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屆「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學術研討會 

會議議程 
 

主辦單位 : 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地點 : 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二樓第一會議廳 

第一天:                                                                  2004 年 9 月 2 日 
8:00 ~ 8:50 報到 
8:50 ~ 9:00 開幕儀式 – 劉翠溶副院長、傅祖壇執行長 

專題演講 
9:00 ~ 10:00 演講人:    洪永泰教授 

演講題目:  「台灣地區抽樣調查各種母體定義、抽樣底冊、和涵蓋率的比較」 
10:00 ~ 10:20 茶敘(Coffee Break) 

主題: 無反應誤差                   主持人 --  劉義周 
 
1 

 
10:20 ~ 10:50 

 

發表人:     吳珮瑛、林佳穎、蘇明達 
論文題目:   抗議性樣本與答覆「無法確定」樣本之特質：這一群人對假設市場

價值評估結果之影響 
評論人:     傅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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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11:20 

發表人:     周應龍、盛杏湲 
論文題目:     選樣偏誤模型在選舉預測上的應用 

評論人:     劉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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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 11:50 

發表人:     杜素豪、廖培珊 
論文題目:   Social Distance, Interview Rapport, and Invalid Responses 
評論人:     李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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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 12:20 

發表人:     林以勤、杜素豪、許曉琦 
論文題目:   The Exploration of Proxy Refusal in a National Health Survey 
評論人:     張新儀 

12:20~ 13:30 (午餐時間 Lunch) 
主題 : 測量誤差                    主持人  --  熊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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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 14:00 

發表人:     傅仰止、林亦之 
論文題目:   行為問項的一致性與正確性：比較問卷調查與日誌法中的人際接觸
評論人:     黃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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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 14:30 

 

發表人:     林桂綉 
論文題目:   Multi-group Analysi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easurement and Structural Equivalence 
評論人:     吳齊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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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 15:00 

發表人:     廖培珊、杜素豪 
論文題目:   「拒答」與題目敏感度—以親密行為容許度為例 
評論人:     楊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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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 15:30 

發表人:     楊孟麗 
論文題目:   親子之間對青少年情況之評量的一致性 
評論人:     周玉慧 

15:30 ~ 15:50 茶敘(Coffee Break) 
主題 : 樣本流失                    主持人  --  章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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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 ~ 16:20 

發表人:     謝雨生、吳齊殷、謝平益 
論文題目:   Attrition Effects in Panel Study: Its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評論人:     譚康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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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 16:50 

發表人:     林季平 
論文題目:   Sample Attrition and Statistical Estimation Effectiveness of Matched 

Cross-section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1981-2000 Quasi-longitudinal 
Manpower Utilization Survey 

評論人:     鄭保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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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 ~ 17:20 
發表人:     于若蓉 
論文題目:   樣本流失與勞動參與：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分析 
評論人:     江豐富 

17:20                      第一天會議結束 

 



 

 
第二天:                                                                   2004 年 9 月 3 日 

8:30 ~ 9:00 報到 
主題 : 抽樣方法                    主持人 –楊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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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 9:30 

 

發表人:     李隆安 
論文題目:   台灣地區羅啟宏分層的各個分層的都市化程度等級的排序研究 
評論人:     劉長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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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 10:00 

發表人:     陳信木、林佳瑩、張喻婷 
論文題目:   家庭結構變遷對於戶中抽樣方法的影響分析 
評論人:     楊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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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10:30 

發表人:     林佳瑩、陳信木、張喻婷 
論文題目:   市內電話用戶的人口特徵--電信普及的影響分析 
評論人:     謝邦昌 

10:30~ 10:50 茶敘(Coffee Break) 
主題 : 推估與加權                  主持人  --  洪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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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 11:20 

發表人:     蘇建州 
論文題目:   電話調查中電話追蹤與加權估計效用之研究--以2004年總統選舉為例
評論人:     洪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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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 11:50 

 

發表人:     張新儀、莊義利 
論文題目:   Exploring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small area estimation to estimate health 

behaviors in remote areas in Taiwan 
評論人:     鄭宇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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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 12:20 

發表人:     蔡佳泓 
論文題目:   滾動樣本的合併 
評論人:     李隆安 

12:20 ~ 13:30 (午餐時間 Lunch) 
18 13:30 ~ 15:00 介紹人: 傅祖壇 

主題  : 展示台灣社會科學調查資料網站 
展示人: 胡克威 

15:00 ~ 15:20 茶敘(Coffee Break) 
主題 : 調查方法                    主持人  --  朱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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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 15:50 

發表人:     Raymond Wong 
論文題目:   The Possible Use and Misuse of Web- Survey. 
評論人:     曾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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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 ~ 16:20 

發表人:     吳統雄、桑慧敏 
論文題目:   行為調查研究能不能成為「科學典範」？ 
評論人:     朱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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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16:50 

發表人:     賴來新 
論文題目: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Reference Price Information on the 

Survey Response Rate 
評論人:     劉錦龍 

16:50                      第二天會議結束 

 

 

 

 

 



 

 
第三天:                                                                   2004 年 9 月 4 日 

8:30 ~ 9:00 報到 
主題 : 分析方法                     主持人  --  謝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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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 9:30 

發表人:    鄭中平、翁儷禎 
論文題目:  輔助變項對全訊息最大概似法表現之影響：非隨機遺漏情形之結構方

程模型 
評論人:    謝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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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 10:00 

發表人:    楊雪華、吳齊殷、李文傑 
論文題目:  How many is good enough? A study for the nomination of a social network
評論人:     傅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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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10:30 

發表人:    曾薰瑤 
論文題目:  複選式類別資料的對應分析之探討 
評論人:    Raymond Wong 

10:30 ~ 10:50 茶敘(Coffee Break) 
主題 : 調查資料品質                主持人  -- 傅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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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 11:20 

發表人:     鄭夙芬、陳陸輝、蕭怡靖 
論文題目:   民眾政治態度穩定性之探討 
評論人:     徐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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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 11:50 

發表人:     徐永明 
論文題目:   時序模型在選舉預測上的應用 – 以美國、台灣兩次總統選舉為例 
評論人:     吳重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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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 12:20 

發表人:     胡克威 
論文題目:   電話訪問調查的過程與檢討 ─「過關」的觀點 
評論人:     蘇建州 

12:20 ~ 13:30 (午餐時間 Lunch) 
座談會  

主題: 政府資料應用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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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 15:20 

 
15:20 ~ 15:40 
(茶敘 Coffee 

Break) 
 

15:40 ~ 16:20 

主持人 : 陳珍信 
    
戶口普查: 陳信木  
健保資料: 羅紀瓊 
人力資源調查: 林季平 
工商普查: 楊志海 
 
對談人: 陳昌雄、鹿篤瑾 

16:20                    第三天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