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在各項文化活動的消費情況與消費需求，透過電訪民眾針對 2007 年在
文化活動的參與狀況，以及文化活動的實際消費金額等情形，在文化環境
需求面的文化消費完整的描述國人在 2007 年的文化接觸及文化消費概
況。

二、調查範圍及對象

專案調查

本次調查目的主要在經由抽樣調查方式，對於全臺灣 20 歲以上之民

附錄二

一、調查目的

本次調查以臺灣臺北及高雄兩直轄市與其他 21 個縣市，以及福建省
金門縣、連江縣，年滿 20 歲以上之民眾為本次調查對象。

三、調查時間
本次調查執行期間自民國 2009 年 3 月 23 日至民國 2009 年 3 月 29 日
止，每日訪問時間為 18：00-21：00。

四、調查內容
本次調查目的主要在瞭解我國 20 歲以上之民眾在文化活動的參與及
整體文化活動的需求概況，因此調查內容主要分為「文化參與」與「文化
消費」兩大面向。
「文化參與」的調查項目包括民眾參與各項文化活動次數、參與時間
等。調查內容則涵蓋民眾於 2007 年間接觸大眾文化傳播概況活動概況、
參與視覺藝術類活動概況、參與表演藝術類活動概況、使用或參觀各類型
文化藝術相關機構或設施情形以及參與文化節慶活動之整體概況。

323
323

附錄二

專案調查

「文化消費」的調查項目則是包括民眾在 2007 年內接觸大眾傳播媒體、參與各類
型文化活動、或是購買各類藝術作品或產品的實際金額。此外，調查範圍亦涵蓋民眾
對於各類文化相關活動在未來的需求以及政府在文化活動推動上的建議。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無論是「文化參與」或是「文化消費」以國內各相關活動為
準，惟於現代傳播科技發達，民眾較難以區分大眾傳播媒體的來源為國內或國外，因
此文化藝術相關活動以國內範圍活動為主，而大眾傳播類則不特別區分國內外來源對
象。此外，由於調查施測時間為 2009 年 3 月，而訪問內容的時間卻限定於 2007 年間
的文化活動參與，需要民眾針對兩年前的行為進行回憶並作答，在取得的數據以及隨
後的分析上勢必增添困難，相關的反應值也相對的弱化。

五、調查方法
調查方法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CATI）進
行，將問卷預先輸入電腦系統中，訪員進行訪訓後只需依照電腦螢幕上的只是撥號、
訪問並直接點選答案於電腦中，訪問完後所有相關資料直接存入電腦，減低人工建檔
所可能產生的錯誤機會，確保電訪結果品質。

六、抽樣方法與樣本誤差
本次調查採用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法，以各縣市分為 25 個次母體，依人口結構比例
抽出所需之樣本數，並於抽取樣本時嚴格控管隨機樣本符合內政部公佈之縣市、性別
及年齡人口結構。
調查完成有效樣本共計 1,083 份，在信心水準為 95%的情況下，抽樣誤差在正、
負 3%之內。

七、調查接觸狀況
本次調查共計撥打 6,253 個電話號碼，成功訪問到 1,083 位 20 歲以上之民眾，扣
除非人文因素之各種情形，此次調查之成功訪問率為 24.14%。相關實際接觸情形，請
參閱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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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電訪實際接觸情形統計表
接觸情形

非人為因素

百分比
15.14%

電話中

241

3.85%

傳真機

167

2.67%

空號/電話故障/暫停使用

412

6.59%

1767

28.26%

因語言/生理因素無法溝通

411

6.57%

配額已滿

217

3.47%

無合格受訪對象

115

1.84%

1745

27.91%

841

13.45%

89

1.42%

成功樣本

1068

17.08%

總計

4486

71.74%

6253

100.00%

拒訪
中途拒訪
已訪問過或非受訪地區

合計

專案調查

947

附錄二

無人接聽/答錄機

總計

人為因素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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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文化消費調查問卷
開場白：您好，這裡是中興大學商情暨民意調查中心，我們接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委託正在進
行一項臺灣民眾對文化參與、欣賞及消費情形的電話訪問。
（受訪者必須年滿 20 歲，若沒有，請受訪者府上年滿 20 歲以上的人來接聽）
【當受訪者對調查有疑慮時：如果您對於這個訪問有疑慮，您可以透過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網站
查詢(www.cca.gov.tw)，或者致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02-2243-4000)、中興大學商情暨民意調查中
心（04-2285-5878）查詢，謝謝您！】

請問您目前居住在哪一個縣市？
□(1)臺北縣

□(8)南投縣

□(15)花蓮縣

□(22)臺北市

□(2)宜蘭縣

□(9)雲林縣

□(16)澎湖縣

□(23)高雄市

□(3)桃園縣

□(10)嘉義縣

□(17)基隆市

□(24)連江縣

□(4)新竹縣

□(11)臺南縣

□(18)新竹市

□(25)金門縣

□(5)苗栗縣

□(12)高雄縣

□(19)臺中市

□(95)不知道／拒答【結束訪問】

□(6)臺中縣

□(13)屏東縣

□(20)嘉義市

□(7)彰化縣

□(14)臺東縣

□(21)臺南市

1.請問您前年（96 年）在國內從事過的文化活動類型有哪些？（逐一提示，可複選）
(1) 大眾傳播類（如電影）【回答 Q2-Q4】
(2) 視覺藝術類（如攝影、繪畫、書法或篆刻、雕塑、設計、工藝等）【回答 Q5】
(3) 表演藝術類（如音樂、戲劇、舞蹈等）【回答 Q29】
(4) 使用或參觀文化藝術相關機構或設施（如博物館、圖書館、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等）【回答 Q48】
(5) 文化藝術節慶活動類（如國家慶典、傳統慶典、民俗廟會、原住民祭典、各縣市地方文化節、其
他地方民俗活動等）【回答 Q53】
(6) 以上從未參加/接觸過【Q60】
(95)不知道／拒答【結束訪問】

(一)大眾傳播類
A.電影
2.請問您經常看的電影類型有哪些？（可複選）
(1)冒險／動作片

(7)歷史/傳記片

(2)奇幻／科幻片

(8)藝術電影

(3)驚悚／恐怖片

(9)紀錄片

(4)幽默喜劇片

(10)其他

(5)文藝愛情片

(95)不知道／拒答

(6)軍事/戰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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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

3.請問您前年（96 年）到電影院／戲院看電影的次數是？
(1) 1~5 次／年。
(2) 6~10 次／年。
(3) 11~15 次／年。
(4) 16~20 次／年。
(5) 20 次以上／年。
(95)不知道／拒答。

附錄二

4.請問您前年（96 年）實際花費到戲院看電影的購票金額是多少？【跳答 Q55-Q64】
(1) 1000 元以內。
(2) 1000～3000 元。

專案調查

(3) 3000～5000 元。
(4) 5000～10000 元。
(5) 10000 元以上。
(6)無花費任何費用。
(7)不一定。
(95)不知道／拒答。

(二)視覺藝術類
5.請問您前年（96 年）參加過的視覺藝術活動類型有哪些（逐一提示，可複選）
(1)攝影類（如個人攝影作品展、攝影作品聯展、攝影比賽等）【回答 Q6-Q8】
(2)繪畫類（如水墨畫展、油畫展、國畫展、素描展、水彩畫展等）【回答 Q9-Q13】
(3)書法或篆刻類（如書法展、篆刻展等）【回答 Q14-Q16】
(4)雕塑類（如石彫展、木雕展、鋼雕展等）【回答 Q17-Q19】
(5)古董文物類（如歷代瓷器、古玉器及青銅器等古董文物展）【回答 Q20-Q22】
(6)設計類（如時裝設計展、家具設計展、珠寶設計展等）【回答 Q23-Q25】
(7)工藝類（如陶瓷創作展、飾品編織展、琉璃創作展）【回答 Q26-Q28】

B.攝影類
6.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攝影相關活動的次數是？
(1) 1~5 次／年。
(2) 6~10 次／年。
(3) 11~15 次／年。
(4) 16~20 次／年。
(5) 20 次以上／年。
(95)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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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請問您平均每一次花多少時間在參與或欣賞任何與攝影有關的活動？
(1) 1 小時以內。
(2) 1～2 小時。
(3 2～3 小時。
(4) 3～4 小時。
(5) 4 小時以上。
(95)不知道／拒答。
8.請問您前年（96 年）實際花費在購買與攝影相關作品或產品的金額是多少？【跳答 Q55-Q64】
(1) 1000 元以內。
(2) 1000～3000 元。
(3) 3000～5000 元。
(4) 5000～10000 元。
(5) 10000 元以上。
(6)無花費任何費用。
(7)不一定。
(95)不知道／拒答。

C.繪畫類
9.請問您前年（96 年）是否有購買繪畫作品？
(1)有

(95)不知道／拒答【跳答 Q11】

(2)沒有【跳答 Q11】
10.請問您購買的繪畫作品類型有哪些？（可複選）
(1)水墨

(6)版畫

(2)油畫

(7)綜合類

(3)水彩

(8)其他

(4)壓克力

(95)不知道／拒答

(5)素描
11.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繪畫活動的次數是？
(1) 1~5 次／年。
(2) 6~10 次／年。
(3) 11~15 次／年。
(4) 16~20 次／年。
(5) 20 次以上／年。
(95)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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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訪員記錄）

12.請問您平均每一次花多少時間在參與或欣賞繪畫有關的活動？
(1) 1 小時以內。
(2) 1～2 小時。
(3) 2～3 小時。
(4) 3～4 小時。
(5) 4 小時以上。
(95)不知道／拒答。

附錄二

13.請問您前年（96 年）實際花費在購買繪畫相關作品或產品的金額是多少？【跳答 Q55-Q64】
(1) 1000 元以內。
(2) 1000～3000 元。

專案調查

(3) 3000～5000 元。
(4) 5000～10000 元。
(5) 10000 元以上。
(6)無花費任何費用。
(7)不一定。
(95)不知道／拒答。

D.書法或篆刻類
14.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書法或篆刻相關活動的次數是？
(1) 1~5 次／年。
(2) 6~10 次／年。
(3) 11~15 次／年。
(4) 16~20 次／年。
(5) 20 次以上／年。
(95)不知道／拒答。
15.請問您平均每一次花多少時間在參與或欣賞書法或篆刻有關的活動？
(1) 1 小時以內。
(2) 1～2 小時。
(3) 2～3 小時。
(4) 3～4 小時。
(5) 4 小時以上。
(95)不知道／拒答。
16.請問您前年（96 年）實際花費在購買書法或篆刻相關產品或作品的金額是多少？
【跳答 Q55-Q64】
(1) 1000 元以內。
(2) 1000～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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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000～5000 元。
(4) 5000～10000 元。
(5) 10000 元以上。
(6)無花費任何費用。
(7)不一定。
(95)不知道／拒答。

E.雕塑類
17.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雕塑相關活動的次數是？
(1) 1~5 次／年。
(2) 6~10 次／年。
(3) 11~15 次／年。
(4) 16~20 次／年。
(5) 20 次以上／年。
(95)不知道／拒答。
18.請問您平均每一次花多少時間在參與或欣賞雕塑有關的活動？
(1) 1 小時以內。
(2) 1～2 小時。
(3) 2～3 小時。
(4) 3～4 小時。
(5) 4 小時以上。
(95)不知道／拒答。
19.請問您前年（96 年）實際花費在購買雕塑相關產品或作品的金額是多少？【跳答 Q55-Q64】
(1) 1000 元以內。
(2) 1000～3000 元。
(3) 3000～5000 元。
(4) 5000～10000 元。
(5) 10000 元以上。
(6)無花費任何費用。
(7)不一定。
(95)不知道／拒答。

F.古董文物類
20.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古董文物相關活動的次數是？
(1) 1~5 次／年。
(2) 6~10 次／年。
(3) 11~15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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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6~20 次／年。
(5) 20 次以上／年。
(95)不知道／拒答。
21.請問您平均每一次花多少時間在參與或欣賞古董文物有關的活動？
(1) 1 小時以內。
(2) 1～2 小時。
(3) 2～3 小時。

附錄二

(4) 3～4 小時。
(5) 4 小時以上。
(95)不知道／拒答。

專案調查

22.請問您前年（96 年）實際花費在購買古董文物相關產品或作品的金額是多少？【跳答 Q55-Q64】
(1) 1000 元以內。
(2) 1000～3000 元。
(3) 3000～5000 元。
(4) 5000～10000 元。
(5) 10000 元以上。
(6)無花費任何費用。
(7)不一定。
(95)不知道／拒答。

G.設計類
23.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設計相關活動的次數是？
(1) 1~5 次／年。
(2) 6~10 次／年。
(3) 11~15 次／年。
(4) 16~20 次／年。
(5) 20 次以上／年。
(95)不知道／拒答。
24.請問您平均每一次花多少時間在參與或欣賞設計有關的活動？
(1) 1 小時以內。
(2) 1～2 小時。
(3) 2～3 小時。
(4) 3～4 小時。
(5) 4 小時以上。
(95)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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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請問您前年（96 年）實際花費在購買設計相關產品或作品的金額是多少？【跳答 Q55-Q64】
(1) 1000 元以內。
(2) 1000～3000 元。
(3) 3000～5000 元。
(4) 5000～10000 元。
(5) 10000 元以上。
(6)無花費任何費用。
(7)不一定。
(95)不知道／拒答。

H.工藝類
26.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工藝相關活動的次數是？
(1) 1~5 次／年。
(2) 6~10 次／年。
(3) 11~15 次／年。
(4) 16~20 次／年。
(5) 20 次以上／年。
(95)不知道／拒答。
27.請問您平均每一次花多少時間在參與或欣賞工藝有關的活動？
(1) 1 小時以內。
(2) 1～2 小時。
(3) 2～3 小時。
(4) 3～4 小時。
(5) 4 小時以上。
(95)不知道／拒答。
28.請問您前年（96 年）實際花費在購買工藝品的金額是多少？(工藝品包含如陶瓷藝術品、玻璃飾品、
金銀飾品、手工藝品、珠寶飾品、編織品、紙雕、編織、傳統竹編技藝、扯鈴、花燈、風箏、中國
結、童玩等或是其他類型的加工藝術品等) 【跳答 Q55-Q64】
(1) 1000 元以內。
(2) 1000～3000 元。
(3) 3000～5000 元。
(4) 5000～10000 元。
(5) 10000 元以上。
(6)無花費任何費用。
(7)不一定。
(95)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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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演藝術
29.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過的表演藝術活動類型有哪些？(逐一提示，可複選)
(1)音樂類【回答 Q30-Q37】
(2)戲劇類【回答 Q38-Q43】
(3)舞蹈類【回答 Q44-Q47】

A.音樂類
附錄二

30.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過的音樂活動類型有哪些？（可複選）
(1)欣賞樂器演奏會【回答 Q31】
(2)欣賞音樂演唱會【回答 Q34】
（請說明，訪員記錄）【跳答 Q35】

專案調查

(3)其他

31.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過的音樂演奏類型有哪些？
(1)國樂演奏(如古箏、琵琶、二胡、南管、北管等)【回答 Q32】
(2)西樂演奏(如小提琴、鋼琴、長笛等)【回答 Q33】
(3)其他

（請說明，訪員記錄）【跳答 Q35】

(95)不知道／拒答
32.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過哪種類型的國樂樂器演奏？（可複選）【跳答 Q35】
(1)吹管樂器(如簫、笛子、嗩吶等)
(2)拉弦樂器(如二胡、高胡、中胡、革胡、倍革胡、板胡、四胡等)
(3)彈撥樂器(如古箏、古琴、揚琴、琵琶、阮、月琴、三弦等)
(4)打擊樂器(如大鼓、小鼓、大鑼、小鑼、雲鑼、大鈸、小鈸、京鈸等)
(5)綜合演奏
(6)其他

（請說明，訪員記錄）

(95)不知道／拒答
33.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過哪種類型的西樂樂器演奏？（可複選）【跳答 Q35】
(1)弦樂器(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豎琴等)
(2)木管樂器(如長笛、短笛、單簧管、雙簧管、英國管、巴松管、低音大管、蕯 克斯風等)
(3)銅管樂器(如小號(小喇叭)、法國號、長號、上低音號(巴里東)、低音號等)
(4)打擊樂器(如定音鼓、小鼓、大鼓、爵士鼓、木琴、鐵琴、三角琴等)
(5)鍵盤樂器(如鋼琴、大鍵琴、管風琴等)
(6)室內樂(如提琴及鋼琴二重奏、絃樂三重奏、絃樂四重奏、鋼琴五重奏等)
(7)交響樂團
(8)其他

（請說明，訪員記錄）

(95)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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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過的音樂演唱會類型有哪些？（可複選）
(1)東洋(日文)歌曲

(5)綜合類

(2)西洋歌曲

(6)其他

(3)方言歌曲

(95)不知道／拒答

（請說明，訪員記錄）

(4)國語歌曲
35.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音樂相關活動的次數是？
(1)1~5 次／年。
(2)6~10 次／年。
(3)11~15 次／年。
(4)16~20 次／年。
(5)20 次以上／年。
(95)不知道／拒答。
36.請問您平均每一次花多少時間在參與或欣賞音樂有關的活動？
(1)1 小時以內。
(2)1～2 小時。
(3)2～3 小時。
(4)3～4 小時。
(5)4 小時以上。
(95)不知道／拒答。
37.請問您前年（96 年）實際花費在參與或欣賞音樂相關活動的金額是多少？【跳答 Q55-Q64】
(1)1000 元以內。
(2)1000～3000 元。
(3)3000～5000 元。
(4)5000～10000 元。
(5)10000 元以上。
(6)無花費任何費用。
(7)不一定。
(95)不知道／拒答。

B.戲劇類
38.請問您前年（96 年）參加過的視覺藝術活動類型有哪些(逐一提示，可複選)
(1)中國戲劇表演【回答 Q39】
(2)外國戲劇表演【回答 Q40】
(3)其他

334

（請說明，訪員記錄）【跳答 Q41】

39.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過下列哪種類型的中國傳統戲劇表演？（可複選）【跳答 Q41】
(11)傀儡戲

(2)京劇

(12)皮影戲

(3)豫劇

(13)相聲／說、唱類表演

(4)粵劇

(14)話劇

(5)越劇

(15)舞臺劇

(6)南管戲

(16)兒童劇

(7)北管戲

(17)默劇

(8)歌仔戲

(18)其他

(9)客家戲

(95)不知道／拒答

附錄二

(1)平劇

（請說明）

專案調查

(10)布袋戲／掌中戲
40.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過下列哪種類型的外國戲劇表演？（可複選）
(1)傳統戲劇

(5)兒童劇

(2)歌劇

(6)默劇

(3)話劇

(7)其他

(4)舞臺劇

(95)不知道／拒答

（請說明）

41.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戲劇相關活動的次數是？
(1) 1~5 次／年。
(2) 6~10 次／年。
(3) 11~15 次／年。
(4) 16~20 次／年。
(5) 20 次以上／年。
(95)不知道／拒答。
42.請問您平均每一次花多少時間在參與或欣賞戲劇有關的活動？
(1) 1 小時以內。
(2) 1～2 小時。
(3) 2～3 小時。
(4) 3～4 小時。
(5) 4 小時以上。
(95)不知道／拒答。
43.請問您前年（96 年）實際花費在參與或欣賞戲劇相關活動的金額是多少？【跳答 Q55-Q64】
(1) 1000 元以內。
(2) 1000～3000 元。
(3) 3000～5000 元。
(4) 5000～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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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000 元以上。
(6)無花費任何費用。
(7)不一定。
(95)不知道／拒答。

C.舞蹈類
44.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過的舞蹈表演類型有哪些？（可複選）
(1)中國民族舞蹈

(6)踢躂舞

(2)原住民舞蹈

(7)爵士舞

(3)外國民族舞蹈

(8)其他

（請說明，訪員記錄）

(4)芭蕾舞
(5)現代舞（如雲門舞集、國標舞等）
45.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舞蹈相關活動的次數是？
(1) 1~5 次／年。
(2) 6~10 次／年。
(3) 11~15 次／年。
(4) 16~20 次／年。
(5) 20 次以上／年。
(95)不知道／拒答。
46.請問您平均每一次花多少時間在參與或欣賞舞蹈有關的活動？
(1) 1 小時以內。
(2) 1～2 小時。
(3) 2～3 小時。
(4) 3～4 小時。
(5) 4 小時以上。
(95)不知道／拒答。
47.請問您前年（96 年）實際花費在參與或欣賞舞蹈相關活動的金額是多少？【跳答 Q55-Q64】
(1) 1000 元以內。
(2) 1000～3000 元。
(3) 3000～5000 元。
(4) 5000～10000 元。
(5) 10000 元以上。
(6)無花費任何費用。
(7)不一定。
(95)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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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機構與設施
48.請問您前年（9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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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答 Q53】
(1)縣（市）立文化中心
(2)博物館（包括美術館、科學館、歷史博物館、海洋館、資料館等）【回答 Q49-Q52】
(3)公園（包括動物園、植物園、生態保護區等）

附錄二

(4)紀念堂／紀念館／紀念碑
(5)各級公私立學校
(6)劇場、舞蹈、音樂教室

專案調查

(7)各類型的社區文化活動中心
(8)教堂／寺廟
(9)演藝廳或相關展演場所
(10)民間文教基金會與相關機構組織
(11)名勝古蹟／遺址／歷史建築
(12)其他

（請說明，訪員記錄）

A.博物館
49.請問您經常參觀的博物館類型包含哪些？（可複選）
(1)美術館

(6)資料館(如教育資料館、電影資料館等)

(2)科學館

(7)工藝館

(3)天文館

(8)其他

（請說明，訪員記錄）

(4)歷史博物館
(5)海洋生物館
50.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觀博物館次數是？
(1) 1~5 次／年。
(2) 6~10 次／年。
(3) 11~15 次／年。
(4)16~20 次／年。
(5) 20 次以上／年。
(95)不知道／拒答。
51.請問您平均每一次花多少時間在參觀博物館？
(1) 1 小時以內。
(2) 1～2 小時。
(3) 2～3 小時。
(4) 3～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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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小時以上。
(95)不知道／拒答。
52.請問您前年（96 年）實際花費在參觀博物館的金額是多少？
(1) 1000 元以內。
(2) 1000～3000 元。
(3) 3000～5000 元。
(4) 5000～10000 元。
(5) 10000 元以上。
(6)無花費任何費用。
(7)不一定。
(95)不知道／拒答。

(五)文化藝術節慶活動
53.請問您前年（96 年）參與或欣賞文化藝術節慶相關活動的次數是？
(1) 1~5 次／年。
(2) 6~10 次／年。
(3) 11~15 次／年。
(4) 16~20 次／年。
(5) 20 次以上／年。
(95)不知道／拒答。
54.請問您前年（96 年）實際花費在參加文化藝術節慶活動的金額是多少？
(1) 1000 元以內。
(2) 1000～3000 元。
(3) 3000～5000 元。
(4) 5000～10000 元。
(5) 10000 元以上。
(6)無花費任何費用。
(7)不一定。
(95)不知道／拒答。
55.請問您如何得知相關文化活動的資訊？（可複選）
(1)電視。【跳答 Q57】
(2)廣播。【跳答 Q57】
(3)網際網路。【續答】
(4)報紙。【跳答 Q57】
(5)雜誌。【跳答 Q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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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親朋好友告知。【跳答 Q57】
(7)其他

（請說明，訪員記錄）。【跳答 Q57】

(95)不知道／拒答。【跳答 Q57】
56.請問您是否曾透過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http://event.cca.gov.tw/)獲得文
化活動的訊息?
(1)是
(2)否

附錄二

(95)不知道/拒答
57.請問您在未來的一年內願意花費多少預算在參與文化相關活動？
(1)1000 元以內。

專案調查

(2)1000～3000 元。
(3)3000～5000 元。
(4)5000～10000 元。
(5)10000 元以上。
(6)不花費任何費用。
(7)不一定。
(95)不知道／拒答。
58.整體而言，您認為政府在推動國內的文化活動還有哪些方面是可以改善的？（可複選）
(1)宣傳方式。
(2)相關配套設施（場地、設施、交通運輸）。
(3)多引進國外文化活動。
(4)加強本土傳統文化。
(5)政府實質經費補助相關文化活動。
(6)其他

（請說明，訪員記錄）。

(95)不知道／拒答。
59.請問您認為哪一類的文化活動在未來是可以再增加？（可複選）
(1)大眾傳播類。
(2)視覺藝術類。
(3)表演藝術類。
(4)文化藝術相關機構或設施。
(5)文化藝術節慶活動。
(6)其他

（請說明，訪員記錄）。

(7)目前已足夠。
(95)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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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基本資料】
60.請問您的性別是？
□(1)男

□(2)女

61.請問您的年齡是？
□(1)20-29 歲

□(4)50-59 歲

□(2)30-39 歲

□(5)60 歲以上

□(3)40-49 歲

□(95)不知道／拒答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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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不知道／拒答

63.請問您目前從事的行業？
□(1)軍警公教人員
□(2)民營企業上班族／非體力勞動的自由業
□(3)勞力工作者／體力勞動的自由業
□(4)自營商
□(5)家管
□(6)學生
□(7)無業／待業中
□(8)已退休
□(9)其他

（請說明）

□(95)不知道／拒答
64.請問您的個人月收入？
□(1)沒有收入

□(7) 50,001~60,000 元

□(2) 10,000 元以下

□(8) 60,001~70,000 元

□(3) 10,001~20,000 元

□(9) 70,001~80,000 元

□(4) 20,001~30,000 元

□(10) 80,001 元以上

□(5) 30,001~40,000 元

□(95)不知道／拒答

□(6) 40,00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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