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這是研究問卷，每個題目請勾選你的答案，沒有所謂的對錯，所以請
你放心作答。除非有特別說明（複選題：可以勾一個以上的答案），不然每個
題目請你只選一個答案就好。所有答案只作為研究用，不用擔心別人會知道，
非常謝謝你。
一、基本資料
班級：
年
班
1.姓名：
歲
2.性別：□男 □女 年紀：
3.上學期智育是什麼？ □甲 □乙 □丙 □丁 □戊
4.爸爸學歷：□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研究所（含以上） □不知道
5.媽媽學歷：□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研究所（含以上） □不知道
6. 你平常放學後做什麼事情？（複選題）
□ 做功課
□玩電動 □看故事書 □看卡通 □看漫畫書 □上才藝班
□ 上安親班 □玩電腦 □都沒有 □其他
7. 你喜歡畫畫嗎？ □喜歡 □不喜歡
二、你的看法
1. 你喜歡看有圖畫的書嗎？ □喜歡 □不喜歡
2. 你經常看有圖畫的書嗎？ □經常看 □很少看 □從不看
3. 你覺得哪種書比較容易看懂？
□只有文字的書 □只有圖畫的書 □有圖有文字的書
4. 你看漫畫嗎？□常常看 □很少看 □從不看
歲
＊你從幾歲開始看漫畫？
5. 你喜歡看漫畫嗎？ □喜歡 □不喜歡 □看漫畫書的內容而定
＊如果你喜歡看漫畫，你為什麼喜歡？（複選題）
□很有趣很快樂 □可以放鬆心情 □別人都在看 □可和同學朋友聊天
□增加知識
□打發時間
□學習怎樣解決問題 □無聊 □其他
＊如果你不喜歡看漫畫，你為什麼不喜歡？（複選題）
□看不懂 □不好看 □字很小 □爸媽反對 □對功課沒幫助
□畫得很醜 □沒有多餘的零用錢 □其他
會看漫畫的同學請回答，不看漫畫的同學請跳到第 18 題做答
6. 你一個星期大約看多少本漫畫？
□0 本 □1-5 本 □6-10 本 □11-15 本 □16-20 本 □21 本以上
7. 你會花多少錢買漫畫或租漫畫？
□全部零用錢 □大部分零用錢 □少部分零用錢 □都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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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你每一次看漫畫的時間大約多久？
□ 10 分鐘 □30 分鐘 □1 個小時 □1 個小時以上
9. 你會在哪裡看漫畫？□家裡 □租書店 □圖書館 □學校 □安親班□其他
10. 你喜歡哪一種內容的漫畫？（複選題）
□ 輕鬆爆笑 □動作冒險 □功夫武俠 □恐怖靈異 □科幻懸疑
□ 運動競賽 □歷史
□愛情文藝 □知識教育 □其他
11. 你看漫畫書的主要來源？
□圖書館借 □同學朋友借 □自己買 □租書店租的 □父母買
□兄弟姊妹的 □安親才藝班借的
12. 你喜歡哪一種形式的漫畫？
□單格漫畫 □四格漫畫 □連環漫畫 □都喜歡 □都不喜歡
13. 你看漫畫時會有什麼感覺？
□會覺得不好意思 □怕別人會笑
□不敢讓爸媽知道
□怕被老師沒收
□不會覺得怎麼樣 □其他
14. 當你拿到一本從未看過的新漫畫時，你通常怎樣看內容？
□ 每一格每一格連著看 □跳著看
□只看結局
□只看圖不看字
□ 只看字不看圖
□只看我看的懂得
15. 你同意這句話嗎？「當我看漫畫時不能被打斷，不然會不高興。」
□同意 □ 不同意
16. 你同意這句話嗎？「我想看漫畫時，想看多久就多久」□同意 □ 不同意
17. 你看漫畫前會不會先問父母或老師的意見。□ 會 □ 不會
18. 爸媽對於看漫畫的反應是什麼？
□禁止我看漫畫 □只允許我看少許的漫畫 □不會干涉我看漫畫
19. 你的爸媽會不會推薦你看漫畫？ □經常推薦 □很少推薦 □從沒推薦
20. 你的爸媽會不會和你討論漫畫？ □經常討論 □很少討論 □從來沒有
21. 請將你同意的說法ˇ起來。
□ 漫畫書很容易看的懂 □每一個人都看的懂漫畫 □不必經過學習
就能看懂漫畫 □漫畫書因為有圖比較容易懂 □看漫畫不需要花腦筋
三、你的了解
1. 你知道什麼是單格漫畫、四格漫畫與連環漫畫嗎？□知道 □不知道
2. 漫畫書都是黑白的，是嗎？ □是 □不是
3. 目前市場上的漫畫以哪一國最多？□台灣 □日本 □韓國 □美國 □香港
4. 你知道什麼是漫畫單行本與漫畫雜誌嗎？□知道 □不知道
5. 你認為一本漫畫書的價錢大約多少？
□50 元以下 □70 元到 80 元 □100 元到 120 元 □15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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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面哪些是漫畫出版社？□東立 □大然 □誠品 □青文 □長鴻□不知道
7. 下面哪些人是漫畫家？
□ 藤子不二雄 □鳥山明 □富堅義博 □鄭問 □蔡志忠 □幾米
□ 青山剛昌 □高橋和希 □游素蘭 □神尾葉子□不知道
8. 你知道漫畫雜誌的出刊時間嗎？□知道 □不知道
9. 你知道一本漫畫創作與出刊的過程嗎？□知道 □不知道
10.漫畫書內容有沒有分級？□有分級 □沒分級
四、小朋友，下列的幾種說法你同意還是不同意。
1.
2.
3.
4.
5.
6.

漫畫書是最適合小朋友的課外閱讀。□ 同意 □ 不同意
我會和同學分享哪些漫畫好哪些漫畫不好。□ 同意 □ 不同意
我會告訴其他小朋友不要看不好的漫畫。□ 同意 □ 不同意
漫畫也有正面好的影響。□ 同意 □ 不同意
有好的漫畫我會看。□ 同意 □ 不同意
我從漫畫裡面學到的東西比課本多。□ 同意 □ 不同意

五、小朋友，下列哪些是你有的情況或哪些是沒有的情況，請ˇ起來。
1.
2.
3.
4.

不管什麼內容的漫畫，我都看。 □ 是 □ 不是
血腥打鬥噁心的漫畫我不會看。 □ 是 □ 不是
有些漫畫不適合小朋友看。□ 是 □ 不是
每本漫畫書都適合我看。 □ 是 □ 不是

5.
6.
7.
8.

有些漫畫的內容我看不懂。 □ 是 □ 不是
看漫畫時我通常要看好幾遍才能看的懂。□ 是 □ 不是
我知道漫畫裡面哪些講的是真的哪些講的是假的。 □ 是 □ 不是
我看過漫畫後通常能說出故事的內容。 □ 是 □ 不是

9. 我知道什麼是好的漫畫什麼是不好的漫畫。 □ 是 □ 不是
10. 我可以分辨出什麼內容算是限制級的漫畫。 □ 是 □ 不是
11 我覺得漫畫裡面有很多的打鬥畫面其實沒什麼關係。□ 是 □ 不是
12 我知道哪些漫畫不適合小朋友看。□ 是 □ 不是
13.
14.
15.
16.

如果漫畫做成卡通或電玩我也會去看卡通或玩電玩。□ 是 □ 不是
我會模仿有些漫畫主角的行為或口頭禪。□ 是 □ 不是
我很喜歡某些漫畫主角。□ 是 □ 不是
我會買漫畫或相關產品。□ 是 □ 不是
問卷結束 非常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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