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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E1. 本地藝術界視觀眾拓展為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目標。不同藝術機構和組織均有收集其觀眾

的意見，以了解觀眾喜歡的節目和接收宣傳的方式。然而，這些調查結果大多不足以反

映觀眾的總體行為模式，提供如何吸納非參與群的方法。 

E2. 要擬定和執行有效的觀眾拓展策略，藝術機構和組織需要深入了解藝術參與者及潛在的

藝術參與者。參與藝術活動的方式和原因、閒暇活動和消費情況、吸引其注意力的方法

等的資料分析，對於培育不同類型的藝術參與者，並鼓勵更多人成為藝術觀眾，顯得十

分重要。 

研究目的 

E3. 在民政事務局的支持下，香港藝術發展局委託「精確市場研究中心」（CSG）進行觀賞

藝文節目及消費調查（下稱「本研究」），以協助業界制定策略／措施。本研究資料期望

可： 

 識別、描述、鞏固及擴展藝文參與；及 

 提供藝術指標（arts indicators），以了解香港的藝術發展。 

研究方法 

E4. 本研究涵蓋十種藝術範疇，包括八種核心範疇（舞蹈、戲劇、音樂、戲曲、跨媒體藝術、

視覺藝術、電影及媒體藝術、文學藝術）以及兩種非核心範疇（流行表演和綜藝節目）。 

E5. 研究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 － 桌面研究 

透過桌面研究，回顧全球各主要城市的類似調查方向和分析框架。蒐集的資料有

助設計本研究內容和分析重點。 

 第二部分 － 問卷調查前的聚焦小組 

本研究共進行四組聚焦小組。受訪者由特定藝術範疇參與者和非參與者組成。聚

焦小組旨在了解大眾對參與藝術活動的看法、態度、興趣、動機和障礙，以及他

們對於鼓勵更多人士參與藝術活動的建議。聚焦小組的結果有助設計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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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 進行問卷調查前與藝術活動主辦單位和學術界的深入訪談 

共進行兩個深入訪談。受訪者為經驗豐富的業界人士，其中一位代表藝術活動主

辦單位，另一位代表學術界。深入訪談旨在幫助設計問卷調查，以及蒐集他們對

香港整體藝術發展的意見。 

 第四部分 －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旨在找出藝術參與者和非參與者的數目、人口特徵、行為和態度，以及

參與藝術的阻礙。 

 目標受訪者年齡為 15 至 74 歲的人士，並於過去兩年主要在香港居住，不包

括外籍家庭傭工。樣本隨後推算至香港 15 至 74 歲的 5,878,000 人。1 

 問卷調查於香港 18 區街頭隨機進行。為確保樣本代表香港人口，問卷調查

根據「香港統計年刊（2014 年版）」的香港人口年齡、性別及職位分布而進

行樣本加權（Weighting）。2本研究報告所計算的受訪者百分比已考慮上述加

權。 

 調查於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8 日進行。完成問卷數目共 3,016 份，回

應率為 20.6%。開始訪問時，所有受訪者需回答在過去 12 個月內有否參與

十種藝術範疇的活動。在 3,016 位受訪者中，有 1,634 位曾經參與至少一種，

而 1,382 位則未有參與。按參與的藝術範疇，參與人數的細分列表如下： 

 

                                                 
1 資料源自政府統計處發布的香港統計年刊（2014 年版）：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40.jsp?productCode=B1010003 

2 由政府統計處發布：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40.jsp?productCode=B10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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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3,016 

 每位受訪者只需就曾觀賞的一種藝術範疇（參與者）或就未曾觀賞的一種藝

術範疇（非參與者）身份，按調查程式自動分配回答深入問卷。調查程式是

參考先導調查測試十種藝術範疇的參與率結果而設計。藝術範疇的個別參與

率越低，調查程式會優先分配受訪者回答該藝術範疇的問題。這確保在街頭

訪問中，能為每種藝術範疇取得樣本。此外，安排每位受訪者只回答一種藝

術範疇的問卷亦能避免受訪者因訪問時間長而感到厭倦。 

 各藝術範疇完成訪問的參與者及非參與者數目細分如下： 

 

 

 第五部分 － 問卷調查後的深入聚焦小組 

共進行四組聚焦小組，受訪者由不同年齡組別、性別、教育程度，以及由不同藝

術範疇的參與者組成，旨在蒐集對藝術行業發展和吸引市民參與各藝術範疇的建

議或深入想法。 

E6. 本報告不列出基數少於 10 的次群組分析；基數大於 10 但少於 30 的次群組分析加上星

號標記（*）。內文提及的「藝術參與者」，是指出席藝術活動的人士 (即：現場觀賞藝術

節目、展覽 / 外出參與文學活動的人士)；而其他參與形式 (例如：學習藝術)的情況會

於有關部分個別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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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結果 

E7. 研究的主要結果如下： 

 藝術參與群 

 在所有受訪者中，超過一半（54.6%）在過去 12 個月參與十種藝術範疇中的

至少一種，而文學藝術（佔所有受訪者的 25.1%）和流行表演（佔所有受訪

者的 23.2%）是最多受訪者參與的藝術範疇。 

 在藝術參與者中，約三分之一只參與一種藝術範疇（31%），另外有三分之一

和少於五分之一的參與者分別參與至少三種藝術範疇（32.8%），以及兩種藝

術範疇（16.5%）。這三組人士參與至少一種核心藝術範疇。 

 平均而言，藝術參與者在過去 12 個月參與 3.4 次藝術活動，估算直接消費

約 30 億港元。 

 大部分藝術參與者認為參與藝術活動帶來娛樂／消遣的益處。然而，他們的

參與動機或原因在各個藝術範疇並不相同。 

 藝術非參與群 

略少於一半（45.4%）的受訪者在過去 12 個月沒有參與任何藝術範疇。在非參

與者中，有 28.8%對其中一個核心藝術範疇最感興趣，29.2%對流行表演／綜藝

節目最感興趣，而 42.0%則對任何藝術範疇均不感興趣。非參與者在各藝術範疇

的不參與原因各有不同。 

 潛在藝術觀眾 

兩類人士有潛質成為參與一種或多種核心藝術範疇的參與者。 

 只參與流行表演／綜藝節目的參與者，或對其最感興趣的非參與者：這類人

士數目眾多，有觀看舞台表演的經驗，或對舞台表演有興趣。 

 對其中一種核心藝術範疇最感興趣的非參與者。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沒有參

與任何藝術活動，大部分表示因為不知悉有關活動。當中，較年長的群組對

戲曲最感興趣，而學生則對其他藝術活動感興趣。 

 本報告的第一至第五部分載有詳細結果，及有關鼓勵更多人士接觸藝術的建議。

研究數據綜合了問卷調查和問卷調查後的深入聚焦小組的結果，而建議則是根據

研究結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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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參與群和非參與群的市場結構 

E8. 調查共訪問 3,016 位受訪者在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9 月（12 個月）期間參與十種

藝術範疇的情況。略超過一半（54.6%）的受訪者，或推算共 321 萬名年齡介乎 15 至

74 歲的人士，曾在上述期間參與至少一種藝術範疇的活動。在十種藝術範疇中，文學

藝術3（25.1%的所有受訪者）和流行表演（23.2%的所有受訪者）最為普及，而舞蹈（6.6%

的所有受訪者）和跨媒體藝術（6.0%的所有受訪者）則最少人參與。 

圖示1. 於過去 12 個月以藝術範疇劃分的參與率 

 
基數：所有受訪者﹝樣本數=3,016﹞ 

 

 

 

E9. 以接觸藝術範疇的數量和類型劃分，藝術參與者可分為四類人士。32.8%和 16.5%分別

是多種藝術範疇的參與者（即三種或以上藝術範疇）和兩種藝術範疇的參與者；31.0%

是單一藝術範疇的參與者。這三類參與者均曾至少參與一種核心藝術範疇。19.6%的藝

術參與者只參與流行表演或綜藝節目。 

另一方面，非參與者可劃分為三類人士。28.8%和 29.2%分別對一種核心藝術範疇和流

行表演／綜藝節目最感興趣，而 42.0%則對任何一種藝術範疇均不感興趣。 

                                                 
3 參與文學藝術指在戶外（例如圖書館、書店）閱讀文學、戲劇文本、小說／傳記、散文／報告文學或詩歌／

韻文的創意寫作，或出席文學研討會／講座、讀書會、詩會／朗讀會或工作坊，或參與徵文比賽／創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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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2. 以藝術範疇的參與數量和類型劃分的百分比 

 

基數：所有受訪者﹝樣本數=3,016﹞ 

備註：由於四捨五入關係，個別項目的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E10. 開始接觸藝術活動的時期乃影響未來參與行為的重要因素。在多種藝術範疇的參與者中，

12.8%早在小學期間已接觸藝術，而有 3.5%更在小學之前已接觸藝術，比例較參與兩

種藝術範疇或一種藝術範疇的參與者顯著為高。此外，中學是參與藝術活動的關鍵階段，

大多數參與者於中學時期已有接觸藝術活動。換言之，越早有首次參與藝術活動經驗的

參與者（特別是在求學時期），越有機會成為多種藝術範疇的參與者。 

圖示3. 以參與者類型劃分首次接觸藝術活動的時期 

 

基數：所有回答此條問題的核心藝術範疇參與者﹝樣本數=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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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藝術參與者行為 

E11. 平均而言，每位藝術參與者於過去 12 個月接觸其中一種藝術範疇的次數是 3.4 次。文

學藝術參與者錄得較多的次數（12.4 次），其次為電影及媒體藝術參與者（2.3 次）以及

跨媒體藝術參與者（2.3 次），而流行表演參與者的次數則最少（1.6 次）。 

圖示4. 以藝術範疇劃分每位參與者於過去 12 個月的平均接觸次數 

 
基數：所有回答此條問題的任何藝術範疇參與者﹝樣本數=1,296﹞ 

E12. 利用圖示 4 所述的平均參與次數以及圖示 1 所述的推算參與者人口作計算，九種藝術

範疇（不包括文學藝術）於過去 12 個月的總出席人次推算共為 11,000,000 次，而文學

藝術在過去 12 個月的推算總參與次數為 18,300,000 次。 

E13. 就核心藝術範疇（撇除文學藝術）而言，視覺藝術錄得最高的入場人次（1,340,000 人

次），其次為電影及媒體藝術（1,310,000 人次）及戲曲（1,260,000 人次）。 

圖示5. 過去 12 個月所有藝術範疇（撇除文學藝術）的推算入場人次 

 
基數：所有回答此條問題的任何藝術範疇參與者﹝樣本數=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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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4. 過去 12 個月的總直接消費金額推算約為 30 億港元。大部分的推算直接消費金額來自

購買門票（約 20 億港元），而餘下的金額則來自於購買文學書籍的消費（約 10 億港元）。 

E15. 撇除經濟效益，藝術活動為參與者帶來無形的益處。受訪者曾提及一連串的益處，其中

娛樂／消遣是最為普遍及共通，尤其是流行表演（90.0%）。不同的藝術範疇亦帶來其他

具體的益處： 

 文學藝術 － 帶來知性的益處，特別是有助於自學／自我增值（57.8%），以及內

在的自身益處，特別是陶冶性情（35.1%）和增進個人修養／內涵（34.9%）； 

 音樂 － 陶冶性情（41.5%）； 

 電影及媒體藝術 － 促進與朋友的關係（28.2%）、促進與他人的溝通（27.4%）、

得以對某觀點有所反思／吸收到某些訊息（21.2%）和刺激思維（16.7%）； 

 戲曲 － 欣賞傳統文化（37.6%）、促進與家人的關係（24.8%）；及 

 視覺藝術和跨媒體藝術  －  自學及自我增值／增廣見聞（分別為 44.1%和

38.4%）。 

E16. 政府和／或藝術活動主辦單位在設計藝術節目／宣傳材料時，可考慮上述參與者的觀點，

突顯相關的益處，以吸引有潛質成為藝術參與者的人士，因為現時的非參與者或許不知

道參與藝術的益處。而提高他們對該些益處的認知，或會增加他們對各藝術範疇的興趣。 

E17. 問卷調查前的聚焦小組結果顯示，參與者的個性（是主動或被動參與藝術活動）會牽引

出不同的動機和原因去接觸藝術。藝術參與者可分為三類： 

 主動社交型參與者（由文學藝術的 34.2%至流行表演的 64.5%） － 指參與者

會自發接觸藝術活動，並且會邀請朋友參與，或參與時需有人作伴； 

 主動獨立型參與者（由戲曲的 13.0%至文學藝術的 46.0%） － 指參與者會自

發接觸藝術活動而不需有人作伴，亦不會積極邀請朋友參與；及 

 被動型參與者（由音樂的 15.5%至綜藝節目的 37.0%） － 指參與者只在別人

邀請的情況下才會參與藝術活動。 

一般而言，在大部分的藝術範疇中，主動社交型參與者比其他兩類的參與者為多。文學

藝術則屬例外，其主動獨立型參與者的比例為最高（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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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6. 以個性劃分的藝術參與者分類 

 
基數：所有回答相關個性問題的藝術參與者﹝樣本數=1,205﹞ 

 

E18. 主動的藝術參與者和被動的藝術參與者提及不同的動機或原因。某些藝術範疇有著相似

的參與原因： 

主動接觸的動機 

 視覺藝術、跨媒體藝術和音樂 － 基於個人興趣／嗜好（分別有 87%、80%、

79%的參與者）； 

 流行表演和視覺藝術 － 被著名的藝術家／節目／展覽吸引（分別有 50%和

47%的參與者）； 

 音樂、舞蹈和跨媒體藝術 － 被節目的音樂元素吸引（分別有 37%、29%、

26%的參與者）；及 

 戲劇 － 朋友／家人推薦（29%的參與者）、支持有份演出的朋友／家人（14%

的參與者）。 

被動參與的原因 

 流行表演及電影及媒體藝術 － 作為約會／社交活動（均有 66%的參與者）； 

 戲曲和綜藝節目 － 作為家庭活動（分別有 33%和 31%的參與者）； 

 綜藝節目和音樂 － 支持有份演出的朋友／家人（分別有 25%和 23%的參與

者）；和 

 視覺藝術 － 學習新事物（有 32%的參與者）：自我學習或學校活動。 



11 
 

III. 非參與群概述 

E19. 藝術非參與者可以分為三類： 

 感興趣並知悉活動詳情的非參與者（由舞蹈的 0%至流行表演的 11.3%） － 指

非參與者對該類藝術範疇感興趣，並知悉該藝術範疇的活動，但因各種原因而沒

有參與，例如日程繁忙； 

 感興趣但不知悉活動詳情的非參與者（由戲曲的 16.4%至流行表演的 34.1%） 

－ 指非參與者對該類藝術範疇感興趣，但不知悉該類活動因而沒有參與；及 

 不感興趣的非參與者（由流行表演的 54.6%至戲曲的 80.9%） － 指非參與者

因對該類藝術範疇不感興趣而沒有接觸。 

圖示7. 以個性劃分的藝術非參與者分類 

 
基數：所有回答相關個性問題的藝術非參與者﹝樣本數=1,540﹞ 

 

E20. 以下是藝術非參與者不接觸藝術的主要考慮因素： 

 跨媒體藝術 － 缺乏欣賞的相關知識（有 53.6%的非參與者）； 

 流行表演、電影及媒體藝術、跨媒體藝術、視覺藝術和舞蹈 － 該些藝術範疇

是年輕人的玩意（分別有 65.8%、59.0%、53.6%、51.8%和 51.2%的非參與者）； 

 文學藝術 － 感覺嚴肅（有 46.7%的非參與者）、太抽象／難以理解（有 41.6%

的非參與者）； 

 戲曲 － 該藝術範疇是老年人的玩意（有 66.0%的非參與者）、難以投入（有

41.2%的非參與者）、過時及無法反映現代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問卷調查後的深

入聚焦小組結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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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 該藝術範疇嚴肅（有 46.6%的非參與者）、是富裕人家的玩意（有

43.9%的非參與者）。 

E21. 從分析參與藝術的主要障礙而提出以下建議，政府和／或藝術活動主辦單位可加以參考

以鼓勵非參與者參與藝術活動： 

 吸引非參與者成為參與者方面： 

- 因應不知悉活動詳情但感興趣的非參與者，按其對特定藝術範疇表示興趣而

制定拓展此目標群的宣傳，將更有果效；及 

- 探索如何驅使主動社交型參與者鼓勵被動型參與者或非參與者接觸藝術活動； 

 於教育非參與者方面，例如改變非參與者對藝術過於抽象或難以理解的負面觀感

（特別是文學藝術和視覺藝術（分別有 41.6%和 41.3%的非參與者））： 

- 改善藝術活動的設計。例如，主辦單位可於視覺藝術展覽中安排免費的導賞

團，介紹該範疇和作品；及 

- 增加媒體對藝術範疇和節目的報導，推薦和正面評論藝術活動，並強調與負

面觀感相反的元素。 

 

IV. 只參與流行表演／綜藝節目的觀眾群 

E22. 如圖示 2 所示，有 19.6%的參與者，或推算為 630,000 人，只觀賞流行表演或綜藝節

目，而沒有接觸任何核心藝術範疇。以下是他們的特點： 

 略超過半數（52.2%）表示有興趣參與至少一種核心藝術範疇（例如電影及媒體

藝術（16.8%）、視覺藝術（8.9%）、音樂（8.4%）和戲劇（7.1%））； 

 比較所有受訪者，這群觀眾較多屬單身在職人士（39.0%）和已婚並沒有子女人

士（8.7%）； 

 比較多種藝術範疇的參與者及兩種藝術範疇的參與者，這群觀眾的教育程度較低，

只有約四分之一（25.6%）有專上（學位）教育程度，而多種藝術範疇的參與者

及兩種藝術範疇的參與者則分別為 34.6%和 31.9%；及 

 略超過半數（53.7%）認為，如果他們懂得欣賞藝術，會考慮觀賞藝文節目；亦

有 48.7%人士認為如果有朋友出席藝術活動便會考慮參與。 

E23. 另一方面，29.2%的藝術非參與者，或推算為 779,000 人，表示最感興趣的藝術範疇是

流行表演／綜藝節目。 

E24. 換言之，推算有 1,400,000 人只觀看流行表演／綜藝節目，或對流行表演／綜藝節目最

感興趣。這群觀眾人數眾多，亦有觀看舞台表演的經驗／興趣，故此有潛質成為核心藝

術範疇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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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5. 從分析這觀眾群，包括其參與動機、態度和生活方式而提出以下建議，政府和／或藝術

活動主辦單位可加以考慮，拓展這群觀眾成為核心藝術範疇的觀眾： 

 於推動參與方面： 

- 鼓勵更多人邀請朋友觀賞（在問卷調查中，這群觀眾有 48.7%的人表示會

因朋友陪同而參與藝術活動）； 

- 派發免費門票，鼓勵嘗試接觸藝術活動（在問卷調查中，這群觀眾有 57.1%

的人表示免費門票是他們可能參與的原因）； 

- 推廣有口碑／具知名度的節目（在問卷調查中，這群觀眾有 46.9%的人表

示這是他們可能參與的原因）； 

 於推廣藝術節目方面： 

- 使用單身在職人士喜歡或經常瀏覽藝術節目資訊的媒介，主要是網上平台，

尤其是社交媒體； 

- 於設計宣傳材料方面，加入有關藝術節目的簡介以引發大眾的興趣，並確保

簡介內容易於理解和可以吸引對藝術節目沒有認識／經驗的人士； 

 於設計藝術節目方面： 

- 特別針對第一次接觸藝術的觀眾之需要（例如更簡單的訊息、更短的表演時

間）而設計藝術節目，令他們對參與藝術有良好的首次印象； 

- 有見於有口碑／知名度的藝術節目會吸引這群觀眾（在問卷調查中，有

46.9%提及），提供高質素的或由具規模、有口碑和水平的藝術機構製作的

節目，鼓勵觀眾再次入場； 

- 以電視或電影明星參與藝術演出來號召吸引觀眾，是考慮到流行表演和綜

藝節目的共同元素是名人和娛樂性（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這群觀眾最感興

趣的核心藝術範疇為電影及媒體藝術（16.8%），或許因為最具娛樂的元素）； 

- 配合在職人士的生活形態，延後節目開場時間（例如於平日晚上 8：30／9：

00 開始）； 

 於公眾藝術教育方面（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這群觀眾有 53.7%的人表示，如果

懂得欣賞藝術他們較會觀賞藝文節目）： 

- 為藝術節目提供延伸活動，例如工作坊、導賞講座或展覽，以引發參與者的

興趣，及幫助他們了解／欣賞該些藝術範疇和節目； 

- 通過媒體報導，為藝術範疇和節目提供更多背景資料、分析和評論，協助參

與者欣賞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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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以人生階段劃分受訪者 

E26. 受訪者可按人生階段劃分成五個類別（即學生、單身在職人士、已婚並沒有子女人士、

已婚並育有子女人士、退休人士），以更深入分析。受訪者的年齡、教育程度和婚姻狀

況會影響其價值觀和對藝術的看法，令他們有不同的參與行為。 

藝術參與者中有較多學生（藝術參與者：16.8%；藝術非參與者：3.7%）和單身在職人

士的比例（藝術參與者：32.8%；藝術非參與者：22.0%）。另一方面，在非參與者中，

屬已婚並育有 15 歲或以上子女的人士（藝術參與者：23.3%；藝術非參與者：38.2%）

和退休人士（藝術參與者：6.6%；藝術非參與者：11.2%）的比例較高。 

圖示8. 藝術參與者和非參與者的人生階段 

 

基數：於相應人口特徵問題作有效回答的所有受訪者 

*退休人士：於問卷調查表明自己已經退休的受訪者。 

E27. 以藝術範疇劃分，在過去 12 個月的推算出席人次中，各人生階段類別的比例均有所不

同。 

 學生於舞蹈（39.9%）、戲劇（38.7%）和視覺藝術（32.3%）的出席人次比例最

高； 

 單身在職人士於電影及媒體藝術（61.4%）、流行表演（47.6%）和跨媒體藝術

（42.9%）的出席人次比例最高；及 

 已婚並育有子女人士於戲曲（55.3%）、綜藝節目（40.2%）和音樂（32.5%）的

出席人次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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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9. 以藝術範疇及人生階段劃分過去 12 個月的出席人次比例 

 

基數：撇除於相應問題回答「不知道」的所有參與者﹝樣本數=1,095﹞ 

 

 

E28. 以藝術範疇劃分，參與者於各人生階段的消費金額分布如下： 

 有關流行表演和綜藝節目的消費金額主要來自單身在職人士（分別為 53.3%和

26.2%）和已婚並育有子女人士（分別為 30.3%和 39.7%）； 

 於大部分核心藝術範疇，單身在職人士佔有關消費金額的比例亦是最高（36.0%

至 60.1%），戲曲則為例外（4.1%），其有關消費金額大部分來自已婚並育有子女

人士（68.4%）和退休人士（19.2%）；及 

 與其他藝術範疇相比，學生在舞蹈（23.6%）、視覺藝術（21.3%）、音樂（19.2%）

和戲劇（18.6%）的消費金額比例較高。 

過去 12 個月學生在舞蹈、戲劇和視覺藝術的出席人次佔有很高的比例。然而，他們的

門票總消費金額所佔的比例較小，原因是學生的票價較低，而學校安排的節目亦多屬免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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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10. 以藝術範疇及人生階段劃分的全年門票消費金額比例 

 
基數：撇除於相應問題回答「不知道」的所有參與者﹝樣本數=1,075﹞ 

學生 

E29. 比較一種藝術範疇的參與者（10.5%）和兩種藝術範疇的參與者（16.3%），學生佔多種

藝術範疇的參與者比例較高（30.3%）。這或因為所有高中生在新教育課程下獲得更多

藝術學習的機會。 

E30. 主動參與藝術的學生，是因為他們的愛好或他們熱衷於該藝術範疇，特別是於音樂

（30.5%）和文學藝術（34.2%）。被動參與藝術的學生，是因為遵從學校的安排，特別

是電影及媒體藝術（27.8%）及綜藝節目（28.2%）。 

E31. 學生參與者傾向認為學校教育對其參與藝術有很大的影響（分別有 75.8%的舞蹈參與者

和 67.8%的跨媒體藝術參與者同意）。 

E32. 不參與藝術活動的學生當中，37.2%對其中一種核心藝術範疇感興趣，而他們表示對戲

劇和舞蹈最感興趣（分別為 8.2%）。他們不參與藝術活動，主要因為忙於功課（67.3%）

和對藝術沒有興趣（53.1%）。 

E33. 以下的建議是根據對學生參與者和非參與者的詳細分析，包括其參與動機、態度和生活

方式，政府和／或藝術活動主辦單位可加以考慮，以培育學生可持續成為核心藝術範疇

的觀眾： 

 於推廣藝術節目方面： 

- 使用學生喜歡或經常瀏覽藝術節目資料的媒介，即網上平台（例如社交媒體）； 

- 因應青少年經常尋找有關娛樂和電影的資訊（分別有 51.0%和 42.9%的學生

非參與者於問卷調查中提及），以名人代言，增加各媒體的娛樂及／或電影版

報導藝術節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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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以下方式，為青少年提供早期藝術經驗，即推廣／加強學校的藝術教育： 

- 支持學校的定期或專題藝術活動（例如戲劇周／日、粵劇周／日），以提高學

生對藝術的認識和興趣； 

- 有見於學生主要因為功課／考試繁重而不參與藝術活動（有 67.3%的學生非

參與者於問卷調查中提及），鼓勵學校推行藝術歷史或藝術欣賞的教學，令青

少年接觸藝術和對藝術有基本知識； 

- 因應教師介紹藝術活動和指導學生去欣賞的方式對學生的藝術參與影響深遠，

為藝術科教師提供培訓，以提高藝術教育的質素。例如，為藝術科教師安排

培訓課程，學習如何將其藝術知識傳授予學生，及如何通過參與活動喚起學

生對藝術範疇的興趣。政府透過資助計劃和津貼，或能鼓勵教師參加上述培

訓課程；及 

- 支持由著名藝術家導賞各藝術範疇／活動，並進行示範表演，為青少年對藝

術留下深刻的首次經驗。良好的第一印象能令學生再次參與藝術活動。 

單身在職人士和已婚並沒有子女人士 

E34. 如第 E22 段所述，與所有藝術參與者的組成相比，流行表演／綜藝節目觀眾群佔有較

多單身在職人士和已婚並沒有子女人士。故此，有關這群組的研究結果和觀眾拓展建議，

可參考本報告的第四部分：「只參與流行表演／綜藝節目的觀眾層」。 

已婚並育有子女人士 

E35. 有見於 16 至 19 歲的子女仍然是中學學生，且有很多由家長支付進行藝術學習，研究

特別就育有 19 歲或以下子女的已婚人士，問及以下有關藝術學習的問題。在所有 3,016

位受訪者當中，有 682 人是育有 20 歲以下子女的家長，而稍多於四分之一（26.2%）

曾安排子女學習至少一種藝術範疇，尤以音樂（62.9%）和舞蹈（33.6%）居多。平均

而言，每位家長每年為其子女的藝術學習花費 HK$1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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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11. 子女學習藝術的情況 

 

E36. 家長安排其子女參與藝術活動的主要誘因是藝術活動的元素（例如符合子女的興趣），

特別是戲劇（48.5%）和跨媒體藝術（39.4%）；以及子女的培育，特別是文學藝術（31.1%）。

而被動參與的主要原因則是將活動視為家庭活動，特別是綜藝節目（34.7%）及電影及

媒體藝術（50.0%）。 

這觀眾層較可能認為參與藝術活動的益處在於娛樂／消遣，特別是於流行表演（93.7%）

和戲曲（73.0%），以及能加強與家人的關係（音樂，36.2%；文學藝術，27.1%；舞蹈，

23.7%）。 

屬已婚並育有子女人士的參與者傾向認為他們育有子女後接觸更多的藝術活動。他們亦

認為自己願意花錢參與藝術活動（67%的戲劇參與者同意）。 

E37. 屬已婚並育有子女人士的非參與者，其感興趣的藝術範疇亦按子女的不同歲數而有不同。

育有 15 歲或以上子女的非參與者對戲曲（17.6%）較感興趣，而育有 0 至 4 歲子女的

非參與者則對舞蹈（8.2%）較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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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12. 屬已婚並育有子女人士的非參與者最感興趣的藝術範疇 

 

基數：屬已婚並育有子女人士的非參與者（樣本數=750） 

 

E38. 以下的建議是根據於問卷調查以及問卷調查後的深入聚焦小組的詳細分析，政府和／或

藝術活動主辦單位可加以考慮，吸引屬已婚並育有子女人士的非參與者參與藝術活動： 

 於推廣藝術節目方面： 

- 使用已婚並育有子女人士喜歡或經常瀏覽的媒介，包括網上平台（如社交媒體）、

公共交通工具和有關飲食和娛樂的網站／雜誌，發布有關藝術節目的資料；及 

 於設計藝術節目方面： 

- 有見於已婚並育有子女人士會因培育子女和維繫家庭關係而參與藝術，舉辦相

關藝術範疇的工作坊（例如音樂會和戲劇表演），為兒童提供更多有關該範疇

和節目的資訊和知識。 

年長觀眾層（已婚並育有 15歲或以上子女人士和退休人士） 

E39. 年長觀眾層主要由戲曲參與者和對戲曲最感興趣的非參與者組成。 

如圖示 2 所示，推算有 996,000 人僅參與一種核心藝術範疇。他們較經常參與的是文

學藝術（39.0%，推算為 388,000 人）和戲曲（31.0%，推算為 309,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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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13. 參與一種藝術範疇的百分比 

 

基數：所有一種藝術範疇的參與者﹝樣本數=517﹞ 

 

與此同時，非參與者最感興趣的核心藝術範疇是戲曲（推算為 325,000 人）。 

圖示14. 非參與者最感興趣的藝術範疇 

 

基數：藝術非參與者﹝樣本數=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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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0. 以下是年長觀眾層的特點： 

 已婚並育有 15 歲或以上子女的人士和退休人士分別佔戲曲參與者的 48.9%和

19.2%。而藝術非參與者中對戲曲最感興趣的，兩組人士分別佔 55%和 36%。 

 年長觀眾層有較多屬一種藝術範疇的參與者。他們傾向認為其他藝術活動感覺嚴

肅（45.6%）和屬於年輕人（45.0%）的活動。 

 屬年長觀眾層的非參與者當中，育有 15 歲或以上子女的人士對藝術最不感興趣

（80.3%提及「不感興趣」為沒有參與藝術的原因）；15.7%認為他們沒有足夠知

識以欣賞藝術（較其他觀眾層為高）。部分退休人士則提及沒有他人陪伴是阻礙

他們參與藝術活動的原因（19.3%）；亦有部分退休人士認為藝術活動是年輕人

的玩意（特別是舞蹈（79.3%）及電影及媒體藝術（75.4%）），並且太抽象和難

以理解（同樣尤以舞蹈（65.5%）和電影及媒體藝術（53.9%）為甚）。 

E41. 以下的建議是根據對年長觀眾層的詳細分析，包括其參與動機、態度和生活方式，政府

和／或藝術活動主辦單位可加以考慮，提高這觀眾層的藝術參與度： 

 於推動參與藝術活動方面： 

- 為年長觀眾層提供免費門票（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有 43.3%的退休人士非

參與者提及為可能參與的原因），令他們嘗試新的藝術範疇。然而，這些節目

必需具高質素，以改變其對藝術的負面看法； 

- 在靠近住宅區（特別是較多老人聚居的地區）的場地舉辦藝術活動（根據問

卷調查的結果，有 30%的退休人士非參與者提及為可能參與的原因），以方

便行動不便的年長觀眾層； 

 尤其是，沙田、九龍城以及元朗分別有 21%、19.7%以及 18%的非參與

者表示他們對戲曲最感興趣，比例較其他地區為高。故此，在接觸潛在的

年長觀眾層時，可優先考慮這些地區； 

- 因應這群觀眾會應朋友邀請參與藝術活動，鼓勵現有觀眾／觀眾層邀請朋友

出席； 

 於推廣藝術節目方面： 

- 使用年長觀眾層經常瀏覽或喜歡接收資料的媒介，即電視／電台、戶外廣告

和室內廣告（藝術場地、票務處、公共圖書館、社區中心）； 

- 於年長觀眾層經常參與的活動場刊中附上傳單，相互推廣藝術節目； 

 尤其是，屯門和西貢的觀眾只參與戲曲的比例最高（均為 15%）。在相互

推廣藝術節目時，可優先考慮這些地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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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教育年長觀眾層有關藝術方面的知識： 

- 贊助電視或電台介紹各藝術範疇的節目；及 

- 推廣在公眾表演場地應有的觀眾／參觀者禮儀。 

研究限制 

E42. 讀者應注意以下有關研究的限制： 

有關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以街訪方式進行，以達到研究所訂定的目的和時間表。研究按慣常做法，

根據年齡和性別以及居住地區為樣本進行配額，確保樣本反映香港總體人口的分

布。 

 然而，與香港人口分布比較，問卷調查樣本有較大比例是文書支援人員和服務工

作及銷售人員。另外，輔助專業人員以及非技術工人組別的比例，又較香港政府

統計處的為低。因此，樣本在數據處理階段已按性別、年齡以及職業分布進行加

權，以減少差異，並提高樣本的代表性。 

有關參與行為 

 為免受訪者回答問卷時感到疲累而於訪問中途退出調查，每位受訪者只需回答有

關一個藝術範疇的行為，包括他／她在過去 12 個月的總參與次數（或參與頻率）

和平均消費金額，而不需要回答每一次參與的資料。因此，研究未能取得全年推

算參與人次當中的免費和付費的參與比例。 

 在不同類別（例如門票、交通、飲食、紀念品）的平均消費金額方面，受訪者自

行回答有關資料，並以範圍形式記錄。此數據收集方式可能減低數據的敏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