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18 文化參與及消費調查問卷
您好，這裡是台灣經濟研究院，我們接受文化部的委託，正在進行一項台灣民眾對文化
參與及消費情形的電話訪問。請問您年滿 15 歲了嗎？若您尚未年滿 15 歲，是否可以請
您府上年滿 15 歲以上的人來接受訪問？

1.請問您目前居住在哪一個縣市？
□(1)新北市
□(2)臺北市 □(3)桃園市 □(4)臺中市 □(5)臺南市 □(6)高雄市
□(7)宜蘭縣
□(8)新竹縣 □(9)苗栗縣 □(10)彰化縣 □(11)南投縣 □(12)雲林縣
□(13)嘉義縣
□(18)基隆市

□(14)屏東縣 □(15)臺東縣 □(16)花蓮縣 □(17)澎湖縣
□(19)新竹市 □(20)嘉義市 □(21)金門縣 □(22)連江縣

(一) 電影
5.請問您近一年內，到 電影院/戲院(售票電影院)看電影的頻率是？
(1) ＿＿＿＿＿＿場次/年，*其中國片觀看部(次)數為_______場次/年
(0)沒有去過電影院看電影

(二) 電視廣播
6.請問您近一年內，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看「電視」？(指觀看依電視系統或傳播業者節
目表播出之電視節目，含無線數位、有線及有線數位電視、MOD 數位節目、付費衛星
直播節目等，但不含透過網路下載觀看)
(1) ＿＿＿＿＿＿小時/週
(0) 沒有觀賞過電視節目
7.請問您近一年內，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收聽「廣播」？(含調頻及數位廣播等依節目表
即時播出之廣播，透過網路收聽即時數位廣播亦算，亦含網路下載或收聽非即時性之
節目)
(1) ＿＿＿＿＿＿小時/週
(0)
沒有收聽過廣播

(三) 報紙/雜誌/書籍閱讀
A. 報紙/雜誌
8.請問您近一年內，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閱讀「雜誌」(實體雜誌，不含於網路上瀏覽雜
誌網站)

(1)＿＿＿＿＿＿小時/週
(0)近一年內未閱讀過實體雜誌
9.請問您近一年內，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閱讀「報紙」(實體報紙，不含於網路上瀏覽新
聞)？
(1) ＿＿＿＿＿＿小時/週
(0) 近一年內未觀看過實體報紙
10.請問您近一年內，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閱讀「書籍」(含上課用書、教科書、休閒書
籍)？
(1) ＿＿＿＿＿＿小時/週
(0)近一年內未閱讀過書籍

(四) 表演藝術類
11.請問您近一年內，在欣賞現場「流行音樂」的頻率為(如演唱/奏會、晚會、Live house、
音樂節、簽唱會活動)？
(1) ＿＿＿＿＿＿次/年，*其中付費門票活動次數為_______次/年
(0) 近一年內未觀賞過現場流行音樂活動
12.請問您近一年內，在欣賞現場「古典與傳統音樂類」(非流行音樂，如民族音樂(國樂、南北
管、台灣原住民音樂、地方歌謠及戲曲等)、西樂(聲樂、弦樂、管樂、歌劇、鍵盤樂、室內樂及爵士
樂等)、世界音樂等)的頻率為？(如音樂廳、表演廳或劇院或其他等場所)

(1)＿＿＿＿＿＿次/年，*其中付費門票活動次數為_______次/年
(0) 近一年內未觀賞過現場古典與傳統音樂活動
13.請問您近一年內，在欣賞現場「現代戲劇類」(如舞台劇、音樂劇、歌舞劇、話劇、兒童戲劇
及偶戲等) (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其中付費門票活動次數為_______次/年
(0) 近一年內未觀賞過場現代戲劇類活動
14.請問您近一年內，在欣賞現場「傳統戲曲類」(如歌仔戲、京劇、崑曲、傳統偶戲(如布袋戲、
傀儡戲及皮影戲、南管、北管、客家戲及高甲戲等)、說唱藝術(如相聲等)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其中付費門票活動次數為_______次/年
(0) 近一年內未觀賞過場傳統戲曲類活動
15.請問您近一年內，在欣賞現場「舞蹈類」(如原住民舞蹈、街舞、現代舞、芭蕾舞及民族舞蹈
等)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其中付費門票活動次數為_______次/年
(0) 近一年內未觀賞過場舞蹈類活動
16.請問您近一年曾透過網路進行那些文化活動?( 逐一提示，複選)

□(1)線上觀看或下載電影片
□(2)線上觀看或下載電視節目
□(3)線上音樂欣賞或下載(含直播)
□(4)收聽網路廣播節目
□(5)瀏覽網路新聞/雜誌
□(6)線上閱讀小說、書籍(含電子書)
□(7)閱讀其他網路文章(如部落格、Facebook 等社群網站、PTT 等 BBS 站之文章)
□(8)建立部落格或個人專屬網頁
□(9)下載遊戲或線上遊戲
□(10)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11)皆沒有【跳答 Q20】
17.上述您近一年透過網路所進行的文化活動(16 題之 1~10 項)，除上網費用外，請問那
些為付費活動?(可複選)
□(1)線上觀看或下載電影片
□(2)線上觀看或下載電視節目
□(3)線上音樂欣賞或下載(含直播)
□(4)收聽網路廣播節目
□(5)瀏覽網路新聞/雜誌
□(6)線上閱讀小說、書籍(含電子書)
□(7)閱讀其他網路文章(如部落格、Facebook 等社群網站、PTT 等 BBS 站之文章)
□(8)建立部落格或個人專屬網頁
□(9)下載遊戲或線上遊戲
□(10)其他
18.請問您從事上述線上文化活動時數為________小時/週

(16 題回答(5)(6)(7)者回答)
19.請問您平均一週進行數位閱讀(瀏覽網路新聞/雜誌、線上閱讀小說、書籍、閱讀其他
網路文章)的時數為________小時/週

(五) 視覺藝術類
20.請問您近一年內曾參與或欣賞過的現場視覺藝術展覽展示活動類型有哪些？(逐一提
示，可複選)
□(1)繪畫書法類(如水墨、書法與篆刻、水彩、油畫、版畫、插畫及素描等)
□(2)裝置藝術與新媒體/數位藝術類(如公共藝術、錄像、電腦多媒體及互動藝術等)
□(3)攝影類
□(4)雕塑類(如石雕、木雕、金屬、泥塑或其他材質的立體呈現等)
□(5)設計類(如平面設計、流行時尚設計及時裝設計、家具設計、建築設計、珠寶設
計、室內設計、產品設計等)
□(6)工藝類(如陶瓷、玻(琉)璃、金工(如金屬)及珠寶/玉石、織染繡、木雕、紙藝等)

□(0)皆未欣賞過【跳答 Q22】
21.請問您近一年內，參與或欣賞上述「視覺藝術類」現場展示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其中付費門票活動次數為_______次/年
22.請問您過去一年曾經參加過下列那些文化相關展覽活動? (逐一提示，可複選)
□(1)書展
□(2)動漫展
□(3)影視展(影展、電視節展覽)
□(4)其他文創展(如文創博覽會、文化相關商品展覽等)
□(5)皆未參觀過

(六) 文藝民俗節慶活動
23.請問您近一年內參觀或參與過的文藝民俗節慶活動類型包括哪些？(逐一提示，可複
選)
□(1)雙十慶典、國慶煙火、元旦升旗等國家慶典
□(2)傳統與民俗節慶(如媽祖文化節/祭、原住民節慶、元宵等節慶)
□(3)藝術節(如童玩節、藝穗節、眷村文化節、電影藝術節、客家桐花祭等)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5)以上從未參加/接觸過(跳答 25 題)
24.請問您近一年內，參觀或參與文藝民俗節慶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

(七) 文化藝術機構與設施
25.請問您近一年是否去過國內的「博物館」(入內參觀才算)，類型為？(逐一提示，可複
選)
□(1)美術館/藝術館(藝術類)：文學、繪畫、音樂、舞蹈、雕塑、建築、戲劇、電影
□(2)科學博物館(科學與技術類)：資訊科學、交通運輸、工業技術/應用科學、天文、
產業技術、醫療/生命科學
□(3)歷史/人文博物館(歷史與人文類)：歷史(含名人故居或歷史事件等)、民族學、人
類學、民俗學
□(4)自然類博物館(自然與環境類)：動物、植物、地質、海洋、生態
□(5)產業博物館(生活與休閒類)：飲食、服飾、體育、娛樂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7)未去過博物館(跳答 27 題)
26.請問您近一年內在國內參觀「博物館」的頻率是？
(1)＿＿＿＿＿＿次/年，*其中付費門票次數為_______次/年
(0) 近一年內未參觀過
27.請問您近一年內在國外參觀「博物館」的頻率是？

(1)＿＿＿＿＿＿次/年
(0) 近一年內未參觀過
28.除博物館外，您近一年在國內去過下列哪種文化機構或使用過下列哪種文化藝術場所？
(逐一提示，可複選)
□(0)博物館(25 題回答有去博物館)
□(1)紀念堂/紀念館/文物館/文化館
□(2)表演藝術中心及專業表演館所(如音樂廳、小劇場等)
□(3)綜合性藝文活動場所(非社區之活動中心，如縣(市)立文化中心、生活美學館、小
巨蛋等)
□(4)社區文化活動中心
□(5)圖書館
□(6)藝術村/文創園區
□(7)百貨公司/賣場/書店/餐廳等營業場所附設之展演空間
□(8)宗教與民俗機構(包括教堂、寺廟等)
□(9)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遺址
□(10)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11)都沒有

(八) 文化技藝學習與發表
29.請問您從小至目前，曾經學習過那些文化藝術類(如樂器、歌唱、繪畫、書法、寫作、
作曲)的相關技藝?(先不提示，將受訪者回答歸入下列選項，若受訪者無法回答再提供
選項)
□(1)西洋樂器演奏(鋼琴、大小提琴、長笛/直笛、大小喇叭、……)
□(2)傳統樂器演奏(古箏、南管、北管、……)
□(3)舞蹈(如現代舞、芭蕾舞及民族舞蹈、國標舞等)
□(4)傳統戲劇表演(如歌仔戲、京劇、崑曲、傳統偶戲(如布袋戲、傀儡戲及皮影戲等)、說
唱藝術、客家戲及高甲戲等)
□(5)現代戲劇表演(如舞台劇、音樂劇、歌舞劇、話劇、兒童戲劇、偶戲、電視電影
演員訓練等)
□(6)歌唱或聲音訓練(如聲樂、演唱技巧)
□(7)詞曲創作
□(8)繪畫、書法 (如水墨、書法與篆刻、水彩、版畫及素描等)
□(9)攝影類(如一般攝影類、藝術攝影類、電影攝影等)
□(10)手工藝類、雕塑類(如陶瓷、玻(琉)璃、金工(如金屬、玉石)及珠寶雕刻、織染繡、石雕、木
雕、金屬、泥塑或其他材質的立體呈現等)與設計類
□(11)寫作創作
□(12)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13)皆無於學習過文化藝術類的相關技藝

30.請問您近一年內，是否曾於網路、報章雜誌、媒體發表或公開場合表演、展示文化及
藝術作品，類型為何? (可複選，先不提示，有要求再提示)
□(1)於網路發表作品(部落格、臉書發表藝文作品，但臉書打卡、消費體驗等作品不
算)
□(2)於報章雜誌發表作品
□(3)公開表演(如演唱、演奏、表演戲劇、演員、詩詞朗讀等)
□(4)公開展覽、展示藝術作品、工藝品、設計品、文創商品等相關作品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6)皆無於公開場合發表、表演、展示

(九) 文化消費
31.請問過去一年曾花費過下列那些文化消費？(逐一提示，可複選)
□(1)各類門票(含電影、展演活動、文化設施等門票)
□(2)購買或租借書報雜誌(含電子書)
□(3)購買或租借 CD、DVD
□(4)付費欣賞或下載網路影、視、音等作品
□(5)購買樂器、樂譜
□(6)購買藝術品(原作)
□(7)購買文創商品、工藝品、藝文周邊商品
□(8)學習藝文技藝費用
□(9)參與工藝體驗活動、參與藝文講座活動費/報名費
□(10)購買或參與電玩、電競、線上遊戲等費用
□(11)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皆沒有(跳答 33 題)
32.請問過去一年您個人整體文化消費金額約多少元？_____________元或
□(1)1,000 元及以下
□(3) 5,001 元~10,000 元
□(5) 20,001 元~30,000 元
□(7) 50,001 元~100,000 元
□(9)150,001 元~200,000 元

□(2)1,001 元~5,000 元
□(4)10,001 元~20,000 元
□(6)30,001 元~50,000 元
□(8)100,001 元~150,000 元
□(10) 200,000 元以上

【受訪者基本資料】
33.請問您的年齡是？
□(1)15-19 歲
□(4)30-34 歲
□(7)45-49 歲
□(10)60-64 歲

□(2)20-24 歲
□(5)35-39 歲
□(8)50-54 歲
□(11)65 歲及以上

□(3)25-29 歲
□(6)40-44 歲
□(9)55-59 歲
□(99)不知道/拒答

34.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1)小學以下
□(4)專科/大學
□(99)不知道/拒答

□(2)國(初)中
□(5)研究所以上

□(3)高中(職)

35.請問您認為您是屬於那個族群？
□(1)閩南人
□(2)客家人
□(3)外省人
□(4)原住民
□(5)新住民(外籍配偶或工作者)
□(6)其他(請說明)
36.請問您目前從事的行業為何？
□(1)軍人及公務人員
□(2)教師(含教育服務業)
□(3)農、林、漁、牧業
□(4)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5)製造業
□(6)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7)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8)營造業
□(9)批發及零售業
□(10)運輸及倉儲業
□(11)住宿及餐飲業
□(12)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含影視、新聞及音樂出版)
□(13)金融及保險業
□(14)不動產業
□(15)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6)支援服務業
□(17)其他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非軍人及公務人員)
□(18)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9)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含文藝展演及流行音樂表演)
□(20)其他服務業
□(21)家管
□(22)學生
□(23)無業/待業中
□(24)已退休
□(2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99)不知道/拒答
37.請問您的個人月收入？
□(1)沒有收入
□(3)10,001～20,000 元
□(5)30,001～40,000 元
□(7)50,001～60,000 元
□(9)70,001 元以上

□(2)10,000 元以下
□(4)20,001～30,000 元
□(6)40,001～50,000 元
□(8)60,001～70,000 元
□(10)收入不固定

38.請問您的性別是？
□(1)男

□(2)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