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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王文心 

■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現場使用版預約使用方式更動 

因現場使用版提供所有資料的相關連結，目前只提供給符合特定資格者申

請，經審核通過填寫保密合約後，預約前來中研院使用。 

為讓使用者使用時間上更有彈性及效率，現場使用版使用規則於日前做了以

下修訂： 

 

1. 預約方式：開放線上 24 小時預約，使

用者可預約次日及一個月內各使用時

段，不限制預約次數。 

由於使用前工作人員需要安裝資料檔、

復原使用者使用記錄等，請使用者盡量

於使用前 24 小時預約，以免工作人員因

進行上述前置作業，導致使用者實際可

使用時間縮短。 

2. 若同時預約上午及下午時段，或只預約

上午但下午無人預約使用而欲延長使

用時間者，開放中午時間供使用者繼續

使用。 

 

■ 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提供 SAS系統檔、STATA系統檔 

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目前釋出的壓縮檔中，因考量檔案太大會影響網

路傳輸速度，僅提供純文字型資料檔（ASCII 格式）、SAS 程式以及 STATA 系統檔。

然因該資料格式較為特殊，一般個人電腦執行 SAS 程式，需要 1-2 個小時的時間才

能將資料讀入，而每年系統檔大小不一，約占 160MB~250MB 磁碟空間。 

資料庫現將歷年 SAS 系統檔燒錄成光碟提供曾申請過本項資料之會員使用，

有需使用者可以 E-mail 或來電告知，由於 SAS 系統檔中不具選項數值說明，會員

使用時請參照過錄編碼簿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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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進行衍生著作調查，敬請協助回覆 

為了瞭解會員使用調查資料的成果，本資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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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寄發

為調查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及個別型研究計畫調查資料之衍生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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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供會員查詢。 

 

資料釋出消息 
邱亦秀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於 96 年 6 月至 8 月間開放釋出及改版訊息如下： 

【政府抽樣調查】 

 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95年資料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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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內容包括：戶口組成、家庭設備、

住宅概況、經常性收入，以及消費性與非消費性支出等經常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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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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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資料的項目包含：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Stata 系統檔、問卷、過

錄編碼簿以及資料整理報告。 

 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90~94年資料更新 

主計處日前更新 90 年到 94 年資料檔，並提供之前待確認之選項數值說明。有

更動的項目包含：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Stata 系統檔、過錄編碼簿以及資

料整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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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在進行審核之後以 E-mail 通知領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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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學術調查】 

 台灣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1997-2002）：老人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

遷調查（1999-2000） 

計畫主持人：潘文涵 
計畫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經費補助單位：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 
計畫執行期間：1997/01/01－2002/12/31 

「台灣地區老人營養健康狀況調查 1999-2000」於民國 88 年到 89 年進行收案。

調查的目的在評估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老人的飲食、營養、健康狀況；探討影響老

人營養健康之飲食因素、及各種非飲食因素；老人的營養相關知識、態度、與行為

及其與健康的關係。採用分層隨機集束取樣法，將台灣以特殊族群、地理位置分出

客家、山地東部、澎湖四層，另再將台灣其他地區分成北、中、南三地區，北、中、

南地區再以人口密度各分三層，共將台灣地區分為 13 層。各層以 PPS 的方法，抽

取鄉鎮，共得 39 個鄉鎮。在各抽中鄉鎮中，再以 PPS 法抽出兩個村里，全國共 78
個村里，每村里預定訪視 26 名老人。調查執行分為家戶問卷訪視及體檢兩部分，

共完成家訪 1937 人，體檢 2432 人。預期此次調查結果幫助吾人更加瞭解國內老人

營養之現況、老人營養與健康關係、以及影響老人營養狀況的各種因素，此資訊將

可用以釐訂公共衛生營養政策，提升國內老人之營養及健康狀況。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SAS 程式檔、過錄編碼簿與次數分配表。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資料更新   

計畫主持人：張苙雲教授 
計畫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經費補助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教育部、中央研究院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TEPS）係由中

研院、教育部和國科會共同規劃之全國性、長期調查計畫。本資料庫是以問卷調

查方式，向國中、高中、高職及五專學生收集資料，再以這些學生為核心，擴及

瞭解影響學生學習經驗的幾個最主要因素：如學生家長、老師等。 

公共使用版：1) 第二波國中學生資料，於 2007 年 7 月 2 日更新發布 v2.1，原 v2.0
提供之 w2nright 缺漏 76 筆資料，已於本版更新。 

2) 第一、二波新增可比較的 IRT 變項，內容如下： 

w1 高中職/專科學生 v4.1  
新增可比較的 IRT 變項 w1all3pa、w1all3pas 

w1 國中學生 v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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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可比較的 IRT 變項 w1all3pb、w1all3pbs 

w2 國中學生 v2.2 
新增可比較的 IRT 變項 w2all3pb、w2all3pbs 

限制使用版：本次更新第一、二波所有資料，並發布 v1.1。更新內容為調整抽樣方

式，樣本大小與 v1.0 只有些許的差異，另外新增 sumerr、summis、
sumtrp、sumlog 以及 log 等變項。 

有關教育追蹤（TEPS）資料申請資格及申請辦法說明，請上網查詢。網址

http://srda.sinica.edu.tw/TEPS/index.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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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該網

頁。 

其他資料依各學門類型列出如下：   

心理學 

E92039  原住民青少年族群認同歷程與校園族群互動研究／呂雀芬 

E93003  不同世代與專業的工作者在情緒智能認知與表達上的差異性研究／王叢

桂 

E93028  社區精神分裂症病患活動參與之測量／吳錦喻 

E93036  組織公民行為的社會交換觀點：知覺組織支持、領導者－部屬交換與角色

定義之研究／郭建志 

E93037  華人婚姻韌性的形成與變化：理論之修正與檢驗（Ⅱ）／利翠珊 

E93038  「試前準備期與考試當下焦慮量表」編制之研究／陳婉真 

社會學 

E92025  風險社會與非營利組織之發展／邱瑜瑾、紀金山 

E93004  接受機構安置少年之現況分析：檢視少年所面臨之問題與機構工作人員之

服務內容及限制／陳毓文 

E93015  都會區警察人員面臨職場暴行相關因素與防治對策之研究／楊士隆 

E93016  精神障礙者復元過程與專業人員精神復健態度之初探／宋麗玉 

E93051  社會福利權利與責任的檢視：理念與落實／王永慈 

管理學 

E90013  加盟體系信任與承諾關係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陳正男 

E90014  網際網路關係行銷之研究／陶蓓麗 

E90016  商店品質多元屬性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不對稱與非線性關係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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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學勤 

E90018  研發人員生涯發展方案、社會支持、個人特質與工作滿意關係之探討／陳

澤義 

E90021 進入反應策略之整合性研究／趙琪 

E90022  品牌資產、品牌契合度對聯合品牌延伸產品的評估與原品牌資產的影響以

及延伸屬性基礎對此關係之中介影響／賴孟寬 

E90034  企業人力資源聲望與人才招募競爭優勢之研究：以我國高科技產業為實證

對象／諸承明 

E90055  從彈性企業觀點探討我國鋼鐵業協力外包制度／柯志哲 

E91048  設計行業主管領導能力與員工工作滿意度及其對生產力關係之研究／陳

羿君 

E93002  企業內部程序、資源位置和過去路徑對企業營運影響之研究／巫立宇 

E93017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實施後醫院的適應策略分析／黃國哲 

E93041  團隊人格特質組合與創新之多層次與跨層次分析：領導者與團隊成員組合

之影響／黃家齊 

區域研究 

E92011  遊憩區中遊客生態旅遊認知對環境衝擊敏感度影響之研究／張俊彥 

E92056  跨界研發與區域創新體系：資訊業台商在美國矽谷與中國上海、北京研發

活動的比較（Ⅰ）／徐進鈺 

E93006  遊客的擁擠認知、滿意度、與調適機制關係之探討：以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遊客為例／陳肇堯 

E93010  南投縣觀光景點動線之研究：以網絡分析觀點／徐信佑 

E93022  台灣都市計畫教育之檢視及未來展望之探討／賴美蓉 

E93026  競爭條件下考量設施不同需求距離的區位配置問題研究／李泳龍 

E94006  遊客選擇休閒農場產品套裝組合之評估分析／林俊昇 

E94017  登山健行者遊憩衝突與因應行為之研究／趙芝良 

E94025  員工知識分享行為、信賴情感與實質互動對於台灣電子商務旅行社知識移

轉之影響／葉源溢 

E94026  定位、客戶影響與地價人員行為之研究／陳奉瑤 

醫藥衛生 

E90075  癌末病患生活品質與調整品質後存活時間之研究／胡文郁 

E93032  突發性災難後之精神心理復健：以 SARS 為例／龍佛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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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93031  營養資訊網路互動系統之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研究：營養份量和個人設計

／朱瑩悅 

E90013 

計畫名稱（中）加盟體系信任與承諾關係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Relationships of Trust and Commitment and the Relevant Factors in 
the Franchise System 

計畫主持人 陳正男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8/01—2002/07/31 

計畫摘要 

快速改變的競爭環境迫使企業必須尋求更有創造力和彈性的手段以因

應競爭。許多企業的因應對策是建立和顧客及供應商的合作關係。連

鎖加盟便是同行業者間由競爭走向合作，或上下游業者尋求資源依

賴，謀求互利的合作方式。加盟總部和加盟店的關係密切，雙方關係

是否能有良性發展，乃是加盟體系是否能成功的關鍵因素，然而至今

仍相當缺乏適合於連鎖加盟體系的關係行銷模式，因此本研究將以關

係行銷的兩大概念：信任與承諾為主軸，並且探討各別的重要影響因

素，以整合成更為完整的信任-承諾關係模式。 

實證結果顯示本研究的模式是有效的，且具有相當高的解釋力，經濟

滿足、非經濟滿足與非功能衝突是影響信任的重要變數，而影響承諾

的重要變數是信任、特殊投資、目標一致性與依賴性。經濟滿足、非

經濟滿足與非功能衝突透過信任對承諾有間接的影響力。 

關鍵字（中） 加盟、承諾、信任 

 

E90014 

計畫名稱（中）網際網路關係行銷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Marketing on Internet 

計畫主持人 陶蓓麗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8/01—2002/07/31 

計畫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影響，顧客與企業關係建立與維繫的方式也

受到衝擊，企業瞭解線上顧客關係的建立與維繫已是迫切的議題。少

有研究調查網際網路在關係行銷的角色。本研究目的是瞭解網際網路

上的顧客關係，探討影響線上顧客關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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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0014 

本研究提出網際網路關係維繫的模型，影響線上顧客關係的因素包括

社會、顧客、網站、及互動四個方向，共十一個構面，信任及關係承

諾是衡量關係建立與維繫意願的指標。 

研究結果驗証了網際網路顧客關係的存在，也証實社會、顧客、網站

及互動四方面的因素會影響線上顧客關係，研究建議網站應建立自己

的社群、導入顧客關係管理、注重專業領域的投入及網路的互動環境。

研究也發現年紀輕、收入低者較易對網站產生信任感，其間接社會束

縛的力量也較大；而教育程度低者，雖然顧客專業技能較差，但較願

投入精力以建立彼此關係，也較受間接社會束縛力量的影響。此外，

在各種不同類型的網站中，入口網站與購物網站最不易取得顧客的信

任與關係承諾。研究結果可作為企業界未來訂定網際網路關係行銷政

策時的參考，企業界若能瞭解維繫顧客關係的要素，將使企業能更有

效的運用網際網路於行銷策略上。 

關鍵字（中） 網路行銷、關係行銷、顧客關係 

 

E90016 

計畫名稱（中）
商店品質多元屬性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不對稱與非線性關係的實證

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Asymmetrical and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erformance 
of Store Quality Attributes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計畫主持人 丁學勤 

計畫執行單位 遠東技術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8/01—2002/07/31 

計畫摘要 

各種品質屬性在顧客滿意度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過去甚少研究而且絕大

部份的學者均將品質屬性和顧客滿意度間視為線性關係，但由期望理

論（prospect theory）的觀點此種關係可能是非線性的。本研究首先回

顧過去有關品質屬性和顧客滿意度的研究，接著以量販店的顧客進行

實證，結果發現大部份的品質屬性和顧客滿意度的關係是不對稱與非

線性的。而且發現期望理論的價值函數曲線只能適用於一部份的「一

元化品質」；而其餘的品質屬性：「魅力品質」、「當然品質」、「無

差異品質」、「反轉品質」及部份的「一元化品質」，無法以價值函

數曲線說明。依據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特質的不同，將 43 項量販店品

質屬性依據狩野紀昭模式（Kano model）加以分類，提供業者擬定行

銷策略的參考。並提出對管理的意涵（implication）及對後續研究者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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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中） 品質屬性、狩野紀昭模式、期望理論、顧客滿意度 

 

E90018 

計畫名稱（中）
研發人員生涯發展方案、社會支持、個人特質與工作滿意關係之探討：

以工作生活品質與工作複雜度為中介變數 

計畫名稱（英）
A Study of Researchers Career Development, Social Support, Personality, 
and Job Satisfaction：Using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and Job Complexity as 
Intervene Variables 

計畫主持人 陳澤義 

計畫執行單位 銘傳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8/01—2002/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建構因應不同生涯階段的生涯發展方案，進而探討其與工作生

活品質、工作滿意、生產力的關係。本文的主要特色是有效整合生涯

階段與生涯發展方案，針對不同階段的研發人員研擬出不同生涯發展

方案。研究結果顯示，研發人員對生涯發展方案滿意程度越高則其工

作生活品質、工作滿意、專業活動、生產力就越高。其次，本研究發

現專業活動是工作滿意與生產力的中介因子。當研發人員工作滿意度

越高，可激勵研發人員從事專業活動，並進而提高其生產力。最後，

本研究亦發現對工作生活品質、工作滿意、專業活動、生產力影響力

較大的生涯發展方案是生涯挑戰發展方案。本文的研究結果可供高科

技產業的人力資源管理者，安排生涯發展方案優先順序，有效分配資

源，改善工作生活品質，及提升研發人員的工作滿意度及生產力。 

關鍵字（中） 工作生活品質、工作滿意、生涯發展方案、生產力 

 

E90021 

計畫名稱（中）進入反應策略之整合性研究 

計畫名稱（英） Reactions to Entry :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計畫主持人 趙琪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
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8/01—2002/07/31 

計畫摘要 

市場上的新廠商必然對既有廠商產生威脅，一是瓜分既有廠商市場，

減少利潤；二來則會增加市場競爭。既有廠商若無法對進入威脅有效

反應，將遭受巨大損失。本研究針對不同進入反應討論其策略構面，

將影響進入反應之系絡因素系統化分類，並經由實證研究來確認系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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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與進入反應策略的互動效果。最後，建立一個由情境系絡連結到

各種進入反應策略構面的整合性決策架構。 

關鍵字（中） 既有廠商特徵、產業特徵、進入反應、進入者特徵 

 

E90022 

計畫名稱（中）
品牌資產、品牌契合度對聯合品牌延伸產品的評估與原品牌資產的影

響以及延伸屬性基礎對此關係之中介影響 

計畫名稱（英）
The Impact of Brand Equity, Brand Fi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xtension-attribute-base on the Evaluations of Co-branding Products and 
the Original Brand Equity 

計畫主持人 賴孟寬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8/01—2002/07/31 

計畫摘要 

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以及多變的消費者偏好，廠商莫不竭盡腦汁

地開發新產品，期望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吸引消費者的青睞，達成

企業成長的目標；並且投資大量的資源塑造品牌，因為在面對市場上

眾多的資訊與產品時，品牌具有促進（facilitating）消費者的決策過程，

並使其更有效率（effectiveness）的功能（Doyle, 1990）。本研究主要

在研究品牌聯盟（brand alliances）時，雙方的品牌資產與契合度對聯

合品牌（co-branding 或 composite branding）的延伸產品的評價與購買

意願的影響，以及其結果對聯盟雙方的影響，亦探討延伸產品的屬性

基礎對聯合品牌延伸產品評價及購買意願的中介影響。 

關鍵字（中） 延伸產品評價、延伸屬性基礎、品牌契合度、品牌資產、聯合品牌 

 

E90034 

計畫名稱（中）
企業人力資源聲望與人才招募競爭優勢之研究：以我國高科技產業為

實證對象 

計畫名稱（英）
Human Resource Reputation and Recruit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aiwan 

計畫主持人 諸承明 

計畫執行單位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8/01—2002/07/31 

計畫摘要 
聲望是無形的資產。企業聲望是社會大眾對於一企業長期而穩定的評

價，並能反映出該企業在同業之中所具有的競爭優勢。擁有良好聲望

的企業，不僅可以在產品銷售上爭取到較佳的價格定位，在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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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能獲得更多籌集資金的機會；甚至於在人才招募上，亦將較其他

企業容易吸引到優秀應徵者投入。近年來，國內高科技產業迅速成長，

對於高級人才的需求格外顯得殷切。如何吸引及留住人才，已成為企

業未來能否持續發展的重要關鍵。一個擁有良好人力資源聲望的公

司，方能在眾多的競爭企業中脫穎而出，並在人才招募競爭優勢上保

持其領先的位置。 

有鑑於企業人力資源聲望的重要性，本研究透過實證資料嘗試建構出

人力資源聲望的核心構面，並探討其與人才招募效能之間的關聯性。

為此，本研究針對國內高科技產業排名前四百大企業的人力資源主管

進行問卷調查。回卷資料經由統計分析處理後，本研究共獲致下列三

項重要的研究發現： 

(1) 本研究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人力資源聲望可分為下列八項

核心構面，分別是：「勞動條件與勞資關係」、「賦能與授

權」、「公司願景與創新文化」、「激勵性薪酬與福利」、

「人才培育與升遷機會」、「跨文化人員管理」、「績效評

估系統」、以及「員工隱私權」。 

(2) 雖然上述八項構面均為構成人力資源聲望的核心構面，但由

其重要性評分結果顯示：「公司願景與創新文化」、「人才

培育與升遷機會」、以及「績效評估系統」三構面的重要性

評估分居前三名；而「勞動條件與勞資關係」的重要性評估

則落居最後。 

(3) 本研究的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人力資源聲望的整體或

分項構面，均對於公司招募網站之招募效能具有顯著的正相

關，顯示人力資源聲望愈高，其公司自設招募網站的成效也

會愈高。至於人力資源聲望對於報紙廣告、專業招募網站、

以及校園徵才說明會等招募成效之相關性，則只有在少數項

目上達到顯著水準，顯示這些招募方式受到人力資源聲望的

影響較低。 

關鍵字（中） 人力資源聲望、人才招募、企業聲望、招募成效 

 

E90055 

計畫名稱（中）從彈性企業觀點探討我國鋼鐵業協力外包制度 

計畫名稱（英） The Flexible Firm and the Cooperative Subcontracting System in the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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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計畫主持人 柯志哲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
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8/01—2002/07/31 

計畫摘要 

協力外包制度是廣泛存在於我國製造業的組織方式。國內目前對協力

外包制度之研究大抵是由網絡式生產組織或從管理實務的角度來探

討，本研究則從「彈性企業模式」觀點來分析，也就是由企業人力運

用彈性及管理策略的角度來分析鋼鐵業協力外包制度。企業為了節省

雇用成本，克服市場的不確定與易變性，及回應快速的技術與環境變

遷，運用彈性人力策略，將企業內人力分成核心人力、邊陲人力、外

部人力三大類。不同的雇用政策適用於不同群的人力，雇主也透過這

些人力運用策略來達成不同型態的彈性需求，包括職能彈性、數量彈

性及薪資彈性三種型態，進而提升組織經營績效。 

透過訪談及問卷資料的分析，本研究針對中鋼及其協力外包廠商的彈

性人力運用進行探討，分析各項彈性型態的決定因素、制度安排及其

影響，並比較中鋼與協力外包商之間的異同。本研究也針對企業內不

同人力型態的人力資源管理方式進行比較分析。最後，依據研究發現

對中鋼及其協力外包商提出建議。 

關鍵字（中） 外圍人力、協力外包制度、時間彈性、核心人力、彈性企業、數量彈
性、薪資彈性、職能彈性 

 

E90075 

計畫名稱（中）癌末病患生活品質與調整品質後存活時間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Study of Quality of Life and Quality Adjusted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計畫主持人 胡文郁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
系暨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8/01—2002/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成年癌末病人之生活品質及調整品質存活後時間

(QAS)指標之研究，採用已經心理計量驗證之具信效度之結構型癌末病

人 McGill 生活品質量表(MQOL)，於台北市某醫學中心腫瘤與緩和醫

療病房進行立意取樣，選樣標準均為腫瘤醫師確認癌症病人對治癒性

治療均已無反應，停止癌症治癒性醫療，且意識清楚而願意接受訪談

的患者，並以面對面訪談以及病人自填方式收集資料。以 SPSS 以及

S-plus 套裝軟體將所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建檔及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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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結果為： 

(1) 身體症狀的發生率以及對生活品質困擾程較高的前三位分別為疲

倦、疼痛及口乾。  
(2) 癌末病患生活品質量表之自覺滿意度為中等(5.9 分)，滿分 10 分。

心理社會方面得分較身體症狀與靈性存在方面得分高。 
(3) 接受安寧緩和醫療患者其身體症狀及體力較未接受安寧緩和醫療

之癌末患者為差，身體症狀層面之生活品質得分較低；但對未來感

到害怕對生活品質的困擾度較低。 
(4) ECOG-PSR 在 3 分以上者，其身體症狀及體力差對生活品質的困

擾度較高，身體症狀層面之生活品質得分較低。 
(5) 預估一般正常人的QAS值為未接受安寧緩和醫療癌末患者之QAS

值的 48 倍；預估一般正常人的 QAS 值為 ECOG-PSR 為 2 分以下

癌末患者的 56.8 倍。 

關鍵字（中） 生活品質、生活品質調整後存活時間、安寧緩和醫療、調整品質存活
後人年、癌症末期 

 

E91048 

計畫名稱（中）設計行業主管領導能力與員工工作滿意度及其對生產力關係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Impact of Leadership Competencies and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on 
Productivity in Design Industry 

計畫主持人 陳羿君 

計畫執行單位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8/01—2003/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以設計行業為對象，探討管理者領導能力、員工工作滿意度及

其生產力之間的關係。研究工具主要有三：第一部分為「領導能力量

表」，第二部分為「工作滿意度量表」，第三部分為「員工生產力量

表」。其中，第一部分「領導能力量表」將引用陳羿君與葉連祺(民 87)
所發展之領導能力本土化量表，第二部分「工作滿意度量表」以 Weiss 
et al.(1967)所發展之明尼蘇達滿意問卷(MSQ)為基礎，而第三部分「員

工生產力量表」則採用李元墩與藍俊偉(民 87)所研發之 EPI。 

本研究之抽樣對象以設計行業工作者為主，針對設計行業區分為：服

裝設計業、室內設計業、產品設計業、廣告設計業四類，採用分層隨

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中之比例抽樣法抽取研究樣本。抽

樣之原則，顧及抽樣對象之性別、年齡、服務年資、職級之比例，期

減少樣本過度集中所產生抽樣誤差，再由研究者針對抽樣之設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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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隨機的方式發放問卷；每類均發出 100 份問卷，共發出 400 份問卷，

計回收 26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達 66.25%。研究結果在學術上除了可

作為相關系列研究的比較之外，也可提供設計行業經營管理之參考。 

關鍵字（中） 工作滿意度、生產力、設計行業、領導能力 

 

E92011 

計畫名稱（中）遊憩區中遊客生態旅遊認知對環境衝擊敏感度影響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Influences of Visitor's Eco-tourism Cognition on the Sensitivity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in Recreational Areas 

計畫主持人 張俊彥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試著了解遊客對生態旅遊的認知以及遊客自身的環境態度對於

環境衝擊認知之影響。本研究選擇台灣遊客與不同文化背景的美國遊

客當作研究的對象。研究地點為台灣的國家森林步道和美國的阿帕拉

契步道。研究結果顯示生態旅遊認知對於環境衝擊會有影響；而遊客

之環境態度不會影響生態旅遊認知對環境衝擊敏感度的差異；不同文

化的遊客其生態旅遊認知對環境衝擊敏感度會有差異。生態旅遊的發

展期望在開發遊憩活動時，可以降低遊憩活動對環境的衝擊。研究結

果所提出的建議期望有益於臺灣生態旅遊之發展。 

關鍵字（中） 生態旅遊認知、生態旅遊機會序列、衝擊敏感度 

 

E92025 

計畫名稱（中）風險社會與非營利組織之發展 

計畫名稱（英） Risk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計畫主持人 邱瑜瑾、紀金山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
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結合「風險社會理論」與一個新的福利研究典範，去探討風險

社會與非營利組織發展的關係。研究目的主要在家庭福利需求、風險，

以及非營利組織面向上。在研究方法上採取社會調查與深度訪談兩者

並行方式。母體有 240 組織，有效問卷共計 143 份，回收率 59.58％。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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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組織主管機關的層級：以「地方政府」最多（67.1﹪），「中

央政府」佔 32.2﹪。 
（二） 組織之人力資源：專職員工數平均為 13.43 人。 
（三） 非營利組織回應風險，建立部門關係策略，主要資源連結為政

府部門，佔 74.4%。 
（四） 採用資源策略去發展組織上，發現這些組織較少採取制度性與

長期性組織合作的模式。 
（五） 組織在評定認為台灣面臨了哪些重要的社會風險時，很明顯的

發現在受訪機構中，認為台灣面臨最重要的社會風險是「家庭

與婚姻」問題，其次為「社會與文化」問題。 
（六） 組織為解決社會風險問題而在服務遞送時所採用的核心策略

以「透過保護性服務」協助案主群為最多。 

本研究成果有助於瞭解福利主體、NPO 處理家庭風險的策略，以及如

何促進家庭政策之產生。 

關鍵字（中） 社會福利、非營利組織、風險社會、風險管理、家庭政策、福利服務、
論述分析 

 

E92039 

計畫名稱（中）原住民青少年族群認同歷程與校園族群互動研究 

計畫名稱（英）
A Study of Ethnic Identity and Ethnic Interaction Phenomena among 
Indigenous Adolescents in a Junior College 

計畫主持人 呂雀芬 

計畫執行單位 長庚大學護理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計畫摘要 

Ethnic identity related topic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one of major issues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in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dentity state among indigenous adolescents and the related 
issues. There were four scales designed and used in this research: The 
Ethnic Identity Scale, The Ethnic Distance Scale, The Ethnic Impression 
Scale, and The Ethnic Interaction Scale. The Chronbach α value for each 
scale was acceptable. The response rate of questionnaire was 99.7 
%(N=726). The Ethnic Identity score among the participators was quite 
high, which the average score was 176.3(range 54-216). The sco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or between different tribes. 
In addition, the aboriginal adolescents who has aboriginal names ha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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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higher score than those who without aboriginal names. The 
adolescents who census registered in a country side also held significant 
higher Ethnic Identity score than those who census registered in an urban 
area. The Ethnic Distance Scale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t a large Ethnic 
Distance score existence between Han and aboriginal group, but a t-test 
revealed that Han group did not tend to develop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Indigenous group. The results of The Impression Scale showed that both 
Han and aboriginal tribes held more positive impression toward Aborigines 
than toward Han group. Furthermor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Han and aboriginal groups of The Han Impression Scale score. 
However, in term of The Aboriginal Impression scale, the aboriginal group 
got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 than Han group. The Interactive Scale showed 
that aboriginal group had a better interaction score toward The Aboriginal 
Scale and reached a significant level. Similarly, Han group held higher 
score on The Han Interaction Scale than the aborigines and reach the 
statistic level, too. In correlation test, the correlation efficient among 
different variables for The Ethnic Identity Score from high to low was The 
Interaction score (.335), with or without aboriginal name (.243), The 
Impression score toward aboriginal (.220) and the domicile register area 
(-.21). Finally, stepwise regression was implied to find the best fit model. 
There are four independent variable researching the significant level which 
as same as the correlation results. The total adjusted R square R (20%) was 
not high enough. 

關鍵字（中） 原住民、族群互動、族群認同 

 

E9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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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8/01—2004/07/31 

計畫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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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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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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93002 

計畫名稱（中）企業內部程序、資源位置和過去路徑對企業營運影響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Process, Position and Path on Business 
Operations 

計畫主持人 巫立宇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國際
商務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許多企業深信資源基礎理論的功效，他們認為持續累積資源就可保有

競爭優勢。但是，當環境快速變動時，資源基礎理論的效果受到了質

疑，於是 Teece、 Pisano & Shuen（1997）提出動態能力的觀點，他們

認為若企業能擁有動態能力，才能有效因應環境的快速變動，使企業

獲致良好的營運績效。本研究延續 Teece et al.的動態能力觀點，以企

業的程序、位置和路徑等三個層面結合競爭力進行研究，輔以台灣企

業的實際資料加以驗證，以瞭解三項企業發展動態能力的關鍵因素對

企業競爭優勢的影響。 

關鍵字（中） 位置、動態能力、程序、路徑、競爭力 

 

E93003 

計畫名稱（中） 不同世代與專業的工作者在情緒智能認知與表達上的差異性研究 

計畫名稱（英）
Conceptual and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etween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Professions 

計畫主持人 王叢桂 

計畫執行單位 東吳大學心理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企圖瞭解：接受助人專業訓練者是否會與沒有接受專業訓練者

對情緒智能與人情世故有不同的認知概念？同時並比較七年級世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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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管理他們的年長世代對情緒智能與人情世故有不同的認知概

念？專業與世代之間對情緒智能的看法是否有交互作用？上述概念是

否會因為互動對象關係之不同而有所差異？透過對心理諮商與社會工

作專業相關的工作者與其負責督導的實習學生之間的比較，以及與非

相關專業的教師與學生的比較，研究者發現世代間有差異存在，但是

部分結果預測與研究者相反。兩個世代都認為除了壓抑自己的情緒之

外，高情緒智能者在情緒表現上仍舊應該符合傳統文化中重視情緒平

和表達的謙謙君子；不過年輕世代更重視在人際互動中的和諧與控制

情緒。符合研究者推論的部分發現是：年輕世代比年長世代認為高情

智者在人情世故情境較能揭露自我情緒與他人分享，也比較能讓朋友

願意訴說私密。專業與非專業者之間的差異符合研究者的預期，接受

過諮詢專業訓練的督導與學生比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教師與學生重視

坦然接受自己的負面情緒，不去壓抑負面情緒，與能夠享受自己的正

面情緒以及能夠接納自我內在情緒。非專業者則重視外顯的情緒表達

能否符合傳統自在從容、平靜祥和、面對衝突從容不迫與寬恕慈悲等

特性。世代間對高情智者應具有的能力特質，亦會因為與互動者的關

係類型而有不同。 

關鍵字（中） 人情、世故、信任、情緒智能、關係 

 

E93004 

計畫名稱（中）
接受機構安置少年之現況分析︰檢視少年所面臨之問題與機構工作人

員之服務內容及限制 

計畫名稱（英）
Youth in Residential Group Care: Examining Their Mental Health Problem, 
Services Provided and Limitations of Services 

計畫主持人 陳毓文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三： 
1) 檢視國內機構安置少年的心理困擾與行為問題狀況； 
2) 探究解釋這些問題之相關因素； 
3) 瞭解國內少年安置機構工作人員的主要工作內容與服務現況。 

本研究之研究母體為國內接受機構安置之 12 至 18 歲的少年及機構內

的工作人員，並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進行抽樣工作，結果共有 21 家機構

同意本研究前往進行調查工作。在少年方面，本研究採集體填寫匿名

問卷的方式，於民國九十四年二月至五月間進行資料蒐集工作；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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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方面，則於前往少年問卷施測時將所需問卷份數攜帶至該機

構，交由協助聯繫的工作人員發放給有意願參與者，由其自行填寫後

統一以所附的回郵信封寄回給研究主持人。本研究共回收少年問卷 548
份，工作人員 138 份。本研究結果發現：安置少年所面臨的問題乃多

元又複雜，其中憂鬱與自殘問題較為嚴重，而偏差行為發生的頻率在

進入機構都大幅降低。若從多元分析中可以發現，本研究所假設的各

項與機構因素有關的自變項中，最能解釋的少年問題乃是憂鬱情緒，

舉凡與工作人員的關係、機構同儕關係、與家人互動的程度與看法，

以及安置穩定度等都與少年憂鬱情緒有關，但這些因素卻都與其偏差

行為、自殺與自殘經驗無關。由此可見，這些進入安置機構後的情境

因素對於外在偏差行為與自殺自殘行為其實影響不大，影響較大的在

於其心理層面。在機構工作人員方面，工作人員整體的工作量確實不

小，但多數受訪者仍覺得自己能夠勝任這份工作，也沒有因為這樣的

工作條件而影響與少年互動的品質，多數工作人員仍在乎少年，也還

能關心少年。本研究最後依據重要研究發現進行討論與相關實務建議。 

關鍵字（中） 安置少年、自殺、自殘、憂鬱少年、機構工作人員 

 

E93006 

計畫名稱（中）
遊客的擁擠認知、滿意度、與調適機制關係之探討：以阿里山國家風

景區遊客為例 

計畫名稱（英）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rowding Perceptions, Satisfaction, 
and Coping of Tourists: a Case Study on Tourists Visiting Alishan National 
Scenic Area 

計畫主持人 陳肇堯 

計畫執行單位 崑山科技大學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目前對遊客需求行為的分析，包括對遊客遊憩參與行為、遊客的評價、

及遊客事後反應等均欠缺系統性的關聯分析，以致無法充份瞭解遊客

遊憩參與的態度、評價、與反應行為，因此無法研擬符合遊客需求行

為且有效的紓解擁擠的改善策略。本研究利用計量經濟學理論的聯立

方程式，建立遊客的擁擠認知、滿意度評價、及採行調適機制的整合

行為模式，藉以探討遊客的個人因素、社會性因素、及情境因素等對

遊客的擁擠認知、滿意度、及可能採行之調適機制的影響，同時進一

步探討釐清遊客的擁擠認知、滿意度評價、與採行調適機制間的交互

作用關係，並藉由實證分析解析阿里山國家風景區遊客之遊憩參與、

評價、及反應的行為過程，以供遊憩區經營管理者研擬改善策略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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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實證結果顯示阿里山國家風景區假日遊客之滿意度、擁擠知覺與

採行之調適機制三者間並無顯著的關係；而非假日遊客之擁擠知覺與

採行的調適機制間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關鍵字（中） 滿意度、調適機制、擁擠知覺、聯立方程式 

 

E93007 

計畫名稱（中）從原住民兒童的視角看婚姻暴力 

計畫名稱（英） Aboriginal Children's Perspectives on Domestic Violence 

計畫主持人 游美貴 

計畫執行單位 慈濟大學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旨在從原住民兒童的視角出發，探討此類兒童對婚姻暴力的認

知及婚姻暴力對其之意義。此外，針對目睹婚姻暴力的原住民兒童，

本研究期待能深入了解其經驗及其因應暴力的策略。再者，從目睹兒

童的角度了解其如何取得相關的幫助和他們認為較符合其需求的幫助

為何？藉由此研究的發現，期待能提供相關的政策及實務工作的建議。 

本研究採用量化與質化的研究方法並行，將研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

個階段，以八至十二歲的原住民國小學童為主，從三十個山地鄉的國

小分層隨機抽樣，進行有關他們對婚姻暴力的了解與認知的問卷調

查，共計 2032。第二階段再以原住民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及庇護機構

等所提供之目睹婚姻暴力兒童個案二十位，進行深入訪談。以了解其

目睹暴力的經驗、因應暴力的策略、接受協助的歷程，及其需求。 

關鍵字（中） 原住民兒童、家庭暴力、婚姻暴力 

 

E93010 

計畫名稱（中）南投縣觀光景點動線之研究：以網絡分析觀點 

計畫名稱（英）
The Linkage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Nantou County: Network Analysis 
Perspective 

計畫主持人 施信佑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
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傳統探討觀光資源分配常以靜態方式分析，然而這種方式不容易對一

區域內所有觀光景點之動態結構關係進行比較分析，容易造成資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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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失當。本研究將南投縣境內著名觀光景點分成十六個地點，運用網

絡分析模型與指標，針對旅客遊覽南投縣之觀光動線與景點，進行動

態網絡關係探討。試圖研究南投縣觀光動線網絡特徵、以及探討各個

觀光景點的網絡結構位置特徵，以有效計畫觀光資源的配置與利用。 

關鍵字（中） 網路分析、觀光動線、觀光景點 

 

E93015 

計畫名稱（中）都會區警察人員面臨職場暴行相關因素與防治對策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A Study on the Correlates of Metropolitan Police Victimization and 
Preventive Strategies 

計畫主持人 楊士隆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
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發生於 2005 年 4 月台北縣汐止的殺警奪槍案，讓社會大眾關注到警察

人員執勤時的人身安全問題不容忽視，本研究旨在探討都會區警察人

員面臨職場暴行之相關因素及其防治對策，研究架構包括警察人員之

基本背景資料、受暴力攻擊之情境因素、暴力類型、施暴者特性、受

暴傷害情形及創傷後壓力症狀等變項，並針對研究發現提出防治對策。 

本研究以量化、質性、及官方資料分析三種研究策略，針對發生於 9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間的警察人員職場暴行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在量化研究部份，以多層比例隨機抽樣方式，抽取服務於台北市、台

中市及高雄市三大都會區之警察人員 2,070 名進行問卷調查。在質性訪

談方面，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方式從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警察局，

抽取 9 名曾經面臨嚴重職場暴行警察人員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在官方

資料分析方面，從內政部警政署歷年警察人員因公傷亡及撫卹、慰問

資料，加以整理、歸納、分析，以補充實證研究之不足。 

研究發現約七成的員警曾有遭受職場暴行之經驗，在暴力類型方面，

57.8%曾遭受身體暴力，62.0%曾遭受精神暴力。在有受暴經驗的 1,455
人中，以被民眾羞辱、罵髒話、三字經、公然侮辱的 1,124 人(77.3%)
最高，被用肢體推、擠、撞 1,037 人(71.3%)次之，被恐嚇找民代質詢、

調職 738 人(50.7%)再次之。受暴時的勤務項目 35.3%為巡邏勤務、9.5%
為處理聚眾活動、8.7%為執行路檢勤務、7.1%為執行交通稽查勤務。

受暴時間以 20-24 時 24.3%及 0-4 時 21.2%最多。受暴地點以發生在街

道上 58.9%、室外空地、廣場 10.2%最多。服勤人數以 2 人共同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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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受攻擊時以穿著制服 83.2%、攜帶九０手槍 74.5%最多。受暴

時的反應以言語嚇阻 23.4%及徒手反擊 23.4%最多，有請求支援的有

50.3%，使用警銬逮捕施暴者 24.7%。 

施暴者年齡以 26-35 歲 30.9%及 36-45 歲 29.3%)多，性別以男性 73.1%
佔大多數、男女皆有 15.5%次之。施暴原因以不服取締 38.7%、進行抗

爭或抗議活動 11.4%，脫免逮捕 10.8%、不滿警方處理方式 9.8%最多。

酒後施暴者有 35.7%、施暴者有精神疾病者 7.8%。 

員警受暴後以未受傷 835(57.4%)居多，在受傷的 620 人中，受傷部位

以四肢 280(45.2%)、臉部 83(13.4%)、頭部 69(11.1%)最多。受傷情形

以皮膚瘀青、破皮流血、擦傷、抓傷 311(50.2%)、皮膚紅腫、肌肉疼

痛 302(48.5%)、是扭傷、拉傷、撕裂傷、挫傷 179(28.9%)最多。受傷

後以未就醫的 312(50.3%)，受暴後多數仍留在原工作崗位 535(86.3%)
佔大多數。受創後壓力症狀以輕度者 1025(49.5%)最多、為沒有影響

768(38.0)次之。 

在質性訪談方面，受訪對象年齡集中在 35-44 歲之間，平均服務年資

18.5 年。受暴時的服務單位，以派出所及特勤中隊或霹靂小組為主。

在被攻擊的情境因素方面，則以巡邏時盤查可疑人車、執行便衣防搶、

肅竊、埋伏勤務或執行專案攻堅勤務遭歹徒攻擊為主。在傷勢方面，

以脊椎受傷最為嚴重。在後遺症方面，以傷到脊椎而無法行走，必須

長期以輪椅代步最為嚴重。員警受傷後，以來自家庭的支持力量最大，

而來自同事的支持力量除了生活上的協助外，在情感上的關懷更因具

有同理心，可使受傷員警能儘速平復、調整受傷心情，再次投入工作。

在創傷後壓力的調適方面，受傷後普遍出現心理壓力症狀，傷勢愈嚴

重則壓力症狀愈明顯。受傷後都會對工作態度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工作態度戀得較不積極，甚至會有提早退休的打算。 

根據本研究結果，都會區警察人員職場暴行防治策略如下：(1)提高襲

警刑責、強化公權力，(2)落實教育訓練、活化執法手段與技巧，(3)適
切規畫勤務、重視勤前教育，(4)精實警用裝備、保護員警安全，(5)建
立員警緊急醫療網及專業諮商輔導體系，(6)落實撫卹與傷殘照護。 

關鍵字（中） 防治對策、情境因素、都會區警察人員、職場暴行、警察被害 

 

E93016 

計畫名稱（中）精神障礙者復元過程與專業人員精神復健態度之初探（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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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英）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Recovery Process of Persons with Mental 
Disability and Attitudes towards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among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計畫主持人 宋麗玉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
與社會工作學系（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精神疾病一向被認為是容易慢性化且預後很差的疾病，處遇著重在控

制與維持；然而在 1980 年代另一種聲音出現了，一些親身經歷復元的

精神病患為文撰寫自己的復元過程與對於醫療體系的感受和建議。另

一方面，幾個長期追蹤研究顯示精神病患痊癒或是好轉的比例在

46-68%之間，顛覆了過去的觀念。過去十幾年，西方復元的相關研究

對於復元過程已有一些研究發現，但是仍在持續研究當中，相關文獻

提及在精神復健過程中「希望」的重要性，且復元者對於其他同儕的

鼓舞。台灣對於復元的面向未曾觸及，因此本研究以兩年的時間進行

兩項相關的研究：首先尋求有復元經驗者與其重要他人，以質化方法

了解其目前的復元結果、復元過程、以及復元的促進與阻礙因素，共

完成 22 位復元者與 10 位照顧者之深度訪談。第二年則完成 15 位對復

元者進行一次訪談(共兩次)以探索期間的變化，重要他人則只訪談一

次；第二年則經由普查方式進行精神醫療機構與復健機構專業人員的

精神復健態度與復健原則落實度之研究，醫院部分共寄出 3479 份問

卷，回收 817 份問卷，廢卷 74 份，回收率為 23.48％，有效問卷共有

743 份；復健機構部分共寄出 440 份問卷、回收共 143 份、廢卷有 7
份、回收率為 32.5％。由復元者的訪談整理出有 4 位符合 Spaniol 等人

(2002)所描述的「超越障礙」、6 位屬「與障礙共存」、5 位則為「與

障礙對抗」。影響復元的因素包括藥物有效性、精神醫療專業人員的

激勵與關懷、家人的各項支持與不放棄、復元者個人正向樂觀與堅毅

的人格特質、發展出有效的因應藥物副作用方法、工作帶來自信與人

際網絡、宗教的靈性啟發和關懷支持、愛的關係豐富生命與引發責任

感。阻力因素主要為醫療體系方案保守和不夠多元、藥物副作用與擔

心社會歧視眼光。在精神復健態度與落實度方面，認同度與落實度差

異最大的前三項是倡導社會變遷、運用環境資源、增強權能。 

影響醫療專業人員復健態度的主要因素為：促進醫院處遇計畫含括精

神復健、參加研討會、衛生署法規和措施支持度、醫師較 OT 為差；

復健態度乃是復健原則之落實的最重要自變項，年齡、醫師、醫院出

院計畫對於精神復健之重視程度、閱讀相關文章書籍也是顯著變項。

本研究之模式無法顯著解釋復健機構樣本在復健態度之差異；精神復

健態度越正向、閱讀相關文章書籍、擔任個案管理員則復健機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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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復健原則落實度越高。 

根據兩年的研究發現，筆者呼籲醫師與醫院主管含括精神復健於醫院

的處遇和出院計畫之中、加強環境資源之運用、與協助維持與增強家

人對精障者之支持等。 

關鍵字（中） 復元、精神復健 

 

E93017 

計畫名稱（中）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實施後醫院的適應策略分析 

計畫名稱（英） Adaptation Strategies of Taiwan Hospitals under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計畫主持人 黃國哲 

計畫執行單位 台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計畫的研究目的係在分析國內醫院在面臨現今激盪的醫療環境

所採取的適應策略：是市場導向策略或資源基礎策略為主流？而影響

醫院採取不同類型的適應策略之因素又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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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年資料)為
研究母群體，其中醫學中心有 17 家，區域醫院有 70 家，地區醫院則

有 375 家，合計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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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問卷數計有 198 份，回覆率則為 42.9%。扣除無效

問卷後，有效問卷數為醫院中心 8 份，區域醫院 46 份，地區醫院為 140
份，共計 194 份；有效回覆率則為 42.0%。實證結果顯示，回覆之樣

本醫院面臨現今競爭激烈的醫療環境所採取的適應策略，是以顧客為

主的市場導向策略為主流。另一方面，影響醫院採取不同類型的適應

策略之相關因素則包含醫院評鑑等級等變項。 

關鍵字（中） 市場導向策略、資源基礎策略、適應策略 

 

E93022 

計畫名稱（中）台灣都市計畫教育之檢視及未來展望之探討 

計畫名稱（英）
The Study of the Review and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in Taiwan 

計畫主持人 賴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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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單位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除了文獻及國內外都市計畫教育內涵資料之收集，從事問卷調

查及運用『焦點群組』（focus group）法收集資料。調查結果顯示，受

訪教師及公私部門受訪者都認為一個都市計畫工作者，溝通表達能力

及職業道德操守最重要。財務規劃及溝通談判技巧課程被受訪教師及

公私部門受訪者視為最應強化之課程。公私部門受訪者有 80%表示感

覺所學不足，希望有機會短期進修。受訪教師及焦點群組與會者認同

都市計畫教育應隨著時代的變遷調整，但也表示都市計劃相關系所未

能有效的因應時代的變遷。本研究提出規劃合乎時代需求之課程，並

視需求隨時調整，以創造有特色之系所、鼓勵教師短期進修，強化教

學素質，釐清學校教育之角色及功能以及整合產官學及第三部門資

源，建構都市計畫教育終身學習機制等建議。 

關鍵字（中） 都市計畫制度、都市計畫專業者、都市計畫教育 

 

E93026 

計畫名稱（中）競爭條件下考量設施不同需求距離的區位配置問題研究 

計畫名稱（英）
A Study on the Facility Location Problem with Different Distance of 
Satisfaction Level 

計畫主持人 李泳龍 

計畫執行單位 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
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有關公共設施的區位問題，外在限制的條件可以按照其設施屬性分為： 
(1)min-max；(2)max-min。其中寧適性設施可以視為全體需求點到達服

務設施的距離最短（min），而該設施的總服務距離最大（max），因

此屬於 min-max 的設施最適化問題。由於都市中有越來越多的政府機

關、購物中心以及福利性設施，通常都會吸引許多的特定目的旅次，

而造成距離該設施太近的需求點，反而產生許多外部成本，相較於可

及性效益，有時反而是距離該設施稍微遠一點，所得到的總效益最高。

本研究對於不同性質設施之距離消費者遠近的滿足程度，以模糊方法

建立隸屬度函數，同時，提出最適區位的條件與線性規劃方法，以方

便於實務應用時，可以方便求解。 

關鍵字（中） 設施區位、嫌惡性設施區位、緊急設施區位、競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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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中）社區精神分裂症病患活動參與之測量 

計畫名稱（英）
Measurement of Activity Participation for Persons with Schizophrenia 
Living in the Community 

計畫主持人 吳錦喻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
療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發展「活動參與及限制問卷」，用以測量社區精神

分裂症病患之活動參與及參與限制的情形。此問卷以世界衛生組織之

「國際功能與健康分類（簡稱 ICF）」為概念架構，項目內容依據研究

者先前對於社區精神分裂症病患之活動參與經驗的質性研究的結果而

設計，分為「活動參與」以及「參與限制」兩個部份。根據 26 位對此

病患族群之社區活動參與情形有實務經驗之職能治療師對問卷項目之

回應，獲得此問卷之內容效度。此問卷在台灣北中南等地區之九個精

神醫療機構進行資料收集，一共收取 324 份有效問卷。資料分析結果

顯示，此份問卷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信度（Cronbach alpha: 0.82-0.90），
驗證式因素分析的結果指出此問卷有理想的建構效度，「活動參與」

可以清晰有效地反映四個因素：投入程度、正向感受、負向感受、及

自我價值，「參與限制」可以清晰有效地反映預期投入程度及負向感

受等二因素。此項問卷與整體功能評量、生活滿意度、自主性動機、

憂鬱情緒等概念具有同時效度。研究結果支持本項問卷具備合理、理

想的信效度，依據此有效樣本所建立的常模亦可供後續使用。 

關鍵字（中） 活動參與、測驗、精神分裂症 

 

E93031 

計畫名稱（中）
營養資訊網路互動系統之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研究：營養份量和個人

設計 

計畫名稱（英）
The Study on School Educa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 of Nutrition 
Informatics Network Interactive System-nutrition Portion Size and Person 
Design 

計畫主持人 朱瑩悅 

計畫執行單位 中國文化大學食品營養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目的以圖像示範營養教育資訊網 (資訊網)和配合家長參與，介

入國小五年級學童健康與體育課程，探討學童營養知識、六大類食物

日需量、份量認知、飲食行為、飲食習慣以及飲食態度等變項。研究

分四組：家長參與之資訊網組(IP)、資訊網組(I)、家長參與之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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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控制組(C)。進行前測、後測與後後測之問卷測試。成對 t 檢定

之結果顯示，IP、I 之後測與後後測各變項均顯著高於前測，即表示此

資訊網介入對學童有即時的學習成效，且後測與後後測得分，沒有顯

著差異，可知資訊網介入對學童有 11 週的延伸效果；而 IP、CP 之後

測、後後測各變項亦均顯著高於前測，即表示家長參與對學童有即時

的學習成效，且後測與後後測得分，亦無顯著差異，可知家長參與對

學童有 11 週的延伸效果，而控制組之前測、後測與後後測均無顯著差

異。獨立 t 檢定結果，IP 後測與後後測之各變項得分，均顯著較 CP 組

高(p<.001)；而 I 後測與後後測之各變項得分，亦均顯著較 C 組高

(p<.001)，即資訊網介入教學可提升均衡飲食知識、行為、態度。IP 後

測與後後測之各變項得分，均顯著較 I 高(p<.001)；而 CP 後測與後後

測之各變項得分，亦均顯著較 C 高(p<.001)，即家長參與有助於均衡飲

食知識、行為、態度的提升。獨立樣本二因子異變數分析顯示，家長

參與和資訊網介入教學二因子在飲食行為、飲食習慣與飲食態度有顯

著的交互作用影響與個別因子的主要效果。家長參與和資訊網的學習

資源介入，以養成學童均衡飲食行為。 

關鍵字（中） 均衡飲食、家長參與、資訊網、學校教育 

 

E93032 

計畫名稱（中）突發性災難後之精神心理復健：以 SARS 為例（Ⅰ） 

計畫名稱（英）
The Mental Rehabilitation after the Disaster of Sudden Happen: Case of 
SARS 

計畫主持人 龍佛衛 

計畫執行單位 國軍高雄總醫院精神科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為例，探討生物性災難對於醫療照護人員的影響，

找出影響心理健康的危險及持續因子。方法：研究對象為台灣南部某

教學醫院、曾於SARS高峰期間接觸或照護疑似案例之135名工作人

員。所有個案均需完成華人健康問卷、艾氏人格問卷與雙親教養態度

量表，並於一年後進行追蹤，再次接受華人健康問卷之評量。 

初次評量呈現身心不適症狀者有22位（17.3%），無明顯身心症狀者105 
位（82.7%），一年後身心症狀持續的人數降為19位。結構模式分析結

果顯示個案若知覺母親在其成長過程中給予較多的關懷，可降低遭遇

壓力事件後的身心不適情況，而過度的保護則可能造成神經質人格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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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並間接影響災後的心理調適狀況。神經質傾向與母親過度的保護

可能是不適症狀持續而未能緩解的影響因子。 

神經質人格特質以及母親的教養態度對 SARS 照護人員的心理健康有

負面的影響，且為造成症狀持續的影響因素。本研究結果可提供作為

災後心理復健計畫之個案評估及介入處遇的參考。 

關鍵字（中） 生物性災難、依附關係、神經質人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E93036 

計畫名稱（中）
組織公民行為的社會交換觀點：知覺組織支持、領導者－部屬交換與

角色定義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s a Social Exchang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Leadership-Member Exchange, and Role 
Definition 

計畫主持人 郭建志 

計畫執行單位 中原大學心理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過去研究知覺組織支持和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從社會交

換理論來探討，本研究除了社會交換理論外，整合了角色理論這樣的

概念，將角色定義幅度作為組織公民行為與知覺組織支持的中介變

項。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員工的角色定義幅度是否為知覺組織支

持和知覺主管支持與組織公民行為的中介變項，並針對三個變項之間

彼此不同的層次關係作一個完整的研究。本研究採用問卷法，受試者

是公私立的營利單位員工，與其直屬主管，樣本採對偶方式收集。採

取便利性抽樣，總共回收了 305 筆配對資料。結果顯示：(1)員工知覺

組織支持或知覺主管支持越高時，所表現出不同層級（組織層級和個

人層級）的組織公民行為越多(2)當員工擴大不同層級（組織層級和個

人層級）的角色定義幅度時，員工會分別表現出更多不同層級的組織

公民行為(3)角色定義幅度為組織公民行為與知覺組織支持的中介變

項。               

關鍵字（中） 角色定義幅度、知覺主管支持、知覺組織支持、組織公民行為 

 

E93037 

計畫名稱（中）華人婚姻韌性的形成與變化：理論之修正與檢驗（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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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英）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Chinese Marital Resilience: Modifying and 
Testing the Hypothetical Theory(Ⅱ) 

計畫主持人 利翠珊 

計畫執行單位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婚姻中的韌性是華人家庭實務工作者常可觀察到的現象，也是一般人

生活中具有的經驗。然而韌性的研究在台灣可說尚未起步，而現有的

華人婚姻研究傾向以文化規範的角色，解讀婚姻中對女性及情感的壓

抑，因而忽視了華人文化所重視的堅毅或忍耐對形成婚姻韌性的正面

影響。本研究出於此動機，參酌西方來自心理學及家庭科學兩支有關

韌性的研究，以兩年的時間，完成對華人婚姻韌性形成與變化之理解。 

在第一年的研究中，研究者先以小規模的調查，勾勒出一般人眼中對

婚姻韌性的初步看法。再經由與 19 名夫妻的質性訪談，形成婚姻韌性

歷程的理論假設模型。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地區華人婚姻韌性的形成與變化受到多重因素的

相互影響，個人進與退之間的拿捏、婚姻中給與取、容與忍的拉鋸與

調整，以及文化傳統下個人對逆境及婚姻所抱持的信念，都會增強或

消弱婚姻的韌性。與西方研究不同的部分是，華人在面對逆境時，似

乎較願意接納與順應情勢的發展，在婚姻韌性的形成過程中，也會在

西方「自抑式忍耐」之外，出現「寬容式忍耐」及「修練式忍耐」，

不過西方研究所提到的付出、交換與衡量，仍然相當程度地影響著台

灣的夫妻，只是在此交換的過程中，西方人重視的是自尊的維持，而

台灣夫妻重視的則是關係的和諧。  

在第二年的研究中，研究者以 722 名已婚夫妻為對象，進行調查研究。

研究者以結構方程模式之技術，分別針對男女樣本的婚姻韌性之假設

模式進行檢驗。研究結果顯示，在 GFI、AGFI、RMSEA、NFI、NNFI、
CFI、IFI、RFI 等多項適配指標的檢測下，不論就男性或女性樣本來說，

婚姻韌性形成模式大致的表現不錯，因而可以推知婚姻韌性的形成至

少可經由一條直接路徑及二至三條件接路徑而發生。在直接影響的部

分，對男性及女性的分析均顯示，婚姻情感與負向衝突是兩項直接影

響婚姻韌性或穩定的直接因素，夫妻情感越佳負向衝突越少，均可直

接增加婚姻的穩定性。在間接影響的部分，男女樣本均發現婚姻情感

會透過較低的負向衝突而帶來較高的婚姻穩定，以及信念價值會透過

婚姻中的容忍退讓行為降低負向衝突，進而增加婚姻穩定。此外，在

男性樣本中並且發現婚姻情感會透過樂意犧牲、容忍退讓，以及較低

的負向衝突而形成穩定的婚姻。這條路徑在女性樣本中並不明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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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樂意犧牲與容忍退讓行為之間並無關聯存在，上述之路徑也不存

在。 

關鍵字（中） 本土研究、婚姻韌性、質化與量化方法 

 

E93038 

計畫名稱（中）「試前準備期與考試當下焦慮量表」編製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am Preparation and On-exam Anxiety Scale” 

計畫主持人 陳婉真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編製一份新制的考試焦慮量表，並利用此量表

初步探討「試前準備期」與「考試當下」的焦慮程度對於高中學生學

業成績的影響。本研究嘗試以考試時間點為區分，將過去已發展的考

試焦慮量表題目，歸類為試前準備期或考試當下特有的焦慮反應，並

深入訪談 18 位高中學生在不同考試階段的焦慮表徵，編製「試前準備

期與考試當下焦慮量表」。「試前準備期與考試當下焦慮量表」包含

「試前準備期焦慮量表」與「考試當下焦慮量表」二分量表。在完成

量表預試程序後，係使用該發展的考試焦慮量表為工具，以 459 位高

中三年級學生為樣本（男性 246 人，女性 213 人），進行信效度的考

驗。為了準確測量試前準備期與考試當下的焦慮程度，每位受試者均

在兩個時間點分別填寫問卷，第一個時間點於高中學科能力測驗前一

個月，受試者接受「試前準備期焦慮量表」的施測，第二個時間點於

學科能力測驗結束後，受試者接受「考試當下焦慮量表」的施測。研

究結果發現，「試前準備期焦慮量表」可分為「試前憂慮」和「試前

情緒性」兩因素，而「考試當下焦慮量表」則為一「臨場焦慮」因素，

此三個因素所構成的分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在效度方面，高中學

生「試前準備期與考試當下焦慮量表」的得分與其考試成績、特質焦

慮、狀態焦慮量表得分均有顯著的相關。 

關鍵字（中） 考試焦慮、考試當下、試前準備期 

 

E93041 

計畫名稱（中）
團隊人格特質組合與創新之多層次與跨層次分析：領導者與團隊成員

組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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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英）
Team Personality Composition and Innovation: the Effects of Leader and 
Member Composition 

計畫主持人 黃家齊 

計畫執行單位 東吳大學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近年來隨著團隊的盛行，有關五大人格特質的研究亦開始關心在團隊

的情境中，神經質、外向性、經驗開放性、宜人性和嚴謹性等人格特

質對員工行為以及績效影響。因此在個人層次上，有研究開始注意團

隊成員的人格特質與團隊中行為以及績效的關係(如 Barry & Stewart, 
1997 ; Neuman & Wright, 1999 )。在團隊層次上，亦有研究開始注重團

隊中成員的人格特質組合方式，對團隊的互動或績效表現所造成的影

響(如 Barry & Stewart, 1997 ; Neuman, Wagner & Christiansen, 1999; 
Thoms, Moore & Scott, 1996)。 

而在團隊中，除了團隊成員之外，領導者對於團隊的績效表現也有著

舉足輕重的影響。而在團隊人格特質組合的研究中，一個明顯被忽略

的研究方向則是團隊領導者所具備的人格特質對於團隊創新績效所可

能造成的影響，此明顯是一個尚待探討的理論缺口。在此研究背景下，

本研究以研發團隊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團隊成員人格特質組合以及領

導者人格特質與團隊創新績效的關係。 

關鍵字（中） 人格、創新、團隊組合 

 

E93051 

計畫名稱（中）社會福利權利與責任的檢視︰理念與落實（Ⅰ） 

計畫名稱（英） Social Righ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When Theory Meets Reality 

計畫主持人 王永慈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
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社會權（social rights）對於當代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討論具有相

當的重要性。然而，二十世紀末期以來，西方社會福利思潮也已轉變，

開始重視公民的責任；再加上歐美國家為了控制政府支出，減少社會

福利的提供，也開始強調人民自己要負起一些社會福利的責任。因此

本文將以社會權為重點，探究人們如何看待此權利以及所要負擔的責

任；此外，理想中所應享有的權利與所應負起的責任，有可能與實際

的情況有所差別，因此本文也試圖瞭解人們如何看待社會福利權利與

責任的實踐程度。本文所欲分析的研究問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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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眾認為理想上應有的社會福利權有那些？該權利落實的程

度如何？ 
（二） 民眾認為理想上應有的社會福利責任有那些？該責任落實的

程度如何？ 
（三） 社會福利的權利與責任是否是對等的？或是權利重於責任？

責任重於權利？ 
（四） 不同人口變項在社會福利權利與責任的看法上有無差異？ 

社會福利的權利包括下列六個問項：每個人都應該有工作權、九年的

基礎教育、基本生活保障、有權要求政府協助照顧子女、有權要求政

府協助照顧老年父母、有權要求政府妥善運用稅款。社會福利的責任

包括下列六項：每個有能力的人都應該去工作、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

父母有責任讓孩子接受九年的基礎教育、父母應該照顧子女、成年子

女應照顧老年父母、納稅。問卷調查的工作是以電話訪問法，有效樣

本數為 1,666 人。 

研究的重要發現如下： 

（一） 民眾社會權的觀念（也就是每個人都應享有的權利）是存在

的。然而，權利較未落實的部分則與現行社會福利制度有關。 

（二） 民眾不會因為要求享受權利而忽略了應負擔的責任。民眾對於

就業與經濟安全的議題還是認為許多人未盡到自我的責任，也

認為對於老人的家庭照顧責任較為忽略。 

（三） 權利與責任是否對等的議題，一方面要根據社會權的類別來判

斷，另一方面也要依據理想面或實際面來討論。 
（四） 不同社經地位、性別對於社會權利與責任落實會有影響。 

最後，若就整體的權利態度來觀察，出現「權利缺乏」現象超過「責

任缺乏」現象，因此，面對福利先進國家採取有條件的社會福利權的

同時，台灣社會也需要謹慎思索社會中既存在且已被認可的個人與家

庭責任價值，避免使之成為未來社會權發展的阻礙。 

關鍵字（中） 公民權、社會福利權利與責任、貧窮 

 

E94006 

計畫名稱（中）遊客選擇休閒農場產品套裝組合之評估分析 

計畫名稱（英） Evaluation of Tourists' Choices of Product Bundling for Leisure F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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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 林俊昇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行銷
與流通管理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5/08/01—2006/07/31 

計畫摘要 

休閒農場為符合遊客的多元休閒需求，利用套裝組合產品作為促銷手

段，以增加農場客源，提高農場收益之目的。本文以套裝組合理論為

基礎，透過問卷調查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利用模糊分析層級程序法

（FAHP）探討遊客參與休閒農場在選購套裝組合產品時，所考量的準

則因素為何，以及這些準則在遊客認知中的優先順序及相對重要性，

分析結果可作為農場業者規劃休閒產品行銷策略之參考。研究樣本是

針對台灣地區人口分佈進行系統隨機抽樣，總樣本得到 312 份。 

在 FAHP 架構下共分成二層級，研究結果得到選擇休閒農場套裝產品

之第一層主準則，發現受訪者優先考慮主要準則為「選購產品方式」，

其次的因素依序為「促銷活動」、「訂價方式」及「套裝組合內容」

等。在主準則下的第二層級次準則，透過評估分析，發現遊客重視的

前二位次準則為「可選購套裝組合，或用原價分開購買組合內的產品」

與「套裝組合的特價促銷」，表示遊客對農場提供之休閒服務，是希

望農場能提供彈性的選購方式，且對於套裝組合能有特價促銷活動；

次準則之第三位則偏好農場訂價以「主要產品原價，但搭配產品另有

優惠」方式，說明遊客較重視主產品的價格，而其它休閒產品的搭配

則屬於遊客心中的附屬產品，對於附屬產品提供優惠價格也會提高遊

客選購的誘因。最後則依據各別次準則評估的相對重要性進行集群分

析，並以各群組作變異數分析，瞭解各群組在市場區隔之特性，提供

業者在各群組作有效的行銷規劃。 

關鍵字（中） 休閒農場、套裝組合、模糊分析層級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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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中）登山健行者遊憩衝突與因應行為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Study of the Recreation Conflicts and Coping Behaviors on Mountain 
Hikers 

計畫主持人 趙芝良 

計畫執行單位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5/08/01—2006/07/31 

計畫摘要 
為了達到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在一地點同時存在多種遊憩活動時，活

動參與者對於環境、人際間與社會價值觀所產生的心理衝突，勢必會

降低遊憩品質或滿意度。近年來登山自行車廣為推展，且其資源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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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多與登山健行活動者重疊，因此本研究選定登山健行活動與登山自

行車活動皆相當活絡的新興路線—彰化縣花壇鄉的「虎山岩地區」，

探討登山健行者與登山自行車活動者之間的遊憩衝突類型，以及遭遇

之衝突所採用之因應行為取向。依據 2006 年三月至七月獲取 150 位受

訪者問卷結果顯示： 

1. 在假設一與假設二中，衝突對象與遊憩衝突類型部份顯著相關，且

以人際間衝突為主要衝突發生情況，符合 Vaske 等人與 Carothers
等人在 1995 與 2001 年的論點；登山健行者之遊憩衝突程度會因為

衝突對象不同而有部份顯著差異，在「經過時過於靠近」、「接近

時沒有給予警示」這兩項中對外部團體均有較高之遊憩衝突程度。 

2. 在假設三與假設四中，在遭遇外部團體時因應行為的採用程度因衝

突對象不同而有顯著差異，遭遇內部團體時則無顯著差異；衝突類

型則與因應行為類型無顯著相關，但是無論是衝突對象或衝突類型

均顯示較高的情感取向因應。 

關鍵字（中） 人際間衝突、因應行為、社會價值觀衝突、遊憩衝突 

 

E94025 

計畫名稱（中）
員工知識分享行為、信賴情感與實質互動對於台灣電子商務旅行社知

識移轉之影響 

計畫名稱（英）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s of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Affect-based Trust and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E-travel Agent's Knowledge 
Transfer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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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5/08/01—2006/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擬以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佐以組織公民行為、信賴情感與實

質互動三變項，討論員工在組織內所進行之知識分享行為。透過員工

本身的知識分享行為意圖與其前置變項之關係，試圖瞭解員工知識分

享的形成因素，其前置變項包括態度，主觀規範以及知覺行為控制。

再藉由組織公民行為、信賴情感與實質互動之整合觀點，探討影響知

識分享行為的重要因素。調查對象以國內旅行社為主要範圍，採立意

抽樣問卷調查，共取得 134 份有效樣本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 

一、 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皆會影響行為意圖，影響力較高者為態度，



 
34 

E94025 

其次為知覺行為控制； 
二、 知識分享行為僅受到行為意圖之影響，驗證 Ajzen 計畫行為理論

中行為與知覺控制變項間之虛線關係尚未明確； 
三、 結構方程式分析發現，組織公民行為、信賴情感與知識分享行為

有著顯著的線性組合關係，顯示其間確實存在影響的關連性。 

關鍵字（中） 行為意圖、知識分享行為、信賴情感、計畫行為理論、組織公民行為、
實質互動 

 

E94026 

計畫名稱（中）定位、客戶影響與地價人員行為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Anchoring, Client Pressure and Assessor's Behavioral Property Research 

計畫主持人 陳奉瑤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5/08/01—2006/07/31 

計畫摘要 

陳奉瑤（2002）指出台灣各縣市評價間並不具一致性，此種各縣市遵

循相同法令規定，得出結果卻有顯著差異的弔詭現象。陳奉瑤（2005）
將其歸因於地價人員個別判斷的差異，但由問卷結果得出地價人員「心

中有價」以及承受有某些「價格指示」，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本研

究擬兼採問卷調查與控制實驗兩種方式，前者藉由變異數分析可檢視

整體評價行為是否存在定位與客戶來源之差異性；後者則期望藉由更

細膩的小樣本觀察，檢驗地價人員與不動產估價師之定位現象是否顯

著，其間是否存在差異性。並運用＠risk 軟體分析其估價行為與最可

能價格分佈之間的關係。 

關鍵字（中） 地價人員、行為研究、估價師、定位、客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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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94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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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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 Qualidata 質性資料庫簡介 
王文心 

相對於以數據作為推論依據的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質化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著重於數據背後的脈絡（context）與情境（situation），對事

件進行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都有機會進行質化研究，依據研

究目的及樣本特性採用不同方式，常見的有經由訪問與觀察，以記錄、錄音或攝影

等方式蒐集資料，或是經由既有的文獻、紀錄或是圖像的整理進行研究（表一）。 

隨著近年來科技進步，質化研究產生的大量聲音、文字、影像等，在研究執

行之際，便可直接儲存成數位化檔案，不但加速資料收集與利用的速度，也更有利

於質性資料庫的建置。 

表一  質性資料的主要類型 

．深度訪談/非結構性訪談（聲音、錄影、逐字稿、摘要紀錄） 

．半結構性訪談（聲音、錄影、逐字稿、摘要紀錄） 

．含開放問題之結構性訪談問卷（訪談摘記） 

．焦點團體討論（聲音、錄影、逐字稿、摘要紀錄） 

．無結構性或半結構性日誌 

．個案研究紀錄 

．會議紀錄 

．觀察記錄（例如：心理學、教育學研究） 

．心理測驗資料 

．私人手稿（例如：書信、日記） 

．剪報資料 

．照片 

．真實語境對話語料（聲音、影像、文字稿） 

．親屬關係圖/其他人類學資料 

目前世界各地約有十多個機構在從事質性資料庫建置工作（附錄一），其中規

模最大的，莫屬於英國「經濟與社會科學資料服務」（Economic and Social Data 
Service，簡稱 ESDS）提供的質性資料服務—Qualidata， Qualidata 於 1994 年成立，

現由本部位於英國 Essex 大學校園的英國數據資料庫（UK Data Archive）負責運作，

資料來源主要是「經濟暨社會研究委員會」（Economic &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簡稱 ESRC）要求使用其研究計畫經費者，必須將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收集的資料

透過 ESDS 保管及共享。Qualidata 網站上可供查詢的資料有 251 筆，其中 137 筆為

保存在其他資料庫的虛擬資料（virtual datasets），這些虛擬資料有部份仍是由

Qualidata 負責取得及處理的，但大多數未經數位化處理，釋出資料格式為書面、錄

音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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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內容及資料格式 

Qualidata 目前最常處理的資料類型為深度訪談、半結構性問卷及焦點團體的

文字稿。Qualidata 要求計畫主持人提供已經做過匿名處理的訪談稿電子檔，這些資

料入庫時一般是 Word 格式，保存及釋出時會先轉換成 RTF 格式。 

其他入庫的的資料格式則有以質性分析軟體，例如：Computer 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oftware（CAQDAS）儲存的（格式為 NUD*IST、

WinMAX），或是書面資料（hard copy）。前者會建議計畫主持人另外提供以自由軟

體儲存的資料，後者則會先掃描存成 Tagged Image File Format（TIFF）格式，釋出

前另再批次處理成 Adobe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PDF）檔。。 

■收集項目 

除了質性資料本身，Qualidata 釋出前會製作使用手冊（User Guide）和資料清

單（Data listing）等後設資料（metadata），供使用者充份瞭解資料內容，並提高資

料再利用可能性。為此，Qualidata 建議計畫主持人提供如表二的相關資料以利彙整

編製。 

表二  與研究方法有關之資料項目 

．經費申請研究計畫書 

．結案報告 

．公開發表的研究方法介紹 

．訪談計劃/主題指引 

．問卷 

．日誌格式 

．觀察項目清單 

．訪員指導手冊/提示卡 

．調查內容和/或訪談人員詳細資料 

．與資料提供者聯繫隱私議題的相關資料 

．受試同意書 

．樹狀結構圖 

．其他相關背景資料 

．遺漏資訊的詳細說明 

．聯絡文件 

．演講者於講稿中的註記，文稿中標記的問題或主題，影音檔案交互參考的文字稿 

．使用該研究發表的報告和論文 

■質性資料處理方式 

資料入庫後，Qualidata 先將資料分成 A*、A、B 和 C 四級，依等級而有不同的

處理標準，處理內容分為以下四項（請參考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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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處理前檢查 

檢查檔案數和內容是否與計畫主持人提供的說明吻合，若有發現問題，B 級以

上資料會再與 PI 聯繫，C 級則是在讀我檔案（read file）中將相關問題列出。數位

化、檢查、轉檔、校正等工作視資料等級決定是否進行，A*級另外還會進行 XML
標誌作業（mark-up）。以上詳細處理內容由資深工作人員負責擬訂工作計畫。 

2. 後設資料（metadata）檢查 

除 C 級資料外，檢查計畫主持人提供的後設資料是否正確，是否還有需要請計

畫主持人提供的項目。然後依據後設資料格式編製 PDF 或 Excel 格式的使用手冊

（User Guide）。 

3. 資料檢核 

除 C 級資料外，檢查所有資料有無隱私訊息、逐字稿有無嚴重（A*、A 和 B 級

適用）或輕微（只有 A*級適用）錯誤、逐字稿編排（layout）有無錯誤。處理計畫

通常依各研究收集的資料逐項尋找及標示問題，檢查項目有： 

(1) 檢查標記，例如受訪者真實姓名已經從某個檔案移除，但仍存在另一

個檔案標記或屬性欄位中，這是最常見的錯誤類型。 

(2) 檢查影像及聲音檔案品質，有瑕疵時加以修補，但 A 級以下資料修復

程度視資料量而定。 
表三  Qualidata 各級資料處理標準 
等級 處理內容 

A* • 全部電子化及匿名處理 
• 可經由 Qualidata Online 和 UKDA 取得資料 
• 部份或全部資料在入庫之前是沒有電子檔的 
• 全部後設資料皆作數位化及匿名處理 
• 可經由 Qualidata Online 和 UKDA 取得後設資料 
• 投入人力處理資料，製作讓使用者可更瞭解資料內容的後設資料 

A • 全部電子化及匿名處理 
• 可經由 UKDA 取得資料 
• 全部後設資料皆作數位化及匿名處理 
• 可經由 UKDA 取得後設資料 

B • 至少會掃描成電子檔，匿名亦會處理好 
• 只解決主要問題 
• 可經由 UKDA 取得資料 
• 至少會有掃描成 TIFF 檔及處理好匿名的後設資料 
• 後設資料若有問題，只有重要的部份會處理 
• 可經由 UKDA 取得後設資料 

C • 不進行檢查 
• 維持入庫格式 
• 只編製基本的編目記錄 
• 不對非數位資料做匿名及數位化處理，通常由其他資料庫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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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製作後設資料 

工作人員在處理資料的同時製作編目記錄（catalogue record），列出可用於資料

清單的變項（欄位），待所有計畫主持人提供的資料都閱讀檢查完畢後，篩選出有

用且能涵蓋全部或大部份資料的變項，依照範例編製資料清單。 

此外，屬於 A*級的資料還會由工作人員重新編製後設資料，依據研究特性，新

的後設資料可能包括專有名詞或使用語言的說明、從其他來源取得的相關資料、研

究方法和執行過程等的補充說明。 

現今 Qualidata 所收集的質性資料大部份是以 A 級標準處理，並從中選擇一些為

A*資料，其他等級的資料則很少見。Qualidata 保存文件資料的標準格式為 RTF，釋

出流通的資料通常也是這種格式，入庫、保存及釋出的資料格式請參考表四。 

表四  Qualidata 入庫、保存及釋出資料格式 

格式 入庫格式 保存格式 釋出格式 
數位化 
文字 Word 

CAQDAS 
Rich Text Format 
(RTF) 
Plain (unformatted) text 
XML, SGML 

Rich Text Format (RTF) 
MS Word 

資料庫 MS Access Delimited ASCII with 
data definition 
statements, Tagged 
ACSII, XML, SGML 

MS Access 

工作表 MS Excel Delimited ASCII with 
data definition 
statements, Tagged 
ACSII, XML, SGML 

MS Excel 

CAQDAS 格
式 

NUD*IST, 
WinMax 

Rich Text Format 
(RTF) 
Plain (unformatted) 
text, XML 

Rich Text Format (RTF)  
MS Word 

影像（文件、

照片） 
JPEG, GIF TIFF Adobe PDF, TIFF 

聲音 MS WAV, 
MPEG-3 

MS WAV, MPEG-3 MS WAV, MPEG-3 

影片 Apple 
Quicktime,  
MPEG-1, 
MPEG-4 

MPEG-1, MPEG-4 Apple Quicktime, MPEG-1, 
MPE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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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Qualidata 入庫、保存及釋出資料格式（續） 
非數位化 
文字 紙張 Rich Text Format (RTF) 

TIFF 
Rich Text Format (RTF)  
Adobe PDF 

聲音 錄音帶 MS WAV, MPEG-3 MS WAV, MPEG-3 
影片 錄影帶 MPEG-1, MPEG-4 MPEG-1, MPEG-4 
剪報 紙張 TIFF Adobe PDF 
照片  相片紙 TIFF Adobe PDF 

■釋出資料項目與方式 

Qualidata 於網站（http://www.essex.ac.uk/qualidata/）上提供資料簡介、使用手

冊、資料清單和讀我檔案，不需帳號密碼即可瀏覽和下載上述項目（圖一）。 

圖一  Qualidata 資料瀏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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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利用檢索功能，以計畫名稱、計畫編號、經費單位、研究地區、時間、

關鍵字、著作/報告、變項查詢資料之外，Qualidata 另將最新釋出的資料、主題研

究（包括犯罪、健康和口述歷史）以及「國家社會政策及社會變遷資料庫」（National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Change Archivw）獨立列出，方便使用者直接閱覽（圖二）。 

圖二 資料查詢畫面 

 

 

 

 

 

 

 

 

 

 

 

Qualidata Online 也是 Qualidata 的一部份，其不同在於 Qualidata Online 提供更

強大的文字查詢、過濾搜尋、檢索及瀏覽功能，提供的不只是傳統訪談文字檔，還

有聲音和影像等資料。採用 XML 技術建置資料庫，目前 Qualidata Online 的資料有

三項研究主題： 

• Edwardians: Family Life and Work Experience Before 1918 
• Mothers and Daughters: Accounts of Health in the Grandmother Generation 
• 100 Families: Families, Social Mobility and Ageing, an Intergenerational Approach 

■申請及下載方式 

Qualidata 採用英國教育研究資源管理聯盟（UK Access Management Federation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的 Athens 認證系統來辨識使用者身份及記錄下載資料，

就讀英國高等教育學校或服務於研究機構的人員可向就讀學校或服務單位索取帳

號及密碼，在英國地區以外人士則可在網路上填寫資料向 ESDS 申請帳號，依指示

送出申請表後印出簽名傳真回資料庫，ESDS 收到後另以電子郵件通知帳號及密

碼，從申請至取得帳號，僅須 1~3 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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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申請 Athens 帳號畫面 

 

 

 

 

 

 

 

有了 Athens 帳號之後，只須填寫使用目的、使用方式說明，並自行將研究主

題分類（圖四），就能從資料庫選取資料下載。下載的資料為 Zip 格式壓縮檔，包括

網站上公開的資訊以及資料本身（訪談稿）等所有與該研究有關的資訊。 

圖四  下載資料前填寫使用方式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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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資料的應用 

 如同量化資料一樣，次級質性資料不但可做方法學的研究，亦可做為一般研

究的主要題材，幾種應用方式如下： 

1.描述性研究 
描述特定時空背景之個人、社會、團體或組織的特性、行為、態度等。 

2.比較研究、重覆研究 
與其他來源資料比較，進行不同時空、社會組群或宗教之間的比較，或是驗

證前人的研究成果。 

3.重新分析 
探討新的議題、提出不同於原研究者的見解、以之前未使用過的方法來分析

資料等，故原始收集到的資料深度愈深時，能進行重新分析的可能性也就愈大。 

4.研究設計和研究方法 
藉由研究抽樣方式、資料收集和田野調查方式，以及調查主題來設計新的研

究，或是用來發展新的研究方法或工具。雖然多數研究者發表的論文是使用既有的

研究方法，但這些質性資料仍可提供相關研究方法歷史和發展過程的啟發。 

5.教學和自習 
早期的經典研究和許多當代的訪談稿可做為社會科學各領域學者在研究方法

和實證研究上教學及學習的素材，ESDS 備有套裝教學材料可供下載或索取。 

■後記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自八十三年成立之今，以蒐集台灣地區量化調查資

料提供國內外學者再次利用為主，近年來，我們陸續收到學者有意捐贈質性研究資

料予資料庫蒐藏及提供他人使用的訊息，但最後卻因尚未有完整的作業規劃及管理

制度而作罷。 

從 Qualidata 資料庫收集的質性資料儲存、處理、釋出方式相關資訊，有許多

值得「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借鏡學習之處。在接下來的年度中，我們已確定將建

置質性資料庫列為發展重點項目之一，首先將從眾多質性研究方法中界定收集的範

圍，並就其中可能牽涉的受訪者隱私保護議題，瞭解國內現行相關規定及擬訂配套

措施；此外，規劃利用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執行的質性研究實際操作，瞭解整理質性

資料時可能遭遇的問題，編製質性資料整理範例提供學界參考，並建立資料庫之處

理標準作業程序及釋出資料格式標準，以為將來有系統地蒐集國內質性資料做好準

備，也希望各界人士對於台灣地區質性資料庫的建置有任何想法或建議，能不吝提

供我們參考。 

 參考資料暨相關網站 
ESDS Qualidata 網站：http://www.esds.ac.uk/qualidata/about/introductio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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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世界各地進行質性資料蒐集之資料庫一覽表 

資料庫名稱 聯絡資訊 
所在地 澳洲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nd Australian Data 
Archive 

URL None 

所在地 加拿大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Alberta 

University of Alberta Data 
Library 

URL www.library.ualberta.ca/datalibrary/index.cfm 
所在地 捷克 Insitute of Sociology, Prague Sociological Data Archive 

(SDA) URL archiv.soc.cas.cz/en/ 
所在地 丹麥 Danish State Archives, Odense Danish Data Archive (DDA) 
URL www.dda.dk/ 
所在地 芬蘭 University of Tampere, Tampere Finnish Social Science Data 

Archive (FSD) URL www.fsd.uta.fi/english/index.html 
所在地 法國 PACTE-CIDSP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 University of 
Grenoble) and GRETS (EDF R&D, Paris) 

PACTE-CIDSP and 
GRETS (EDF R&D) 

URL www.pacte.cnrs.fr 
所在地 德國 Life-Course Archive at the University of 

Bremen and the Central Archive in Cologne 
(ZA) 

Life-Course Archive/Archiv 
für Lebenslaufforschung 
(ALLF) 

URL www.lebenslaufarchiv.uni-bremen.de/ 
所在地 荷蘭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Wetenschappelijke Informatiediensten (NIWI), 
Amsterdam 

Steinmetz Archive (DANS) 

URL www.dans.knaw.nl/en/data/steinmetz_archief/ 
所在地 斯洛維尼亞 Fakulteta za Druzbene Vede, 

Univerza v Ljubljana 
Social Science Data 
Archives/Archiv 
Druzboslvnih Podatkov 
(ADP) 

URL www.adp.fdv.uni-lj.si/en/prva.htm 

所在地 瑞士 University of Neuchâtel Swiss Information and Data 
Archive Servic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SIDOS) 

URL www.sidos.ch/index-e.html 

所在地 美國 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Harvard University 

Henry A. Murray Research 
Archive 

URL murray.hmdc.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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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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 人，其中包括一般會員 765 人，以及臨時會員 688 人（有效數字至九十

六年八月底）。 

一般會員包括：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75 人；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

校教師 653 人；政府機構相關研究人員 4 人；捐贈資料單位代表 8 人；調研中心工

作人員 25 人。 

臨時會員則包括：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大學部、碩、博士班在學學生 654 人；

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臨時性研究人員 18 人；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臨時性研究

人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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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六至八月底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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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數字自九十六年六月至八月底） 

 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1 人次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33 人次 

 台灣地區家庭與生育力調查系列──3 人次 

 台灣選舉調查資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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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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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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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