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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增增子子資資料料庫庫】】  

《《法法律律動動態態影影像像視視聽聽檔檔案案資資料料庫庫》》  

開開放放使使用用！！  

    中中正正大大學學郭郭書書琴琴老老師師執執行行「「建建置置臺臺灣灣法法實實證證研研究究資資料料庫庫第第二二期期計計畫畫」」子子計計畫畫「「臺臺

灣灣法法律律影影像像視視聽聽檔檔案案資資料料庫庫建建置置計計畫畫」」所所規規劃劃之之《《法法律律動動態態影影像像視視聽聽檔檔案案資資料料庫庫》》即即

日日起起開開放放使使用用，，敬敬請請多多多多利利用用！！  

  

    資資料料庫庫路路徑徑：：  

�直接輸入網址：http://tadels.law.ntu.edu.tw/audio_browse/index.html 

�進入《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總網站─〔法實證研究資料庫〕選單─點選《影

像視聽檔案資料庫》  

資資料料庫庫簡簡介介：：  

本資料庫係針對可以反映出台灣法律文化、內含動態顯現法律影像的「視聽

檔案」（audiovisual archives）進行收集與整理。由於視聽檔案數量龐大，故暫

以台灣製作的中文電影（劇情片）與中文紀錄片，進行主題式收集與建置。簡言

之，本資料庫所收錄的視聽檔案資料係指牽涉到法律生活、具有法律意涵的台灣

製作之中文電影與中文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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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動態影像視聽檔案資料庫》目前收錄有 232 筆影片資料，為便利教

學研究之用，本資料庫提供三種資料瀏覽目錄，使用者可分別依據「「「「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影片類

型型型型」」」」、「「「「影片長度影片長度影片長度影片長度」」」」、及「「「「年代區間年代區間年代區間年代區間」」」」瀏覽影片資料。其中影片類型分為記錄片記錄片記錄片記錄片、

實驗片實驗片實驗片實驗片及劇情片劇情片劇情片劇情片， 

影片長度分為 0000----15151515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15151515----3030303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3030303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1111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1111----2222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及 2222 小小小小

時以上時以上時以上時以上，年代則以每十年每十年每十年每十年為一區間，目前以 2000-2009 年為最主要分佈年代。

除目錄瀏覽外，本資料庫另外提供檢索結果後分類功能檢索結果後分類功能檢索結果後分類功能檢索結果後分類功能，協助讀者交叉檢索所

需資料。 

 

每部影片皆附有十二項詮釋資料欄位，包含片名片名片名片名、、、、導演導演導演導演、、、、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影評影評影評影評、、、、

片片片片長長長長、、、、年份年份年份年份、、、、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影片類型影片類型影片類型影片類型、、、、得獎記錄及官方網站得獎記錄及官方網站得獎記錄及官方網站得獎記錄及官方網站。惟由於影片授權及線

上播放技術等限制，本資料庫目前不提供線上播放服務。 

 

本資料庫為公開資料庫，凡同意本資料庫使用規範，在學術研究之非營利

目的及符合著作權之規定下，均可瀏覽、下載本資料庫之詮釋資料及圖片。引

用時請參考本資料庫之建議引用格式。 

 

如有任何使用建議敬請來信指教：tadels.ntu@gmail.comtadels.ntu@gmail.comtadels.ntu@gmail.comtadels.ntu@gmail.com，謝謝！ 

 

� 《《法法律律動動態態影影像像視視聽聽檔檔案案資資料料庫庫》》網網址址：：  

http://tadels.law.ntu.edu.tw/audio_browse/index.html 

� 《《臺臺灣灣法法律律研研究究資資料料庫庫》》總總網網站站：：  

http://tadels.law.ntu.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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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釋出】 

「消費者債務經驗及對債務清理條例之認知」及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成效」問卷調查 

 

檔案位置：《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總網站─《專題研究》區 

          http://tadels.law.ntu.edu.tw/research.php?page=1&no=5 

檔案類型：研究報告 pdf 檔、問卷調查原始資料 spss 檔 
資料來源：法律扶服基金會 
問卷調查摘要： 
一、第一次調查 

1. 委託單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2. 執行單位：觀察家行銷有限公司 

3. 調查對象：參與法扶債務宣導說明會民眾 

4. 調查地區：全台分會（16 個分會） 

5. 調查方式：問卷調查 

6. 訪問時間：2007 年 12 月 

7. 有效樣本：1,303 案 

8. 調查內容：本調查主要針對參與法扶債務宣導說明會的民眾進行調查，

調查內容包括：債務人對自己的負債總額及償還能力的認知、

負債原因及償債方式、遭遇不當討債的經驗、集體債務協商經

驗、對「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看法、債務壓力與輕生念頭等。 
二、第二次調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成效」調查 

1. 委託單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2. 執行單位：遠見雜誌民意調查中心 

3. 調查對象：2008 年 3 月日治 2009 年 4 月 30 日間，曾向法扶基金會申請

債務問題之法律諮詢、申請法律扶助之聲請人與受扶助人。 

4. 樣本：法扶資料庫內 23,718 筆。 

5. 調查方式：電話訪問 

6. 訪問時間：2009 年 9 月 11 日至 14 日，13：30-17:10、18：20 至 22：00 

7. 有效樣本：1,303 案（包括「准予扶助 821 人」、「法律諮詢」361 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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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駁回」121 人） 

8. 調查內容：本調查重點包括受扶助人或申請人的債務處理情況、與銀行協商

結果與後續狀況、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的狀 況與結果，以及對於法院審理案件

之滿意度等。 

提供下載項目： 

1. 消債條例說明會調查研究報告 

2. 消債條例說明會原始資料檔.spss 

3. 消債條例施行成效原始資料檔.spss 
相關連結： 

1. 法扶基金會「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扶助專案」  

http://www.laf.org.tw/tw/project/project_cata.php?Project_Cata_ID=

8&ToPage=1&Submit=%B7j%B4M  

2. 法扶會訊第二十六期特刊【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實行實務研討會特刊】 

   http://www.laf.org.tw/tw/public/index_cata.php?HC_ID=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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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釋出】 

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 

調查資料彙整 

檔案位置：《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總網站─《專題研究》區 

          http://tadels.law.ntu.edu.tw/research.php?page=1&no=5 

檔案類型：excel 檔 

資料來源：計畫助理整理 

資料介紹： 

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由當時立法委員吳旺伋先生所創立，是台灣早期民

意調查重要民間單位之一，本計畫彙整其所發行過刊物內的相關調查，包括「中

華民國民意彙編」、「台灣省政建設措施民意測驗報告」、「十年來民意測驗之檢

討、「民眾對航空及水運事業意向調查報告」、「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身高體

重調查報告」，以及「民意測驗專刊」等等。此外尚有名稱幾經更迭的定期刊

物，原名「民意雜誌季刊」，第 18 期（1978 年 7 月）後改為「民意月刊」，第

185 期（1993 年）後則改為「民意研究季刊」。 

 

其定期發行的刊物內除了登載一般性的綜合調查外（例如民眾對當前所關

心以及滿意的重要問題、國民願望意見調查、研究未來的學者專家對我國 2000

年的看法等等），不乏當時相當重要、與國內法政議題相關的調查，例如對當

時戒嚴時期的民眾所進行的「一般民眾對戒嚴法的看法」、「言論自由—一般民

眾對開放報禁之看法」、「女性參政權之保障、「婦女地位之民意調查」等等，

以及一些有關憲政體制或基本人權（隱私權概念範圍、安樂死）、政令宣導（大

台北地區民眾對節目電視國台語並用的看法）、行政規章（違章建築、電影分

級、廣播電視法等）、土地及稅務改革（土地法規、營利事業所得稅改進意見

測驗報告），票據法之修正方向意見。還包括「媽媽做家事該不該領薪水」、「改

進當前司法暨修改民法刑法問題意見測驗」、消費者權益等重要的調查。 

 

此外，還有若干國外爭議問題的調查，例如民眾對試婚的看法；澳洲人對

墮胎態度；英國人對 AIDS；器官捐贈；日本、瑞士、美國稅制；加拿大人對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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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公正性的想法；日本勞工、社會福利等態度的調查。 

 

本計畫將前述刊物內若干與法政相關的重要調查予以分類，彙整其「調查

主題」（原始調查名稱）、「調查時間」、「調查委託單位」、「調查執行單位」、「訪

問對象」、「抽樣方式」、「調查方法」、「有效份數」、「調查報告資料來源」，以

及「備註」等幾項欄位製表後，提供有興趣的學術使用者進一步研究。 

 

分類說明： 

一、國內調查 1.綜合性調查 

 2.法律類 

2.1 憲法、基本人權 

2.2 行政法規 

2.3 土地法規 

2.4 專利申請 

2.5 稅務法相關 

2.6 商事、經濟、金融及國際貿易類 

2.7 民事法規類 

2.8 消費者權益 

2.9 刑事法規類 

2.10 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福利服務、社會救助、國民就

業以及醫療保健等 

2.11 選舉法規 

2.12 其他議題 

3.政策類 

3.1 國防政策 

3.2 外交政策 

3.3 經濟政策（農業發展、國際貿易、證券市場等） 

3.4 交通政策 

3.5 教育文化 

3.6 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福利服務、社會救助、國民就業

以及醫療保健等 

3.7 環境衛生政策 

3.8 省政建設、施政成效等 

3.9 大眾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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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兩岸政策 

4.民主政治：選舉相關調查 

二、國外調查 

提供下載項目：中華民意測驗刊物＿調查資料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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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會議會議會議徵徵徵徵稿稿稿稿】】】】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法法法法實證研究年會實證研究年會實證研究年會實證研究年會 

(Fifth Annual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CELS) 

徵稿徵稿徵稿徵稿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2010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2日日日日截止截止截止截止 

 

 

2010 年第五屆法實證研究年會(Fifth Annual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CELS) 由耶魯大學法學院主辦，訂於 2010 年 11 月 5 日及 6

日於耶魯大學法學院舉行。本次會議形式包含論文發表及討論、海報發表、

及量化方法研討。 

 

本次會議文章截稿日期為 7 月 2 日，審查結果將於 9 月 1 日通知。投稿論文

需透過 SSRN 系統上傳。本次會議亦有相關經費補助，將於 9 月開放申請。 

 

���� 其它會議事宜請洽：CELS.2010@yale.edu 

 

���� 2010 年 CELS 會議網址:http://www.law.yale.edu/news/CELS.htm 

 

���� SSRN 系統：http://hq.ssrn.com/login/pubSignInJoin.cfm? 

 

���� The Society for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SELS)網頁: 

http://www.wiley.com/bw/society.asp?ref=1740-1453&sit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