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說明

…………………………………………………… 1

目錄 …………………………………………………………… 2
提要分析

…………………………………………………… 9

第一章 前言 …………………………………………… 10
第二章 文化環境 ……………………………………… 12
壹、總體環境……………………………………… 12
貳、文化機構……………………………………… 19
參、文化設施……………………………………… 23
肆、文化經費……………………………………… 29
伍、文化資產……………………………………… 35
陸、文化人力……………………………………… 41
柒、文化傳播……………………………………… 44
第三章 文化活動 ……………………………………… 56
壹、全國藝文活動………………………………… 56
貳、重要展演場所文化活動……………………… 61
參、重要文化藝術節慶活動……………………… 64
第四章 文化交流 ……………………………………… 66
壹、國際交流……………………………………… 66
貳、兩岸交流……………………………………… 74
參、文化商品貿易概況…………………………… 74
第五章 文化創意產業 ………………………………… 84
壹、產業整體發展現況…………………………… 85
貳、各產業發展現況……………………………… 88
參、各國文化創意產業比較……………………… 92
第六章 文化素養 ……………………………………… 94
壹、文化參與……………………………………… 94
貳、文化消費……………………………………… 100

統計表


…………………………………………………… 103

附錄 ………………………………………………………… 271

表1
表2
表3
表4
表5
表6
表7
表8
表9
表10
表11
表12
表13
表14
表15
表16
表17
表18
表19
表20
表21
表22
表23
表24
表25
表26
表27
表28
表29
表30
表31
表32
表33
表34
表35
表36

臺閩地區人口概況—按年份分… ………………………………………………… 104
臺閩地區環境品質概況—按年份分… …………………………………………… 104
臺灣地區平均每戶每月家庭收支概況—按年份分… …………………………… 105
臺灣地區家庭消費支出概況—按年份分… ……………………………………… 105
臺灣地區平均每戶家庭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支出概況—按年份分… ………… 106
國民生活指標各領域綜合指數及變化率—按年份分… ………………………… 106
中央政府所轄人民團體個數—按年份分… ……………………………………… 107
臺閩地區社會團體概況—按年份分… …………………………………………… 108
臺閩地區大專院校學生人數—按學年度分… …………………………………… 108
臺閩地區各級學校學校數、專任教師數、班級數和學生人數概況… ………… 109
臺北捷運客運量概況—按年份分… ……………………………………………… 110
臺閩地區民航機場營運概況—按年份分… ……………………………………… 110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附屬單位人員概況—按性別及年齡分… ……………… 111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附屬單位人員概況—按人員配置分… ………………… 111
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暨其所屬單位人員概況—按性別及年齡分… ………… 112
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暨其所屬單位人員概況—按人員配置分… …………… 113
文化機關（構）績優義工累計概況—按縣市分… ……………………………… 114
全國性文化藝術基金會概況—按許可年份分… ………………………………… 116
全國性文化藝術基金會概況—按省市分… ……………………………………… 116
全國性文化藝術基金會分布概況—按基金數額分… …………………………… 117
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暨其所屬室內空間運用概況—按縣市分… …………… 118
臺閩地區各種展演場地個數—按縣市分… ……………………………………… 119
臺閩地區各種展演場地個數及活動個數—按年份分… ………………………… 123
臺閩地區各種展演場地舉辦藝文活動個數—按活動類型分… ………………… 124
臺閩地區文化設施及其利用概況—按年份分… ………………………………… 125
臺閩地區各類型圖書館基本概況… ……………………………………………… 125
臺閩地區公立公共圖書館設館概況—按縣市分… ……………………………… 126
臺閩地區公立圖書館基本概況… ………………………………………………… 127
臺閩地區地方文化館個數—按縣市分… ………………………………………… 128
臺閩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休閒用地闢建面積—按省市分… ………………… 129
縣市政府文化經費概況—按縣市分… …………………………………………… 130
縣市文化局文化經費結構分析—按縣市分… …………………………………… 131
縣市文化局文教活動經費結構分析—按縣市分… ……………………………… 132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件數與補助金額概況—按補助類別分… …………… 133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件數與補助金額概況—按年份分… ………………… 133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核定件數及核定金額概況—按年份及補助類別分… …… 134




表37
表38
表39
表40
表41
表42
表43
表44
表45
表46
表47
表48
表49
表50
表51
表52
表53
表54
表55
表56
表57
表58
表59
表60
表61
表62
表63
表64
表65
表66
表67
表68
表69
表70
表71
表72

文馨獎得獎及贊助金額概況—按屆數分… ……………………………………… 134
第7屆文馨獎得獎者業別概況—按獎別分………………………………………… 135
第7屆文馨獎得獎者業別概況—按贊助項目分…………………………………… 136
臺閩地區古蹟累計概況—按年份分… …………………………………………… 136
臺閩地區古蹟累計概況—按省市分… …………………………………………… 137
臺閩地區各類古蹟累計概況—按省市分… ……………………………………… 138
臺閩地區歷史建築概況—按縣市分… …………………………………………… 140
臺閩地區寺廟和教堂個數—按年份分… ………………………………………… 141
臺閩地區寺廟和教堂個數—按宗教別分… ……………………………………… 141
臺閩地區寺廟和教堂個數—按省市分… ………………………………………… 142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文物概況… ………………………………………………… 143
國史館文史典藏數量及借閱概況… ……………………………………………… 143
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文物藝術品典藏及蒐集概況… …………………………… 144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文物概況… ………………………………………………… 14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典藏作品概況… …………………………………………… 145
臺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 ……………………………………………………… 145
臺閩地區國家公園遊憩據點遊客人次—按年份及國家公園別分… …………… 146
專科以上學校藝術類科系所數及班級數概況—按學年度分… ………………… 146
藝術類科系在學人數及畢業人數—按學年度分… ……………………………… 147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類學校班級數、學生人數和畢業人數… …………………… 147
大專院校藝術類科系在學學生人數概況—按學年度分… ……………………… 148
大專院校藝術類科系畢業生人數概況—按學年度分… ………………………… 152
藝術類科外國在華留學生人數概況—按年份分… ……………………………… 154
臺灣地區家庭主要設備普及率—按年份分… …………………………………… 155
臺閩地區報紙、雜誌普及率—按年份分… ……………………………………… 155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個數概況—按年份分… ………………………………… 156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場次概況—按年份分… ………………………………… 157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天數概況—按年份分… ………………………………… 158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年份分… …………………………… 159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個數—按主辦單位及年份分… ………………………… 160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個數年增率—按主辦單位及年份分… ………………… 161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年份分… ……………… 162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出席人口年增率—按主辦單位及年份分… …………… 163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個數概況—按展演者國籍及年份分… ………………… 164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個數年增率—按展演者國籍及年份分… ……………… 165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個數概況—按縣市別分… ……………………………… 166

表73
表74
表75
表76
表77
表78
表79
表80
表81
表82
表83
表84
表85
表86
表87
表88
表89
表90
表91
表92
表93
表94
表95
表96
表97
表98
表99
表100
表101
表102
表103
表104
表105
表106
表107
表108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展演者國籍及年份分… …………… 167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出席人口年增率—按展演者國籍及年份分… ………… 168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縣市別分… ………………………… 169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個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 170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場次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 173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天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 175
臺閩地區各類藝文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 176
臺閩地區各省市藝文活動個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 179
臺閩地區各省市藝文活動場次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 180
臺閩地區各省市藝文活動天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181
臺閩地區各省市藝文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182
臺閩地區美術類活動個數概況—按年份分……………………………………… 183
臺閩地區美術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年份分………………………………… 184
臺閩地區各省市美術類活動個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185
臺閩地區各省市美術類活動天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186
臺閩地區各省市美術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187
臺閩地區音樂類活動個數概況—按年份分……………………………………… 188
臺閩地區音樂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年份分………………………………… 188
臺閩地區各省市音樂類活動個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189
臺閩地區各省市音樂類活動場次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190
臺閩地區各省市音樂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191
臺閩地區戲劇類活動個數概況—按年份分……………………………………… 192
臺閩地區戲劇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年份分………………………………… 193
臺閩地區各省市戲劇類活動個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194
臺閩地區各省市戲劇類活動場次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195
臺閩地區各省市戲劇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196
臺閩地區舞蹈類活動個數概況—按年份分……………………………………… 197
臺閩地區舞蹈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年份分………………………………… 197
臺閩地區各省市舞蹈類活動個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198
臺閩地區各省市舞蹈類活動場次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199
臺閩地區各省市舞蹈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00
臺閩地區民俗類活動個數概況—按年份分……………………………………… 201
臺閩地區民俗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年份分………………………………… 201
臺閩地區各省市民俗類活動個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02
臺閩地區各省市民俗類活動場次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03
臺閩地區各省市民俗類活動天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04




表109
表110
表111
表112
表113
表114
表115
表116
表117
表118
表119
表120
表121
表122
表123
表124
表125
表126
表127
表128
表129
表130
表131
表132
表133
表134
表135
表136
表137
表138
表139
表140
表141
表142
表143
表144

臺閩地區各省市民俗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05
臺閩地區影片類活動個數概況—按年份分……………………………………… 206
臺閩地區影片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年份分………………………………… 206
臺閩地區各省市影片類活動個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07
臺閩地區各省市影片類活動場次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08
臺閩地區各省市影片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09
臺閩地區講座類活動個數概況—按年份分……………………………………… 210
臺閩地區講座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年份分………………………………… 211
臺閩地區各省市講座類活動個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12
臺閩地區各省市講座類活動場次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13
臺閩地區各省市講座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14
臺閩地區其他類活動個數概況—按年份分……………………………………… 215
臺閩地區其他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年份分………………………………… 215
臺閩地區各省市其他類活動個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16
臺閩地區各省市其他類活動場次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17
臺閩地區各省市其他類活動天數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18
臺閩地區各省市其他類活動出席人口概況—按主辦單位及展演者國籍分…… 219
臺灣地區民眾出國人數概況─按主要目的地及年份分………………………… 220
臺閩地區外籍配偶居留概況─按國籍、性別及省市分………………………… 221
臺閩地區外僑居留人數—按國籍及年份分……………………………………… 222
來臺旅客人數—按居住地及年份分……………………………………………… 224
臺閩地區學生主要留學國家簽證人數—按年份分……………………………… 225
外國在臺留學生人數—按國籍及學年度分……………………………………… 226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申請及核准補助出席國際會議概況─按年份分……… 227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輔導辦理國際文化藝術節活動概況—按年份分……… 227
臺灣地區影片參與國際影展概況—按年份分…………………………………… 228
中國大陸民眾申請入臺灣地區核准概況—按年份分…………………………… 228
臺灣地區民眾進入中國大陸概況—按年份分…………………………………… 229
中國大陸配偶人數統計—按縣市別分…………………………………………… 230
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從事文教交流活動核准數量概況—按年份分……………… 231
中國大陸專業人士來臺從事文教活動統計—按類別分………………………… 232
中國大陸出版品、電影和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核准概況—按年份分 232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兩岸科技交流核定件數—按年份分……………… 233
臺閩地區文化商品貿易總額—按產品類別及年份分…………………………… 233
臺閩地區文化創意產業家數、就業人數及產值—按產業別及年份分………… 234
臺閩地區文化創意產業概況—按縣市及年份分………………………………… 235

表145
表146
表147
表148
表149
表150
表151
表152
表153
表154
表155
表156
表157
表158
表159
表160
表161
表162
表163
表164
表165
表166
表167
表168
表169
表170
表171
表172
表173
表174
表175
表176
表177
表178
表179

臺閩地區視覺藝術產業概況—按縣市分………………………………………… 236
臺閩地區音樂與表演藝術產業概況—按縣市分………………………………… 237
臺閩地區工藝產業概況—按縣市分……………………………………………… 238
臺閩地區文化展演設施產業概況—按縣市分…………………………………… 239
臺閩地區電影產業概況—按縣市分……………………………………………… 240
臺閩地區廣播電視產業概況—按縣市分………………………………………… 241
臺閩地區出版產業概況—按縣市分……………………………………………… 242
臺閩地區建築設計產業概況—按縣市分………………………………………… 243
臺閩地區廣告產業概況—按縣市分……………………………………………… 244
臺閩地區設計產業概況—按縣市分……………………………………………… 245
臺閩地區數位休閒娛樂產業概況—按縣市分…………………………………… 246
最近一年欣賞舞蹈、戲劇、音樂演出之比例…………………………………… 247
最近一年參與流行音樂演唱會之比例…………………………………………… 248
最近一年參觀文化展覽之比例…………………………………………………… 249
最近一年參與民俗節慶、國家慶典之比例……………………………………… 250
每週看報紙之平均時數…………………………………………………………… 251
每週看雜誌之平均時數…………………………………………………………… 252
每週聽廣播之平均時數…………………………………………………………… 253
每週看電視之平均時數…………………………………………………………… 254
每週上網閱讀資訊之平均時數…………………………………………………… 255
每年到電影院看國片的次數……………………………………………………… 256
每年到電影院看外國片的次數…………………………………………………… 257
每月購買書籍預算金額…………………………………………………………… 258
每月購買書籍實際消費金額……………………………………………………… 259
每月購買藝文表演售票預算金額………………………………………………… 260
每月購買藝文表演售票實際消費金額…………………………………………… 261
每月購買藝文展覽售票預算金額………………………………………………… 262
每月購買藝文展覽售票實際消費金額…………………………………………… 263
每月休閒娛樂消費預算金額……………………………………………………… 264
每月休閒娛樂實際消費金額……………………………………………………… 265
每月觀賞電影實際消費金額……………………………………………………… 266
每月購買錄音帶、CD實際消費金額……………………………………………… 267
每月訂購報紙實際消費金額……………………………………………………… 268
每月訂購雜誌實際消費金額……………………………………………………… 269
每月使用網路服務實際消費金額………………………………………………… 270


附錄1
附錄2
附錄3
附錄4
附錄5
附錄6
附錄7
附錄8
附錄9
附錄10
附錄11
附錄12
附錄13
附錄14
附錄15
附錄16
附錄17
附錄18
附錄19
附錄20
附錄21
附錄22
附錄23
附錄24
附錄25
附錄26
附錄27



臺閩地區各縣市地方文化館一覽表………………………………………………272
全國公立文化展演設施基本資料…………………………………………………273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審查結果一覽表…………………281
臺閩地區各縣市歷史建築一覽表…………………………………………………288
傳統藝術重點計畫…………………………………………………………………293
「傑出演藝團隊之徵選及獎勵」一覽表…………………………………………294
行政院文化獎受獎人名單一覽表…………………………………………………296
第六屆文薈獎得獎名單一覽表……………………………………………………297
大專院校新增人文藝術科系一覽表………………………………………………298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暨附屬機構 93年度辦理文化人才培育工作一覽表 299
藝文創作徵選概況一覽表…………………………………………………………311
全國藝文活動一覽表………………………………………………………………312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各類藝文活動概況……………………………………………368
國立國父紀念館各類藝文活動概況………………………………………………370
新舞臺各類藝文活動概況…………………………………………………………371
華山文化園區各類藝文活動概況…………………………………………………372
重要民俗節慶一覽表………………………………………………………………374
各縣市辦理大型國際文化藝術節一覽表…………………………………………376
節慶與賽會活動一覽表……………………………………………………………377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駐紐約臺北文化中心表演藝術活動一覽表……………379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駐紐約臺北文化中心展覽藝術活動一覽表……………379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巴黎臺北新聞文化中心表演藝術活動一覽表…………380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巴黎臺北新聞文化中心展覽藝術活動一覽表…………380
文化創意產業範疇…………………………………………………………………381
文化創意產業各國範疇比較………………………………………………………382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大事紀………………………………………………383
文化參與及文化消費專案調查概述………………………………………………3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