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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國外大型社會調查的運作
傅仰止*

國外類似「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主要大型社會調查大半加

入 ISSP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01 這項國際間

的社會調查合作計劃每年選定一項主題，以 15 分鐘左右的同一題組，
共同在會員國各自的調查中施瀾，另外要求在受訪者的基本資料當中

包含共同的核心項目。除了這些共同點之外，各國的社會調查還是依

照自己的研究主題和設計進行。 ISSP 計劃從 1984 年開始，到目前已
經有 34 個國家加入為會員。 2 以下列四個 ISSP 發起國家的謂查機構
為例，都己經長期進行固定的大型問卷謂查;以調查的歷史和規模而
論，這四個機構的社會調查也最具代表性。

1.美國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調查中心 J

(General Social Survey)

(NORC) 執行的 GSS

，從 1972 年進行全圓調查

2. 德國 Mannheim 市「調查方法與分析中心 J

年開始執行的 ALLBUS

3

(ZUMA) 從 1980

(Allgeneine Bevolkerungsumgrage der

*作者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1

http://www .issp.org 或 http://www.za.uni-koeln.de/data/en/issp

2 會員國以歐美國家為主，亞洲國家則包括日本、以色列、菲律賓、孟加拉等。

3 http://www.norc.uchicago.edu/g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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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zialwissenschaften) : 4
3. 英國倫敦「社會及社區計劃研究 J

(SCPR) 從 1983 年進行的

BSAS (British Social Attitude Surveys) : 5
往.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ANU) 的 NSSS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Survey) 6
0

這些大型的社會調查當中，又以美國的 GSS 歷史最久、最具規模

制度，也最值得作為借鏡。 GSS 由美國的 NSF 資助，長期交由最具規
模的學術調查機構 NORC 執行。在 NSF 資助的所有社會學門計劃當

中， GSS 是最龐大的計劃。以最近一次記錄為例，主計劃的資助金額
在 1993-1998 五年期間約為美金五百萬元。 7 這項調查從 1972 以來，
已經完成 22 次調查，訪問內容超過 3.500 題問項，受訪人數超過

37 ， 000 名 o GSS 調查資料提供給學者撰寫完成超過 4 ， 500 篇論著，在
美國社會學界使用尤其廣泛，使用之頻繁僅次於人口普查資料。 GSS

不但提供學術界重要的研究材料，更成為了解美國社會的重要憑據，
可以視為一項全國的資源。

GSS 從 1972 年開始每年進行一次全國調查，每次樣本 1 ， 500 份。
到 1994 年以後，改為兩年調查一次，每次樣本增為 3 ， 000 份。每年調
查分別在基本資料和共同題組之外，選定特定主題。從 1985 年開始，
則定期參與上述 ISSP ，加入特定題組(以 15 分鐘的訪問時間為度)
配合其他國家的調查。由於近年來的問卷內容需配合不同主題與樣本

設計，在形式上愈趨複雜。其中最為複雜的一次調查甚至包括了 11 份

4
5
6
7

http://www.zuma-mannheim.de/ data / allbus/ index.htm
http://www-users.yor k. ac.uk / %7Eirss21/ bsas.htm
http://ssda.anu.edu.au/SSDA/ CODEBOOKS/F AL90 / ti tle.html
http://www.ns f. gov/ cgi-bin/ showaward?award ~~ 912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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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1994 年)。
每次調查的內容除了基本資料外，男外固定以一組特定的態度題

組為核心，二十多年來一直持續訪問 O 這組題日在 1972 年第一次調查

前，經過全國約 150 位社會科學家參與設計、審閱、修訂後挑選定搞 O
隨後每次調查的主題和問項選擇，頁。由最富經驗之專家組成的委員會

(Board of Overseers)

負責監督 O

一般的 GSS 實際訪問時間大約 90 分鐘，每次訪問的內容豐富。
可是由於每次調查考慮到增加不同主題，原來的固定題組空間不斷受

到擠壓，無法每次施測，也就難以達到密切反應社會變遷的目的 O 為
了彌補這項缺憾，執行機構從 1998 年開始重新設計一組核心間項，預
計在以後每次調查中都重覆訪問。這組核心問項的設計與選擇由上述

委員會和計劃主持人負責，但是在選擇的過程中，則廣為徵求 GSS 資
料的使用者。使用者以書面形式提出簡短計劃書，從以下幾項重點說
明有那些舊的問項需要長期延續，或者該增加那些新的問項，以便建

立時間序列資料來觀察社會變遷: (1)延續或建立時間序列問項對研究
社會變遷的意義; (2)特定問項本身所蘊涵的理論價值、延續或建構問

項的理由; (3)重複施測這項問項可以延伸或修訂那些既有的研究及理
論; (4)這些問項如何增進其他常問變項的分析潛能 O 對這項重複施測

的核心題組加以選擇，所考量的最主要準繩還是在於「揭示社會變遷J
這項任務。計劃書長度依所提議的問項數而定，提議延續或新增單一
間項需以一兩頁篇幅來說明 o

8

GSS 資料分不同資料中心管理、釋出，也以不同策略來推廣或鼓
勵使用者，例如透過網路釋出資料、成立線上討論區、舉辦學生論文

8 http://www .i cpsr. umich.edu/gss/news/replica t.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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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等。有些措施雖然未必都具成效(例如線上討論並不熱烈) ，多少
也都達到宣傳功能 O

這種單一國家的大型社會調查成果，成為揭示個別社會長期變遷
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更進一步的貢獻，則在透過跨國合作的社會調

查，彰顯出不同社會的特質。上述 ISSP 的運作可以在兼顧個別社會之

餘，達到這項目的。國際合作的另一實例，是歐盟國家共同參與的社

會調查 EuroBarometer

Attitudes of Europeans)

(E urobameter Surveys on Opinions and
09 這項共同調查從 1974 年起執行，採面訪

方式每年進行二至五次。由於合作的主旨偏向探討歐盟的共同議題，

尤其是對成立歐盟後種種策略措施的意見，所以兼具政策實用功能，
和一般的國際合作調查略為不同。但是其調查規模和合作運作方式，

或有其他可供參考之處。

9 http://europa.eu .i nt/en/comm/dg lO /infcom/epo/eb.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