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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求真求善的統計學理的探討上，如何使統計調查結果更接近母體
摘要
的態樣，一直是努力研究的方向，故處理遺漏值以減少調查的非抽樣誤
(中)
差，仍有一些意義與科學研究之價值。準此，本文針對統計調查中遺漏值

發生原因及處理之方法加以彙整研究，並以行政院主計處所辦理之「臺灣
地區消費者動向調查」為例，以 SOLAS 模擬執行熱卡法及多重插補並評
估其效果。 在模擬過程中，首先找出問卷中基本問項與插補問項相關較
大者後，以隨機遺漏之方式產生不同遺漏比率之資料集，分別執行
SOLAS 之熱卡法、多重插補法並評估模擬結果。 本文所探討遺漏值發生
的原因，除可作為調查過程中事前預防措施的參考，亦可作為選擇處理遺
漏值方法的重要評估因素。在實例研究中，多重插補模擬結果之平均數與
原始得點數的差異小，顯示效果良好，並可快速產生完整的資料集，供研
究者做深入的分析；此外，遺漏值的比率與各種插補法的效果有關，可供
本調查選擇插補法之參考，此亦為本研究的重要發現。 關鍵字:遺漏值、
多重插補、熱卡法、SOLAS。
ABSTRACT That survey results do reflect the reality of population is statistical
aim, so it still takes efforts to reduce the non-sampling error for getting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and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ways of dealing with missing data, and do some simulation by imputing pseudomissing values from "Consumers'' Behavior Survey in Taiwan Area". We begin to
find the fundamental items with higher correlation to the imputed variable. Then we
generate many incomplete data sets by various missing rates randomly. At last, we
摘要
execute hot-deck and multiple imputation procedures by SOLAS, and evaluate the
(英)
results. In the case study,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data sets imputed by multiple
imputation are very close to those of the original complete data. We can say that
multiple imputation behaves well in providing complete data sets to researchers for
further study. Besides, we also find that the rate of missing dat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iscu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uting methods. It could be a good index to
select imputing methods for the survey. Keywords：missing data；multiple
imputation；hot-deck；SO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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