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辦理統計時，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2014 年表演藝術產業環境與趨勢調查(表演藝術團體) 

 各位表演藝術團體先進，您好： 

    為掌握我國表演藝術產業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以協助產業政策研定參考，本（104）

年度文化部委託本院進行旨揭產業調查研究案。本次調查從產業鏈的角度，針對表演藝術團

體、表演藝術傳播行銷相關業者等主要市場參與者，進行問卷調查。本份問卷為針對表演藝術

團體，希望能收集到：產業基礎資料及營運概況，演出製作概況，產業人力運用情況，對產業

發展問題的看法及政策建議。附件部分，若您方便敬請協助填答。 

本研究係加總所有產業資料進行分析，個別團體之資訊絕不外流公開。凡填答本問卷並

經研究人員確認為有效回卷者，將致贈300元超商禮券以表感謝。 

惠請轉  貴團體相關單位人員並依團體所從事之業務撥冗協助填寫，於 105 年 1 月 30

日前，透過下列聯絡方式，回傳問卷紙本，或 e-mail 來信索取問卷電子檔填答。若有任何填答

問題，歡迎來電或來信詢問，並懇請 撥冗回覆，惠賜寶貴意見，感謝您的鼎力相助。 

台灣經濟研究院 敬上 

聯絡人（研究人員）：楊惠嵐  小姐 

                                   聯絡電話：02-2586-5000 #308 傳真：02-2594-6311 

聯絡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 16-8 號 7 樓 

E-mail：d32670@tier.org.tw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一、填答者資料（本欄僅為方便做資料的二次核對，務請填寫，以利後續連絡事宜） 

1. 填答者職稱：                （部門）                  （職稱）   

2. 填答者姓名：                                                     

3.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4. 電子信箱:                                                     

二、團體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請盡量依所屬主管機關最新資料為主） 

1.貴團體名稱：                                  

2.貴團體負責人：                         

3.貴團體設立時間：民國        年 

4.貴團體的表演藝術種類 (不可複選) 

 現代戲劇類：□一般戲劇 □兒童戲劇 □偶戲 □其他______________ 

 傳統戲曲類：□歌仔戲   □京劇崑曲 □偶戲 □其他______________ 

 舞蹈類：□原住民舞蹈 □現代舞 □芭蕾舞 □民族舞 □其他_______ 

 音樂類：□南北管 □國樂 □西樂(含爵士樂) □其他台灣傳統音樂 

                   □其他_____ 

 

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 1040401175號 

有效期限：至民國 105年 12月底為止 

 

mailto:d32670@tier.org.tw


5. 貴團體固定辦公空間、排練空間、演出場地（無固定相關場所者，免填） 

項目 
自有 承租 其他 

供需現況 
坪數 住家合一 坪數 租金(月) 坪數 

行政辦公空間 坪 □是□否 坪 元 坪 □足夠 □不足，需____坪 

排練空間 坪 □是□否 坪 元 坪 □足夠 □不足，需____坪 

演出場地 坪 □是□否 坪 元 坪 □足夠 □不足，需____坪 

第二部分、產業營運結構表現 

一、貴團體於 2014 年總收入結構 

1. 貴團體 2014 年總營業收入金額約為新臺幣          萬元， 

相較 2013 年，□增加     %     □持帄      □減少     % 

2. 收入結構分類：（概算數字即可，未從事之業務範疇則填寫 0%或者跳過，比重

加總須為 100% ） 

收入來源 比重 較 2013 年，比重增加或是減少 

中央政府補助* % □增加   □持帄    □減少 

地方政府補助 % □增加   □持帄    □減少 

國藝會補助 % □增加   □持帄    □減少 

民間捐助、贊助 % □增加   □持帄    □減少 

作品製作投資收入 % □增加   □持帄    □減少 

票房淨收入(扣除其他單位分帳後金額) % □增加   □持帄    □減少 

演出費收入(含公部門與兩廳院) % □增加   □持帄    □減少 

演出費收入(民間演出) % □增加   □持帄    □減少 

周邊商品銷售所得** % □增加   □持帄    □減少 

授權收入 % □增加   □持帄    □減少 

其他收入(如銀行利息收入、教學收入) % □增加   □持帄    □減少 

總計 100%   

*中央政府補助，包含：文化部、外交部、客委會、原民會等中央部會等。 

**周邊商品銷售所得(包括 CD、VCD、DVD、節目冊、T 恤等銷售收入) 

3. 各地區票房與演出收入所占比例： 

地區 比重(%) 說明 

北部 % 北部地區包含：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 

中部 % 中部地區包含：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部 % 南部地區包含：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東部 % 東部地區包含：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 

金馬 % 金馬地區包含：金門、馬祖 

海外 %  

總計 100%   



二、貴團體於 2014 年總支出結構 

1. 貴團體 2014 年總營業支出金額約為新臺幣          萬元 

2. 支出結構分類：（概算數字即可，比重加總須為 100%） 

支出範疇 比重 較 2013 年，比重增加或是減少 

固定人事成本(包含藝術人員、行政人員、

劇場技術人員薪資、人員教育訓練支出) 
% □增加   □持帄    □減少 

專案/兼職人事成本 % □增加   □持帄    □減少 

房租 % □增加   □持帄    □減少 

場地費用(含演出場地與臨時排練空間費用) % □增加   □持帄    □減少 

新製作費用(含委託製作費用) % □增加   □持帄    □減少 

舊製作費用(含民戲與舊製重作) % □增加   □持帄    □減少 

設備支出 % □增加   □持帄    □減少 

採購國內專業服務項目支出(如舞台、燈光

等技術或設計服務) 
% □增加   □持帄    □減少 

宣傳活動支出 % □增加   □持帄    □減少 

授權費用 % □增加   □持帄    □減少 

行政管銷費用(含餐飲、住宿及交通支出) % □增加   □持帄    □減少 

其他支出 % □增加   □持帄    □減少 

總計 100%   

三、貴團體 2014 年全年整體獲利狀況(與投入成本相比) 

□ 獲利 □ 虧損    □ 損益兩帄 

獲利或虧損百分比 □ 0-5% □ 6-10% □ 11-20% 

(數字四捨五入) □ 21-30% □ 31%以上  

四、貴團體對未來三年營收預期(與 2014 年相比) 

     □增加     %     □持帄      □減少     % 

五、貴團體海外收入概況 

1.貴團體 2014 年是否有進行海外演出? (若「是」請續答 2、3、4、5；若「否」請

跳答「六」) 

□是，採行模式(可複選) □對方邀演 □由外交單位安排演出  

                       □自行租借場館演出□藝術經紀代理公司安排 

除演出外是否有其他合作模式(可複選) □共同製作 □劇本（音樂、舞碼）授權 

                                   □其他_____________ 

□否。 

2.貴團體 2014 年進行海外演出區域/國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貴團體進行海外表演藝術交流是否具備語言能力? 

□是，外語能力_______語，需求 □普通；□中等；□流利； 

□否。 

4.若有進行海外演出，2014 年海外收入占總營業收入比重(數字四捨五入) 

□0-5% □6-10% □11-15% □16-20% 

□21-30% □31-40% □41%以上  

較 2013年相比，□增加     %     □持帄      □減少     % 

5.貴團體 2014 年海外收入來源比重總體概況與個別國家概況（概算數字即可，比

重加總須為 100%） 

業務範疇 比重 國家 1_____ 國家 2_____ 國家 3_____ 

票房淨收入(扣除其他單位分帳後金額) % % % % 

演出費收入 % % % % 

作品製作投資收入 % % % % 

周邊商品製作所得 % % % % 

授權收入 % % % % 

其他收入 % % % % 

總計 100% 100% 100% 100% 

六、投資概況（概算數字即可）： 

說明：投資金額，包含 a.設備投資(非為單一節目之一次性硬體設備)、b.節目製作投資(團體有計畫、策略性及

長期性之劇本/目、曲目開發等)、c.人力資源投資(如簽約藝人或公司技術人才培訓，但不包含薪資)、d.海外行

銷投資(非為單一表演節目所進行之海外參展、設立海外據點、經營海外關係網絡、海外策略聯盟、海外資訊情

報蒐集等)、e.異業結盟/業外投資(非為單一表演節目所進行的策略合作、業外投資)。 

1. 2014 年投資概況 

投資項目 投資項目(可複選) 較 2013 年投資 

設備投資  □表演設備器材、□支援表演設施、□其他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節目製作投資 □新製作、□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人力資源投資 □表演者培訓、□專業技術人才培訓、□其他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海外行銷投資 □設立海外據點、□經營海外關係網絡、 

□海外策略聯盟、□資訊情報蒐集、□其他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異業結盟/業外

投資 

□藝術經紀業、□票務代理、□展演設施、 

□媒體通路、□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其他投資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2. 未來三年(2015-2017 年)預期投資概況 

較 2014 年投資金額 

□增加＿＿＿％ □減少＿＿＿％ □持帄，不增加投資 

第三部分、演出製作情形 

一、 貴團體過去五年(2010-2014 年)新製作創意來源 

來源 
團體內集體

創作 
個人創意 外部合作 取得國內授權 取得國外授權 其他 總計 

比重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 100% 

  *授權，係指取得其他單位舞碼、戲劇與相關表演，合法演出的權利。 

二、 2014 年貴團體製作項目 

製作總檔數 舊作重製 新製作檔數* 新製作方式 新製作成本 新製作經費自籌比重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自製檔________ 

合製檔________ 
________元 __________% 

  *新製作，係指當年度全新發表的演出型態，包含音樂、戲劇與相關表演。 

三、 2014 年貴團體總演出場次數與觀眾人次 

場地類型 售票場次數 非售票場次數 售票場觀眾數 非售票場觀眾數 較 2013 年，整體變動 

國內 

室內正式演出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戶外文化性公演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民間傳統廟會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推廣/研習活動*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商業演出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其他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國外 

室內正式演出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戶外文化性公演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民間傳統廟會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推廣/研習活動*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商業演出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其他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增加 □持帄 □減少 

*包含校園活動場次 

 

 



四、 2014 年貴團體總演出場次數，依地區劃分 

地區 演出場次數 說明 

北部  北部地區包含：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 

中部  中部地區包含：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部  南部地區包含：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東部  東部地區包含：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 

金馬  金馬地區包含：金門、馬祖 

海外   

五、 貴團體演出場地 

場地 演出場次數 說明 

大型場地  大型場地，係指可以容納 1,001 人以上的場地 

中型場地  中型場地，係指可以容納 501-1,000 人的場地 

小型場地  小型場地，係指可以僅容納 500 人以下的場地 

六、 貴團體售票方式 

兩廳院售票系統 寬宏售票 Udn 售票網 年代售票 其他票務代理 

_________場 ________場 ________場 _________場 _________場 

七、 貴團體傳播行銷管道： 

     (可複選，請依重要性排序，「1」表示「最重要」) 

□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網； □各縣市藝文資訊刊物； 

□社群媒體(如臉書 Facebook)； □廣告(如廣播、電子刊物)； 

□官方網站； □兩廳院每月節目簡介手刊 

□海報與 DM； □校園宣傳 

□其他(請說明)               

第四部分、產業人力 

說明：(1)從事營運、行政、管理的人員，包含：團長、製作人、藝術總監、藝術行政、會計、企劃宣傳、

文案等非演出創作表演、非技術人員之所有之工作人員。(2)演出、創作人力，包含：藝術總監、設計師（燈

光、舞臺、服裝、化妝、影像、音效）、作曲、編曲、編劇、導演、舞者、演員、演唱、演奏、指揮、傳統

戲曲文武場等直接進行創作或現場進行表演之工作者。(3)從事表演藝術工作之相關技術人員，包含：舞台、

燈光、音響、道具、佈景、服裝、傳統戲曲箱管、化妝、特效、錄影等相關工作人員。 

一、 貴公司目前全職員工總人數 

項目 員工數 男性 女性 男性原住民 女性原住民 

人數                                   

 



二、 貴公司目前全職員工帄均薪資分布 

薪資 20,008 元以下 20,009-40,000 元 40,001-60,000 元 60,001-80,000 元 80,001 元以上 

人數                                

三、 請勾選並填寫貴公司目前各項業務範圍的人力及未來三年人力需求預估 

業務別 全職人力數 兼職/特約人力數 未來三年(2015 - 2017 年)帄均人力需求趨勢 

營運行政管理人員     人     人(天) 較 2014 年既有人力□增加 □減少 □持帄 

演出、創作人力     人     人(天) 較 2014 年既有人力□增加 □減少 □持帄 

藝術經紀、公關行銷人力     人     人(天) 較 2014 年既有人力□增加 □減少 □持帄 

相關技術人員     人     人(天) 較 2014 年既有人力□增加 □減少 □持帄 

其他(__________)     人     人(天) 較 2014 年既有人力□增加 □減少 □持帄 

*兼職/特約人力數部分，以貴團體在 2014 年度演出時間內共需要多少人次為計算方式。 

四、 貴公司關鍵人才供需概況 

說明：(1)創作人才，包含：導演、劇作家、編舞、燈光設計、舞臺設計、服裝設計、音效設計、道具設計、佈

景設計、特效設計、影像設計等。(2)演出人員，包含：舞者、演員、演唱、演奏、指揮等。 

需求類型 
供需概況 

供需現況* 需求人才類型 

1. 藝術總監 □供過於求   □供不應求   □供需帄衡  

2. 創作人才 □供過於求   □供不應求   □供需帄衡 【請說明】__________ (如導演) 

3. 藝術經紀 □供過於求   □供不應求   □供需帄衡  

4. 公關行銷 □供過於求   □供不應求   □供需帄衡  

5. 藝術行政 □供過於求   □供不應求   □供需帄衡  

6. 演出人員 □供過於求   □供不應求   □供需帄衡 【請說明】__________ (如演員) 

7. 舞台技術支援 □供過於求   □供不應求   □供需帄衡 【請說明】__________ (如燈光) 

8. 其他__________ □供過於求   □供不應求   □供需帄衡  

*請排除「無力聘僱」之因素，以貴團體實際製作所需人力狀況為主。  

第五部分、對產業發展問題的看法 

一、 請問您認為表演藝術產業目前面臨的課題？   

    (可複選，請依重要性，排序最重要 5 項因素，「1」表示「最重要」) 

□創意或技巧不足； □資金取得不易； □缺乏適當表演場地； □缺乏演出機會； 

□國內民眾消費意願低； □國內市場規模小； □經紀、策展專業人才數量或能力不足； 

□智慧財產權不易保護； □國際交流及連結不足； □國外市場拓展及經營能力不足； 

□行銷通路拓展及經營能力不足； □其他(請說明)              



二、 若是您認為缺乏適當表演場地，請勾選關鍵缺乏項目？   

地點 坪數/席次/設備 

1.排練場地 

北部 □50 坪以下 □51-100 坪 □101-200 坪 □201-300 坪 □301-400 坪 □401 坪以上 

中部 □50 坪以下 □51-100 坪 □101-200 坪 □201-300 坪 □301-400 坪 □401 坪以上 

南部 □50 坪以下 □51-100 坪 □101-200 坪 □201-300 坪 □301-400 坪 □401 坪以上 

東部 □50 坪以下 □51-100 坪 □101-200 坪 □201-300 坪 □301-400 坪 □401 坪以上 

金馬 □50 坪以下 □51-100 坪 □101-200 坪 □201-300 坪 □301-400 坪 □401 坪以上 

設備 【請說明】 

 

2.演出場地 

北部 □100 席以下□101-200 席□201-400 席□401-500 席 □501-700 席 □701-1,000 席 □1,001 席以上 

中部 □100 席以下□101-200 席□201-400 席□401-500 席 □501-700 席 □701-1,000 席 □1,001 席以上 

南部 □100 席以下□101-200 席□201-400 席□401-500 席 □501-700 席 □701-1,000 席 □1,001 席以上 

東部 □100 席以下□101-200 席□201-400 席□401-500 席 □501-700 席 □701-1,000 席 □1,001 席以上 

金馬 □100 席以下□101-200 席□201-400 席□401-500 席 □501-700 席 □701-1,000 席 □1,001 席以上 

設備 【請說明】 

 

三、請問對於表演藝術創作和產業環境的政策建議為何？ 

【您的建議】：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撥冗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