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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邱亦秀、李孟諵 

 「SRDA資料應用系列活動：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圓滿結束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簡稱 SRDA)為了推廣資料

的使用，也希望能更親近中南部的使用者。特別與逢甲大學經濟系合作，於 12 月

11日(四)下午假逢甲大學商學院第八國際會議廳辦理第一場 SRDA資料應用系列活

動，本次活動的主題為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和「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的資

料背景及應用成果分享，特別邀請主計總處張聖英專員、逢甲大學郭祐誠副教授、

高雄大學許聖章副教授、台灣大學黃芳玫副教授，以及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王文心編

審進行演講。 

本次活動提供「現場參加」及「線上即時視訊」兩種參與方式，活動當日現場

參與的人數共有 47 人；觀賞即時視訊轉播最高同時在線人數約 57 人。這次的活動

是 SRDA 第一次跨出位於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非常感謝逢甲大學經濟系郭祐誠主

任、曾助教及系辦工作人員協助共同主辦，使活動圓滿完成。 

 

 

 

 

 

 

SRDA 日後仍會持續舉辦類似活動，竭誠歡迎各大專院校系所可以與我們連

繫，共同主辦各式資料應用工作坊或研習班等活動。亦歡迎大家可以對活動主題提

出建議，SRDA會針對各指定主題洽詢最合適的演講者，期盼能將珍貴的次級資料

分析資源擴大推廣至校園及各教學研究場域，使大家了解資料內容，進而去處理、

分析、利用和發表，使資源得到最大的效益。 

有關參與主辦活動、活動主題、活動內容等有任何建議或需求，請不吝與 SRDA

聯絡： 

電子郵件：srda@gate.sinica.edu.tw 

聯絡電話：(02)27871820，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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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釋出消息 

邱亦秀 

本資料庫於 103 年 9月至 11 月間改版更新及資料開放訊息如下： 

【資料開放：長期主題型調查】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十二年計畫(CVI2010) 

計畫主持人：簡錦漢 

計畫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華人家庭研究計畫 

經費補助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2009/08/01 – 2010/07/31 

調查執行期間：2010/01/17 – 2010/04/30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簡稱 PSFD)是以華

人家庭成年樣本為對象的固定樣本追蹤調查 (panel)，涵蓋的年齡層自青年至

老年，並根據主樣本延伸出來的子女等親屬，再進行追蹤訪問。 

資料庫的建置目的，是對華人家庭之經濟、社會、心理、習俗等面向，作

全面性的研究。這是由於華人社會的家庭型態、結構、與互動模式，都遠較西

方社會複雜， 其所蘊藏的理論模式，也比建構於西方社會的模式複雜。因而

希望能藉由建立資料庫，一方面用以檢證西方既有有關家庭之理論在台灣社會

是否適用，另一方面也由 資料所呈現的事實中，發掘、抽離出與西方理論不

同的新理論架構。 

資料庫自 1999 年啟動以來，分別於：1999、2000、2003 及 2009 年，在

臺灣完成四群主樣本(出生年次分別為：1953-64、 1935-54、1964-76及 1977-83

年)的首波調查，隨後逐年進行追蹤訪問。由主樣本延伸而來的親屬關係中，

子女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自 2000年開始，針對主樣本滿 16 歲的未成年子女設

計問卷(以下稱為 C 問卷訪問)，並進行追蹤訪問。在子女樣本滿 25 歲時，先

以主樣本的首波調查問卷(以下稱為 RCI 問卷)進行訪問，以此做為子女問卷轉

換為追蹤主問卷之銜接；之後便與其他主樣本一致，以 R問卷進行追蹤。 

為減輕每年進行三種問卷調查的工作負荷，自 2005 年起，子女樣本的 RCI 與

C 兩份問卷採隔年交替的方式進行訪問。自 2012 年起，主樣本追蹤調查(R 問

卷訪問)改以兩年訪問一次的頻率進行追訪，並與 C及 RCI 問卷調查同時進行。 

本次釋出資料為《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第十二年計畫》的問卷調查，對

象為對象為主樣本群滿 16 歲子女(1986-93 年出生)。實地的面訪調查於 2010

年 1月 17日至 4月 30 日間執行。完訪的樣本數為 801案。問卷內容包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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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個人資料；教育與升學經驗，求學能力的自我評量、目前最高學歷、求

學時期 與家人關係、未來期望與計畫；工作經驗，工作性質、環境與待遇；

婚姻狀態與配偶的工作狀況；居住安排；家庭決策與支出等。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ASCII 資料檔、

SAS 欄位定義程式、過錄編碼簿、與附錄。 

 台灣貧窮兒少資料庫-2013年弱勢兒少生活趨勢調查 

本研究計畫是「台灣貧窮兒少資料庫：弱勢兒少生活趨勢調查(簡稱台灣

貧窮兒少資料庫)」(Taiwan Database of Children and Youth in Poverty, 簡稱

TDCYP)的後續追蹤調查，TDCYP 係由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簡稱家扶

基金會)所規劃的一項全國性長期追蹤調查計畫。本計畫從 2008年主要針對家

扶基金會所屬的各地分事務所扶助之兒童、少年樣本為主，家長、社工樣本為

輔(家長樣本主要補足國小兒童樣本可能認知不足而無法作答，社工樣本提供

接受扶助之兒少樣本的福利服務)所進行的一項調查計畫。至目前為止，第一

波調查計畫於 2009 年共完成 5,593 位兒少樣本的資料蒐集，第二波調查計畫於

2011年共完成 4,774 位兒少樣本的資料蒐集，第三波調查計畫於 2013 年執行，

係延續前兩波的調查計畫共完成 4,413 位兒少樣本的資料蒐集。 

第三波(2013 年)有公共版與會員版，本資料為『會員版』，較公共版新增

「兒童家戶背景資料檔」和「社工版問卷資料檔」。 

開放資料的項目包含：資料檔 (SPSS)、問卷、資料使用說明和調查報告等。 

 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在國科會推動計畫補助下，「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Special Needs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 SNELS)自 2007年 起開始建置的工作，規劃以六

年時間，有系統地收集學前、國小、國中、高中職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的

長期追蹤資料。此資料庫主要目的除可分析國內身心障礙 教育實施的現況與

發展趨勢之外，還公開供特殊教育及相關專業領域研究人員使用，以進行各項

主題分析。透過此資料庫的建置，期望能引領特殊教育政策與實施的 改進，

以提升國內身心障礙教育的品質，也帶動更多、更有系統的研究成果。 

 此調查之抽樣方法採隨機抽樣法，以學生「障礙類別」為主要抽樣考量。

問卷之收集方法，教師和學校行政人員主要採線上填答，家長則主要透過訪員

接受調查，再由 訪員上線輸入資料。但若有必要，家長可選擇線上填答問卷，

而教師可填答紙本問卷。學生問卷則由教師協助以紙本填答或線上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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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共釋出 96學年度、97 學年度、98學年

度、99學年度及 101學年度的資料。 

96 學年度的資料，即包含三歲、五歲、小一和小三等四個年齡或年級組

身心障礙兒童家長、教師及學校行政人 員之問卷調查資料，除問卷資料外，

亦釋出經由教師收集學生的評量資料。96學年度完成之有效樣本數：國小家長

問卷(合併)為 3,456 份、國小教師問卷(合併)為 3,405份、國小行政人員問卷為

1,199 份、學前家長問卷(合併)為 1,417 份、學前教師問卷(合併)為 1,378 份、

學前行政人員問卷為 769份、特殊學校行政 人員問卷為 18 份；三歲 CDIIT 幼

兒發展測驗為 425份、小三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為 619份、小三學生行為評量表

為 620份。縣市特教概況調查為 25份。 

97 學年度僅針對國中部份進行調查，完成之學生有效樣本數為 2,222；家

長問卷(合併)為 3,180；教師問卷(合併)為 3,078；行政人員(合併)為 682。 

98 學年度的資料，即包含高中(職)第一波家長、教師、學生和學校行政人

員及學前第二波家長、教師、學校行政人員的問卷調查資料。除問卷資料外，

亦釋出經由教師收集學生的評量資料。98學年度完成之有效樣本數：高中(職)

家長問卷為 3,103 份、高中(職)教師問卷(合併)為 2,848 份、高中(職)學生問卷

為 2,293份、高中(職)行政人員問卷為 356份；學前家長問卷(合併)為 1,411 份、

學前教師問卷(合併)為 1,326 份、學前行政人員問卷為 900 份；特殊學校行政

人員問卷為 22 份；五歲 CDIIT 幼兒發展測驗為 1226 份；縣市特教概況調查為

25 份。 

99 學年度的資料，包含學前第三波(小一組)、國小第二波(小六組)和國中

第二波(國三組)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教師、學生和學校行政人員的問卷調查

資料。除問卷資料外，亦釋出經由教師收集學生的評量資料。99學年度完成之

有效樣本：小一家長問卷(合併)為 2,028 份、小一教師問卷(合併)為 1,870 份、

小六家長問卷(合併)為 2,812 份、小六教師問卷(合併)為 2,660 份、國小行政人

員問卷為1,353份；國三家長問卷(合併)為2,420份、國中教師問卷(合併)為2,420

份、國三學生問卷為 1,632 份、國中行政人員問卷為 611 份；特殊學校行政人

員問卷為 20 份；小一小六文蘭適應行為量表問卷(合併)為 3,709 份。 

101 學年度的資料，即包含學前第四波(小三組)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教

師、學生和學校行政人員的問卷調查資料及高中第三波(離校組)學生與家長問

卷調查資料。除問卷資料外，亦釋出經由教師收集學生的評量資料。101 學年

度完成之有效樣本數：國小家長問卷(合併)為 2,937 份、國小教師問卷(合併)

為 2,780 份、國小行政人員問卷為 1,406 份、特殊學校行政人員問卷為 21 份；

高中(職)離校學生為 1,293份、高中(職)離校學生家長為 1,373 份；小三文蘭適

應行為量表問卷為 2,48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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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

過錄編碼簿、調查資料使用手冊(適用問卷調查資料)及 SNELS 收集之評量資料

說明(適用評量資料)。 

【資料開放：政府調查資料】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88年台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

追蹤調查』 

 為因應人口高齡化對經濟、醫療、家庭、及社會可能產生之衝擊，國健

署前身機關家庭計畫研究所自民國 76 年起即開始規劃相關之老人調查研究，

於民國 78以具台灣地區非山地鄉代表性之 60 歲以上樣本，完成台灣地區中老

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基線調查，其後則以每 3 至 4 年之調查間隔進行長期追

蹤，並自民國 85 年起將調查對象所涵蓋之年齡層向下延伸至 50 歲，至民國

96 年已完成六波調查資料收集。 調查目的：瞭解台灣地區中老年人的家戶狀

況、居住安排及社會支持情形工作及經濟狀況、休閒活動與退休前後之生涯規

劃以及健康狀況、衛生行為、及醫療保健服 務利用情形，並比較不同背景特

徵之中老年人在上述健康與生活狀況之差異，藉以估算未來高齡人口在醫療保

健與生活支持的需求。  

本調查以面訪問卷為資料收集工具，以台灣地區滿 60 歲以上之戶籍登記

人口為抽樣母群，採分層多階段隨機抽樣方法抽選樣本。歷次調查主要問卷內

容 包括(1)個案基本特性(2)家戶結構、居住安排及親屬互訪(3)健康狀況及醫療

照護利用(4)社會支持與交換(5)工作、退休及生涯規劃(6)休閒與社 會參與(7)

老年心境(8)經濟狀況(9)老人社會福利認知與利用。 調查結果：本系列固定樣

本世代追蹤調查所蒐集之資料已實際應用於現今老人健康或生活狀況之描

述，以及人口老化、老人健康與福利政策等重要議題之探討。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ASCII 資料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 

 行政院主計總處『102年家庭收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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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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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5,858 戶。此調查項目包括：家庭戶口組

成、家庭設備、住宅概況、所得收支及消費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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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格式說明、ASCII 資料檔、SPSS

資料檔、STATA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及過錄編碼簿。 

 行政院主計總處『102年人力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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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 67 年起，每年 5 月隨同人力資源調查附帶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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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樣本約 2 萬戶(近 6 萬人)。 

調查內容以人力資源調查為基礎，並補充：(1)有偶婦女勞動參與情形；(2)

就業者工作時間、工作收入、現職在職時間、獲得現職方法與工作變換情形；

(3)失業者工作機會及希望待遇；(4)潛在勞動力供應等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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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SPSS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

程式、STATA資料檔、資料使用說明及附錄。 

 行政院主計總處『102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 

本調查旨在明瞭臺灣地區婦女結婚、生育與家庭組成方面之資料及其參與

勞動之情形，以供開發女性潛在勞動力、制定人口政策及改進社會福利措施之 

參據。自民國 68 年起至民國 77 年間，每年均隨同人力資源調查專案附帶辦理

「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惟受限經費，及內政部統計處於民國 77 年起每 4

年舉辦一次「臺灣地區婦女生活狀況調查」等因素，爰自民國 77 年 8 月辦理

之後，即改採不定期舉辦。 

其調查對象以居住於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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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民間人口為對象(不包括武裝勞動力及監

管人口)，調查戶數約 2萬戶。調查方式採派員實地訪問法。 

調查問項方面，除按月人力資源調查問項外，主要調查項目可歸納為四部

分：第一部分為初婚年齡、現有子女數與未生育原因、提升生育意願之因素、

所生子女之 性別及年齡分配、最小子女在 3 足歲以前及 3 至 6 足歲之照顧方

式等，以了解婦女婚姻狀況與生(養)育子女之情形；第二部分為婦女料理家務

情形；第三部分包括 婦女婚前、婚後至生第一胎及目前有無工作與收入狀況、

離職前工作情形及恢復工作狀況、目前有工作者轉換(或停止)工作情形、目前

無工作者過去一年尋職情況 及未來一年工作意願等，以了解婦女結婚、生育

前後與就業間之聯繫情形，並藉以明瞭各項影響女性參與勞動市場之決定因

素；第四部分則為未婚女性之未婚原因與 未來結婚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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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出項目計有：ASCII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SPSS 欄位定義程式、

SPSS 資料檔、STATA資料檔、問卷和過錄編碼簿。 

 司法院『102年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 

本調查之主要目的，係以符合社會科學的民意調查方法，瞭解一般民眾對

司法的認識與看法、民眾對司法評價形成之因素、電視媒體言論對一般民眾的

影響、民眾獲得司法消息或資訊的來源、民眾對法院提供各項服務之滿意程

度，以及民眾對司法重大政策看法，作為日後持續改進的依據。  

本調查主要內容共分為：民眾對於臺灣司法制度之認知情況、民眾之司法

知識與認知、民眾獲得司法消息或資訊來源、民眾對各項司法敘述的同意程度

與對法院、法官的信任程度、民眾到法院洽公經驗、民眾對司法重大政策看法

及受訪者基本資料等七大類。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ASCII 資料檔、SAS 程式檔、SPSS

資料檔、STATA資料檔。 

 內政部營建署『94年住宅需求動向調查』 

94 年住宅動向需求調查由內政部營建署辦理，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

產資訊中心執行。目的在蒐集臺灣五大都會區新購置住宅、欲購置住宅、已 租

用住宅、欲租用住宅等四類住宅需求者之住宅需求面各項資訊與指標，以瞭解

住宅需求情形及變動趨勢，供為政府釐訂相關政策及服務措施參考，並作為各

界對臺 灣住宅市場研究之基礎。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 資料檔、STATA資料檔及資料使用說明。 

 勞動部『100年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 

爲瞭解勞工就業及生活狀況，勞動部自 90 年起定期辦理「勞工生活及就

業狀況調查」，以求更深入瞭解勞工的生活與就業情形，作為未來政策規劃的

方向與參考。 

此調查對象為台灣地區參加勞工保險之 15 歲以上勞工，自 99 年 6 月 10

日至 7 月 31 日止，採用郵寄問卷方式進行，並進行電話催收及電話訪問，採

多元調查管 道，包含郵寄、傳真、電話催收、電話訪問與電子郵件等方式；

採分層隨機抽樣，以地區、勞工服務單位之行業、規模別為分層變數，按分層

比率隨機抽樣，抽出 8,000 份，共計回收有效樣本 4,138 份。 

調查指標主要包含「勞工參加教育訓練情形」、「對自我工作能力評估與

工作環境的滿意度」、「勞工職涯規劃」、「生活規劃」和「休閒娛樂活動」

等。勞「勞工參加教育訓練情形」包括參與之訓練項目、受訓時數、訓練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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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訓練經費負擔情形等；「生活規劃」包括規劃退休後的生活費用來源、

理財規劃、預計退休年齡等。  

開放資料的項目包含：資料使用說明、原始資料數據檔、SAS 欄位定義程

式、SPSS 資料檔、STATA資料檔及問卷等。 

 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資料庫 101年-102年 

『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 2012 年 -2013 年』利用主計總處進行調查時

樣本輪換的特性，串連 2012 年與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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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錄編碼簿與資

料使用說明。  

 行政院主計總處『99年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林漁牧業普查是政府的重要基本國勢調查之一，自民國四十五年首次創

辦後，已建立每隔五年舉辦一次之規制。普查年係指普查資料時期，每逢普查

年的前一年為規劃籌備階段，普查年後半年進行實地訪查作業，為爭取資料使

用時效，普查所獲得的資料，已先擷取重要項目，於普查年後一年完成初步綜

合報告，後兩年完成總報告，提供研究使用。  

釋出項目計有：ASCII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和過錄編碼簿。 

釋出對象：院內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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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限制性資料】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一次至第四期第五次【限制版】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是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發展

處在一九八三年推動，由社會科學界研究人員規劃執行。調查的主要目的在經

由抽樣調查研究收集資料提供學術界進行有關社會變遷之研究分析。在基本調

查研究的設計上，是以間隔五年為原則，從事貫時性之調查，以集得可做兩個

時間點以上之比較分析，達到探究社會變遷為重要目標。 

社會變遷限制版資料釋出含行職業開放題(不含公司名稱)與調查地區村

里編號。提供有相關需求的使用者進一步分析使用。 

【資料開放：個別型研究計畫調查資料】 

以下個別型研究計畫，依學科類別及登錄號順序列出計畫名稱及計畫主持人。

如欲查閱詳細的內容，請依照登錄號翻到下一頁，除計畫名稱及計畫主持人之外，

表格中會再提供計畫執行單位、計畫執行期間及摘要等資訊。 

社會學 

E99034 全球環境下的地方社會發展：捷克、斯洛伐克與台灣個案研究／張家銘 

E99036 生育價值觀與生育行為的代間傳承研究／陳玉華 

經濟學 

E97040 台灣地區國際物流中心安全氣候與安全績效關聯性之研究／桑國忠 

其他 

D00117 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第二期)／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D00117 

計畫名稱(中) 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第二期) 

計畫主持人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計畫執行單位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 2011/01/01—2011/12/31 

計畫摘要 

民國 98年 8月 6日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各項氣象水文觀測資料顯示

皆打破過去最高紀錄，受災範圍涵蓋 11個縣市，面積達半個台灣；根

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委員會 100 年的統計，此次颱風事件已造成超

過 700 人傷亡，約 1700 戶房屋毀損，經濟損失將近 2 千億元。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自民國 99 年起針對因莫拉克颱風而房屋毀損不勘

居住之家戶進行為期三年(每年一次)之追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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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117 

本資料為民國 100年(第二期)調查結果，調查時間為民國 100年 7月 4

日至民國 100 年 7 月 31 日，調查內容含社會情況、信任感、需求與

協助、居住情況、身心健康、家戶情況以及永久屋議題，調查結果用

以瞭解莫拉克颱風受災家戶於社會、心理及經濟的復原情況，最後並

針對調查發現提出策略建議。 

 

E97040 

計畫名稱(中) 台灣地區國際物流中心安全氣候與安全績效關聯性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桑國忠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運輸暨航
海科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8/08/01—2009/10/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台灣地區三家共 190 位國際物流中心從

業人員為調查對象，最終完成 140 份有效問卷，並探討其安全氣候與

安全績效之關聯性。經由因素分析，本研究共可萃取出五個安全氣候

因素，分別為主管對安全的認知、安全訓練的認知、工作伙伴對安全

的認知、安全管理認知、安全態度對風險績效之影響。而安全績效則

萃取出二個構面，分別為風險績效及意外績效。經由迴歸分析僅得到

工作伙伴安全認知會與風險績效成負向的關係。結果建議提高工作伙

伴安全認知能降低傷害與意外。 

 

E99034 

計畫名稱(中) 全球環境下的地方社會發展：捷克、斯洛伐克與台灣個案研究 

計畫主持人 張家銘 

計畫執行單位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10/08/01—2012/09/30 

計畫摘要 

中東歐前共產國家與台灣在八零年代末的民主化轉型有一共同點，亦

即藉由政治性的「市民社會」力量推翻極權或威權體系。中東歐諸國

在歷經 1989 年以來的共產政權崩潰、制度轉型、全球化衝擊下，民

主化與市場化的成就終於在 2004 年為歐盟接受為其會員國，市民社

會的發展對其民主鞏固發揮極大影響力。在過去二十年來，活躍於中

東歐新興民主國家地方社會的公民們結合為非政府組織或民間社團，

致力於復甦社區生活、深化草根民主與提升地方認同，不僅彌補地方

社區的社會真空狀態，也為創造優質的民主生活奠立基礎。 

本計畫旨在探究中東歐國家如何透過地方層級的組織性民間團體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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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9034 

理想的社區生活，及其如何貢獻於地方社會的發展、草根民主政治的

運作、就業創造及社會自我組織，並以這些研究成果與台灣地方層級

市民社會發展進行比較。為此，本計畫擇定六個代表性的地方城市或

鄉鎮進行個案分析，分別是捷克的中型城市 Oloumoc 及小型鄉鎮

Kutna Hora、斯洛伐克的中型城市 Presov 及小型鄉鎮 Banska 

Stiavnica、以及台灣的台南市(舊制)及新北市瑞芳區九份、金瓜石地

區。我們將使用兩種研究方法來蒐集資料，一是針對當地社區居民態

度的量化問卷調查，另一是對於社區關鍵人物及特定社團組織領導人

的質性訪談。 

研究計畫的實際進行將採取國際合作的方式，主要與 Zdenka 

Mansfeldova 教授(捷克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領導的捷克研究

團隊，及 Lubomir Faltan(斯洛伐克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研究所研究

員)領導的斯洛伐克研究團隊，一起完成必要的移地研究及社區調查和

訪問。 

 

E99036 

計畫名稱(中) 生育價值觀與生育行為的代間傳承研究 

計畫主持人 陳玉華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
暨發展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10/08/01—2012/10/31 

計畫摘要 

近年來，台灣與東亞社會共同面臨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難題。為了發掘

造成超低生育率背後的制度性因素，實有必要先行考察處於不同生命

週期的婦女在決定是否生育子女時可能或曾經面臨的阻礙，其家庭是

否能夠提供物質性和非物質性資源協助輔育小孩。尤其是台灣女性本

身如何看待生育價值似乎已少在學術場域中被探討，更有必要進行此

類型研究。本計畫擬考察當前台灣社會生育價值觀的主要特性，並試

圖由個人背景、過去家庭經驗與目前家庭特性、社會影響因素等三方

面，共同解釋生育價值觀及其後生育結果在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差異。

假定上一代(尤其是母親)的價值觀會影響下一代子女的價值觀，本計畫

亦預期將在同一家庭內發現生育價值觀與生育行的代間傳承效應。西

方研究已指出，社會變遷導致的階級與區位分化對於個人的態度與行

為具有顯著影響，本研究也將關注家庭社會階級與城鄉資源差異可能

導致的不同傳承方式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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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更近一步了解上述學術調查資料及個別型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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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調查資料」的取得則需登入 SRDA網站的「政府調查資料」專區，依資

料提供單位找到您需要的資料，勾選欲申請的年度後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後下載。 

「限制性資料」需要另外填具書面申請資料，可選擇現場使用(On-site)或遠距

使用(Remote Service)，經審核通過後開通帳號。限制性資料只能攜回分析完成後的

報表，無法取得原始資料。詳情請參考 SRDA 網站「限制性資料」專區，網址：

http://survey.sinica.edu.tw/srda/restrict/index.html。 

上述資料的下載及申請，皆需具備 SRDA一般會員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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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貧窮兒少資料庫： 

弱勢兒少生活趨勢調查」介紹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黃明玉 

「台灣貧窮兒少資料庫：弱勢兒少生活趨勢調查」（Taiwan Database of Children 

and Youth in Poverty，簡稱 TDCYP）係由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簡稱家扶基

金會）所規劃的一項弱勢兒少長期追蹤調查計畫。目前業已授權中央研究院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轄下調查研究專題中心釋出第一波至第三波（2009 年至 2013 年）

調查資料，本文茲就這項調查計畫的目的、調查內容、抽樣設計、釋出資料內容作

一概述。 

一、前言 

本調查計畫主要針對 2008 年家扶基金會在臺灣各縣市分事務所扶助之 42,167

個家庭經濟弱勢的兒童、少年為母體，各縣市依等距抽樣方式共抽出 7,092 個兒少

樣本，並以家長、社工員樣本為輔（家長樣本主要補足國小兒童樣本可能認知不足

而無法作答，社工員樣本則提供接受扶助之兒少樣本的福利服務），本計畫為每兩

年進行一次調查的貫時性研究設計，2009年共完成 5,593 個樣本的訪問，2011年完

成 4,774 個樣本的訪問，2013 年共完成 4,414 個樣本的訪問，受訪樣本均為 7 歲以

上的兒少，涵蓋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專以上之教育程度。由於家扶基金會是一個

關懷弱勢兒童及其家庭的國際性非營利組織，有鑑於兒少貧窮的成因大都基於家庭

經濟資源不足，兒少沒有謀生能力，需依賴家中工作人口導致而成，致使貧窮家庭

的兒童要脫離貧窮需歷經相當漫長的時間，因此，期待透過調查資料的蒐集，長期

追蹤兒少人口的發展特性以及生活樣貌，以有效掌握兒少生活的實際現象與變化，

並發掘潛在的風險因素。 

    TDCYP 相較於橫斷性的調查研究，具有幾項特色： 

1. 提供長時期的追蹤調查資料，未來可掌握兒少成長階段的貧窮動態。 

2. 一般研究中，貧窮兒童及少年的樣本取得不易且可近性低，透過本調查所

建置的資料庫可以取得研究資料。 

3. 調查資料涵括兒童及少年生活樣貌及行為發展等面向，具備多元化議題可

供分析。       

二、調查內容 

本計畫係參照國內外長期追蹤調查問卷並與專家討論後，編製「台灣貧窮兒少

資料庫：弱勢兒少生活趨勢調查」的兒少問卷為調查工具，另編有家長問卷與社工

問卷來輔助調查資料的蒐集。三波調查的問卷內容會因應受訪者年齡與生活範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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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進行些許的調整，共分為國小兒童、國中以上青少年、家長、社工員四個版

本，問卷版本的類型如圖一所示，茲就問卷內容及蒐集方式說明如下： 

 

圖一 「台灣貧窮兒少資料庫：弱勢兒少生活趨勢調查」問卷別 

(一)兒少版問卷 

1. 第一版訪談/自填問卷 

    問卷內容蒐集兒童食衣住行育樂、家庭生活、學校生活及個人發展等資

訊，調查對象為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的學童。 

(1) 訪談問卷：考量年紀較小的學童在文字認知與理解力尚未發展完

全，因此，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的學童由訪員進行一對一訪問，在

兒童回答後，由訪員劃記填寫在問卷題本上。 

(2) 自填問卷：由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學童自行填寫問卷，若對題目有

不解之處可詢問訪員，而訪員也會留意學童是否需要協助。 

    訪談問卷與自填問卷的內容相同，差別只在於施測方式的不同。訪談問卷

版本在最後一頁會有訪員觀察事項的記錄。 

2. 第二版自填問卷 

問卷內容蒐集青少年關於食衣住行育樂、家庭生活、學校生活及個人發展

等資訊，有部分資料蒐集層面與第一版問卷相同。第二版問卷的調查對象為國

中一年級以上的青少年，問卷由青少年自行填寫。由於青少年完成國中義務教

育後不一定繼續升學，可能有就業，婚育等不同的生涯規劃。因此，在問卷題

目的設計上也會考量就學與非就學樣本的適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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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長版問卷 

    由於國小兒童對部份題目的理解尚未發展完全，本調查抽出部份客觀性的題目

由主要照顧者填寫家長版問卷。考量家扶基金會扶助的兒童多為單親家庭或隔代教

養家庭等類型，所以，家長版問卷是由國小一至六年級兒童的主要照顧者進行填

寫，在問卷填寫對象上不限定為兒童的父母才能填答，若是主要照顧者可能有識字

或語言的問題時，則由訪員協助透過訪談的方式進行填答。 

(三)社工版問卷 

問卷內容蒐集兒少及家庭接受政府或家扶基金會的福利服務、家庭身障人口狀

況等資訊。由於福利服務的項目眾多，主要照顧者可能無法完全清楚服務項目的內

容，因此，由服務樣本的社工員進行社工版問卷的填寫，但以每次調查的前一年仍

留在家扶基金會扶助系統的受訪樣本為主。 

本計畫調查的面向包含兒童及少年的生活樣貌、生理層面、心理層面、學校生

活、家庭生活及福利服務六大面向的相關議題，如表一所示。 

 

表一 問卷調查內容 

調查面向                      探討議題 

生活樣貌 

 

飲食狀況與需

求 

衣著狀況與需求 居住狀況及環

境 

交通工具使

用狀況 

教育資源與環

境 

休閒活動 網路行為 生活費 

零用錢 打工情形 就業情形 手機使用 

兩性交往    

生理層面 健康問題 急性疾病 慢性疾病 就醫議題 

身體質量指數 菸酒習慣 藥物使用  

心理層面 健康量表 價值觀 生活滿意度 自我概念 

人格特質 能力天份 教育期待 結婚期望 

生育期望 職業期望 生活事件 金錢觀念 

自我效能    

學校層面 出席狀況 校園現象 朋友相處 擔任幹部 

好友狀況 學業表現 師生互動  

家庭層面 家人凝聚 家人互動 家庭資源  

福利服務 政府資源 身障調查   



 

16 

三、抽樣設計 

    關於抽樣母體與抽樣步驟，如下所述。 

（一）抽樣母體 

    以家扶基金會 2008年 11月 12日所提供經濟扶助的 42 ,167筆兒童及少年為母

體資料，在樣本抽樣上，家扶基金會所屬各縣市的分事務所配額為 300個兒少樣本，

主要是考量日後進行各縣市分析時需有一定的樣本數，抽樣設計以樣本進入家扶基

金會接受經濟扶助的日期先後順序來排序，並以等距方式進行樣本抽樣，不過，由

於金門的母體人數僅 192人，故將其全數納入樣本數，共計抽出樣本總數為 7,092

個。 

由於調查樣本的年齡從 0至 22 歲不等，其年齡範圍較廣，考量實際調查執行

不易，因此，僅針對樣本中 7 歲以上的兒童進行長期追蹤調查，而 7歲以下的學齡

前兒童，因認知概念尚未發展完全，僅先蒐集其家庭背景資料，待其年齡達到適合

做問卷之年齡層時，再納入追蹤樣本中。 

（二）抽樣步驟 

    以 2008 年 11月 12日抽樣當日家扶基金會扶助系統的兒少總數做為母體數，

並將 24個縣市分事務所所扶助的樣本名單依「開案日期」進行排序，排序後新增

一欄母體序號，預估該縣市要抽多少筆才能達到有效樣本數，然後將總筆數除以有

效樣本數以計算出等距為 K值（若有小數點，取至小數第一位四捨五入）。在 K 的

範圍內，至亂數表取一亂數為 R做為抽出的第一筆樣本序號，最後藉由 Excel 的抽

樣功能，輸入資料範圍與週期，即自動抽出第二筆樣本序號至最後一筆樣本序號，

即可取得各縣市的 300 個樣本。 

四、資料處理方式 

  有關資料建檔與處理方式，如下所述。 

（一）資料建檔方式 

兒少問卷以及家長問卷都是由受試兒少及主要照顧者（或協助訪問的訪員）直

接將答案劃記在問卷題本上，再由閱卷王讀取答案，選擇以閱卷王處理資料的主要

考量為節省過錄與鍵入的時間，也可省去設計答案卡的開版及印刷費用，由於閱卷

王掃瞄題本讀取答案的過程中，不論掃瞄位置的設定、印刷題本的正確率、掃瞄題

本時放置的角度差異，都會影響答案讀取的結果，因此，在正式進行答案掃瞄之前，

已先使用印刷好的題本來進行掃瞄位置設定測試，並在確認讀取位置的設定與讀卡

機器均能達到快速且正確讀取的要求後，才開始所有的掃瞄作業。除此之外，在劃

記題本時，如果經立可白修改、原子筆劃記太輕或劃記範圍過大過小等，皆會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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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讀取答案的結果產生誤差，為了減少這過程對資料轉出所產生的誤差，先使用閱

卷王軟體內建之功能預做檢視，將讀取不到、空白、單選答複選的資料先進行檢查

修改後，再進一步轉成 SPSS 檔進行資料檢誤。如此一來，可以避免因為劃記或掃

瞄不當所產生的讀取誤差，並提升資料品質。 

（二）資料處理方式 

 在資料處理的流程中，從人工逐一檢查題本開始，到最後以統計程式進行邏輯

檢核，經過多道關卡，希望能藉此提高資料完整度及正確性。 

1. 人工檢查題本 

(1) 清點家扶各地分事所寄回問卷題本箱數，以人工方式檢查書面題本

進行第一道的篩檢。   

(2) 如果題本劃記方式有誤或劃記呈現過淡、錯誤塗改率太高等，則以

原子筆加粗答案，若問卷題本汙損則重新謄寫再進行掃瞄。 

2. 閱卷王設定讀取檢查 

 使用的閱卷王軟體已將所有題目設定好為單選題、複選題與文字題。選擇題部

分若答案讀取結果為單選答複選或空白，則會直接查詢已掃瞄歸檔的題本圖檔，來

確認答案的正確性，若確認為因題本放置歪斜使電腦讀取錯誤，則直接更正答案，

文字題部分，則是直接在閱卷王上看該題對應的圖檔位置，將答案鍵入，掃瞄後的

每筆資料會以人工方式再逐題進行檢查，以減少電腦判讀可能產生的錯誤。 

3. 複選題資料過錄 

    為了日後資料使用的便利與普及，在過錄資料時將原本單一複選題所記錄的選

項數值，直接轉換為多題單選題的形式。 

 

範例說明：  

第二版自填問卷： 

A18  你平常都如何運用你的零用錢？【可複選】 

①   買學業用品         ④   用於休閒娛樂 

②   買東西吃           ⑤   存起來 

③   購買衣服、鞋子等   ⑥   其他（請說明）：_____ 

資料狀況： 

變項名稱：w3a18_1、w3a18_2、w3a18_3、w3a18_4、w3a18_5、w3a18_6 

選項數值：0（沒有劃記）、1（有劃記） 

某受訪者填寫答案：1、3、5 

讀取後結果：w3a18_1→1、w3a18_2→0、w3a18_3→1、 

w3a18_4→0、w3a18_5→1、w3a18_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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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合理值檢核 

 所謂不合理值泛指答案出現問卷既有選項數值以外的答案。例如：複選題型同

時出現互斥的答案；或單選題型卻出現兩個以上的答案；這些狀況均為不合理值的

篩檢範圍，不合理值的出現，可能是劃記過程不小心劃錯，或電腦判讀出現錯誤所

產生。 

針對不合理值的處理，檢誤人員會再次確認問卷圖檔或問卷紙本答案後再進行

更正。若為單選題題型，卻勾選兩個答案，則將答案歸類至遺漏值「99、999或

9999…」。 

 

範例說明：  

題型一、複選題 

jsq 問卷_A12  你住的地方有下列這些情形嗎?【可複選】 

①   家裡或附近常有臭味            ⑤   家裡空間擁擠 

②   水不乾淨                      ⑥   環境很吵雜 

③   老鼠或蟑螂很多                ⑦   常沒水或沒電   

④   蚊蟲很多                      ⑧   都沒有 

修改前資料狀況： 

變項名稱：w3a12 

選項範圍：1、2、3、4、5、6、7、8 

受訪者答案：1、2、8→複選互斥題。 

修改後資料狀況： 

 受訪者答案修改：保留答案 1、2，答案 8 未劃記,為電腦判讀錯誤,故刪除。 

題型二、單選題 

第二版自填問卷： 

   A3  通常一個星期哩，你有幾天會吃蔬菜或水果? 

        ①   不吃    ②   每週一天    ③   每週二到三天      

 ④   每週四到五天             ⑤   每天或幾乎每天吃 

修改前資料狀況： 

變項名稱：w3a3（w3 指 wave 3，為第二波 jsq 問卷 A3 題） 

選項範圍：1、2、3、4、5 

受訪者答案：2、3 →勾選兩個答案。 

修改後資料狀況： 

 受訪者答案修改：將答案視為遺漏值，修改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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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邏輯檢核 

 邏輯檢核主要是經由檢誤程式，來檢查受訪者整份問卷中的答案是否前後一

致、合理。由於問卷部分題項間存有邏輯關係，故針對這些題項，進行資料邏輯檢

核，例如：第二版自填問卷 A17 題，受訪者回答平常家裡有沒有給零用錢的答案為

「沒有給零用錢」，受訪者應跳答 A18 題「回答平時運用零用錢的方式」但卻未跳

答。未能通過邏輯檢核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電腦讀取答案時判讀錯誤、或受訪者誤

解題意、精神狀態不佳等因素所致。 

 

範例說明：  

第二版自填問卷： 

   A17  平常家裡有沒有給你零用錢? 

        ①   沒有給零用錢（請跳答 A19 題） 

        ②   有給零用錢，但不固定 

        ③   有給零用錢，每月固定給______元            

   A18  你平常都如何運用你的零用錢？【可複選】 

①   買學業用品         ④   用於休閒娛樂 

②   買東西吃           ⑤   存起來 

③   購買衣服、鞋子等   ⑥   其他（請說明）：_____ 

修改前資料狀況： 

變項名稱：w3a17 與 w3a18 

選項範圍：當 w3a17 選填 1，跳答 w3a18 

當 w3a17 選填 2、3，續答 w3a18 

受訪者答案：w3a17 填答 1，卻續答 w3a18。 

修改後資料狀況： 

  受訪者答案修改：w3a18 將答案視為遺漏值，修改為「99」 

6. 未填答值處理 

所有「應答而未填答」均視為遺漏值，以代碼「99、999、9999…」代表，過

錄碼數視過錄欄位長度而定。 

7. 文字及數字開放題題型 

經檢誤後會將文字及數字開放題題型做歸類，另 recode為新變項，以便使用者

使用及閱讀。 

五、釋出資料說明 

2009年至 2013 年第一波、第二波及第三波的台灣貧窮兒少資料庫：弱勢兒少

生活趨勢調查已於 SRDA釋出，釋出檔案說明如表二所示，歡迎有興趣此調查計畫

的會員到 SRDA資料專區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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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釋出檔案說明 

釋出檔案名稱 內容說明 

1. 資料使用說明  

資料使用說明.doc 含計畫簡介、釋出檔案說明、資料整理內容

及使用注意事項等 

2. 問卷  

eiq.pdf 第一版訪談問卷 

esq.pdf 第一版自填問卷 

jsq.pdf 第二版自填問卷 

pq.pdf 家長版問卷 

wq.pdf 社工版問卷(限申請會員版) 

3. 資料檔  

c_basic.sav 兒童家戶背景資料 SPSS 資料檔(SPSS 21.0) 

(限申請會員版) 

eiq.sav 第一版訪談問卷 SPSS 資料檔(SPSS 21.0) 

esq.sav 第一版自填問卷 SPSS 資料檔(SPSS 21.0) 

jsq.sav 第二版自填問卷 SPSS 資料檔(SPSS 21.0) 

pq.sav 家長版問卷 SPSS 資料檔(SPSS 21.0) 

wq.sav 社工版問卷 SPSS 資料檔(SPSS 21.0) 

(限申請會員版) 

4. 其他  

report.pdf 調查報告 

使用手冊.pdf 使用手冊 

問卷調查大綱對照表.pdf 問卷調查大綱對照表 

題目與變項對照表.pdf 題目與變項對照表 

各版本問卷變項說明表.xlsx 各版本問卷變項說明表（限申請會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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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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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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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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71820，資料組李孟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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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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