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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莊淵傑 

 SRDA 同仁出席東亞社會科學資料保存與釋出工作坊 

由日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籌備的「資料保存與釋出工作坊」，於今年 12

月 7 日在東京大學舉辦，邀集台灣(SRDA)、日本(SSJDA)、韓國(KOSSDA)三個東

亞具代表性的學術資料庫，一同參與會議並分享資料庫的建置經驗。 

在工作坊之前，除了參觀 SSJDA 所在的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之外，日方

也簡介了該資料庫所建置的各種應用系統：Download system、Remote analysis 

system、Online search system、Public data list & Publication List、Original database 

system、Online storage system，讓三方對於資料庫的發展與應用，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與體認。 

在工作坊中，SSJDA 由前田教授針對資料庫的現況與發展作一詳細的說明，另

外由米倉博士介紹自行開發的 DDI 開放平台，將於明年中對外提供服務；而

KOSSDA 也由 Joon Han 執行長報告韓國資料庫的成立背景與運作方式，並示範新

開發的資料搜尋功能；SRDA 則由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于執行長代表於會中報告資料

庫的架構、內容、發展與規劃，並獲得熱烈迴響。會後三方亦進行未來合作與交流

的討論，希望透過國際合作，讓學術資料的利用，有更深更廣的應用空間，發揮資

料庫更高的價值。未來本通訊將會對 SSJDA 與 KOSSDA 兩個資料庫做基本的介

紹，敬請期待！ 

 資料庫英文化陸續建置中 

本資料庫的庫藏對國內社會科學研究的貢獻良多，對國內研究者的服務，也已

相當完善，相信未來對國內社會科學研究的貢獻還會持續擴大。然而本資料庫目前

為止，尚只有中文網站與中文版資料檔，對於國際上不諳中文但對台灣研究懷抱興

趣的研究者，形成很高的門檻。事實上，這些年來持續有大型調查計畫捐贈者（主

持人）反映，外國研究者希望使用他們的資料，卻無法克服語文的障礙，減少了台

灣在世界的可見度，殊為可惜。同事，沒有英文版的資料，對於國內學者使用資料

作研究而言，也增加了在國際期刊發表的不便。尤其，近兩年來研究所使用的資料

的公開性（data citation，例如 DOI 的服務）愈益受到重視，預期不久的未來將有更

多學術研究期刊要求研究者列出使用的資料來源（如資料下載網址）。因此，為增

加台灣資料在國際學界的可見度，增加本資料庫之資料及其研究結果的公信力，本

資料庫網站及資料的英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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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來，SRDA 已經陸續為資料庫英文化鋪路，除了英文網站已完成規劃，

並進行建置工作外，也陸續製作完成數十筆英文資料檔，包含長期性的政府調查資

料，以及大型學術調查資料，這些英文版的資料，近期將陸續於 Nesstar (網址：

http://140.109.171.222/webview/)平台釋出，提供查詢、瀏覽與線上分析使用，待

SRDA 英文網站正式上線後，再提供英文版資料下載服務。另外，今年九月上線的

新搜尋功能(網址：http://140.109.171.171/bank/)，不但容許使用者以中文或英文的題

項文字或概念詞做搜尋，搜尋結果可切換題項的中文版與英文版內容，讓查詢工作

更具彈性與便利，也歡迎使用者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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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釋出消息 
邱亦秀 

本資料庫於 101 年 9 月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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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樣本(J1)第八波學生資料 

計畫主持人：伊慶春 

計畫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2007.01.01~2007.12.31 

計畫調查期間：2007.06.11~2007.07.31 

 此波研究是以 2000 年春天時，台北縣市及宜蘭縣的國中學生為研究的母體

(population)。此外，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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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波 J1W8 調查為國一生樣本追

蹤至第八波，調查時間為 2007 年夏天。此資料檔為學生問卷資料，共計完訪 1739

筆樣本。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過錄編碼簿、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資料整理

報告、資料使用手冊、督導手冊和訪員手冊。 

【資料開放：政府調查資料】 

 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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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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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

式係採派員實地訪問法，由台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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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運用調查之主要項目，第一部分針對就業者查填其主要工作之每月收入、

每週經常性工時、現職工作期間、去年換工作次數、上次工作之場所與所擔任職務、

離開  上次工作之原因、獲得現職之方法、現在是否想換或增加額外工作，以了解

就業者之人力運用及工作變換情形；第二部分查填失業者希望找尋之職業與希望待

遇、找  尋工作過程中有無工作機會及未去就業原因、尋找工作期間之生活費用來

源；第三部分針對有工作能力之非勞動力查填其去年工作情形與停止工作原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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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找工作情形與停找工作原因、就業意願與希望待遇，以了解潛在勞動力供應情

形；另外，對於有配偶或同居之女性查填其子女之年齡，以了解子女年齡對有偶婦

女勞動參與  之影響情形。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PSS 資料檔、SPSS

欄位定義程式、SAS欄位定義程式及 STATA資料檔。 

 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2011 年 

家庭收支調查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及新北市、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等直轄市政府主計處分別按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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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數據資料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SAS 欄

位定義程式、問卷、過錄編碼簿、家庭收支調查電腦作業之卡式及卡序。 

 行政院主計總處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2010 年 

本調查主要項目分為（一）受僱員工進退概況；（二）當年內進入及退出員工

之特徵；（三）年底在職員工之特徵；（四）非薪資報酬（86年起）；（五）空缺

統計（97年起為配合空缺統計發布週期調整為每半年 1次，除於事業人力僱用狀況

調查賡續辦理外，並於受僱員工動向調查，加查空缺職類人數）。由於社經環境不

斷變遷，本調查亦隨社會脈動機動調整調查問項，如部分時間員工及福利、調薪狀

況、員工紅利、新進員工之經常性薪資分布、員工每週工作時間概況、吸引員工進

入之條件、電子商務、人力派遣等問項，以提供政府機關規劃相關政策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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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資料庫 2010 年-2011 年 

本資料利用主計總處進行調查時樣本輪換的特性，串連 2010年與 2011年人力

運用調查重複的樣本，使相關分析元素具有兩個時點的分析資料，提供學術界有意

義的分析資源。 

開放資料的項目包含：資料檔(SAS、SPSS、STATA)及過錄編碼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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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台灣地區第七次家庭計畫與生育力調查(KAP 
7) 

台灣地區家庭計畫與生育力調查在於了解現階段台灣地區以及各縣市家庭計

畫與生育保健實行狀況、發現工作問題及建立現階段台灣地區及各縣市家庭計畫與

生育保健工作目標。 

本調查係一全台灣地區性抽樣調查，凡居住在台灣地區內，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者，在戶籍上有登記之有偶婦女，年齡介於 20 到 44 歲，亦即民國 36 年 1 月 1 日

以後至 6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出生的婦女，不包括未婚、離婚或喪偶者，均為調查

之對象。 

 開放資料的項目包含：原始數據資料檔、SPSS資料檔、STATA資料檔、SAS欄

位定義程式、問卷、過錄編碼簿。 

 交通部觀光局國人旅遊狀況調查 2001 年 

 本研究為瞭解 90年國人旅遊動向、滿意度、消費情形及分析國人選擇在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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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旅遊服務品質及訂定觀光發展策略之參考。調查對

象為居住於台閩地區年滿 12 歲及以上的國民。調查期間自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日止。調查以國人國內旅遊資料為主，出國旅遊資料為輔，以電話訪問方

式進行，採分層隨機抽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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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改版：學術調查資料】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1. 第三期第一次 
2. 第三期第二次 
3. 第五期第五次 

 改版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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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問卷題號，統一變項名稱之命名。 

 統一『不知道、拒答、漏答、不適用或跳答』等選項之數值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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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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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出項目包括：問卷、SPSS資料檔、SPSS分組程式檔、STATA資料檔、權數說

明、報告書、督導手冊、訪員手冊。 

【資料開放：個別型研究計畫調查資料】 

社會學 
C00129 婚宴中的社會資本運作／傅仰止、陳志柔 

C00266 婚宴中受邀貴賓之比較研究／傅仰止 

C00279 社會資本的建構與效應(第一年)／林南 

經濟學 
C00116 台灣地區家戶對垃圾處理與飲用水之需求與意見調查／蕭代基 

C00127 電力設施社會經濟影響研究／蕭代基 

C00253 消費者對改良基因食品標示之認知與接受程度分析(Ⅰ) ／江福松 

C00254 消費者對改良基因食品標示之認知與接受程度分析(Ⅱ) ／江福松 

C00255 消費者對改良基因食品標示之認知與接受程度分析(Ⅲ) ／江福松 

體育學 
E97035 運動教練-選手關係與教練及選手的動機、滿意度與表現之相關研究／季力

康 

其他 
D00093 天然災害社會、心理、經濟影響：柯羅莎颱風／蕭代基 

 

C00116 

計畫名稱（中）台灣地區家戶對垃圾處理與飲用水之需求與意見調查 

計畫主持人 蕭代基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1/01/01—2001/12/31 

計畫摘要 

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國人對生活與環境品質之要求日益提高，在眾

多的生活與環境品質問題中，垃圾處理與飲用水品質為每一家戶每天

必須面對的生活與健康問題，各地方政府亦視提升垃圾處理服務與飲

用水品質為其最重要的政務之一。從台北市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

政策，台中市、高雄市分別採「垃圾強制分類」政策，現在台北縣政

府亦有意隨袋徵收垃圾費。 

本計畫之目的乃藉由問卷調查瞭解民眾對垃圾處理與飲用水水質改善

的意見，估計大家對垃圾處理與飲用水質改善的需求與效益，結果可

提供相關單位規劃與執行垃圾處理及自來水水質改進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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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116 

本研究以大都會家計單位為對象，分別為台北市、台北縣、台中市、

高雄市。其中，台北縣行政區廣大，在人口密度、地理分佈、生活形

態等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台北縣的抽樣母體選擇三重市、新莊市、蘆

洲市、中和市、永和市、板橋市、新店市、樹林市及汐止市 10 個行政

區。資料蒐集則以郵寄問卷調查方式執行之，於 2001 年 3 月開始執行

到 6 月。最後，實際完訪樣本數為 839 案。 

 

C00127 

計畫名稱（中）電力設施社會經濟影響研究 

計畫主持人 蕭代基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1/10/01—2002/12/31 

計畫摘要 

電力設施的開發乃是屬於鄰避型的公共設施，其開發經常受到民眾的

抗爭與反對。然在電力設施與其他開發案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社

會經濟影響評估所佔的比重均明顯少於其他環境影響評估，大多僅有

人口、產業、文化的調查與資料收集，並未進行完整的社會經濟影響

評估。更完整、準確地評估開發案的社會經濟影響是化解電力設施開

發爭議的第一步。 

本研究以實證方法調查社會經濟影響之分析，在個案選擇方面，由於

核能一廠與二廠的興建時間較早並未進行正式的環境影響評估，藉由

此研究的執行可以嚴謹的評估此兩座核能電廠的社會經濟影響，作為

未來核四廠的社會經濟影響評估參考。另外，台中火力發電廠則是目

前臺灣最大的火力發電廠，亦有必要詳細評估其社會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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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129 

計畫名稱（中）婚宴中的社會資本運作 

計畫主持人 傅仰止、陳志柔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1/01—2002/12/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探討婚禮喜宴中的社會運作機制，並比較不同世代婚宴中受邀

貴賓的組成有何異同。由於喜宴這項重要的生命事件讓人得以重溫、

確認個人網絡的範圍及成員關係，新郎、新娘、雙方家長均仔細評量

邀請對象，受邀的親朋好友也慎重赴宴致禮；禮宴主事者通常還特地

安排一位德高望重的熟識者來擔任婚禮的證婚人。喜宴中的賓客和證

婚人見證雙方家庭藉由新婚夫婦，結合各自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 

本計畫訪問內容除了男女雙方及主要家人的基本特徵外，另外針對三

類重要人物的特色作記錄：證婚人、媒人、最重要的貴賓。分析焦點

是喜宴中的基本社會聯繫狀況，將包括兩大項：（1）婚宴的基本狀況，

包括婚宴形式、參與來賓及規模等；（2）三類喜宴賓客的社會地位、

和邀請人之間的關係等。這些不同當事人的基本特徵，應該能夠反映

出婚宴中社會聯繫及人際關係的基本面向，尤其是雙方關係之親疏遠

近，以及當事人社會地位尊卑之考量。 

 

C00253 

計畫名稱（中）消費者對改良基因食品標示之認知與接受程度分析(Ⅰ) 

計畫主持人 江福松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
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5/01—2003/04/30 

計畫摘要 

本計畫旨在調查並分析台灣地區民眾對改良基因食品的認知及接受程

度，同時亦評估改良基因食品之標示規範與消費者權益保障議題，進

而探討改良基因相關食品在台灣之市場潛力。為能達成前述目標，本

計畫擬對全台灣地區進行抽樣電話訪問調查，以暸解台灣地區消費者

對改良基因食品的認知與接受程度。本計畫的調查結果除了可以研析

出改良基因食品主要消費族群的特性，亦可以獲得消費者對改良基因

食品標示規範的要求與期望，而得以能確保消費者的權益；在產品市

場面，本計畫研擬應用假設市場評估法，評估改良基因食品在台灣的

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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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結果，亦可與先前調查比較，藉以分析政府在公佈基因

食品標示規範後，消費者之反應變化和差異。再藉由與國際上相關消

費調查研究結果之比較，我們亦可暸解我國與他國在改良基因食品消

費上與認知上之差異性，是為本研究之長期目標。 

本研究結果皆可提供政府在食品安全管理上與消費者權益確保上之參

考，特別是在產品標示規範方面；及業者在產品定價上、標示上和研

發上，能更迎合消費者對改良基因食品的要求。 

 

C00254 

計畫名稱（中）消費者對改良基因食品標示之認知與接受程度分析(Ⅱ) 

計畫主持人 江福松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
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5/01—2004/04/30 

計畫摘要 

本計畫為國科會基因體計畫的第二年計畫，旨在調查並分析台灣地區

民眾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及接受程度，同時亦評估基因改造食品之

標示規範與消費者權益保障議題，進而探討基因改造相關食品在台灣

之市場潛力。為能達成前述目標，本計畫延續第一年計畫對全台灣地

區進行抽樣電話訪問調查，以暸解台灣地區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的

認知與接受程度。調查結果除了可以研析出基因改造食品主要消費族

群的特性，亦可以獲得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規範的要求與期

望，而得以能確保消費者的權益；在產品市場面，本計畫以應用假設

市場評估法，評估基因改造食品在台灣的發展潛力。 

此外，本研究結果，亦可與第一年調查比較，藉以分析政府在公佈基

因食品標示規範後，消費者之反應變化和差異。再藉由與國際上相關

消費調查研究結果之比較，我們亦可瞭解我國與他國在基因改造食品

消費上與認知上之差異性，是為本研究之長期目標。本研究結果皆可

提供政府在食品安全管理上與消費者權益確保上之參考，特別是在產

品標示規範方面；及業者在產品定價上、標示上和研發上，能更迎合

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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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中）消費者對改良基因食品標示之認知與接受程度分析(Ⅲ) 

計畫主持人 江福松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
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5/01—2005/04/30 

計畫摘要 

本計畫為國科會基因體計畫的第三年計畫，旨在調查並分析台灣地區

民眾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及接受程度，向時亦評估基因改造食品之

標示規範與消費者權益保障議題，進而探討基因改造相關食品在台灣

之市場潛力。為能達成前述目標，本計畫擬延續第一、二年計畫對全

台灣地區進行抽樣電話訪問調查，以瞭解台灣地區消費者對基因改造

食品的認知與接受程度。 

本研究結果亦可與第一年調查比較，藉以分析政府在公佈基因食品標

示規範後，消費者之反應變化和差異。再藉由與國際上相關消費調查

研究結果之比較，我們亦可暸解我國與他國在基因改造食品消費上與

認知上之差異性，是為本研究之長期目標。本研究結果皆可提供政府

在食品安全管理上與消費者權益確保上之參考，特別是在產品標示規

範方面；及業者在產品定價上、標示上和研發上，能更迎合消費者對

基因改造食品的要求。 

 

C00121 

計畫名稱（中）婚宴中受邀貴賓之比較研究 

計畫主持人 傅仰止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2/01/01—2002/12/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探討婚禮喜宴中的社會運作機制，並比較不同世代婚宴中受邀

貴賓之組成有何異同。 由於喜宴這項重要的生命事件讓人得以重溫、

確認個人網絡的範圍及成員關係，新郎、新娘、雙方家長均仔細評量

邀請對象，受邀的親朋好友也慎重赴宴致禮；婚宴主事者通常還特地

安排一位德高望重的熟識者來擔任婚禮的證婚人。喜宴中的賓客和證

婚人見證雙方家庭藉由新婚夫婦，結合各自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 

本項訪問內容除了男女雙方及主要家人的基本特徵外，另外針對三類

重要人物的特色作記錄：證婚人、媒人、最重要的貴賓。分析焦點是

喜宴中的基本社會聯繫狀況，將包括兩大項：(1)婚宴的某本狀況，包

括婚宴形式、參與來賓及規模等；(2)三類喜宴賓客的社會地位、和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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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之間的關係等。這些不同當事人的基本特徵，應該能夠反映出婚

宴中社會聯繫及人際關係的基本面向，尤其是雙方關係之親疏遠近，

以及當事人社會地位尊卑之考量。 

 

C00279 

計畫名稱（中）社會資本的建構與效應(第一年) 

計畫主持人 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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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資本研究正風行全球，成為當今社會科學界的顯學。有關社會資

本的理論，奠基在分析、了解如何接近及動員社會關係和網絡中所鑲

嵌的資源；接近和動員的程度，又如何對個人和團體的各種機會與福

祉產生重大效應。綜觀北美、歐洲、東亞 (包括台灣) 各地，實證研究

結果已經顯示這種效應遍及職業流動、社區凝聚、社會不平等、個人

福祉、社會及政治參與等層面。但是既有的研究仍然無法回答許多關

鍵問題，例如 (1) 如何整合社會資本研究所依據與採用的多重取向與

論點？(2) 社會資本的重要源頭是什麼？(3) 社會資本的接近管道和

實際動員之間的關係為何？(4) 社會資本的回報有那些？ 

為了掌握兩種政治體制 (中國大陸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台灣、美國兩地

的資本主義) 和兩種文化制度 (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華人文化和美國的

盎格魯薩克遜文化)，本計畫由台灣、中國大陸、美國三地的兩波追蹤

調查來收集。研究設計採用追蹤調查。研究模型包括四大特點：(1) 載

明社會資本的成份和彼此關係，(2) 釐清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3) 區

辨社會資本的接近管道和動員機制，(4) 檢視社會資本的回報類型。各

子計畫將分別探討這些核心要素，並藉由有系統的比較架構，對增進

社會資本的科學知識有具體貢獻。 

 

D00093 

計畫名稱（中）天然災害社會、心理、經濟影響：柯羅莎颱風 

計畫主持人 蕭代基 

計畫執行單位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 2008/01/01—2008/12/31 

計畫摘要 本調查重點共分為兩個部份：一是颱風災後調查、二是社會脆弱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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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架構之建立。調查內容包括：災區居民的社會、心理衝擊與經濟損

失，以及災民的減災行為與風險認知等面向。另外，為建立的社會脆

弱性因子架構在未來能進行驗證，首次將社會脆弱性之相關題目列入

問卷中。 

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先歸納文獻資料並彙整出初步的社會脆弱性因

子架構，利用架構的劃分，轉而蒐集現有的政府統計資料，再利用可

得之統計數據初步建置社會脆弱性指標(Social Vulnerability Index)，並

視覺化於地圖上，可與物理潛勢資料結合呈現更完整的水災風險地

圖。災後調查所蒐集之資料可為颱洪經濟損失評估模型做校正，也可

提供社會脆弱性因子之驗證機制與發展模型之可能。 

 

E97035 

計畫名稱（中）運動教練-選手關係與教練及選手的動機、滿意度與表現之相關研究 

計畫主持人 季力康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8/08/01—2009/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以 Jowett(2006)的 3+1Cs 模式為基礎，探討競技

運動教練-選手的雙向關係。本研究採用調查法進行研究，以大專運動

選手 383 名進行選手版教練-選手關係量表的信度及效度檢驗。研究的

第二部分則選取大專運動教練及選手各 62名進行教練選手關係預測相

關結果變項的檢驗。研究一的結果顯示，以 3+1Cs 構念編製的教練選

手關係量表適合用來測量我國競技運動情境中的教練和選手關係。而

研究二之結果發現，選手與教練所知覺的教練選手關係可分別顯著地

預測選手與教練對關係的滿意度、訓練動機與表現。另外，教練選手

關係各構念的相似性在預測選手對關係的滿意度及選手表現上，會受

到教練選手關係程度的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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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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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基因體意向調查 

與資料庫建置之規畫」調查介紹 

陳俐靜 

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轄下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所執行之『臺灣地

區基因體意向調查與資料庫建置之規畫』調查計畫，目前已釋出第一期（2003年～

2006年）資料，本文將針對這項調查計畫作一概述。 

一、簡介 

臺灣地區基因體意向調查（Taiwan Genomic Public Opinion Survey）第一期計畫

執行期間為2003年～2006年，第二期為2008年～2012年，希望透過調查資料的蒐

集，瞭解臺灣民眾、學者專家對於基因科技的態度與想法。近年來隨著基因科技的

發展，在醫療衛生、農業生產與消費、個人隱私與法律問題等多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基因科技廣泛應用於疾病預防與治療、動植物基因改造等與人類福祉密切相關的領

域。然而迄今為止仍無法確知某些科技所蘊藏的風險，也不確知科技發展的結果是

否能被人類所控制。儘管各國都在積極發展基因科技，並將其視為國家科技發展的

主軸，但對於可能涉及的倫理、法律、環境等層面的問題（ELSI議題），不論政府或

民間，瞭解仍相當有限。 

為探索臺灣民眾對前述問題的意向，兩期計畫期間共完成四次面訪、八次電訪

調查；以學者專家為對象，完成一次郵寄問卷調查；並就民眾、學者專家做了多次

焦點團體訪談。歷次抽樣調查的問卷題目，除了邀請多個領域的學者參與設計外，

也 有 來 自 歐 盟 所 做 的 歐 洲 意 向 （ Eurobarometer ） 調 查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index_en.htm）與東亞國家，如：日、韓等地

之相關調查，檢視東亞文化特殊影響，藉以讓研究者得以進行跨國比較。研究設計

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臺灣地區基因體意向調查與資料庫建置之規畫」調查研究設計 

年度  2003  2003  2004  2004  2004  2005  2005 

調查 

名稱 

農業生物

科技組第

一波 

基因醫學

組第一波 
農業生物科技組第二波

第一期

正式調查

基因醫學

組第二波

第二期 

第一波 

第二期

正式調

查 

母群 

定義 

年滿 18歲以上、且家

中有電話之民眾 

追蹤樣本為

農生第一波

完訪未拒絕

續訪者 

新抽樣本為

年滿 18 歲以

上且家中有

電話之民眾 

18( 含 ) 歲

以上至 65

歲一般民

眾 

年滿 18歲以上、且家

中有電話之民眾 

18(含)歲

以 上 至

65 歲一

般民眾

訪問 

地區 

台灣地區，包括澎湖等離島地區、福建省金門縣

與連江縣 

台灣地區 台灣地區，包括澎湖

等離島地區、福建省

金門縣與連江縣 

台灣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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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03  2003  2004  2004  2004  2005  2005 

調查 

期間 
9/18‐9/26 

11/10‐ 

11/18 
2/11‐2/27 

3/15‐ 

4/18 

4/13‐ 

4/26 

2/16‐ 

3/15 

5/7‐ 

6/17 

調查 

方式 
電訪  電訪  面訪  電訪  面訪 

樣本數  1,044  1,085  追蹤 557  新抽 613 1,090  1,018  1,005  1,459

註：本表「調查名稱」中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為調查執行時的實際名稱，分別屬第一期計

畫（2003年～2006年）執行年度之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表一 臺灣地區基因體意向調查與資料庫建置之規畫」調查研究設計（續） 

年度  2005  2006  2006  2006  2009  2011 

調查 

名稱 
第二期第二波  第三期第一回

專家學者

調查 

第三期第二回

分組調查 

第一次正式

調查 

第二次正式調

查 

母群 

 

定義 

滿 12 歲以上(民

國81年12月31

日前出生)，國中

及以上的在學

生、且家中有電

話之民眾 

年滿 18 歲以

上、且家中有電

話之民眾 

國內 72所

大專院校

服務之專

職教師及

附設有醫

學院之醫

師 

年滿 18 歲以

上、且家中有電

話之民眾 

台灣地區具有

國籍，在民國

27年1月1日

‐79年12月31

日前出生（18

歲‐70歲）的民

眾 

台灣地區具有

國籍，在民國 29

年 1 月 1 日‐79

年12月31日前

出生（18 歲‐70

歲）的民眾 

訪問 

地區 

台灣本島地區  台灣地區，包括澎

湖、連江、金門 

‐‐‐  台灣地區，包含

澎湖縣、福建省

連江縣與金門

縣地區 

台灣本島  台灣地區 

調查 

期間 

7/4‐ 

7/12 

10/5‐ 

11/1 

6/23‐ 

9/17 

8/22‐ 

8/29 

10/17‐ 

12/20 

5/2‐ 

6/19 

調查 

方式 
電訪  電訪  郵寄問卷 電訪  面訪  面訪 

樣本數  535  1,025  1,942 
A組 

250 

B組

229
1,564  1,503 

註：本表「調查名稱」中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為調查執行時的實際名稱，分別屬第一期計

畫（2003年～2006年）執行年度之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二、調查項目 

計畫初期參考國內外相關調查之題目，先以電話訪問為主，進行翻譯題目的測

試，瞭解一般民眾對於農業生物科技與基因醫學的概念，在2003年至2006年間共執

行八次電訪，訪問題目除了基本資料，如：出生年、婚姻狀況、性別、教育程度、

收入、宗教信仰、有無吃素…等，包括下列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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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臺灣地區基因體意向調查與資料庫建置之規畫」問卷主題：電訪 

問卷別 

主題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農業生物

科技Ⅰ 

基因醫

學Ⅰ 

農業生物

科技Ⅱ

基因醫學

Ⅱ 

第二期

第一波

第二期

第二波 

第三期

第一回 

第三期

第二回

對自然環境、科技的

態度 
               

對基因科技或醫學的

知識與興趣 
               

對基因資訊來源的評

估 
               

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接

受度 
               

基因科技的用途、好

處與風險評估 
               

政府的管理與角色評

價 
               

對基因醫學在預防、

診斷與治療的接受意

願及風險的認知 

               

對隱私權、基因諮詢

與檢測資料的態度 
               

特殊議題：狂牛病                 

特殊議題：禽流感                 

註：「」意即有，「」則為無。 

面對面訪問所抽選之受訪者為臺灣地區十八歲以上民眾，由於生物基因科技所

需的知識與涵蓋之相關議題對一般民眾而言較為艱澀難懂，根據過去進行調查訪問

的經驗，可能會面臨較高比例的拒訪跟「項目無反應」(item non-response)（例如不

知道、無意見等）之問題，因此2004年與2005年將年齡上限訂於65（含）歲，而2009

年與2011年則是未滿71歲之一般民眾。面訪題目以電訪題目為基礎發展而成，問卷

內容除了基本狀況（性別、出生年、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身體狀

況（健康、罹癌或遺傳疾病等）與其他資料（工作、收入），其餘主題如表三： 

表三 「臺灣地區基因體意向調查與資料庫建置之規畫」問卷主題：面訪 

訪問年份

主題 
2004年 2005年 2009年 2011年 

科技發展對大自然、科學與遺傳的態度     

基因科技（生物基因科技）的熟悉度⁄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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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年份

主題 
2004年 2005年 2009年 2011年 

基因科技的好處與風險、看法、接受度     

生物基因的倫理觀     

基因改造食品     

基因醫學的願付價值     

胚胎地位、子女價值與基因資料庫     

對基因科技政策的態度、資訊來源評估     

對隱私權與基因檢測資料的態度     

對基因諮詢的態度     

對基因醫學資訊與發展之重視度及信任

度評估 

 
   

對基因科技研究者的信任度     

科學素養（基因科技知識題）     

健保給付     

註：「」意即有，「」則為無。 

此外，2006年曾以專家學者為訪問對象進行郵寄問卷調查，除了與電訪或面訪

類似的主題，如：對基因科技發展的認知與瞭解、對基因科技政策的態度，更進一

步深入瞭解相關研究領域之學者們對於生物資料庫（Biobank）的參與、申請使用、

認知、隱私、利益等考慮；知情∕告知同意(Informed Consent)；基因資料的使用、

商業利益分享、監督機制（含蒐集、儲存與使用）…等議題。 

三、電子報 

計畫執行團隊亦曾發行雙週刊形式的「台灣基因科技意向調查（簡稱TGS）」電

子報，共計110期。將訪問得到的資料簡單歸納或做跨期分析，希望學界能更瞭解

民眾對基因科技相關課題的態度，並期望藉此讓社會大眾更重視相關議題，進而促

進基因科技研究者、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者與民意之間的對話。電子報各期次主

題與內文可連結至以下網址：http://survey.sinica.edu.tw/Gene_epaper_group.html。 

四、資料下載 

瀏覽本計畫資料的釋出項目，請至 SRDA網站的「長期主題型調查」中點選「台

灣基因體意向調查」瀏覽或登入會員後下載取得原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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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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7-1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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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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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