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屆「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學術研討會 
會議議程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地    點：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二樓 第一會議室 
時    間： 2007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 

8:30 ~ 9:00 報到 

9:00 ~ 9:05 開幕    傅祖壇教授（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執行長） 

場次一：不完整資料 

主持人：李隆安 

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9:05 ~ 9:30 
林辰彥、江振東 
傅祖壇、陳珍信 

Evaluating th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Using a 
Stated-Preference Double-Bounded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in 
Consideration of Consumer’s Prior Purchase 
Intention 

薛慧敏 

9:30 ~ 09:55 
王鴻龍、楊孟麗 

林定香、陳俊如 

不完整資料在因素分析上的處理方法之 
研究 

許玉雪 

09:55 ~ 10:20 于若蓉、李隆安 
Imputation of Non-ignorable Nonresponses 
for Panel Data: A Case Study of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雷淑儀 

10:20 ~ 10:45 
廖培珊、杜素豪 
李隆安 

Imputation on Item Nonresponse: An 
Example of Guttman-Type Sensitive 
Questions 

歐士田 

 10:45 ~ 11:00  茶 敘  

場次二：分析方法與應用 

主持人：傅祖壇 
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11:00 ~ 11:25 
陳信木、林佳瑩 
陳雅琪 

從橫斷面調查資料估計事件轉移率的方

法——以婚姻表編製為例 
陳玉華 

11:25 ~ 11:50 江振東 「至多選取 k 項」的複選式問題分析 黃冠華 

11:50 ~ 12:15 楊志堅、蔡良庭 
評估取樣權重於檢定等級反應問卷之測量

恆等性研究 
程爾觀 

12:15 ~ 12:40 
陳端容、溫在弘 
蔡孟儒 

A Socioeconomic and Spatial Analysis of 
Obesity in Taiwa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Multi-level 
Modeling 

林季平 

 12:40 ~ 13:30  午 餐  



 

場次三：網路與調查研究 

主持人：黃 紀 

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13:30 ~ 13:55 胡啟有、鄭雅雯 
林原宏 

電腦化機率問題解題規則測驗之系統研發及

其實證研究 
張源俊 

13:55 ~ 14:20 余民寧、李仁豪 
網路化問卷可行嗎？—問卷長短、議題熟悉

度、問卷內容的衝擊 
于若蓉 

14:20 ~ 14:45 楊孟麗、彭森明 Estimating Nonresponse Bias in a College 
Student Web Census with Late Respondents 李政忠 

 14:45 ~ 15:00  茶 敘  

場次四：量表信效度與訪答效應 

主持人：朱瑞玲 

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15:00 ~ 15:25 
李玲玲、彭少貞 
何清治、徐祥明 
劉樹泉 

A preliminar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tud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elf-Efficacy for Exercise 
Scale for older adults in Taiwan 

齊  力 

15:25 ~ 15:50 杜素豪、羅婉云 探索態度量表回答模式的訪員效應 田芳華 

15:50 ~ 16:15 
李皇照、方正璽 
闕韶儀 

FRL 量表應用於台灣市場調查之探討 鄭宇庭 

 16:15 ~ 16:30  茶 敘  

場次五：母體與抽樣 

主持人：洪永泰 

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16:30 ~ 16:55 
劉千嘉、林季平 
章英華 

台灣原住民母體變化於執行調查時之意涵：

2000 年普查資料與 2007 年戶政資料之應用 
陳信木 

16:55 ~ 17:20 蘇建州 

電話調查訪問時段對樣本結構與調查結果 
影響之初探: 以 2006 年台北市長選舉 TVBS 
民調為例 

洪永泰 

17:20 ~ 17:45 侯佩君 
電話調查的「類拒訪」分析：「鴿派」拒訪 
圖像的解析 

游清鑫 

17:45 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