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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調查研究資料整理與檢誤研習班」圓滿落幕             

本年度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主辦的「調查研究資料整理與檢誤研習班」（以下簡

稱研習班），已於 3 月 13、14 日舉辦兩梯次，感謝各界人士報名參加以及場地提

供單位的協助，兩天計有 156 人參加。 

本次課程包括「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簡介、資料整理程序、編碼設計概論，

以及資料整理與檢核之實務—SPSS/STATA 使用操作基本介紹、不合理值檢核、邏

輯一致性檢核等，我們並於課後以問卷請學員針對課程內容安排及講課方式、上機

實習、教材安排以及整體評價進行評估，以做為日後舉辦的參考。 

本次研習班已圓滿落幕，亦獲得大多數學員高度評價；日後我們仍會於每年舉

辦研習班活動，也竭誠歡迎有興趣之會員共襄盛舉。 

 「2012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研討會」徵稿中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將於今年 9 月 7 日於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辦「2012 調

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研討會」，目前正在徵稿中。本次研討會熱烈徵求以下四種主題

之論文，包括：調查方法研究、不完整資料、測量方法、分析方法與應用。一律以

線上投稿方式受理，論文摘要須包含題目、研究目的、研究設計、預期結果及關鍵

字，字數介於 400-600 字之間；如以英文投稿，則須附上中文摘要。 

摘要截稿時間為 4 月 30 日；審查結果將於 5 月 15 日通知。詳細徵稿訊息請參

考研討會網址：http://survey.sinica.edu.tw/2012/。 

 「2012 台灣基因體意向研討會」開放報名 

由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主辦，東吳大學經濟系協辦之「2012 台灣基因體意向研討

會」，將於 5 月 18 日假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第一會議室舉行。 

「台灣基因體意向調查研究計畫」是由國科會補助，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所主導。每期計畫為期三年，截至目前為止，共執行了

兩期。第一期為 2003-2005 年，並於 2005 年 4 月 8 日、2006 年 5 月 10 日，分別舉

辦了兩次研討會。第二期則為 2009-2012 年。藉由此次的研討會，擬瞭解國人在基

因科技等議題方面的意向及意向變遷。 

研討會已於 3 月 26 日開放報名，竭誠歡迎共襄盛舉！報名請至研討會網址：

http://survey.sinica.edu.tw/2012genomic/。 

 
1 

 



資料釋出消息 
邱亦秀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於 100 年 12 月至 101 年 2 月間改版更新及資料開放

訊息如下： 

【資料開放：學術調查資料】 

 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 
1. 國三樣本（J3）第五波，學生問卷 
2. 國一樣本（J1）第七波，學生問卷  

  此計畫擬由生命歷程的研究架構，探討臺灣青少年進入成年初期的成長過程與

生活經驗。其中，家庭、學校與社區為青少年與成年初期之主要生活場域，在此研

究中，這三制度間的交互作用被假定為影響青少年成長歷程的主要社會機制。該計

畫主張研究青少年的成長歷程，必須重視所處之社會脈絡，因此除了檢視人際互

動、友誼網絡、親子或師生關係的改變之外，將特別強調城鄉背景、社會階層、性

別規範以及環境資源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 

  具體而言，此一計畫的特色是從社會層面的分析，經由長期性、貫時性的固定

樣本追蹤研究設計，完整描繪出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轉折機制與成長軌跡。並試圖

由教育期望、教育成就、職業發展的機會結構，及社會資本之組成如何運用於各不

同成長歷程中等重要議題的討論，提出影響不同成長模式之重要社會機制及其運作

方式。 

  國三樣本第五波 J3W5 調查為國三生樣本追蹤至第五波，調查時間為 2004 年春

天。該調查之研究母體為 2000 年春天時，台北縣市及宜蘭縣的國中學生。而為考

察教育制度改革對於學生發展的可能影響，特別以當時平均 13 歲的國一生〈新的

升學制度〉和平均 15 歲的國三生〈舊的升學制度〉兩個世代(cohorts)作為研究主體，

以從事追蹤比較。最後，J3W5 調查完成 1,899 筆有效樣本，其中，電訪 1,723 筆、

郵寄問卷 176 筆。 

國一樣本第七波 J1W7 調查為國一生樣本追蹤至第七波，調查時間為 2006 年

春天。該調查之研究母體為 2000 年春天時，台北縣市及宜蘭縣的國中學生。而為

考察教育制度改革對於學生發展的可能影響，特別以當時平均 13 歲的國一生〈新

的升學制度〉和平均 15 歲的國三生〈舊的升學制度〉兩個世代(cohorts)作為研究主

體，以從事追蹤比較。最後，J1W7 調查完成 1,748 筆有效樣本，其中，電訪 1,543
筆、郵寄問卷 20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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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區基因體意向調查與資料庫建置之規劃 
1. 第一年：面訪 
2. 第二年：面訪 
3. 第三年：一般民眾電話訪問（第一回） 
4. 第三年：一般民眾電話訪問（第二回） 
5. 第三年：專家學者郵寄問卷 

本計畫是從民國 92 年開始執行，調查方式包括一般民眾電話訪問、焦點團體

與相關訪談，及針對專家學者做郵遞問卷。基因體計畫的建置，是由於基因科技的

發展，已經與人類所處的環境及醫療密不可分，同時衝擊現有的倫理價值、社會制

度、與法律規範。 

第一年調查測量的主題包括：1. 對自然與經濟發展的態度：2. 預測各項高科

技對未來生活的影響；3. 比較遺傳與環境對個人各方面發展的影響大小；4. 基因

相關的知識程度；5. 基因科技應用於農業的風險與好處排序；6. 基因科技應用產

品的接受度與願付價值：7. 生命權的概念；8. 隱私權的概念；9. 基因資料庫

（biobank）的接受度；10. 基因科技資訊來源。 

第二年的主題為：1. 對自然環境的態度相對於對科技的態度；2. 基因（科技）

相關知識的多寡；3. 對基因科技的態度；4. 對隱私權的態度；5. 對基因諮詢相關

議題的態度；6. 對基因資料庫相關議題的態度；7. 對基因資料的使用、商業利益

分享、監督機制 (含蒐集、貯存與使用)的看法；8. 對基因科技的倫理議題的看法；

9. 對基因醫學資訊的掌握，來源，與信任程度；10. 對基因相關政策制訂的評估與

參與意願；11. 對基因科技研究者的信任度。 

第三年一般民眾電話訪問（第一回）的主題 1. 基因相關的知識程度：2. 基因

科技農業應用產品的接受度；3. 基因檢測的願付價值；4. 基因科技資訊來源。第

二回的主題包括測量民眾對基因科技相關知識的程度，對基因科技的接受度，對基

因資料庫（biobank）的接受度，及相關的隱私權概念。專家學者問卷則針對國內包

括：教學醫院的醫師、各大專院校設有生物或醫學相關領域之教師，以及研究機構

相當於助理教授以上的研究人員等進行全查，調查內容是請學者就以下議題表示意

見：1. 基因科技相關的現行律法適合度；2. 政府在基因科技發展的相關表現；3. 影
響基因資料庫建立可能性的因素之重要性；4. 知情同意的使用；5. 基因資料的使

用與利益分享；6. 基因資訊的蒐集、保管與使用；7. 基因資料庫的風險與利益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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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政府調查資料】 

 行政院主計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調查：2010 年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旨在就工商業場所人力需求面，按月蒐集台灣地區各行業

事業單位受僱員工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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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範圍為台灣地區（包括臺灣省、臺北市及高

雄市），對象包含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污

染整治業、 營造業、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及倉儲業、資訊及通訊

傳播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教育服

務業、醫療保 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等 17 大

行業之公民營企業之場所單位及其受僱員工。 

母體資料來源，製造業採用經濟部「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資料檔」為主，其餘

行業則採行政院主計處之最新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母體資料檔為基礎，並參考營業稅

稅籍主檔資料來加以補充或修正。調查方法按行業別不同， 分別採派員實地訪問

調查或郵寄問卷調查或兩者混合應用方式辦理，而抽樣按各細行業採「截略分層隨

機抽樣法」，其中對各公營事業單位、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 園區等事業單位，

採全查法。調查受查單位之抽出，每 1 年辦理 1 次，除全查行業或全查層外，每一

樣本接受調查期間以 1 年為原則。 

開放資料的項目包含：原始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問卷及過錄編碼簿。 

 交通部觀光局國人旅遊狀況調查：2004 年 

本研究為了解 2004 年間國人旅遊動向、滿意度、消費情形，及分析國人選擇

在國內、國外旅遊間之交互影響情形，並估算國人國內旅遊支出與出國旅行支出，

以供有關單位規劃與改善觀光設施、提升旅遊服務品質及訂定觀光發展策略之參

考。 

調查對象為台閩地區年滿 12 歲及以上的國民。第 1、2、3 及 4 季調查時間分

別為 2004 年 5 月、7 月、10 月及 2005 年 1 月。採用電話訪問方式進行，以分層隨

機抽樣法進行抽樣。第 1 季有效樣本數為 4,801 人，其中包含 361 位有出國旅遊經

驗者；第 2 季有效樣本數為 4,619 人，其中包含 379 位有出國旅遊經驗者；第 3 季

有效樣本數為 4,539 人，其中包含 362 位有出國旅遊經驗者；第 4 季有效樣本數為

4,553 人，其中包含 291 位有出國旅遊經驗者。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 欄位定義程式檔、

SPSS 欄位定義程式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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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女性僱用管理調查：2005 年 

為蒐集事業單位對兩性平等法各項規定之執行情形，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特辦理

「女性僱用管理調查」。本次調查於 2005 年 12 月 16 日至 2006 年 01 月 15 日採用

郵寄問卷法實施調查，輔以電話催收。並以臺灣地區參加勞工保險之事業單位（不

含僱用 3 人及以下之事業單位）為抽樣母體，採「分層隨機抽樣」，最後完成 4,149
筆有效樣本。本年度之調查項目包含事業單位對女性勞工的僱用管理、性騷擾防治

狀況以及兩性工作平等措施之實施情形等。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 欄位定義程式檔、

SPSS 資料檔及 STATA 資料檔。 

 司法院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調查：2011 年 

司法院辦理之「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自 7 月 25 日正式展開訪問，於 8
月 10 日完成訪查作業。本調查採分層比例隨機抽樣，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進行，

成功訪問 5,223 位臺灣地區 20 歲以上民眾，其中 1,805 位曾赴法院洽公。本調查共

分「民眾司法認知概況」、「民眾赴法院洽公經驗」、「曾赴法院洽公民眾對法院

評價」三大主題。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 欄位定義程式檔、

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 

 行政院研考會新住民數位機會現況及需求調查調查：2011 年 

本調查以臺灣省、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及金門縣、連江

縣等 22 縣市為區域範圍。由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提供樣本。調查對象限定為與

本國籍人士締結婚姻的所有非本國籍人士（以下稱新住民），排除來自歐美、日韓、

港澳等地區之新住民。 

 本調查抽樣是區分國籍後(大陸、越南、印尼與其他四國)再進行縣市分層抽

樣，各縣市預計完成樣本按該縣市大陸新住民(或各國籍新住民)占全體大陸新住民

(或各國籍新住民)比例配置。回收新住民有效樣本 2,403 人，包含越南 601 人，印

尼 600 人，大陸 602 人，菲律賓、泰國等其他東南亞新住民 6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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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SPSS 欄位定義程式、SPSS 系統檔、STATA 系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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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開放：個別型研究計畫調查資料】 

社會學 
C00125 社會資本與精神復健／張苙雲 
C00167_1 不同世代對於老年生活的需求、服務提供以及價值偏好的調查研究(45-64

歲)／王永慈 
C00245 數位台灣計畫於生活素質提升之成效評估計畫／吳國龍 
C00246_1 維護數位台灣計畫提昇生活素質指標與衡量體系計畫(5 月)／吳國龍 
C00246_2 維護數位台灣計畫提昇生活素質指標與衡量體系計畫(9 月)／吳國龍 

政治學 
E96064 我國大學生政治價值與態度的持續與變遷：大學四年社會化過程之研究（Ⅳ）

／陳義彥 
E98006 2009-2012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Ⅰ）：2009 年縣市長

選舉面訪案／黃紀 

經濟學 
E96062 科技移轉與加工貿易在中國：對 Lemoine & Unal-Kesenci 工業二元論的挑

戰／郭永興 

區域研究 
E98021 兩岸所屬國籍貨櫃航商在臺灣地區建立海運樞紐地位之具體策略與持續性

效益評估／戴輝煌 
E99011 居民參與社區防災認知行為分析／李泳龍 
E99014 信任建立、產業群聚與創新績效之研究：以網絡觀點分析之／邊泰明 
 

C00125 

計畫名稱（中）社會資本與精神復健 

計畫主持人 張苙雲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1/01—2001/12/31 

計畫摘要 

本計畫以設籍在中華民國（包括台灣本島、連江縣、及其他離島地區），

年滿十八歲以上家中有電話之公民為調查母體，並以電話訪問進行資

料蒐集工作。抽樣設計採兩階段抽樣，第一階段以系統抽樣法從資料

庫中抽取所要訪問的地區，第二階段則是以電話尾數末兩碼隨機抽取

受訪樣本。最後，於計畫實際進行訪問時，再利用洪氏戶中抽樣的方

式，針對戶中合格受訪者之男女兩性所佔人數，抽出中選之受訪對象。

共完成 1,203 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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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167_1 

計畫名稱（中）
不同世代對於老年生活的需求、服務提供以及價值偏好的調查研究

(45-64 歲) 

計畫名稱（英）
The Social Survey on Attitude towards Needs, Provision of Service, 
Preferences for Late Life: Perspectives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 

計畫主持人 王永慈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計畫執行期間 2006/08/01—2007/07/31 

計畫摘要 

本計畫研究目的為(1)透過整合性研究，以 2025 年作為一個預擬的時間

點，預測台灣未來面對高齡社會可能的種種問題與需求。(2)針對高齡

社會的重要課題進行研究規劃，進一步針對其中須要基礎研究的部分

分別進行研究。(3)將研究結果經過整合後，轉化為公共政策規劃，提

出因應高齡社會的綜合性策略。 (4)作為滿足高齡社會多樣性需求的產

業研發參考。研究議題包含(1)社會照顧與社會參與；(2)健康照顧；(3)
經濟安全；(4)就業與人力資源； (5)老人住宅；(6)交通與溝通。 

 

C00245 

計畫名稱（中）數位台灣計畫於生活素質提升之成效評估計畫 

計畫名稱（英） Assessing The e-Taiwan Programme by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計畫主持人 吳國龍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1/01—2004/12/31 

計畫摘要 

行政院自 2002 年 6 月正式核定「數位台灣（e-Taiwan）計畫」為「挑

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十大建設計畫之一，即由相關部會分別針

對 600 萬戶寬頻到家、e 化生活、e 化商務、e 化政府、e 化交通五

大主軸，積極擘劃和推動並擬定該計畫於經濟、資訊應用、政府服務

以及基礎建設四個面向之預期量化效益。鑒於目前尚未發展針對社會

面向相關量化指標 與評估模式，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授權資訊工業策進

會辦理相關工作，於「e-Taiwan 計畫」架構下為求達成上述四面向效

益之同時更能順應國際發展趨勢以體 現 e-Taiwan 計畫於生活素質

(Quality of Life, QoL)提昇之成效，故提出本計畫藉此深入了解

e-Taiwan 計畫是否對於廣大民眾與社會環境發揮生活素質提升之正面

作用。本計畫以年滿 15 歲以上，64 歲以下(民國 29 年 1 月 1 日以後，

民國 7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者)、且家中有電話之民眾為調查母體，

調查訪問地區則 為全國，包括離島、及福建省連江縣與金門縣，並以



 
8 

 

C00245 

電話訪問進行資料蒐集工作。抽樣設計採兩階段等距抽樣，第一階段

以等比例原則計算出各縣市所需抽取之人 數，再利用全國電話資料庫

以等距抽樣原則抽取各鄉鎮所需之住宅電話號碼數。為降低因全國電

話資料庫電話號碼涵蓋率因素而造成部分電話號碼的用戶無法被抽中 
之問題，遂再利用隨機原則抽取進行電話尾數末兩碼的選取。第二階

段則是以家戶第一位接電話者為受訪者。共完成 2,124 份有效問卷。 

 

C00246_1 

計畫名稱（中）維護數位台灣計畫提昇生活素質指標與衡量體系計畫(5 月) 

計畫名稱（英） Assessing The e-Taiwan Programme by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計畫主持人 吳國龍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5/01/01—2005/12/31 

計畫摘要 

本計畫主要為按 93 年度所研擬出的資料蒐集方法延續的追蹤調查工

作，希望能瞭解受訪樣本在兩次調查中個人資訊使用情形之轉變、E
化生活服務使用情況之改變、生活素質變動等層面，藉此變動趨勢之

觀察，瞭解資訊使用對於提昇民眾生活素質之影響。本計畫於 93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3 日進行了第一波調查，共計完成 2,124 案，因此本波

調查即以此 2,124 案為受訪對象，以電話訪問進行資料蒐集工作，共完

成 644 份有效問卷。 

 

C00246_2 

計畫名稱（中）維護數位台灣計畫提昇生活素質指標與衡量體系計畫(9 月) 

計畫名稱（英） Assessing The e-Taiwan Programme by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計畫主持人 吳國龍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5/01/01—2005/12/31 

計畫摘要 

本計畫以年滿 15 歲以上，64 歲以下(民國 30 年 1 月 1 日以後，民國

7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者)、且家中有電話之民眾為調查母體，調查

訪問地區則 為全國，包括離島、及福建省連江縣與金門縣，並以電話

訪問進行資料蒐集工作。抽樣設計採兩階段等距抽樣，第一階段以等

比例原則計算出各縣市所需抽取之人 數，再利用全國電話資料庫以等

距抽樣原則抽取各鄉鎮所需之住宅電話號碼數。為降低因全國電話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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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246_2 

料庫電話號碼涵蓋率因素而造成部分電話號碼的用戶無法被抽中 之
問題，遂再利用隨機原則抽取進行電話尾數末兩碼的選取。第二階段

則是以家戶第一位接電話者為受訪者。共完成 1,116 份有效問卷。 

 

E96064 

計畫名稱（中）
我國大學生政治價值與態度的持續與變遷：大學四年社會化過程之研

究（Ⅳ） 

計畫名稱（英）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Political Values and Attitude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 Four-Year Panel Studies on the Processe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IV) 

計畫主持人 陳義彥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 2007/08/01—2008/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希望探討大學生在大學四年期間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以及其政治

價值與態度的持續與變遷。本研究將繼續針對同一樣本在大學第四年

下學期課程結束前一個月，進行訪談。分析大學四年對學生政治社會

化的效果。台灣過去相關的政治社會化研究，受限於研究經費以及研

究資源，率多運用橫切面式的研究（cross- sectional study），較缺乏長

期觀察的研究資料與研究設計。因此，本研究希望運用「固定樣本連

續訪談法」（panel studies）的方式，持續追蹤觀察大學生在大學四年的

政治社會化過程，以期在理論上以及方法上，對於國內外有關政治社

會化的相關研究，有所貢獻。 

關鍵字（中） 政治社會化、定群追蹤法、政治價值 

 

E98006 

計畫名稱（中）
2009-2012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Ⅰ）：2009 年縣

市長選舉面訪案 

計畫名稱（英）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09(TEDS 2009M): 
Magistrate Elections of Taoyuan County and Yunli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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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8/01—2010/07/31 

計畫摘要 
在國科會人文處、政治學門與社科中心的鼎力支持下，「台灣選舉與民

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在過

去八年順利運作，並釋出資料供國內外學術界使用，創造極有價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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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8006 

公共研究資源。本三年期的「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整體規劃，將

至少具有三項優點。一、多年期規劃有利於執行流程之一貫與標準化，

資料品質更為提高、更有累積性。同時自本三年期計畫起，TEDS 除了

個體民調資料之外，也將建立整體資料模組，彙整與制度、事件等環

境脈絡相關之整體資料檔（TEDS macro report）供學界參考，使微觀

個體分析能緊密結合宏觀之整體脈絡。二、任何制度的建立必須歷經

時間的檢驗，「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建構國內政治學界大型面訪整

合的機制，透過本多年期的整體研究籌畫，相信更將鞏固此運作機制，

並在政治學界建立跨校合作的長久模式。三、我國各項不同選舉之間

隔時間參差，若逐年規劃大型面訪民調，常耗費過多人力、時間於短

期規劃案之撰寫及申請，且無法預作資源之配置；在多年期計畫之下，

對於人力及經費預算的配置更能節約與有效，內容也更周延。 

關鍵字（中） 民主化、民意調查、投票行為、政治態度、選舉 

 

E96062 

計畫名稱（中）
科技移轉與加工貿易在中國：對 Lemoine & Unal-Kesenci 工業二元論

的挑戰 

計畫名稱（英）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ssembly Trade in China: A Challenge to 
Lemoine and Unal-Kesenci’s Technological Dualism 

計畫主持人 郭永興 

計畫執行單位 南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7/08/01—2008/07/31 

計畫摘要 

相對於 Lemoine ＆ Ünal-Kesenci 的工業二元論，本研究將提出一個新

的概念，工業三元論。工業三元論將中國的製造業，區分成三個部門。

外商最終產品組裝企業、外商零件供應商以及中國本土企 業。我們認

為外商零件供應商不同於最終產品組裝企業，需要訓練技術人才操作

工具機以生產零組件，而這些工人移轉到本土企業時，將會造成重要

的科技移轉。本 研究想以問卷調查的方式，證明加工貿易對於中國本

土企業的科技移轉效果。但是礙於問卷回收率低（對約八百家台商，

發送問卷三次，卻只有十四份的問卷回收），因此沒有理想的研究成果。 

關鍵字（中） 中國、加工貿易、科技移轉、海外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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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8021 

計畫名稱（中）
兩岸所屬國籍貨櫃航商在臺灣地區建立海運樞紐地位之具體策略與持

續性效益評估 

計畫名稱（英）
The Specific Tactics and Sustained Evaluation of Effectiveness on 
Establishment of Transshipment Hub for cross-Strait Controlled Container 
Carriers in Taiwan 

計畫主持人 戴輝煌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
管理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9/08/01—2010/07/31 

計畫摘要 

2008 年底兩岸貨櫃海運直航後，直航航線只能允由兩岸航商所屬的國

輪營運之，此政策有助穩定與強化兩岸所屬貨櫃航商在台灣港口配置

航線。另外，台灣貨櫃港口為東亞重要的海運貨櫃航線樞紐，我國政

府未來要持續在台灣建立海運樞紐地位的既定發展方向，確定不會改

變。惟成功與否，端賴兩岸航商在台灣的整體航線 配置策略。本文使

AHP(階層式分析法)為主要方法，研究結果發現：兩岸航商在台灣地區

配置航線時，在策略佈局上，以「節省營運成本」為首要目的。兩岸 航
商在策略準則上，前 2 名的主要考慮因素，係以是否具有「實櫃運送

需求」與「現有碼頭營運」條件，以調整其在台灣的主支航線網。關

於把航線配置在台灣港口 的可行方案中，受訪航商係「以高雄港做為

主要的航線配置樞紐」做為首選方案。另外，不同的兩岸航商，其在

台灣所採之策略目的、準則與所選方案，皆有顯著的差異性存在。 

關鍵字（中） 兩岸貨櫃海運直航、兩岸所屬貨櫃航商、航線配置策略、高雄港 

 

E99011 

計畫名稱（中）居民參與社區防災認知行為分析 

計畫名稱（英）
Cognition Behavior Analysis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ng Community 
Disaster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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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8/01—2011/07/31 

計畫摘要 

台灣經歷 921 地震後，社區總體營造遂為災後社區重建計畫之基本理

念，並開始推動防災社區；而落實防災計畫必須建立在社區自主性防

災的機制基礎上，故藉由軟、硬體建設來達成防災社區之目標，俾使

能提升社區居民對於災害風險的認知。緣此，本研究以 921 重建地區

之南投市，遴選具有重建與社造經驗之社區居民作為問卷調查對象，

運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SEM）針對影響社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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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9011 

民防災認知行為與政府對於地震災害防災資訊提供建立驗證假說，探

討「地震災害風險認知」、「地震災害資訊提供」、「災害資訊提供的重

要性認知」及「社區防災意識認知」之關聯性驗證假設模式的適用性

與各變項間的因果關係，建立「居民參與社區防災認知行為」評估結

構方程模式。有效掌握災害資訊，透過防災管理制度、提高社區居民

之地震災害風險認知與參與社區防災的意願，使居民能瞭解居住環境

的災害訊息，並配合決策者執行都市防災風險管理計畫與相關防災活

動。 

關鍵字（中） 居民參與、社區防災、風險認知 

 

E99014 

計畫名稱（中）信任建立、產業群聚與創新績效之研究：以網絡觀點分析之 

計畫名稱（英）
A Survey of Trust Building,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 Perspective of Networks 

計畫主持人 邊泰明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10/08/01—2011/07/31 

計畫摘要 

面臨產業全球化時代，產品製造過程因專業化分工而逐漸形成緊密連

結。以創新為目標的研發合作，廠商彼此間可分攤創新技術的開發成

本和風險，並且有助於提高成員的學習能力；但在知識交流與資源共

享基礎上，研發合作隱含著技術機密外洩與資訊盜用風險，故與合作

夥伴間的信任建立是影響廠商研發合作與績效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生

物技術產業為對象，探討廠商間研發合作之信任與合作績效的關係，

透過問卷調查並利用結構方程模式進行分析，實證結果顯示廠商研發

合作夥伴間特定資產關係、正式合約簽訂和廠商間非正式交換，均分

別會影響廠商間信任的建立，三者產生的綜效結果與廠商間信任建立

也呈現正向關係，廠商間信任的程度越高越有助於合作績效的表現。 

關鍵字（中） 研發合作、信任、合作績效、研發資產 

歡迎利用SRDA網站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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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在簡易查詢中設定以登錄號為查詢條件，參照表格右

上方的英文數字共 6 碼（例如C00125）輸入查詢。 

如需取得「政府調查資料」，亦請登入 SRDA 網站的「政府調查資料」專區後

填寫表格提出申請，詳請參考本期第 19 頁專文說明。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 
與『性別工作平等概況調查』資料介紹1 

    
楊惠婷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簡稱勞委會）為瞭解事業單位對勞工之僱用管理實況、性

別工作平等法實施狀況以及受僱者在工作職場就業平等實況，分別以「事業單位」

及「受僱者」為調查對象，辦理「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及「性別工作平等

概況調查」二項性別勞動統計調查。本文將針對這兩項調查作一概述，並說明目前

這兩項調查於「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簡稱 SRDA)
的蒐藏年份與釋出年份、申請程序以及釋出項目等。 
 
壹、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 

「兩性工作平等法」於民國 91 年 3 月 8 日正式實施，該法對於性別歧視的禁

止與兩性工作平等有較明確之規範，故勞委會從民國 91 年開始針對事業單位辦理

「兩性工作平等狀況調查」。民國 94 年開始擴充調查內容，除了兩性平等工作環境

之相關問項外，亦增加女性之就業能力、僱用管理方面問項，故將調查名稱改為「女

性僱用管理調查」。民國 99 年調查名稱更改為「性別僱用管理調查」，而民國 100
年調查名稱再度更改為「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本調查目的是為提供政府

推動婦女勞動政策參考。底下針對該調查計畫民國 94 年至民國 100 年之研究設計、

調查項目與有效樣本數分別介紹。 

一、研究設計 

    「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為每年調查的計畫，其調查範圍與對象、調查

方法與抽樣方法，如表一所示。 

表一 民國 94 年至民國 100 年「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研究設計 
    年度 
    (民國) 

 
項目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調查範圍 台灣地區 

調查名稱 
沿革 女性僱用管理調查 性別僱用

管理調查 

僱用管理性
別平等概況
調查 

調查對象 

參加勞工保險之事業單位 
不含無僱用
勞工之事業
單位 

不含未僱用
女性勞工之
事業單位 

不含僱用三人以下之事業單位 

調查方法 電話訪問調
查 郵寄問卷調查，輔以電話訪問催收 

                                                 
1  本文介紹以 100 年調查名稱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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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民國) 

 
項目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抽樣方法 - 分層比例隨機抽樣 
二、調查項目 

「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事業單位對勞工的僱用管理、性

騷擾防治狀況以及性別工作平等措施之實施情形等。表二為民國 94 年至民國 100
年調查項目總表。 

表二 民國 94 年至民國 100 年「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調查項目 
年度 

項目  民國 
94 年 

民國

95 年

民國

96 年

民國

97 年

民國

98 年

民國 
99 年 

民國 
100
年 

一

般

概

況 

組織型態        
員工人數        
雇主性別        

防

治

性

騷

擾

概

況 

有無訂定「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

辦法」 
       

員工申訴性騷擾情形        

設置性騷擾之申訴處

理機制        

各

項

假

別

及

照

顧

措

施 

生理假        
對懷孕女性員工特別

照顧        

流產假        
產假        
陪產假        
家庭照顧假        
為撫育未滿 3 歲子女

得減少或調整工作時

間 
       

設置托兒設施或托兒

措施        

哺乳室或集乳室        
育嬰留職停薪        

育

嬰

留

職

事業單位提供育嬰留

職停薪措施情形        

員工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人力因應和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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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民國 

94 年 
民國

95 年

民國

96 年

民國

97 年

民國

98 年

民國 
99 年 

民國 
100
年 

停

薪

概

況2 

職考量 

僱

用

管

理

概

況 

對各職類之召募情形        
業

務

是

否

有

性

別

考

量

情

形 

工作分配        
薪資給付        
調薪幅度        
考核        
陞遷（考績）        
訓練進修        
資遣員工 (資
遣及離職或解

僱) 
       

員工福利        

註： 意指『有』， 意指『沒有』 

三、有效樣本數 

    「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為按年調查，每年調查結果有效樣本數，如表

三所示。 
 
表三 民國 94 年至民國 100 年「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有效樣本數 

年度 
民國 
94 年 

民國 
95 年 

民國 
96 年 

民國 
97 年 

民國 
98 年 

民國 
99 年 

民國 
100 年 

有 效 樣 本

數 
4,149 3,050 3,346 3,179 3,373 3,062 待公布 

貳、性別工作平等概況調查 

勞委會為瞭解婦女在工作上的需求，及是否因性別而遭受不平等待遇實況，從

民國 92 年起，以女性受僱者為調查對象，開始辦理「婦女就業概況及滿意度調查」。

民國 99 年調查對象增加男性受僱者，故更名為「性別工作平等概況調查」。 

                                                 
2  民國 100 年「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針對”育嬰留職停薪概況”做較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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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項目 

「性別工作平等概況調查」調查項目包括是否因性別而遭受到不平等待遇、服

務的單位實施（或提供）兩性工作平等法之相關規定情形、對於兩性工作平等法規

定之各項措施滿意情形等。表四為民國 96 年至民國 100 年調查項目總表。 
 
表四 民國 96 年至民國 100 年「性別工作平等概況調查」調查項目 

                  年度 
項目 

民國 
96 年 

民國 
97 年 

民國 
98 年 

民國 
99 年 

民國 
100 年 

是否為受僱者      

是否因

性別而

遭受到

不平等

待遇以

及申訴

狀況 

求職      
工作配置      
薪資之給付      
調薪幅度      
考績(考核)      
陞遷      
訓練、進修      
資遣、離職或解僱      
員工福利措施之提

供      

是否曾因結婚而在工作中遭

受歧視或不平等待遇      

公司是否有提供產假      
有沒有懷孕或生小孩而在工

作中遭到歧視或不平等待遇

及其原因 
     

有沒有因為要照顧家人(如要

照顧小孩或家中高齡、身障者

等)，而在工作中遭到歧視或

不平等待遇 

     

公司有没有性騷擾申訴處理

機制或管道      

是否曾在工作場所遭受性騷

擾（包含言語騷擾）及申訴狀

況 
     

您的同事是否曾在工作場所

遭受性騷擾      

各項 
假別 
實施 
概況 

申請「生理假」公司

核准情形或未申請原

因 
     

申請「家庭照顧假」

公司核准情形或未申

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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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項目 

民國 
96 年 

民國 
97 年 

民國 
98 年 

民國 
99 年 

民國 
100 年 

對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法 
(原 
兩 
性 
工 
作 
平 
等 
法) 
之 
認 
知 
概 
況 

是否知道可向工作地

點所在地縣市政府勞

工行政單位申訴 
     

知不知道「兩性工作

平等法」      

有沒有參加職場性別

工作平等之宣導或教

育訓練 
     

「性別工作平等法」

的實施對於排除女性

(性別)就業障礙，促進

兩性工作的平等權，

有沒有幫助 

     

「性別工作平等法」

的實施，對您在職場

上的工作平等是否有

改善 

     

是 否 知

道「性別

工 作 平

等法」的

假 別 或

措施 

生理假      
流產假      
安胎休養      
產假      
陪產假      
家庭照顧

假      

育嬰留職

停薪      

對於政府將「育嬰留職停薪」

措施擴大適用全體勞工看法      

基

本

資

料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      
有沒有 12 歲以下的小

孩      

工作時間型態      
工作性質      
雇主(負責人)性別      
平均每月薪資      
工作的性質（指職業

別）      

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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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項目 

民國 
96 年 

民國 
97 年 

民國 
98 年 

民國 
99 年 

民國 
100 年 

公司所屬行業      
參加社會保險種類      

二、有效樣本數 

    「性別工作平等概況調查」為按年調查，每年調查結果有效樣本數，如表五所

示。 
 
表五 民國 96 年至民國 100 年「性別工作平等概況調查」有效樣本數 
年度 民國 96 年 民國 97 年 民國 98 年 民國 99 年 民國 100 年 

有效樣本數 3,074 3,151 3,026 
4,033 
(男 1,011) 

待公布 

參、調查資料於 SRDA 現況 

一、蒐藏年份與釋出年份 

截至民國 101 年 3 月，SRDA 蒐藏及釋出的「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及

「性別工作平等概況調查」現況如表六。尚未釋出之年度，亦可提出申請，SRDA
將提供未經整理之資料。 

 
表六 調查資料蒐藏與釋出年份 

           調查名稱 
 
年份（民國） 

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

查（女性僱用管理調查／性

別僱用管理調查） 

性別工作平等概況調查（婦

女就業概況及滿意度調查） 

蒐藏年份 94、95、96、97 96、97 
釋出年份 94、96、97  

二、釋出項目 

勞委會調查資料釋出的項目包括：問卷、過錄編碼簿、原始資料檔、SAS 欄位

定義程式、SPSS 資料檔及 STATA 資料檔，並於問卷與過錄編碼簿之首頁提供『資

料使用注意事項』供使用者參考。竭誠歡迎對這兩項調查計畫有興趣的會員申請使

用，申請用途僅限研究或學位論文撰寫，不提供「教學」使用；申請方式請見本期

19 頁的專文說明。 

參考資料來源暨相關網站： 
1. 行政院勞委會勞動統計調查 (http://statdb.cla.gov.tw/html/com/statinvest.htm)   



政府調查資料申請方式 
    

邱亦秀 
SRDA 網站在去年四月正式上線，在資料申請使用和下載的部份有了全新的風

貌，除了學術調查資料的下載不再限定筆數和次數之外，政府調查資料的申請介面

也做了更新。由於政府調查資料因提供單位的要求，在取得資料之前需經過審查，

所以本文將從最基本的查詢資料到提出申請，到最後下載取得資料的流程做說明。 

一、 瀏覽或查詢 

（一） 瀏覽 

從 SRDA 的形象首頁或內頁，很快可以找到「政府調查資料」的入口（如

圖一框選處），點選後就可以直接進入政府調查資料專頁（圖二）。 
 
 
 
 
 

 
 
 
 
 

 
 

 
 

 
 
 
 
 
 
 
 
 
 
 

圖一、SRDA 形象首頁（上）及內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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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政府調查資料專頁 



在政府資料專頁裡，所有已釋出的政府資料會先以資料提供單位分類（圖

二框處），使用者可以直接點選單位名稱，瀏覽來自該單位的調查資料；或直接

利用網頁中「資料查詢」→「政府資料查詢」的功能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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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詢 

利用政府資料查詢，可以在空白欄位中輸入欲查詢的主題，並指定搜尋叢

集名稱（即調查名稱）、關鍵字等，如有需要，也可以再限定搜尋資料的來源單

位（圖三）。以「婦女」為檢索詞，查詢到的結果如圖四。 
 

 
 
 
 
 
 
 
 
 
 
 
 
 
 
 
 
 
 
 
 
 
 
 
 
 
 
 
 
 
 

圖三、政府調查資料查詢

圖四、政府調查資料查詢結果



圖四查詢結果顯示有兩筆調查符合條件，分別為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辦理（提

供）之「人力資源附帶專案調查：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以及行政院內政部統計

處的「臺灣地區婦女生活狀況調查」。 

經由瀏覽或查詢等功能找到所需的資料後，點選各調查資料名稱，即可進入調

查資料主頁，呈現方式如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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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政府調查調查資料概覽

 

 
 調查簡介：包含調查沿革、調查目的、調查用途、調查範圍與對象等。以

上來源為資料提供單位網站上的資訊。 
 資料瀏覽與下載：大多數的資料均提供問卷及過錄編碼簿的瀏覽，用以了

解調查內容。 
 次數分配：提供 SRDA: Nesstar 次數瀏覽，點選後即開啟網頁。 
 資料申請：登入會員後可勾選申請年度。 
 釋出等級：顯示可申請該調查的會員類型。 



二、 提出申請 

會員在登入之後，圖五中「請登入」的文字會變成選項框，此時可以勾選欲申

請的年度，勾選完成後，以滑鼠捲至畫面最下方，按「申請」鍵送出。送出後會跳

出申請清單的視窗（圖六），顯示申請編號、勾選的調查資料名稱、年度等。 

可視最後需要修改申請年度，或移除整筆資料的申請；如需要再加入其他資

料，點選下方左側「關閉視窗，繼續選擇資料」的按鈕，點選後本視窗會關閉回到

圖五，再依照需求加入其他調查年度或其他不同調查資料。同一研究主題需要使用

多筆不同調查資料，可合併於同一申請表提出申請。 
 

 
 
 
 
 
 
 
 
 
 
 
 

確認申請後，點

選下方右側「填寫線

上申請表」的按鈕，

進入申請表畫面。畫

面上方會再次顯示本

次勾選的所有資料，

下方則為提供申請人

填寫資料的區塊（圖

七），所有欄位都要確

實填寫，如有不完整

則無法受理申請。 

各項目填寫說明

請見下頁。 

圖六、政府調查申請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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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政府調查資料申請表



 使用期間：預計利用此次申請的資料做分析的時間 
 申請用途：四選一 

1) 勞委會及交通部觀光局提供的資料，僅供研究及論文寫作發表使用。 
2) 申請用途應符合申請人身分。 

 研究大綱：申請人應說明如何使用資料，包括研究目的、使用變項、分析方

式及預期成果等。 

資料填妥後，務必按下「確認送出申請表」，申請資料即回傳至 SRDA，由工

作人員接續處理。 

三、下載資料 

申請資料的審核約需 1-2 個工作天， SRDA 會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結果，若審

核通過，申請人就可以下載資料。 

 

 

 

 

 
圖八、政府調查資料申請紀錄

 

申請人在登入 SRDA 會員後，進入網頁的「會員專區」→「政府資料申請紀錄」

可以瀏覽歷次的申請紀錄（圖八），審核通過者，可按下右方「內容」連結，進入

資料下載區（圖九），按「下載」連結後開啟檔案清單，即可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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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政府調查資料下載區



 資料瀏覽與下載：點選檔名直接下載 
 已下載：顯示檔案是否已被本人下載過的訊息，提供申請人參考 
 線上分析：申請並經審核通過的申請人專屬的選項。點選後即開啟 SRDA: 

Nesstar 網址，登入會員帳密後即可進行交叉分析、相關分析等進階功能。 
 

SRDA 釋出的政府資料，大多提供多樣性的資料檔格式，除了 ASCII 搭配 SPSS
或 SAS 欄位定義程式外，壓縮檔中亦包括 SPSS、STATA 等統計軟體系統檔，申請

人可以依照使用習慣選擇，建議個人電腦設定顯示檔案的副檔名，以利檔案的識

別。圖十為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 2010 年釋出之檔案列表，共包括 9 個檔案： 

 

圖十、政府調查釋出檔案列表

 

 

 

 

 

 

 

1. 過錄編碼簿：codebook99.doc 
2. 資料檔 

1) ASCII+SAS 程式：mu99.dat+mu99.sas 
2) STATA 系統檔：mu99.dta 
3) SPSS 系統檔：mu99.sav 

3. 問卷：ques99.doc 

開始進行分析前，請先詳細閱讀問卷與過錄編碼簿首頁的資料整理說明，將對

該筆調查資料的狀況更加了解。 

如有任何疑問，亦歡迎隨時洽詢： 
資料申請相關：(02)27871829，邱亦秀小姐 
調查內容諮詢：(02)27871825，蘇脩惠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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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申請程序說明 

一、 會員資格 

（一）一般會員（二年期） 
1. 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之專任研究人員； 
2.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專兼任教師； 
3. 政府機構之專任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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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會員（一年期） 
1.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大學部學生、碩博士班研究生； 
2. 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研究助理人員； 
3.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研究助理人員； 
4. 政府機構研究助理人員。 
若不符合前述一般會員資格，但已取得博士學位者，可以個案申請方式處理。 

（三）院內會員 
中央研究院專任研究人員 

（四）網路會員 
不限資格之個人 

二、 加入方式 

請至本資料庫網頁填寫表格並提出申請，至個人電子郵件信箱中收取確認信並

完成電子郵件確認程序，列印出來會員約定條款同意書並於劃線處簽名以示同意條

款中的各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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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諮詢專線：(02)2787-1829；傳真：(02)2788-1740；Skype：csr_209。 

三、 資格認證 

（一）一般會員：依照申請人的在職或在學身分，期限分為一年及兩年。會員效期

到期之前，本資料庫將主動與會員聯絡資料校正及資格延長事宜。會員須於

校正期間內確認有無資料異動情形，否則暫停其一般會員權限。 

（二）院內會員：申請人須於資料庫網站填具申請表，提供中央研究院電子郵件信

箱後並經確認，簽署「會員約定條款同意書」後連同中央研究院服務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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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資料庫提出申請。本資料庫於每年 11 月以電子郵件校正資料，離職後

會員權限失效。 

（三）網路會員：申請人填寫申請表並完成電子郵件確認程序後即為網路會員；一

般會員及院內會員若屆期未進行身分校正，亦轉為網路會員。 

四、 資料使用權限 

 
學術調查資料 政府調查資料

限制性

資料 

SRDA:Nesstar 線上分析 

公共版 會員版 抽查 普查 查詢 描述性 
統計 

製表及 
分析 

一般會員 ○ ○ ○ -- ○ ○ ○ ○ 

院內會員 ○ ○ ○ ○ ○ ○ ○ ○ 

網路會員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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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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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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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組組長莊淵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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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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