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公共版)
資料使用說明
一、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以下簡稱本專題中
心)依交通部觀光局提供之資料，整理、製作及釋出資料使用說明、問卷、
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ASCII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SPSS
欄位定義程式及過錄編碼簿。
二、 釋出檔案說明
1. 資料使用說明
資料使用說明 91.doc

含釋出檔案說明、資料整理內容及使用注意事項、
資料引用說明、聯絡方式等

2. 問卷
ques91.pdf
3. 全年旅客

問卷

traveler91.dat
traveler91.sav
traveler91.dta
prog91_1.sas
prog91_1.sps
code91_1.doc
4. 全年國內旅次

全年旅客 ASCII 資料檔
全年旅客 SPSS 資料檔
全年旅客 STATA 資料檔
SAS 欄位定義程式用於讀取 traveller91.dat
SPSS 欄位定義程式用於讀取 traveller91.dat
全年旅客所有變項之過錄編碼簿

domestic91.dat
domestic91.sav
domestic91.dta
prog91_2.sas
prog91_2.sps
code91_2.doc
5. 全年出國旅次

全年國內旅次 ASCII 資料檔
全年國內旅次 SPSS 資料檔
全年國內旅次 STATA 資料檔
SAS 欄位定義程式用於讀取 domestic91.dat
SPSS 欄位定義程式用於讀取 domestic91.dat
全年旅次所有變項之過錄編碼簿

abroad91.dat
abroad91.sav
abroad91.dta
prog91_3.sas
prog91_3.sps
6. 報告書

全年出國旅次 ASCII 資料檔
全年出國旅次 SPSS 資料檔
全年出國旅次 STATA 資料檔
SAS 欄位定義程式用於讀取 abroad91.dat
SPSS 欄位定義程式用於讀取 abroad91.dat

report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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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 資料整理內容及使用注意事項
1. 91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資料共可分為全年旅客(traveler)、全年國內旅次
(domestic)及全年出國旅次(abroad)三個資料檔。其中全年國內旅次與全年
出國旅次之分析單位為旅次，故其旅客編號如有重複，屬正常現象。
2. 資料檔之抽樣方法：每季保留四分之三的舊樣本，並增抽四分之一的新樣
本，且將每季應完成有效樣本數分為 4 套，每套樣本皆採分層隨機抽樣方
法抽出，因此每季應完成有效樣本數分為 4 套，每套樣本皆採分層隨機抽
樣方法抽出，因此各季皆有 4 套樣本，如 91 年第 1 季有第 5、6、7、8 套,
其中第 5、6 及 7 套為沿用 90 年第 4 季的舊樣本，第 8 套為新抽樣本。到
第 2 季訪問時沿用第 1 季的第 6、7 及 8 套樣本，並增抽第 9 套樣本。第
3 季及第 4 季樣本以此類推。
3. 本調查以國人國內旅遊資料為主，出國旅遊資料為輔，採用電話訪問方式
進行，採分層隨機抽樣方法，各季國內旅遊成功訪問人數分別為：第一季：
5,533 人，第二季：5,297 人，第三季：5,276 人，第四季：5,218 人，出國
旅遊成功訪問人數分別為：第一季：373 人，第二季：369 人，第三季：
396 人，第四季：353 人。
4. 由於統計軟體限制，STATA 資料檔之變項說明與選項數值說明各僅顯示
前 80 位元(40 個中文字)與 40 位元(20 個中文字)；SPSS 資料檔之變項說
明與選項數值說明各僅顯示前 256 位元(128 個中文字)及 120 位元(60 個中
文字)，截斷文字請參照問卷。
5. 本專題中心以不合理值方式進行資料的整理，整理後發現：
（1） 全年旅客
觀光局並未提供變項 season、caseid 的說明，是以本專題中心不清
楚這兩個變項所代表的意義。
（2） 全年國內旅次
a. 觀光局並未提供變項 season、caseid、area、q4_a、q4_b、q4_c、
place_1 與 place 的說明，是以本專題中心不清楚這些變項所代
表的意義。
b. 不合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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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年國外旅次
a. 觀光局並未提供變項 caseid 與 date 的說明，是以本專題中心
不清楚這些變項所代表的意義。
b. 不合理值
變項名稱
q27b

不合理值
0

次數
223

6. 資料檔與問卷不一致的地方，請以資料檔為主。
7. 變項如有「系統遺漏值」，可能因跳答設計或漏答/未回答等因素所致，
此處並未列出，使用時請留意。

四、 資料引用說明
由於各期刊或論文要求的參考文獻格式不同，可視需求自行修正。
1.中文參考文獻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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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2013)。91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公共版)(AG020002)【原始
數據】。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
調查研究資料庫。doi:10.6141/TW-SRDA-AG020002-1。
2.英文參考文獻格式
Tourism Bureau,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2013).
Survey of Travel by R.O.C. citizens, 2002 (Public Access Data) (AG020002)
[data file]. Available from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Academia Sinica.
doi:10.6141/TW-SRDA-AG020002-1.
五、 聯絡方式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E-mail：srda@gate.sinica.edu.tw
上述內容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製作；尊重學術
倫理，本資料僅供資料申請者使用，勿擅自拷貝或轉贈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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