹及資料分析結果可參考行政院

主計處網站。 

 參考資料暨相關網站 

主計處「社會發展趨勢調查」網站：http://www129.tpg.gov.tw/mbas/societ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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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會員申請使用狀況

會員登入次數

申請下載人次

諮詢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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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 人：包括一般會員 983 人，以及臨時會員 758 人（有效數字至九十五年
十一月底）。 

一般會員包括：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90 人；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
校教師 859人；政府機構相關研究人員 4人；捐贈資料單位代表 9人，調研中心工
作人員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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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人；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臨時性研究人員 25 人；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臨時性
研究人員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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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年九月至十一月底

會員登入次數、申請下載人次及諮詢人次，如下圖： 

 

 

 

 

 

 

大型主題計畫下載人次統計（有效數字自九十五年九月至十一月底） 

 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5人次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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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人次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14人次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10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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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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資料下載；  
2. 線上瀏覽報告書、問卷、次數分配；  
3. 定期寄贈「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通訊」；  
4. 電子報服務；  
5. 調查資料整理與檢誤諮詢服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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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惠他人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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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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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釋出前，我們會先瞭解該筆資

料之智慧財產權歸屬，並取得所有權人/機構同意授權本資料庫公開學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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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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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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