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文化參與暨消費調查問卷
您好，這裡是台灣經濟研究院調查中心，我們接受文建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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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在 99 年(五都改制之前)居住在哪一個縣市？
□(1)臺北縣
□(2)宜蘭縣
□(3)桃園縣
□(4)新竹縣
□(6)臺中縣
□(7)彰化縣
□(8)南投縣
□(9)雲林縣
□(11)臺南縣
□(12)高雄縣 □(13)屏東縣 □(14)臺東縣
□(16)澎湖縣
□(17)基隆市 □(18)新竹市 □(19)臺中市
□(21)臺南市

□(22)臺北市

□(23)高雄市

□(24)連江縣

□(5)苗栗縣
□(10)嘉義縣
□(15)花蓮縣
□(20)嘉義市
□(25)金門縣

(一)大眾傳播類
2.請問您去年(99 年)內，曾經接觸(收看/收聽/閱讀/使用)的大眾傳播媒體有哪些？(可複選)
□(1)電影【回答 Q3～Q4 及 Q17】
□(2)電視【回答 Q5 及 Q17】
□(3)廣播【回答 Q6 及 Q17】
□(4)報紙【回答 Q7～Q8 及 Q17】
□(5)雜誌【回答 Q9～Q10 及 Q17】
□(6)書籍【回答 Q11～Q12 及 Q17】
□(7)視聽產品(如 DVD、VCD、錄影帶、CD、錄音帶、唱片等，但不包括經由網際網
路下載之影片或音樂)【回答 Q13～Q14 及 Q17】
□(8)網際網路【回答 Q15～Q16 及 Q17】
□(9)以上從未參加/接觸過【跳答 Q17】
A.電影
3.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到電影院/戲院看「電影」的頻率是？
(1)＿＿＿＿＿＿次/年
4.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到電影院/戲院看「電影」的個人平均每次購票金額是多少？
□(1)＿＿＿＿＿＿元/次
□(2)無任何花費
B.電視
5.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看「電視」？
(1)＿＿＿＿＿＿小時/週
C.廣播
6.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聽「廣播」？
(1) ＿＿＿＿＿＿小時/週
D.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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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閱讀「報紙」？
(1)＿＿＿＿＿＿小時/週
8.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平均每月實際花費在購買「報紙」的金額是多少(包含訂閱與零
買)？
□(1)＿＿＿＿＿＿元/月
□(2)無任何花費
E.雜誌
9.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閱讀「雜誌」？
(1)＿＿＿＿＿＿小時/週
10.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平均每月實際花費在購買「雜誌」的金額是多少(包含訂閱與
零買)？
□(1)＿＿＿＿＿＿元/月
□(2)無任何花費
F.書籍
11.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閱讀「書籍」？
(1)＿＿＿＿＿＿小時/週
12.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平均每月實際花費在購買「書籍」的金額是多少？
□(1)＿＿＿＿＿＿元/月
□(2)無任何花費
G.視聽產品
13.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平均每月花多少時間使用、欣賞「視聽產品」？
(1)＿＿＿＿＿＿小時/月
14.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平均每月實際花費在購買/承租「視聽產品」的金額是多少？
□(1)＿＿＿＿＿＿元/月
□(2)無任何花費
G.網際網路
15.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接觸「網際網路」？
(1)＿＿＿＿＿＿小時/週
16.請問您去年(99 年)內，是否曾透過網際網路接觸、瀏覽或觀賞下列那些藝文活動？(可
複選)
□(1)瀏覽新聞
□(2)觀看或下載影音作品
□(3)閱讀部落格或文章
□(4)使用付費或非付費之網路遊戲
□(5)查詢或瀏覽文化活動之相關訊息
□(6)使用付費或非付費之網路遊戲
□(7)訂購文化活動之票券
□(8)購買文化活動之相關周邊產品
□(9)沒有透過網際網路接觸、瀏覽或觀賞上述活動
17.請問您從 15 歲至去年(99 年)間，是否曾在那些大眾傳播類媒體發表或刊登過有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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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
□(1)電視、廣播或電影
□(2)書報雜誌
□(3)網際網路(含部落格)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5)沒有發表過

(二)視覺藝術類
18.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過的視覺藝術活動類型有哪些？(可複選)
□(1)傳統形式視覺藝術類(如傳統水墨、現代水墨、書法與金石(篆刻)、繪畫、水彩、
版畫及素描等)【回答 Q19～Q21，Q40～Q41】
□(2)現代形式視覺藝術類(如裝置藝術、公共藝術、錄像、電腦多媒體及互動藝術等)
【回答 Q22～Q24，Q40～Q41】
□(3)攝影類(如一般攝影類、藝術攝影類等)【回答 Q25～Q27，Q40～Q41】
□(4)雕塑類(如石雕、木雕、金屬、泥塑或其他材質的立體呈現等)【回答 Q28～Q30，
Q40～Q41】
□(5)古董文物類(如瓷、玉、青銅、木等器物)【回答 Q31～Q33，Q40～Q41】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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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等)【回答 Q34～Q36，Q40～Q41】
□(7)工藝類(如陶瓷、玻(琉)璃、金工(如金屬、玉石)及珠寶、織染繡、木雕、紙藝等)
【回答 Q37～Q39，Q40～Q41】
□(8)以上從未參加/接觸過【跳答 Q40～Q41】
A.傳統形式視覺藝術類
19.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傳統形式視覺藝術類」的類型有哪些？(可複選)
□(1)傳統水墨
□(2)現代水墨
□(3)書法與金石(篆刻)
□(4)繪畫(如油畫)
□(5)水彩
□(6)版畫、素描
□(7)其他(請說明)
20.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傳統形式視覺藝術類」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
21.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實際花費在欣賞、參觀、購買「傳統形式視覺藝術類」相關作
品或產品的金額是多少(含購買門票、複製品、原作、周邊商品等)？
□(1)＿＿＿＿＿＿元/年
□(2)無任何花費
B.現代形式視覺藝術類
22.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現代形式視覺藝術類」的類型有哪些？(可複選)
□(1)裝置藝術
□(2)公共藝術
□(3)錄像
□(4)電腦多媒體及互動藝術 □(5)其他(請說明)
23.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現代形式視覺藝術類」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
24.請問您去年(99 年) 內，實際花費在欣賞、參觀、購買「現代形式視覺藝術類」相關
作品或產品的金額是多少(含購買門票、複製品、原作、周邊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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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年
□(2)無任何花費
C.攝影類
25.請問您去年(99 年) 內，參與或欣賞「攝影類」的類型有哪些？(可複選)
□(1)一般攝影類
□(2)藝術攝影類
□(3)其他(請說明)
26.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攝影類」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
27.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實際花費在欣賞、參觀、購買「攝影類」相關作品或產品的金
額是多少(含購買門票、複製品、原作、周邊商品等)？
□(1)＿＿＿＿＿＿元/年
□(2)無任何花費

D.雕塑類
28.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雕塑類」的類型有哪些？(可複選)
□(1)石雕
□(2)木雕
□(3)金屬
□(4)泥塑
□(5)其他材質(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29.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雕塑類」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
30.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實際花費在欣賞、參觀、購買「雕塑類」相關作品或產品的金
額是多少(含購買門票、複製品、原作、周邊商品等)？
□(1)＿＿＿＿＿＿元/年
□(2)無任何花費
E.古董文物類
31.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古董文物類」的類型有哪些？(可複選)
□(1)瓷
□(2)玉
□(3)青銅
□(4)木
□(5)其他(請說明)
32.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古董文物類」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
33.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實際花費在欣賞、參觀、購買「古董文物類」相關作品或產品
的金額是多少(含購買門票、複製品、原作、周邊商品等)？
□(1)＿＿＿＿＿＿元/年
□(2)無任何花費

F.設計類
34.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設計類」的類型是？(可複選)
□(1)平面設計
□(2)流行時尚設計及時裝設計 □(3)家具設計
□(4)建築設計
□(5)珠寶設計
□(6)室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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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請說明)
35.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設計類」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
36.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實際花費在欣賞、參觀、購買「設計類」相關作品或產品的金
額是多少(含購買門票、複製品、原作、周邊商品等)？
□(1)＿＿＿＿＿＿元/年
□(2)無任何花費
G.工藝類
37.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工藝類」的類型是？(可複選)
□(1)陶瓷
□(2)玻(琉)璃
□(3)竹藝
□(4)金工(如金屬、玉石)及珠寶
□(5)織染繡
□(6)木雕
□(7)紙藝
□(8)其他(請說明)_______
38.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工藝類」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
39.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實際花費在欣賞、參觀、購買「工藝類」相關作品或產品的金
額是多少(含購買門票、複製品、原作、周邊商品等)？
□(1)＿＿＿＿＿＿元/年
□(2)無任何花費
40.請問您小時候（15 歲以前）是否曾經學習過視覺藝術類的藝術相關活動？(可複選)
□(1)傳統形式視覺藝術類(如傳統水墨、現代水墨、書法與金石篆刻、繪畫、水彩、

版畫及素描等)
□(2)現代形式視覺藝術類(如裝置藝術、公共藝術、錄像、電腦多媒體及互動藝術等)
□(3)攝影類(如一般攝影類、藝術攝影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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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文物類(如瓷、玉、青銅、木等器物)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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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等)
□(7)工藝類(如陶瓷、玻(琉)璃、金工(如金屬、玉石)及珠寶、織染繡、木雕、紙藝等)
□(8)都沒有
41.請問您在 15 歲至去年(99 年)間，是否曾經學習過視覺藝術類的藝術相關活動，或有
個人或集體展出過視覺藝術作品？(可複選)
□(1)學習過視覺藝術類(書畫、西畫、攝影、雕塑、工藝、設計等)的相關技藝
□(2)在公開的展覽場地，有過個人或集體的展出經驗
□(3)都沒有

(三)表演藝術類
42.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過的表演藝術活動類型有哪些？(可複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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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Q43
～Q45，Q55～Q56】
□(2)傳統戲曲類(如歌仔戲、京劇、崑曲、偶戲(如布袋戲、傀儡戲及皮影戲等)、說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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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管、北管、客家戲及高甲戲等)【回答 Q46～Q48，Q55～Q56】
□(3)舞蹈類(如原住民舞蹈、現代舞、芭蕾舞及民族舞蹈等)【回答 Q49～Q51，Q55
～Q56】
□(4)音樂類(如民族音樂(如國樂、南北管、台灣原住民音樂、地方歌謠及戲曲等)、西樂(如聲樂、
弦樂、管樂、歌劇、鍵盤樂、室內樂及爵士樂等)、世界音樂、音樂演唱會 (如流行音樂、
獨立樂團等演唱會等)) 【回答 Q52～Q54，Q55～Q56】
□(5)以上從未參加/接觸過【跳答 Q55～Q56】
A.現代戲劇類
43.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現代戲劇類」的類型是？(可複選)
□(1)舞台劇
□(2)音樂劇
□(3)歌舞劇
□(4)話劇
□(5)兒童戲劇
□(6)偶戲
□(7)其他(請說明)
44.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現代戲劇類」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
45.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實際花費在參與或欣賞「現代戲劇類」相關活動的金額是多少
(含購買門票、周邊商品等)？
□(1)＿＿＿＿＿＿元/次
□(2)無任何花費
B.傳統戲曲類
46.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傳統戲曲類」的類型是？(可複選)
□(1)歌仔戲
□(2)京劇
□(3)崑曲
□(4)偶戲(如布袋戲、傀儡戲及皮影戲等)
□(5)說唱藝術
□(6)南管
□(7)北管
□(8)客家戲
□(9)高甲戲
□(10)其他(請說明)
47.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傳統戲曲類」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
48.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實際花費在參與或欣賞「傳統戲曲類」相關活動的金額是多少
(含購買門票、周邊商品等)？
□(1)＿＿＿＿＿＿元/次
□(2)無任何花費
C.舞蹈類
49.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舞蹈類」的類型是？(可複選)
□(1)民住民舞蹈
□(2)現代舞
□(3)芭蕾舞
□(4)民族舞蹈
□(5)其他(請說明)
50.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舞蹈類」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
51.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實際花費在參與或欣賞「舞蹈類」相關活動每次平均的金額是
多少(含購買門票、周邊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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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次
□(2)無任何花費
D.音樂類
52.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音樂類」的類型是？(可複選)
□(1)民族音樂(如國樂、南北管、台灣原住民音樂、地方歌謠及戲曲等)
□(2)西樂(如聲樂、弦樂、管樂、歌劇、鍵盤樂、室內樂及爵士樂等)
□(3)世界音樂
□(4)音樂演唱會 (如流行音樂、獨立樂團等演唱會等)
□(5)其他(請說明)
53.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與或欣賞「音樂類」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
54.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實際花費在參與或欣賞「音樂類」相關活動的金額是多少(含
購買門票、周邊商品等)？
□(1)＿＿＿＿＿＿元/次
□(2)無任何花費
55.請問您小時候(15 歲以前)是否曾經學習過表演藝術相關活動？(可複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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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傳統戲曲類(如歌仔戲、京劇、崑曲、偶戲(如布袋戲、傀儡戲及皮影戲等)、說唱藝術、
南管、北管、客家戲及高甲戲等)
□(3)舞蹈類(如民住民舞蹈、現代舞、芭蕾舞及民族舞蹈等)
□(4)音樂類(如世界音樂、民族音樂(如國樂、南北管、台灣原住民音樂、地方歌謠及戲曲等 )
及西樂(如聲樂、弦樂、管樂、歌劇、鍵盤樂、室內樂及爵士樂等))
□(5)都沒有
56.請問您在 15 歲至去年(99 年)內，是否曾經學習過表演藝術或有過個人或集體演出表
演藝術的經驗過？(可複選)
□(1)學習過表演藝術類(現代戲劇、傳統戲曲、舞蹈及音樂類等)的相關技藝
□(2)在公開的舞台，有過個人或集體的演出經驗
□(3)都沒有

(四)文化藝術機構與設施
57.請問您去年(9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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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複選)
□(1)博物館(包括美術館、科學博物館、歷史博物館、海洋博物館、工藝館等)【回答
Q58 後，續答 Q59～Q61、Q64】
□(2)縣(市)立文化中心【回答 Q58 後，跳答 Q64】
□(3)公園(包括動物園、植物園、生態保護區等)【回答 Q58 後，跳答 Q64】
□(4)圖書館【回答 Q58 後，跳答 Q64】
□(5)紀念堂/紀念館【回答 Q58 後，跳答 Q64】
□(6)各級公私立學校與附屬藝文設施【回答 Q58 後，跳答 Q64】
□(7)表演廳及表演館所(如音樂廳、小劇場等)【回答 Q58 後，跳答 Q64】
□(8)民間文教機構或組織之舞蹈及音樂教室及相關文教活動之場所【回答 Q58 後，
跳答 Q64】
□(9)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地方文化館【回答 Q58 後，續答 Q62～Q63、Q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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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宗教與民俗機構(包括教堂、寺廟等)【回答 Q58 後，跳答 Q64】
□(11)名勝古蹟/遺址/歷史建築【回答 Q58 後，跳答 Q64】
□(12)其他(請說明)【回答 Q58 後，跳答 Q64】
□(13)都沒有【跳答 Q64】
58.請問您去年(99 年)內是否曾經擔任下列文化機構或藝術場所之志工？(可複選)
□(1)博物館(包括美術館、科學博物館、歷史博物館、海洋博物館、工藝館等)
□(2)縣(市)立文化中心
□(3)公園(包括動物園、植物園、生態保護區等)
□(4)圖書館
□(5)紀念堂/紀念館
□(6)各級公私立學校與附屬藝文設施
□(7)表演廳及表演館所(如音樂廳、小劇場等)
□(8)民間文教機構或組織之舞蹈及音樂教室及相關文教活動之場所
□(9)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地方文化館
□(10)宗教與民俗機構(包括教堂、寺廟等)
□(11)名勝古蹟/遺址/歷史建築
□(12)其他(請說明)
□(13)都沒有
A.博物館
59.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去過「博物館」的類型是？(可複選)
□(1)美術館
□(2)科學博物館
□(4)海洋博物館
□(5)工藝館

□(3)歷史博物館
□(6)其他(請說明)

60.請問您去年(99 年)在國內參與或欣賞「博物館」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
61.請問您去年(99 年)在國內實際花費在參觀「博物館」的金額是多少(包含購買門票、
商品)？
□(1)＿＿＿＿＿＿元/次
□(2)無任何花費
B.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地方文化館
62.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去過「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地方文化館」舉辦相關活動的頻率
是？
(1)＿＿＿＿＿＿次/年
63.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實際花費在參觀或參與「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地方文化館」舉
辦相關活動的金額是多少(包含購買門票、商品)？
□(1)＿＿＿＿＿＿元/次
□(2)無任何花費

(五)文藝民俗節慶活動
64.請問您去年(99 年)在國內參觀或參與過的文藝民俗節慶活動類型包括哪些？(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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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家慶典
□(2)傳統與民俗慶典
□(3)原住民祭典
□(4)客家祭典與節慶
□(5)各縣市地方文化節
□(6)其他(請說明)______ □(7)以上從未參加/接觸過【跳答 Q67】
65.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參觀或參與文藝民俗節慶相關活動的頻率是？
(1)＿＿＿＿＿＿次/年
66.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實際花費在參觀或參與文藝民俗節慶相關活動的金額是多少？
□(1)＿＿＿＿＿＿元/次
□(2)無任何花費

(六)生活藝術活動
67.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從事「生活藝術」的活動類型有哪些？(可複選)
□(1)蒐集趣物(如集郵、奇石等)
□(2)園藝花藝
□(3)養殖
□(4)烹飪廚藝
□(5)讀小說或文章閱讀
□(6)觀星
□(7)賞鳥等生態活動
□(8)生態活動
□(9)品酒調酒
□(10)下棋
□(11)歌唱舞蹈
□(12)樂器彈奏
□(13)釣魚
□(14)運動技藝
□(15)彩妝造型
□(16)趣味手藝
□(17)茶藝品茗
□(18)繪畫
□(19)其他(請說明)
□(20)以上從未參加/接觸過【跳答 Q70】
68.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從事上述「生活藝術」活動？
□(1)每週，＿＿＿＿＿＿小時
□(2)其他（請說明）
69.請問您去年(99 年)內，平均每月實際花費在「生活藝術」活動的金額是多少？
□(1)＿＿＿＿＿＿元/月
□(2)無任何花費

【其他】
70.請問您去年(99 年)內，是否曾於報章、雜誌、網路或其他媒體與活動中閱讀、觀看或
發表過有關文化議題的論述(如評論文章、討論節目、研討會、論壇)？其頻率為何?
□(0)沒有閱讀、觀看或評論及發表過
□(1)一年不到 1 次，偶而一次
□(2)一年至少一次
□(3)半年至少一次
□(4)每月至少一次
□(5)每星期至少一次
71.請問您認為那些文化活動或現象可以代表台灣文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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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基本資料】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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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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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1)小學以下
□(4)專科/大學

□(2)國(初)中
□(5)研究所以上

□(3)高中(職)
□(99)不知道/拒答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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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請問您目前從事的行業？
□(1)農、林、漁、牧業
□(3)製造業
□(5)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7)批發及零售業
□(9)住宿及餐飲業
□(11)金融及保險業
□(13)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5)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7)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9)其他服務業
□(20)家管【跳答 Q77】
□(22)無業/待業中【跳答 Q77】
□(24)其他(請說明)【跳答 Q77】
76.請問您目前的職業？
□(1)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7)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9)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1)其他(請說明)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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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1～80,000 元
□(99)不知道/拒答

□(2)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6)營造業
□(8)運輸及倉儲業
□(10)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2)不動產業
□(14)支援服務業
□(16)教育服務業
□(18)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21)學生【跳答 Q77】
□(23)已退休【跳答 Q77】
□(99)不知道/拒答【跳答 Q77】
□(2)專業人員
□(4)事務支援人員
□(6)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8)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0)軍人
□(99)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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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1 元以上

78.請問您的性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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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

□(2)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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