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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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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第一、第二會議室
時
間：2015 年 9 月 3 - 4 日（星期四、五）
第一天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

9 月 3 日 星期四

于若蓉教授（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執行長）
場次一：加權與估計（I）
主持人：陳珍信（中研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觀察研究樣本選擇性、流失和缺漏之處理 — 反機率加權法之應用
謝雨生（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特聘教授）
09:10-10:40

Multicollinearity and Suppression i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江振東（政治大學統計學系 副教授）
長期追蹤調查資料加權與推估：以TEPS及TEPS-B 為例
關秉寅（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詹傑勝（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綜合討論（15分鐘）
休息

10:40-11:00

場次二：加權與估計（II）
主持人：黃景祥（中研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母體是什麼？台灣實證研究中加權與推估的困境
洪永泰（台北市公民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

11:00 ~ 12:30

結合交叉結構的多重反覆加權之研究
王鴻龍（台北大學統計系 副教授）
于若蓉（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研究員）
網路調查樣本之熱曝程度的PSA推估
杜素豪（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副研究員）
洪永泰（台北市公民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
陳昇瑋（中央研究院資訊學研究所 研究員）
廖培珊（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副研究員）
龍世俊（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研究員）
綜合討論（15分鐘）
午餐及休息

12:3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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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9 月 3 日 星期四
場次三：調查模式與系統

主持人：謝邦昌（臺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教授）
運用跨平台資訊科技進行健康行為與社會網路之長期追蹤研究—點日記
詹大千（中研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助研究員）
顏佐榕（中研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傅仰止（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
黃景祥（中研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14:00 ~ 15:30

從專家到社群 — 建立與使用即時資訊採集分析系統
洪進吉（三立新聞 顧問）
陳其貝（蕃薯藤 前端工程師）
天空傳媒創意部
「調查訪問系統」(Computer-assisted interviewing system)功能簡介
侯佩君（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研發技術人員）
綜合討論（15分鐘）
休息

15:30-15:50

場次四：追蹤調查方法
主持人：伊慶春（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台灣出生世代研究完訪狀況及相關因素探討
吳淑惠（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監測研究組
劉士嘉（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監測研究組
林宇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監測研究組
洪百薰（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監測研究組

15:50 ~ 17:50

助理）
博士研替役）
副組長）
組長）

長期追蹤調查抽樣設計：以TEPS及TEPS-B 為例
關秉寅（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Network-based Recommendation Game for Increasing Response Rate in Web Survey
王麗雲（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主任）
張繼寧（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研究專員）
朱慧培（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研究專員）
郭展有（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研究專員）
The Effect of Changes in Income Question on Income Nonresponse Rate --Evidence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于若蓉（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研究員）
綜合討論（20分鐘）
17:50

第一天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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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9 月 4 日 星期五
場次五：意見探勘

主持人：許聞廉（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文本意見探勘於消費者意見調查的實務應用
蔡宗翰（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副教授）

意見探勘於品牌形象之應用：以社群網站對汽車品牌之討論為例
楊錦生（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暨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心 助理教授）
李怡慧（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暨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心 助理教授）
陳志成（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暨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心 副教授）
10:00-12:00
Stance Classification on Facebook Data
古倫維（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陳韋帆（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理）

Longitudinal Latent Semantic Trends of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s (1985-2013):
Clustering WordNets
楊志堅（台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 教授）

綜合討論（20分鐘）
午餐及休息

12:0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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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9 月 4 日 星期五
場次六：調查誤差與資料品質

主持人：傅仰止（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A Comparison between CAPI and CATI
廖培珊（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副研究員）

13:30 ~ 15:00

訪問氣氛跟資料品質的關係
楊孟麗（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副研究員）
最小統計區應用於調查研究之初探
詹大千（中研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助研究員）
謝淑惠（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助研究員）
廖培珊（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副研究員）
傅仰止（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
綜合討論（15分鐘）
休息

15:00-15:20

場次七：《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方法研究
主持人：章英華（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
Hierarchical Weighting Effects of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s: Simulations
Studies & Empirical Illustrations by the Leisure Exercises Survey
楊志堅（台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 教授）

15:20 ~ 16:50

家庭革命：台灣婆媳關係與婚姻品質的長期變遷，1990~2010
林宗弘（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應用隨機作答模型於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謝淑惠（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助研究員）
李燊銘（逢甲大學統計學系 特聘教授）
杜素豪（中研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副研究員）
綜合討論（15分鐘）
16:50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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