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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楊惠婷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系統」已通過 ISO 27001:2005國際資訊安全管理

系統標準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系統（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簡稱 SRDA）

（主機端及個人端），及其電腦機房與限制性資料使用室安全維護管理」通過

英國標準協會（BSI）驗證，符合 ISO 27001:2005 國際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標準。 

SRDA 收錄的資料量龐大，因此非常重視資

料的安全性，今後也將每年進行稽核以確保所儲存

的資料都能符合資訊安全管理的標準。 

 「限制性資料遠距服務(Secure Data Remote Service) 」於 99年 9月 1

日啟用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於 9 月 1 日起提供「限制性資料遠距服務」，使

用者可透過遠端桌面連線分析資料，不受辦公時間、地點之束縛，24 小時隨

時上線，提昇資料使用的便利性與即時性，擴大現有限地限時的服務方式。 

申請「限制性資料遠距服務」的使用者，必須有固定 IP（可設定兩組），

並在申請表中自行設定帳號密碼；連線使用中，系統會自動中斷使用者端電

腦的網路連線，所有須經網路連線使用的應用程式（如：瀏覽器、即時通訊

軟體、電子郵件）將無法執行。SRDA 亦在主機中安裝監控系統以確保資料使

用的安全。 

「限制性資料遠距服務」提供多種統計軟體供使用者操作使用，包括：

SPSS、STATA、HLM 等；並提供 MS Office 軟體供文書處理用；另外亦安裝

GSview 供使用者檢視向量圖。使用者分析之後的結果檔，向 SRDA 提出需求

後可以取回。取出的檔案僅限結果輸出檔，不得包含原始資料檔案，SRDA 將

有專人負責查驗檔案並將檔案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給使用者。 

現階段「遠距服務」提供的資料為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現場使

用版，申請人申請審核通過後，可以同時取得現場使用的預約資格，在填表

申請後，亦可開通「限制性資料遠距服務」的帳號。詳情請參考 SRDA 台灣

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網址：http://srda.sinica.edu.tw/TEPS/index.aspx，或逕電洽

(02)27871821 高級專員莊淵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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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釋出消息 
邱亦秀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於 99 年 6 月至 8 月間開放釋出及改版更新訊息如下： 

【資料改版釋出：大型學術調查】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四期第四次至第五次 

改版內容說明： 

1. 新增調查基本資料變項：郵遞區號、權數、調查波次、問卷別、調查年

度等變項。 
2. 依據問卷題號，統一變項名稱之命名。 
3. 統一『不知道、拒答、漏答、不適用或跳答』等選項之數值編碼。 
4. 新增報告書中次數分配以大類資訊呈現之變項，如行業、職業、地區..

等。  

釋出項目包括：問卷、SPSS 系統檔、SPSS 分組程式檔、STATA 系統檔、

次數分配表、權數說明、報告書、督導手冊、訪員手冊、次數分配勘誤表。 

【資料開放釋出：政府抽樣調查】 

 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98 年 

人力資源調查統計，為現代國家配合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之重要統計

指標，可供瞭解民間人力供應情形、勞動力就業狀況、及人力發展趨勢。調

查之地區範圍為臺灣地區，包括臺灣省、臺北市及高雄市，而以現住此一地

區內之普通住戶與共同事業戶戶內年滿十五歲，自由從事經濟活動之民間人

口為對象，但不包括武裝勞動力及監管人口。 

調查兼採派員面訪與電話訪問方式，由臺北市、高雄市暨臺灣省各縣市政

府遴選調查員擔任。抽樣母體以最近一年「台灣地區年終戶籍村里別統計資

料檔」為抽樣母體。採用「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第一段樣本單位定為村

里，而第二段樣本單位定為戶。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過錄編碼簿、原始數據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

式、SPSS 欄位定義程式。 

 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98 年 

人力運用調查旨在明瞭台灣地區勞動力運用、移轉及就業、失業狀況等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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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變動情勢，供為訂定人力政策、推動職業訓練、改善企業經營等決策之參

據。其調查對象，主要係以居住於台灣地區之普通住戶與共同事業戶，其戶

內年滿 15 歲，自由從事經濟活動之本國籍民間人口為主（不包括武裝勞動力

及監管人口），目前調查樣本約 2 萬戶（近 6 萬人）。調查方式係採派員實

地訪問法，由臺北市、高雄市及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分別就約僱統計調

查員、兼辦統計調查員及按件計酬統計調查員中遴選兼任。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PSS 系統檔、

SPSS 欄位定義程式、SAS 欄位定義程式、STATA 系統檔。 

 主計處受僱員工動向調查：97 年 

本調查目的為配合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蒐集受僱員工行業別、規模別、職

類別、僱用型態別進退情形、受僱員工概況、非薪資報酬結構、調薪狀況、

計薪方式及缺工情形等統計資料，以供政府研訂經建計畫、規劃企業經營、

釐訂產業、人力及輔導就業政策之參據，並供企業界調整員工薪資、改善經

營管理、訂定人力計畫及提撥退休金之參考。 

調查區域範圍為臺灣地區，包括臺灣省、臺北市及高雄市。行業範圍依我

國行業分類標準，包含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及保險業、不

動產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醫療保健服務業、文化運動及休閒

服務業、其他服務業，共 13 大行業。調查對象以 13 大行業之公民營事業單

位(場所)及其進入(年底在職)與退出之受僱員工為對象，但不包括國防部所屬

各軍事機關之工廠、免辦工商登記之機關團體福利社或消費合作社、學校之

實習場所、救濟機關之習藝所、監獄人犯之作業場所等之受僱員工。 

釋出項目計有：原始數據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問卷、過錄編碼簿。 

 主計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98 年 

本調查旨在就工商業場所人力需求面，按月蒐集台灣地區各行業事業單位

受僱員工人數、薪資、工時及進退狀況等資料，以明瞭整體勞動市場人力需

求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調查區域範圍為臺灣地區（包括臺灣省、臺北

市及高雄市）；調查對象包括工業及服務業公民營企業之場所單位及其受僱

員工。調查方式採派員實地訪查、通信調查及網際網路填報等分別進行，其

抽樣方法採用「截略分層隨機抽樣法」。  

釋出項目計有：原始數據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問卷、過錄編碼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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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處事業人力僱用調查：98 年 

本調查目的為配合臺灣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需要，明瞭各行業員工短缺及過

剩現況、人員僱用條件及相關派遣人力運用情形，俾供政府研訂勞工政策與

企業從事規劃人力及營運改善等參據。 

調查區域包含臺灣省、臺北市及高雄市；調查對象為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

通信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醫療保

健服務業、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之公民營企業場所單位。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原始數據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過錄編碼簿。 

 主計處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年資料：97-98 年 

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利用主計處進行調查時樣本輪換的特性，串連前後兩

期資料重複的樣本，目前釋出『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年資料(嚴謹版)』97 年

-98 年連結資料。 

釋出資料項目計有：資料檔(SAS、SPSS、STATA)、過錄編碼簿。 

 內政部臺閩地區少年身心狀況調查：92 年 

本調查主要內容為蒐集臺閩地區年滿 12 歲至未滿 18 歲少年的基本資料、

家庭組成、生活和身心狀況、偏差行為與特殊遭遇狀況、對少年福利服務與

保護措施的瞭解情形，以及對政府未來辦理少年福利措施的期望等資料，俾

提供政府制定前瞻性少年福利政策及修訂少年福利相關法規與措施之重要參

考。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PSS 系統檔、

SAS 欄位定義程式。 

 內政部臺閩地區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90、93 年 

內政部低收入戶調查主要在蒐集臺閩地區低收入戶之家庭組成、戶內人口

健康狀況、住宅及經濟情況、有工作能力人口及其就業意願，暨其對政府辦

理社會救助(包括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福利措施之利

用與期望等資料，作為規劃低收入戶救助措施、推行社會救助政策，縮短貧

富差距、修訂社會救助等相關法規之參據。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PSS 系統檔、

SPSS 欄位定義程式、SAS 欄位定義程式、STATA 系統檔。 



 
5 

 

 研考會個人／家戶數位落差調查：98 年 

本調查針對我國年滿 12 歲以上之本國藉人口進行電話隨機抽樣訪問，合

計完成 16,133 份有效樣本。延續過往調查精神，從「資訊近用」、「資訊素

養」與「資訊應用」三個主要面向探究不同群體民眾的數位落差情形。為使

調查得以推論我國 12 歲以上全體民眾的意見，係按內政部公佈之 98 年 6 月

各縣市 12 歲以上人口的性別、年齡比例進行加權。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 欄位定義程

式、SPSS 欄位定義程式、SPSS 系統檔、STATA 系統檔。 

 研考會學生數位學習及數位機會調查：98 年 

研考會數位落差調查(國中小學)(問卷名稱：學生數位學習及數位機會調

查)，旨在蒐集國中小學生的資訊能力及學習機會是否仍存在差異，並確認差

距變化方式及確認差異來源，透過學生調查瞭解國中小學生的資訊能力及應

用現況，透過家長調查瞭解國中小學童的家庭資訊環境，透過教師調查瞭解

校園資訊環境及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的現況與需求，據以作為制定資訊教育政

策及資源配置之參考。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PSS 欄位定義

程式、SPSS 系統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STATA 系統檔。 

 國健局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91 年 

本調查係蒐集臺灣地區各縣市十五歲以上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度與行為

現況，以及未實行各種預防保健行為之原因等資料，以明瞭國民健康促進知

識、態度與健康指標之現況及其在不同人口群間的差異。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過錄編碼簿、SPSS 系統檔、STATA 資料檔、SAS
系統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 

 國健局在校學生性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84、89 年 

本調查為瞭解臺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年至專科學校學生之性知識態度與

行為狀況，及其自覺親子、與家人之關係，對婚姻、婚齡、同居與未婚生子

等態度、網路使用情形，及危害健康行為的狀況，並瞭解不同背景特徵之學

生的差異性，提供作為輔導及研訂青少年兩性教育與性教育的參考。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過錄編碼簿、SPSS 系統檔、STATA 系統檔、SAS
系統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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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釋出：個別型研究計畫調查資料】 

哲 學 
E89077 建立性罪犯分類、SVP 鑑別因子與分類療效之探討／陳若璋 

教育學 
E95046 國內高等教育課程國際化現況調查與指標建構之研究（Ⅰ）／姜麗娟 

政治學 
E95051 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效果之研究／陳陸輝 
E97014 民國九十八年北市六區、苗栗一區立委補選電話訪問案／黃紀 

社會學 
C00217 東亞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附加專題／章英華 
E95032 全球效應與在地反應：台商投資對蘇州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Ⅱ）／張家

銘 
E95038 非營利組織執行長在治理過程中的角色與功能之探討：以台灣社會福利與

教育事務基金會為例／官有垣 
E96049 邁向永續社區：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之研究／黃源協 

體育學 
E97034 父母親的角色楷模與運動熱情對兒童參與身體活動的影響／廖主民 

區域研究 
E94038 全球性國際航空公司選擇航空貨運基地決策行為之研究／林泰誠 
E95010 建構外籍旅客對台灣觀光意象形成之模式：以亞洲國際旅客為例／張軒瑄 
E95026 不同居住模式對智障者生活品質、家庭參與、工作者工作滿意度影響研究

／周月清、林麗嬋 
E95029 知覺居住環境品質與知覺恢復性之相關性研究：以台中市居民為例／葉源

鎰 
E96052 從新都市主義與都市指標系統的觀點，探究永續社區發展的策略：以臺北

市北投區為例／蔡德一 
E96053 交通可及性對旅行行為以及住宅與觀光飯店需求之影響：以高速鐵路與五

號國道為例／石豐宇 
E97013 駕駛人對高速公路實施電子計程收費之接受度、願付價格及其路線移轉行

為之影響／郭奕妏 
E97023 家戶週末購物旅運行為模式建構／黃幹忠 

其他 
E95044 不同年齡階段兒童及青少年運輸需求行為演變之世代研究／張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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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217 

計畫名稱（中）東亞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附加專題 

計畫名稱（英）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2005: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ree Countries 

計畫主持人 章英華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計畫摘要 

日本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調查此一調查始於 1955 年，每十年進行一

次。日本團隊規劃將 2005 年調查規劃為跨國比較的計畫，韓國和臺灣

進行相同問卷的訪問。在台灣此一計畫由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承接，將之列為 2005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附加專題：東亞社會

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實地訪問於 9 月和 10 月進行。 

日本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問卷經過小幅修訂之後在台灣施測，問卷內

容主要分成以下幾個部分：A. 基本資料 B. 父母親基本資料與工作 C. 
教育史、婚姻史、生育史 D. 個人職務變動史 E. 配偶工作史 F. 居住

史及家庭狀況 G. 社會價值、生活感受、工作滿意 H. 個人收入與家庭

收入。本次調查特別重視工作史資料的蒐集。透過面對面的訪談，我

們以半結構的問卷，記錄受訪者從第一份工作至今的所有職務變動情

形。職務的變動主要包含三種狀況：(1)、工作單位的變更，如由受雇

於甲公司換成受雇於乙公司 (2)、在同一個工作單位內的重大垂直或水

平調動，如由非管理職升遷為管理職(3)、雇用身份的改變，如由部分

工時人員轉成全職人員。 

 

E89077 

計畫名稱（中）建立性罪犯分類、SVP 鑑別因子與分類療效之探討 

計畫名稱（英）
The Typology of Sex-Offenders, High Risk Assessmen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reatment (I) 

計畫主持人 陳若璋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 1999/08/01—2000/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發展出台灣社會環境高危險連續性罪犯之危險因子，

用以鑑識高危險連續性罪犯(Sexual Violent Predator, SVP)以提供未來

診斷、鑑識、治療、監管及刑事法律上的參考。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

法，針對台北及高雄監獄之所有性罪犯，進行全面高危險鑑別因子問

卷調查，計得有效樣本 6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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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中） 性罪犯、高危險連續性罪犯(SVP)、鑑別因子 

 

E94038 

計畫名稱（中）全球性國際航空公司選擇航空貨運基地決策行為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Study of Airlines' Cargo Hub Airport Selection: An Empirical Study in 
Taiwan 

計畫主持人 林泰誠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航運管理
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5/08/01—2006/07/31 

計畫摘要 

國際航空公司選擇停降機場之因素非常複雜，且各因素影響航空公司

最後選擇機場之重要性不一而定。安定的政治環境、充足的進出口貨

運量、優良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場站設施及低廉之營運成本等因素皆

是常見諸於文獻且影響深遠之航空公司選擇其貨運基地要素。紐約 JFK 
機場及倫敦Heathrow 機場之航空貨運量在2003 年排名前球第9 及第

16 名，是全球航空貨運場站之少數典範。此外，英國及美國為國際民

航主要發源地，全世界知名綜合式航空公司及航空貨運公司如 British 
Airways、Virgin Atlantic Airways、United Airlines、Delta Airlines 及
UPS、FEDEX、 Emery Worldwide Airlines 都是以英、美兩國城市及航

空站為其總部及主要營運基地。本研究擬藉由跨國學者合作對英國、

美國、及我國之主要國際航空公司採 AHP 問卷調查及事後訪談分析該

等公司所注重之航空站貨運功能屬性及我國中正機場在該等服務屬性

之表現，進而指出我國航空站發展貨運中心時該加強之核心屬性，以

使我國航空貨運站行銷可收四兩撥千斤、事半功倍之成效，進而成為

國際主要軸幅航空貨運中心。 

關鍵字（中） 重要性滿意度分析、航空貨運基地、層級分析法 

 

E95010 

計畫名稱（中）建構外籍旅客對台灣觀光意象形成之模式：以亞洲國際旅客為例 

計畫名稱（英）
Construction of Taiwan Tourism Image Formation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from Asian Countries 

計畫主持人 張軒瑄 

計畫執行單位 銘傳大學觀光學院休閒遊憩
管理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6/08/01—200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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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5010 

計畫摘要 

本研究的研究重心為建構外籍旅客對台灣觀光意象形成之模式，並比

較有潛在外籍旅客、首次來台旅遊與重遊之外籍旅客在之意象形成上

是否有所差異存在。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母群體為亞洲地區之國際旅客

（包含潛在與既有顧客群），藉由封閉式的問卷來蒐集來台旅客之基本

特性、旅遊資訊來源與數量、旅遊動機、旅遊經驗、旅遊體驗、對台

灣觀光意象之知覺/認知與情感評估、旅遊滿意度與其旅遊購後行為。

上述資料會進一步利用結構方程模式以建構外籍觀光旅客對台灣觀光

意象形成之模式，並探討研究構面之間的因果關係。   

關鍵字（中） 台灣意象、外籍旅客、觀光意象 

 

E95026 

計畫名稱（中）
不同居住模式對智障者生活品質、家庭參與、工作者工作滿意度影響

研究 

計畫名稱（英）
Effects on User’s Quality of Life, Family Involvement, Staff’s Job 
Satisfaction Cross Small Community Homes, Group Homes and 
Institutions for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計畫主持人 周月清、林麗嬋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
所、國立陽明大學臨床護理
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6/08/01—2007/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目的有：(1)三年追蹤評估住在社區小型居住之住民的適應行為

與主客觀生活品質是否有長期效益，以及是否與住在團體家庭和教養

院者會因時間增長而增加彼此適應行為與主客觀生活品質的差異；(2)
三年追蹤評量家庭參與及生活品質是否因為智障家人戶外安置時間推

移而有不同影響；(3)評估比較三種居住服務模式工作者的工作滿意度

及其組織對智障者生活品質重視度是否有所差異。 

擬以三年期追蹤研究及分別各以六份標準化量表親自訪問 250 位成年

智障者及其家庭（250 位智障住民的父母或其家庭主要照顧者），每年

訪問一次，進行三年，以進行跨年比較；同時，以橫斷式研究（第一

年）到工作者職場發放問卷（含基本資料、三份標準化量表）方式收

集 2,099 位工作者的資料。研究結果將作為我國發展智障者居住服務與

相關政策的參考，同時與國外相關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擬計畫撰寫三

篇以上文章發表於 SSCI 期刊。 

關鍵字（中） 小型居住服務方案、工作者、工作滿意度、生活品質、居住模式、社
區居住與生活、家庭生活品質、家庭參與、教養院、智能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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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5029 

計畫名稱（中）知覺居住環境品質與知覺恢復性之相關性研究：以台中市居民為例 

計畫名稱（英）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ident's Perceive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Perceived Restoration: A Case Study of 
Residents in Taichu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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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8/01—2007/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以 Bonaiuto, M., Fornara, F. & Bonnes, M. (2003, 2006)的知覺居

住環境品質（R-PREQ）理論，Kaplan 與 Kaplan（1989）的注意力恢

復理論（ART），與 Purcell T., Peron E., & Berto R. (2001)的恢復量表

(R-PRS)為基礎，嘗試建構適用於國內都市居住者對於其居住環境的知

覺品質量表，並瞭解知覺居住環境品質與知覺恢復性之關係。調查對

象以台中市進階型健康社區為主要範圍，採立意抽樣問卷調查，共取

得 139 份有效樣本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一、知覺居住環境品質

透過鄰里依附作為中介變項而對知覺恢復性有正向的影響關係；二、

都市居住環境中的綠地空間及環境健康特徵值愈高時，居民對該居住

環境則產生較高的情感依附；三、居民對於其居住環境的情感連結愈

高，其知覺恢復性也愈高，特別在一致感與偏好感上有顯著的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居住環境被視為具有恢復潛力的原因，是因為人們喜愛

居住環境而產生的情感連結。 

關鍵字（中） 注意力恢復理論、知覺居住環境品質、知覺恢復性 

 

E95032 

計畫名稱（中）全球效應與在地反應：台商投資對蘇州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Ⅱ） 

計畫名稱（英）
Taiwanese Investments and It's Impact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Suzhou City, China (II) 

計畫主持人 張家銘 

計畫執行單位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6/08/01—2007/07/31 

計畫摘要 

自八○年代中後期以降，中國大陸各地紛紛推行經濟的改革開放，積

極引進外資，就蘇州市而言，迄今已近六百億美元，成為促引當地經

濟國際化的主力，其效用不僅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更支援各類型的國

家級和省級開發區的建立，全面加速經濟發展。而從台商投資情況看

來，其表現（3,362 個項目；791,802 萬美元）僅次於香港（5,342 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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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1,301,132 萬美元），成為第二大外資投入地區，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由此可知，蘇州地區的發展與外資投入，特別是台商投資密不可分。

對此，本研究關懷的問題是：台商投資對於蘇州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

展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影響究竟是積極的或消極的？從這些問題

出發，旨在通過投資接待地相關階層及人們的經驗和評價，理解台資

台企經濟全球化的在地效應，一方面可以藉此評估大陸地方政府爭相

採用外資牽引發展的模式，並釐清外資在其間扮演的角色，作為產官

學各界的參考；另方面能夠拓深現有相關台商議題的研究範疇，從當

地人們的感受和意見看待外資與在地社會的互動，不再只是單方面針

對台商的經驗和看法，侷限於他們的投資佈局、策略或組織、管理等

主題的探討，有其學術上及實務上的意義和價值。 

關鍵字（中） 台資、影響、蘇州 

 

E95038 

計畫名稱（中）
非營利組織執行長在治理過程中的角色與功能之探討：以台灣社會福

利與教育事務基金會為例 

計畫名稱（英）
The Study of the NPO Executive Director's Governance Role and 
Functions: Focusing on the Social Welfare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s in 
Taiwan 

計畫主持人 官有垣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6/08/01—2007/07/31 

計畫摘要 

長達十餘年台灣的年期別總生育率維持在 1750 左右，至 1998 年又開

始下降，至 2004 年已低於 1200，引發後續人口快速老化的疑慮。台

灣的生育率是否真的下降到極低的水準，抑或只是短暫的下降，未來

仍將回升？由於時期別總生育率僅是當年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的加

總，在各個人口年輪的總生育率（完成生育率）不變下，由於生育時

間的延遲（提前）就會使時期別總生育率下降（上升），當生育時間穩

定後，時期別生育率將又慢慢回復原有的水準。學者們稱此效果為生

育步調效果，以別於人口年輪的生育量的變化。如何將時期別總生育

率的生育步調效果排除，引發了許多的討論，並發展出一些不同的方

法。本研究將延續這些討論，使用 Ryder(1956)、Bongaarts-Feeney(1998)、 
Zeng-Land(2002)、Schoen(2004)等四種方法，分析去除生育步調效果之

後的台灣總生育率，以進一步瞭解台灣生育率的變化。 

關鍵字（中） 治理、非營利組織、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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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5044 

計畫名稱（中）不同年齡階段兒童及青少年運輸需求行為演變之世代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Changes of Transportation Demand Behavior for Children and 
Teenagers Using a Cohort Method 

計畫主持人 張新立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
理學系-運輸研究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 2006/08/01—2007/07/31 

計畫摘要 

由於兒童及青少年族群的運輸需求行為涉及複雜的社會、家庭與學校

規範，以及個人活動型態及身體與心理發展階段差異等因素影響，使

其運輸需求行為的自主性及限制性均具有許多獨特之特質。此複雜的

行為特性異於一般成年人，使得兒童及青少年族群對運輸工具的需求

與使用行為長期受到忽視，故有必要針對此一族群在不同年齡階段之

運輸需求行為所存在的發展演變、世代差異等現象深入研究。基於研

究重點在探索不同年齡階段之運具使用行為演變，本研究冀透過縱斷

面（longitudinal）設計，進行連續三年期的研究，以取得隨時間改變

之運具選擇行為，以及可能影響行為演變的各項動態屬性，研究方法

將採用世代（cohort）研究法來進行相關研究設計。相關研究成果可作

為瞭解兒童及青少年在不同世代（階段）之活動型態需要、個人身心

理狀態發展與心理認知、以及社會、家庭與學校規範等因素影響下，

所衍生不同的運輸需求行為及用路風險觀念之演進，並探討哪些運輸

方式應被強化及提供，以及如何降低兒童及青少年運輸風險之政策介

入等課題。 

關鍵字（中） 世代研究、風險行為、運輸需求行為 

 

E95046 

計畫名稱（中）國內高等教育課程國際化現況調查與指標建構之研究（Ⅰ） 

計畫名稱（英）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of Higher Educaiton in Taiwan: 
Survey and Indicator Construction (I) 

計畫主持人 姜麗娟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
理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6/08/01—2007/07/31 

計畫摘要 

國際化是台灣高等教育的重要政策之一，而各校國際化程度也第一次

地在「大學校務評鑑」中納為受評項目之一；依據大學校務評鑑結果，

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策略呈現多元，但此類的實踐仍屬「加入式」

的模式，台灣大學及學者們應一同思索如何替這些加入式活動創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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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且本地大學生是外籍生人數的 400 
多倍，他們若留在台灣完成學士、碩士、甚至博士時，在全球化且專

業人力國際化的時代裡，如何使其具備國際知能與國際公民的意識

呢？這更應透過高等教育課程國際化的實踐。雖國外有關高等教育課

程國際化的研究文獻已相當的豐富，但本研究卻是台灣針對此議題的

第一個調查研究。本研究的目的為：透過實證研究（文件分析與問卷）

瞭解台灣高等教育各學群課程國際化之現況。 

關鍵字（中） 高等教育、國際化、課程國際化 

 

E95051 

計畫名稱（中）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效果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The Origin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aiwan Identity 

計畫主持人 陳陸輝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 2006/08/01—2007/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以兩年為期，希望對於台灣選舉政治中，「台灣認同」的起源與

其政治效果，做深入的釐清與探討。對於台灣認同的起源政治後果的

研究，過去的研究主要以調查研究的資料，作量化的研究分析。本研

究將結合質性與量化的研究，運用焦點團體訪問法對於「台灣認同」

的起源，作概念的釐清與測量工具上建構，而用初步的訪談資料而得

到的測量工具進行大規模的抽樣調查。在研究工作的第二年，利用深

度訪談的方式，進一步對於「台灣認同」的可能政治後果與初步測量

工具的適用性作進一步探索與確認，並再度利用電話調查，分析台灣

認同的政治效果。本研究希望運用質性與量化的研究方法，從符號政

治學以及自利算計的角度，分析台灣認同的起源與其政治效果，希望

對於此一在選舉政治中相當重要的概念，能提出更好的測量工具以及

不同的理論論述。 

關鍵字（中） 台灣認同、自利、深度訪談、符號政治、焦點團體 

 

E96049 

計畫名稱（中）邁向永續社區：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之研究 

計畫名稱（英）
Towards Sustainable Community: A Study on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Build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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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6049 

計畫主持人 黃源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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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執行期間 2008/09/01—2009/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之間的關聯性，在檢

閱有關社區、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相關文獻後，研究者自

行設計結構式問卷，並以社區為單位，針對全國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

進行全面性調查，計回收有效問卷 780 份。本研究亦依據量化研究初

步分析結果，抽取樣本中的 34 個社區，針對該社區的領袖(理事長或

總幹事)進行有關社區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之相關議題的個

別深度訪談。 

量化的研究結果顯示，社區人口變項、社區地理屬性、社區規模、社

區組織狀況、社區活動狀況及社區領導者特性，分別與各類型的社區

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有一定程度的顯著差異或相關性；此

外，社區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的各個因素，皆有或多或少

的關聯性，且三者之間普遍存在著良性的交互作用。 

質性的研究結果顯示，社區中存在著許多促成或阻礙社會資本的因

素，社區中的社會資本也透過許多面向對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產生影

響；此外，社區中亦存在著許多促成與阻礙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的因

素。 

關鍵字（中） 永續社區、社區社會資本、社區發展、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營造 

 

E96052 

計畫名稱（中）
從新都市主義與都市指標系統的觀點，探究永續社區發展的策略：以

臺北市北投區為例 

計畫名稱（英）
A Study of Integrating the Principles of New Urbanism with Urb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for Achieving Community Sustainability: Case of 
the Communities in Beitou District ,Taipei 

計畫主持人 蔡德一 

計畫執行單位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7/08/01—2009/07/31 

計畫摘要 

為了建立一套適合於社區永續發展的指標系統，本計畫企圖以新都市

主義的概念為基礎，藉由統計分析方法驗證，並結合都市設計理論和

時間地理學的考量，探究各指標間因果消長﹝trade-off﹞的關係，並透

過社區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以統計交叉分析選出指標群，建立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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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6052 

都市永續發展。研究發現社區內高樓層建物數愈多，民眾日常生活交

通距離愈短，有助於社區凝聚力的形成，也可促進社區自我管理能力。

而鄰里社區離捷運站愈近、每戶人口數愈多，社區內混合使用程度愈

高，社區人口密度愈多，可縮短民眾日常生活交通距離，有助於自給

自足永續社區的發展。 

關鍵字（中） 永續都市設計、社區民眾參與、社區永續發展、時間地理學、都市永
續發展指標 

 

E96053 

計畫名稱（中）
交通可及性對旅行行為以及住宅與觀光飯店需求之影響：以高速鐵路

與五號國道為例 

計畫名稱（英）
Modeling Impacts of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on Travel Behaviors and    
Demands of Housing and Hotels: A Case Study of Taiwan High Speed Rail 
and the No.5 Freeway 

計畫主持人 石豐宇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7/01/01—2009/07/31 

計畫摘要 

交通可及性的提升，除了改變通勤、商務與休閒旅次型態之外，前者

將影響購屋行為，後兩者則將影響觀光飯店需求。本研究擬透過不同

旅次型態之需求分析，探討高速鐵路與國道建設，對住宅價格與觀光

飯店住房率之影響。其中，交通可及性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隨著土

地使用型態、區位、人口、經濟發展，以及運輸計畫的時程而有不同

的效應。另一方面，交通可及性對觀光飯店住房率之影響，亦隨著產

業發展政策與觀光資源多寡而有所不同。長期而言，交通建設可促進

人口、產業活動型態之改變，使其土地價值提高並增進開發強度。而

高度的開發又刺激了交通的需求，形成交通建設循環反應。購屋行為

的主要影響因素為區位與經濟狀況，其中區位因素包括可及性、鄰里

環境與未來發展限制等。至於觀光飯店住房率之影響因素，則包括觀

光飯店之服務水準與經營策略、國際會議頻率，以及交通旅遊成本等。

本研究透過旅次型態調查，以及實際房地產交易與觀光飯店住房率資

料，應用線性結構關係模式(Linear Structure Relation, LISREL)，時間序

列迴歸(Time Series Regression)，以及因子分析法(Factor Analysis)等方

法，校估交通可及性對房地產價格與觀光飯店住房率之時空關係模

式，並以高速鐵路與國道五號為例，進行模式驗證與應用。 

關鍵字（中） 
Box-Cox 轉換模型、EKB 消費者行為模式、大眾運輸系統、北宜高速
公路、可及性、多項羅吉特模式、房地產價格、個體選擇理論、特徵
價格法、特徵價格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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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7013 

計畫名稱（中）
駕駛人對高速公路實施電子計程收費之接受度、願付價格及其路線移

轉行為之影響 

計畫名稱（英）
The Acceptance and Willingness to Pay of Electronic Distance-base 
Charging on Freeway Drivers and Their Effects on Switching Behavior 

計畫主持人 郭奕妏 

計畫執行單位 樹德科技大學運籌管理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8/08/01—2009/07/31 

計畫摘要 

本計畫目的在於分析未來高速公路實施電子計程收費政策時，駕駛人

對該政策之接受度、願付價格與其行前路線移轉行為的影響。本計畫

將透過敘述性偏好法設計問卷，並針對通勤於北部區域（基隆至新竹

間）及南部區域（嘉義至屏東間）之駕駛人進行抽樣調查，以取得駕

駛人對實施電子計程收費之接受度、願付價格與路線移轉行為之有效

分析樣本。本計畫擬以多變量分析法，建構駕駛人對高速公路實施電

子計程收費之接受度評估模式，以及分析駕駛人在不同假設通行費率

情境下之願付價格，建立其出價函數模式，並針對不同區域及不同社

經背景之受訪群體，檢定其是否存在顯著性差異；此外，判斷不同願

付價格假設情境下，所反應出行前路線移轉行為之改變程度，綜合考

量電子計程收費之接受度、願付價格、旅次特性、社經特性及路線特

性等影響因素後，利用混合羅吉特模式，建構電子計程收費對駕駛人

行前路線移轉行為之影響模式。本計畫研究成果，預期將可提供交通

管理者於評估高速公路實施電子計程收費、通行費率研擬及相關需求

管理策略等政策之參酌。 

關鍵字（中） 行前路線移轉行為、個體選擇模式、接受度、敘述性偏好、電子計程
收費、願付價格 

 

E97014 

計畫名稱（中）民國九十八年北市六區、苗栗一區立委補選電話訪問案 

計畫名稱（英）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09: Legislative 
By-Elections: Telephone Interview 

計畫主持人 黃紀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 2009/02/16—2009/06/30 

計畫摘要 
2009 年北市六區、苗栗一區之立委選舉係我國 2008 年首度採行「單一

選區兩票並立制」新選制後之第一次立委補選，值得學界作深入之研

究。本次電訪案調查重點為：（一）探詢北市六區、苗栗一區選民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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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7014 

立委補選的認知；（二）研究影響該二選區選民對於補選相關議題的態

度與意見；（三）探詢該二選區選民於 2008 年第七屆立委選舉時的投

票抉擇；（四）研究影響北市六區、苗栗一區選民 2009 年 3 月補選時

的投票抉擇，並與其 2008 年 1 月投票進行比較，分析異同及其成因。

本計畫秉持「過程公開、結果共享」之原則，在調查結束後，開放給

國內外學術社群使用。 

關鍵字（中） 台灣、民主化、立委補選、投票行為、政黨、候選人、選舉、議題 

 

E97023 

計畫名稱（中）家戶週末購物旅運行為模式建構 

計畫名稱（英）
Specification of Shopping Travel Behavior Model of Household on 
Weekends 

計畫主持人 黃幹忠 

計畫執行單位 崑山科技大學不動產經營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8/08/01—2009/07/31 

計畫摘要 

隨著週休二日的普及，週末旅運量大幅增加，故近年規劃界與學術界

也逐漸關注到週末旅運計畫的重要性。不過旅運乃是家戶於實施活動

時所衍生之結果，故在進行旅運規畫時，須先瞭解旅次鍊的形成機制，

而活動研究法（activity-based）或旅程研究法（tour-based）之模式就顯

現出其重要性。緣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對台南地區家戶平日與週末活

動旅運之調查，對旅次的組合形式（本研究稱之為旅程）進行分類，

而後比較各種旅程類型之異同，藉以觀察家戶是否會在進行不同類型

旅程時，使用不同種類之運具，以及展現出家戶的一週（平日一天與

週末二天）活動全貌；接著，進行家戶週末購物旅程的模式化工作，

以探討家戶之「購物旅程類型選擇」、「運具選擇」與「目的地選擇」

行為，並比較家戶於鄰里型商圈、市中心商圈與「市中心外圍之大型

商場（off-center retailing）」之間的惠顧偏好；最後，藉由序列普羅比

模式（order probit model）來建構平日與週末「主要購物旅程」發生的

關聯模式，期能了解平日「主要購物旅程」發生頻率對週末「主要購

物旅程」發生頻率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家戶成員在平日與週末發

生購物旅程的因素各有不同，亦即家戶成員會依據各種制約條件考量

而更正在平日購買還是週末購買。平日購物旅程發生頻率會明顯受到

本身家中地位之影響，戶長及配偶在平日購物頻率會高於其他成員。

星期六購物旅程發生與否，主要是受到本身之家中地位與家戶人數之

影響；而星期日購物旅程發生與否，則會受到性別、年齡與家戶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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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7023 

之影響。 

關鍵字（中） 旅次鍊、旅程研究法、週末旅運、購物旅程 

 

E97034 

計畫名稱（中）父母親的角色楷模與運動熱情對兒童參與身體活動的影響 

計畫名稱（英）
Parents’ Passion and Role Modeling Effects on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Activities 

計畫主持人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體育研究所 

計畫執行單位 廖主民 計畫執行期間 2008/08/01—2009/10/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以父母的運動熱情為基礎來探討「父母社會化

模式」中父母作為角色楷模的機制。本研究檢驗父母的運動熱情是否

能預測兒童的運動期望價值信念與運動參與程度。研究對象包括 498
位國小五及六年級學童（年齡 M= 11.63, SD= 0.79 歲）及其父母。測量

的變項包括父母的調和式熱情與強迫式熱情，兒童的身體活動量、運

動頻率、能力期望、需求努力、失敗代價、重要他人期望代價及工作

價值。標準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只有父母對運動的調和式熱情對

兒童的運動頻率、能力期望、工作價值有顯著的預測力，但是調和式

熱情與強迫式熱情對兒童的身體活動量、需求努力、失敗代價、重要

他人期望代價都沒有顯著的預測力。本研究顯示父母對於運動有越高

的調和式熱情，則其子女越會經常去運動，子女對自己的運動能力越

有信心，子女也會覺得運動的價值越高。顯然父母不僅本身要多參與

運動，作為子女的模仿對象，也要伴隨正向的情感，讓子女感受到父

母運動時的喜悅。 

關鍵字（中） 父母、兒童、運動、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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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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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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調查資料介紹 

蘇婉雯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以下簡稱資料庫）業已釋出『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以下簡稱國健局）所執行之調查計畫，包括：『婦女、家庭與生育保健調查』、

『台灣地區國民健康促進知識、態度與行為調查』以及『在校學生性知識、態度與

行為調查』等。本文將針對上述三項調查資料，做一簡單介紹。 

一、婦女、家庭與生育保健調查 

本調查亦稱為『台灣地區家庭與生育力調查』(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f Contraception，以下簡稱KAP)，為國健局前身機構『臺灣省家庭計畫研究所』(簡
稱家計所)在密西根大學(Unversity of Michigan)人口研究中心(The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技術支援下，以臺灣全島（不含山地鄉）的已婚有偶婦女為調查對象。調查

目的是為瞭解台灣地區婦女之婚育態度與經驗，以及育齡婦女之健康認知、態度與

保健行為，婦女就業、家庭分工、角色適應與親子、夫妻關係等狀況所進行的調查。 

目前國健局已完成九次調查，資料庫已釋出第一次至第六次，表一為KAP1至
KAP6各年度調查之基本資料對照表，各年度調查的完訪率均超過八成以上，唯運

用時須留意各年度的年齡範圍有些微差異。 

表一  『KAP 1-6』 計畫簡介 
年度 1965年（KAP1） 1967年(KAP2) 1970年(KAP3) 
母群 
定義 

台灣全島（不含山

地鄉）之二十至四

十四歲已婚有偶婦

女  

台灣全島（不含山地鄉）

之二十至四十四歲已婚

有偶婦女  

重訪第二次調查現年二十

二至四十二歲之部分婦

女，並新抽民國57-58年台灣

全島（不含山地鄉）二十二

至四十二歲新婚婦女  
調查 
期間 

1965/10～1965/11  1967/10～1967/11  1970/01～1970/03 

樣本 
數 

3,719  1,986 2,689   

調查 
類型 

橫斷性調查 

抽樣 
方法 

分層多段比例抽樣 
分層依據：依都市化程度、婦女教育水準、生育水準分層 

調查 
方式 

面對面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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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KAP 1-6』 計畫簡介(續) 
年度 1973年(KAP4) 1979年(KAP5) 1985年(KAP6) 
母群 
定義 

台灣全島（不含山

地鄉）之二十至三

十九歲已婚有偶婦

女 

台灣全島（不含山地

鄉）之二十至三十九歲

已婚婦女 

台灣全島（不含山地鄉）之

二十至四十九歲已婚有偶

婦女 

調查 
期間 

1973/07～1973/08 1979/12～1980/04 1985/12～1986/03 

樣本 
數 

5,588   3,859  4,312  

調查 
類型 

橫斷性調查 

抽樣 
方法 

分層多段比例抽樣 
分層依據：依都市化程度、婦女教育水準、生育水準分層 

調查 
方式 

面對面訪問 

表二為KAP1-6的問卷調查主題表，其中對人工流產與結紮的態度、對小孩教育

態度等為KAP3以後新增的固定主題；哺育行為調查則分散於KAP2、KAP3、KAP6；
保險及養老計畫則為KAP6新增之主題。 

表二  『KAP 1-6』 問卷調查主題 

年度 1965年
(KAP1)

1967年
(KAP2)

1970年
(KAP3)

1973年
(KAP4)

1979年 
(KAP5) 

1985年 
(KAP6) 

家庭結構       

婚姻經歷       

生活型態       

社經背景       

懷孕史       

生育態度       

哺育行為       

避孕行為       

對人工流產的態度       



 
21 

 

年度 1965年
(KAP1)

1967年
(KAP2)

1970年
(KAP3)

1973年
(KAP4)

1979年 
(KAP5) 

1985年 
(KAP6) 

對結紮的態度       

家庭觀       

子女教育       

婦女就業       

生活保險及養老計畫       

 表有此項主題之題目 

釋出項目包括：問卷、原始數據檔、過錄編碼簿。 

二、在校學生性知識、態度與行為調查 

家計所於1984年開始進行『在校學生性知識、態度與行為調查』之調查，並隨

後於1995年、2000年分別進行第二次及第三次調查，其調查目的是為瞭解台灣地區

高中、高職及五年制專科學校學生之性知識、態度與行為狀況，以及其自覺之親子

關係、與家人之關係、對結婚、婚齡、同居、未婚生子之態度，網路之使用情形，

以及有危害健康行為之狀況。然經去電詢問國健局1984年之調查資料，已無相關記

錄可追溯，僅將1995年與2000年兩波調查簡介如表三。 

表三 『1995年與2000年在校學生性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調查簡介 
年度 1995年 2000年 
母群定義 84 學年度台灣地區內各公私立

高中、高職及五年至專科學校在

校男女學生，不包括夜間部及延

教班學生 

88學年度台灣地區內公私立高

中、高職及五年制專科學校全部在

校學生 

調查期間 1995/12～1996/01 2000/12～2001/01 
樣本數 50,160 8,450 
調查類型 橫斷性調查 
抽樣方法 1. 各縣市分別視為獨立母體層 

2. 學校分為高中、高職與五專三

層 
3. 以系統隨機抽樣抽取學校 
4. 以系統隨機抽樣抽取班級，全

班施測 

1. 依行政區分為台北市、高雄

市、省(縣)轄市、鄉鎮四層 
2. 省(縣)轄市及鄉鎮再分為北中

南三層，共計八層 
3. 依據學校性質分為高中、高

職、五專，共計24層 
4. 依據錄取分數排列，按比例系

統抽樣抽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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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1995年 2000年 
5. 抽中學校人數排列後，系統抽

樣，每年級抽取一班，全班施

測 
調查方式 自填問卷 

表四為1995年、2000年調查的問卷調查主題表，除了調查學生性知識正確性、

性態度、性經驗、對未婚生子的態度以及適婚年齡的看法、與家人關係等，2000年
的調查還新增了網路使用行為、以及管制藥品接觸經驗等主題。 

表四 『1995年與2000年在校學生性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問卷調查主題 
年度 1995年 2000年 
基本資料   
家庭背景   
與家人的關係   
性知識   
性知識來源   
網路使用行為   
對適婚年齡的看法   
對未婚生子的態度   
性態度   
性經驗   
解決飆車行為的建議   
抽煙、吃檳榔的經驗   
管制藥品的接觸經驗   

 表有此項主題之題目 

釋出項目包括：問卷、過錄編碼簿、SPSS系統檔、SAS系統檔、STATA系統檔、

次數分配表、報告書。 

三、台灣地區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 

國健局於民國91年辦理『台灣地區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此

調查不僅為全國性資料，更能進一步瞭解縣市差異性。調查目的是為瞭解民眾在身

心健康促進相關方面之知識、態度與行為的現狀，以及從事危害健康行為或未辦理

預防保健行為的原因及影響因子，並瞭解如何促使民眾採行健康行為。調查簡介如

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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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台灣地區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調查簡介 
年度 2002年 
母群定義 台灣地區各縣市年滿十五歲以上人口(民國76年6月30日以前出生) 
調查期間 2002/10～2003/03 
樣本數 26,755 
調查類型 橫斷性調查 
抽樣 
方法 

1. 各縣市15歲以上人口，每一縣市視為獨立母群，採三段系統隨

機抽樣法，先抽出樣本鄉鎮，再抽選樣本鄰。每一鄰選取4個
樣本個案。 

2. 北高兩市各視為獨立母群，採二段系統隨機抽樣法，先抽選樣

本鄰，每一鄰再選取4個樣本個案。 
調查方式 面對面訪問 

調查內容如下： 

(一) 基本資料：受訪對象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婚姻、工作與經濟狀況、居住安

排、身高、體重等資料。 
(二) 健康狀態：自覺健康、罹病狀況、視力與聽力狀況、日常生活活動功能與生活

輔具之需求與使用情形。 
(三) 慢性病之知識、態度與日常保建及遵醫囑行為狀況：例如高血壓、高血脂、糠

尿病、氣喘、心臟病、肺病、痛風、中風、腎臟病、骨質疏鬆症等疾病。 
(四) 醫療利用情形：包括門診、住院、急診之使用率、就醫經驗是否有不滿意之處，

各項預防保健檢查項目之使用率、未利用該檢查之主要原因等。 
(五) 健康行為：包括用車安全行為、運動、營養、抽菸、喝酒、嚼食檳榔、潔牙與

體重控制之實行狀態，以及偏好危害健康行為的原因等。 
(六) 飲食模式，憂鬱狀況以及其他與保健業務推動相關問題。 

釋出項目包括：問卷、過錄編碼簿、SPSS系統檔、SAS系統檔、STATA系統檔、

次數分配表、報告書。 

本文所介紹的國健局調查資料，KAP1-KAP6資料可提供資料庫會員直接於線上

下載，『在校學生性知識、態度與行為調查』與『台灣地區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

度與行為調查』兩項資料，會員需於『政府調查資料』的『資料申請』頁面，提供

計畫大綱（內容包括：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預期成果，並說明您將使用問卷中哪

些變項進行何種分析）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後即可提供，歡迎會員申請使用。 

參考資料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網站 http://www.bhp.doh.gov.tw/BHPnet/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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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會員申請使用狀況

433

300

139

60 56 42

931

642

46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99年6月 99年7月 99年8月

人次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次數

申請下載人次

諮詢人次

會員登入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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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 人，其中包括一般會員 748 人，以及臨時會員 807（有效數字至 99 年 8
月底）。 

一般會員包括：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102 人；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

校教師 621 人；政府機構相關研究人員 7 人；捐贈資料單位代表 3 人；調研中心工

作人員 15 人。 

臨時會員則包括了：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大學部、碩、博士班在學學生 760
人；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臨時性研究人員 20 人；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臨時性

研究人員 25 人；政府機構臨時性研究人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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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6 月至 8 月底會員

登入次數、申請下載人次及諮詢人次，如下圖： 

 

 

 

 

 

 

大型學術調查資料下載人次統計（有效數字自 99 年 6 月至 8 月） 

資料名稱 人次 資料名稱 人次 

台灣社會意向調查 51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194 

台灣地區家庭與生育力調查系列 14 台灣選舉調查資料 133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33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212 

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 76 台灣高等教育資料系統的建置與運用 15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公共使用版) 63 台灣世界價值觀調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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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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至本資料庫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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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將同意書連同在職（在學）文件影本以郵寄、傳真或掃描成電子

檔附加於 Email 等方式擲回本中心。 
■ 提供文件：會員約定條款同意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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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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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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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71824，資料組組長楊惠婷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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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