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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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藝術傳播行銷相關業者) 

 各位先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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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行銷相關業者，希望能收集到：產業基礎資料及營運概況，產業人力運用情況，對產業發

展問題的看法及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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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請盡量依所屬主管機關最新資料為主） 

1. 貴公司名稱：                              

2. 貴公司負責人：                       

3. 貴公司設立時間：民國      年 

4. 貴公司從事的業務包括(可複選) 

    □國內（外）策展 □節目安排 □節目演出代理 □節目行銷       

□票務管理 □媒體公關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5. 貴公司支援的表演藝術種類(可複選) 

(1)現化戲劇類：□一般戲劇 □兒童戲劇□偶戲□其他_______________ 

       (2)傳統戲曲類：□歌仔戲 □京劇、崑曲 □偶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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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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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音樂類：□流行音樂(不含搖滾樂) □世界音樂 □民族音樂(含國樂) □西樂                   

□爵士樂□搖滾樂□其他__________ 

第二部分、產業營運結構表現  

一、2014 年貴公司總收入概況 

1. 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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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結構依執行業務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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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策展、節目安排、演出代

理、行銷、媒體公關 

% □增加   □持帄    □減少 

票務管理 % □增加   □持帄    □減少 

自己專屬團隊收入 % □增加   □持帄    □減少 

其他收入 % □增加   □持帄    □減少 

總計 100%   

   3.收入結構依支援表演藝術種類分：（概算數字即可，比重加總須為 100%） 

收入來源 比重(%) 較 2013 年，比重增加或是減少 

現化戲劇類 % □增加   □持帄    □減少 

傳統戲曲類 % □增加   □持帄    □減少 

舞蹈類 % □增加   □持帄    □減少 

流行音樂類(請說明        ) % □增加   □持帄    □減少 

非流行音樂類(請說明        ) % □增加   □持帄    □減少 

總計 100%   

二、2014 年貴公司總支出結構（概算數字即可） 

1. 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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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來源 比重(%) 較 2013 年，比重增加或是減少 

人事支出(包含薪資與人員培訓費用) % □增加   □持帄    □減少 

行銷支出(包含國內外行銷) % □增加   □持帄    □減少 

硬體支出及折舊 % □增加   □持帄    □減少 

其他支出 % □增加   □持帄    □減少 

總計 100%   

 



三、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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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未來三年(2015-2017 年)投資概況 

較 2014 年投資金額 

□增加＿＿＿＿＿％ □減少＿＿＿＿＿％ □持帄，不增加投資 

五、2014 年貴公司規劃、安排、經紀表演團體概況 

團體類別 表演地區 檔次(數量) 場次(數量) 

國內表演團體 
國內   

國外   

國外表演團體 
國內   

國外   

第三部分、產業人力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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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關鍵人才供需現況 

需求類型 供需現況* 

1. 企劃 □供過於求     □供不應求     □供需帄衡 

2. 管理 □供過於求     □供不應求     □供需帄衡 

3. 公關 □供過於求     □供不應求     □供需帄衡 

4. 行銷 □供過於求     □供不應求     □供需帄衡 

5. 其他________ □供過於求     □供不應求     □供需帄衡 

*請排除「無力聘僱」之因素，以貴公司實際運作所需人力狀況為主。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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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職人力數 未來三年(2015 - 2017 年)帄均人力需求趨勢 

營運管理人員      人      人 較 2014 年既有人力□增加 □減少 □維持現狀 

行政支援人員      人      人 較 2014 年既有人力□增加 □減少 □維持現狀 

其他________      人      人 較 2014 年既有人力□增加 □減少 □維持現狀 

第四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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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表演節目素質差異大； □缺乏適當表演場地；  

□國內民眾消費意願低； □國內市場規模小； □國內表演藝術團體合作意願低； 

□缺乏演出機會；  □智慧財產權不易保護； □國內表演藝術團體經紀競爭增加； 

□經紀費用上漲； □經紀、策展專業人才數量或能力不足；□資金取得不易； 

□缺乏經紀行銷人才； □行銷通路拓展及經營能力不足； □國際交流及連結不足； 

□國外市場拓展及經營能力不足； □其他(請說明)              

二、對臺灣整體表演藝術市場未來 3 年發展預測 

    □成長      □持帄      □下降  

三、 請問對於表演藝術行銷經紀和產業環境的政策建議為何？ 

【您的建議】：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撥冗填答，再次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