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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文以條件評估法，針對傳藝中心具有參訪意願的民眾（無論是否到過傳統藝術中

心），分別進行網路問卷調查及人員面訪調查，以獲得統計資料去估算受訪者對本研究

標的之文化公共財使用及非使用價值之評價。 

第一節 研究方法 

     自從 CVM廣泛被環境經濟學及其他各領域應用以來，CVM其效度一直引起熱烈

爭議，此爭議經過美國國家氣候及大氣管理機構（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聚集 Kenneth Arrow 與 Robert Solow 等學者研議並出版一套

CVM的調查準則後1，認為縱使條件評估法會產生一些偏誤，但在適當問卷設計下，非

市場財貨之價值是可以被評估出來的，並可將各種偏誤降至最低（Arrow,1993），本研究

即依據 NOAA 所訂定之 CVM調查準則，逐一架構出本案研究方法並依序說明如下： 

壹、 研究背景概述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為文建會所屬之附屬機構，其成立宗旨在於保存、傳習及推廣逐

漸式微凋零之傳統戲曲、音樂、舞蹈、雜技等藝術，其園區不涉公權力部分委託民間機

構營運，門票營收則由民間機構收取以支應園區部分設施營運。在公部門部份，除維持

負責傳統藝術之指定、登錄、保存、傳習、研究等業務外，園區內戲劇館、曲藝館、展

示館、圖書館、工藝傳習所等營運經費，目前仍來自政府部門以全民稅收支應公務預算。 

                                                 
1參考孫思寬（2003）之研究，茲將 NOAA所列出的使用 CVM的調查準則，以下列六部份說明： 

A. 假設情境描述：必須讓受訪者清楚知道要評價財貨的內容 

B. 誘導支付意願的方式：NOAA小組認為二元選擇問卷較開放式問卷可獲得較佳之效果 

C. 問卷調查對象：一般以空間做為界定調查之對象範圍 

D. WTP與WTA：NOAA小組認為WTP較WTA產生較佳之問卷效果。 

E. 試訪：試訪的目的除在於修正正式問卷，另亦可提供而原選擇法受訪金額之訂定，以避免起始值之偏誤 

F. 問卷調查方式：，NOAA認為在眾多調查方式中，包括郵寄、電話、人員訪問等，人員訪問是最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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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建立假設性市場或情境 

情境假設在政府財政困窘之下，將對各部會資源重新調整配置，並將限縮對文化機

構之經費，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之營運經費，將全數由使用民眾付費購買門票支應，藉由

情境假設，調查民眾對於文化機構願意支付之使用價值與非使用價值。國立傳統藝術中

心除提供傳統藝術生態休憩功能外，亦肩負文化資產之保存傳習與推廣使命，因之，調

查民眾對政府文化機構公共財之付費意願與願付價格，將可提供決策單位進行經費資源

配置或經費挹注時之參考。 

由於文化機構所提供之服務並不具一般市場價格，因此採用非市場財貨評量方式之

條件評估法來進行。非市場財貨之評價，除包含直接親臨傳統藝術園區之使用價值外，

另包括文化設施存在所產生之非使用價值，這些非使用價值包含：支應傳統藝術傳習保

存推廣以留供後代子孫鑑賞之遺贈價值、支應傳統藝術存在以獲得民族情感認同之存在

價值、支應傳統藝術存在以留供選擇日後接親近賞玩傳統藝術之選擇價值、支應傳統藝

術存在以嘉惠其他未參訪國內、外民眾之利他價值等。 

参、抽樣設計 

一、 抽樣方式：本研究採行方式為隨機抽樣，並以網路問卷以及人員面訪方式進行，對

具有參訪意願的民眾進行訪查。網路調查時為 96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網路樣

本是透過問卷網站進行，網站設計乃針對相關學術議題之研究者提供樣本資料蒐集

平台，填問卷者涵蓋層面相當廣泛，故其抽樣獲得之樣本符合隨機抽樣精神。惟使

用網路者多半為年紀較輕、知識程度較高、所得水準較高之族群，故此部分亦是網

路蒐集樣本之缺陷。另現場訪問時間為則本研究個案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文化公共財

之園區營運時間，為顧及樣本數取得及其代表性，本研究隨機選擇假日與非假日進

行調查，並分別在園區中央入口及南區入口針對入園遊客隨機採樣對有受訪意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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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進行調查。 

二、 樣本數：在樣本數規劃方面，係以樣本比例值估計母體比例值的抽樣誤差不超過可

容忍誤差界限 E之信賴度至少為 1-α時，依據以下公式計算而得。若欲達 95％信

心水準，正負誤差 5％以內之目標，依樣本數計算公式可得樣本數至少須 384份以

上，方可符合抽樣要求，據此，共抽取 430份樣本，扣除無效樣本 40份，整體樣

本數為 390份。  

                                                               （4.1） 

4.1式中 2αZ 為在(1-α)信賴度下之標準常態 Z值； p̂為樣本比例值，亦即可能出現

的機率，未知時可設定為 0.5；E為可容忍誤差。 

肆、問卷試測 

由於本研究將採單界與雙界二元選擇詢價方式進行願付價格之調查，對於各個出價

（ 1A , 2A …. kA ）而言，均可被稱為一個 bid-vector，實證研究上必須要考量的問題是

多少個BID應該被採用、以及如何決定最高與最低的BID、與BID的間距應為多少等

等，於是正式問卷進行前，必須先行進行試測作業來引導。 

由於問卷設計的良窳對於研究的影響重大，本研究在進行正式問卷前，先進行60

份問卷試訪，試訪期間訂於96年4月1日至10日，透過網路發送問卷，並以封閉式選擇調

查受訪者之願付價格最可能的範圍，在刪除前後各約6％個體樣本金額（刪除極端值）

後，以作為正式問卷單界與雙界二元選擇出價級距之參考。試測問卷之進行，將可了解

問卷設計的缺失，進而改善、調整，使之後的正式問卷訪查工作進行更為順利。相關試

測結果資料詳如付件一。 

伍、問項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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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目的在評估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之願付價格，採用之分析方式為條件評估

法，問卷一開始先針對傳統藝術中心之設立宗旨及背景進行描述，並說明文化資產保存

之範圍與定義，接著針對本研究進行「假設情境」說明描述，之後進行調查，問卷內容

主要包含三部份： 

1、 使用價值與非使用價值：包括在政府限縮文化機構預算及效用水準維持不變下，

是否願意付費購買門票支持文化公共財營運？其金額為何？ 

2、 對文化資產保存認知變數：包括對文化資產保存知識之認知度；對文化資產保存

重要性之認同度；政府執行文化資產保存成效認同度；文化資產遺贈價值認同

度；文化資產保存之由納稅支應認同度；國立文化機構營運由納稅支應之認同

度；成立文化公法人募款認同度；文化預算擴編認同度與詢價金額等。 

3、 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居住地區；教育；職業；收入；學歷；造訪經驗等。

本研究問卷內容架構詳如下圖 

 

 

 

 

 

 

 

 

對文化資產保存相關變數對文化資產保存相關變數對文化資產保存相關變數對文化資產保存相關變數
�對文化資產保存知識之認知度
�對文化資產保存重要性之認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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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問卷內容架構圖 

陸、選擇支付工具 

由於條件評估法是建立在一個假設性的市場上，因此，支付工具是否符合受訪者

真實支付意願情境則相當重要。本研究在調查文化公共財願付價格時，以付費「門票」

費用做為支付工具。 

柒、選擇詢價方式 

條件評估法中之誘導願付價格之詢價方式很多，本研究擬採用單界與雙界二元選擇

方法進行詢價，以得到受訪者中最適之願付價格。亦即先請受訪者選擇一個可能的支付

的價格範圍，再進一步詢問受訪者在特定的出價下的支付意願，並連續針對每位受訪者

進行二次詢價，此即得到單界與雙界二元選擇問答下的資料，對受訪者的出價範圍是由

前測問卷所訂定而來。今將雙界二元選擇流程說明如下： 

 

 

 

 

 

 

 

 

圖4-2：單界與雙界二元選擇願付價格詢價流程圖 

 

在文化公共財願付價格的部分，初次第一次詢價金額為50元、75元、100元、150

元、200元、250元；第二次詢價金額為依照第一次詢價意願調高或調低金額，亦即兩次

第二次詢價金額
upA第二次詢價金額願意 不願意

downA

startA第一次詢價金額
願意 願意不願意 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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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金額依序為50(40、100)、75(60、150)，100(80、200)，150(120、300)，200(160、

400)，250(200、500) 其中，括號前數字為第一次詢價金額，而括號內數字分別代表第

二次詢價過程中較低及較高之金額。詳見下列表1 

表4-1：文化公共財願付價格之起始詢價金額及第二次詢價金額 

第一次詢價（單位：元） 第二次詢價（單位：元） 

初始金額 STARTA  (問卷類別) 較低金額 downA  較高金額 upA  

50（A） 40 100 

75（B） 60 150 

100（C） 80 200 

150（D） 120 300 

200（E） 160 400 

250（F） 200 5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資料整理 

 

起始金額之決定，乃由受訪者封閉式問卷選項來決定，如受訪者選擇願付價格範圍

為大於等於零元時，則第一階段詢問受訪者之金額為50元，受訪者如接受第一次出價，

第二階段詢問受訪者支出價金額提高兩倍為100元；若受訪者不願接受第一次出價，第

二階段詢問受訪者支出價金額減少0.2倍為40元。 

 

 

 

 

 

 

 

                     

 

圖4-3：文化公共財願付價格詢價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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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變數解釋與實證模型建立 

本研究將使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 及套裝統計軟體LIMDEP，將收集到的原

始資料進行處理、分析。為了瞭解參訪民眾對於文化機構或設施之付費意願，並進一步

探討不同社經屬性、不同文化資產保存認知程度、不同文化藝術參與程度之受訪者在支

付意願和願付價格上的差異，除將對收集到的資料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外，亦將針對不

同社經背景或不同認知之受訪者進行支付意願的交叉分析。最後，將利用問卷調查所獲

得之統計資料，進行民眾對文化公共財願付價格的實證分析，並且探討影響願付價格高

低的決定因素。 

在單界及雙界二元選擇問答下，本研究將受訪者的效用函數設為所得的線型效用函

數，將以並Logit即Probit模式進行分析，來估計效用函數中的未知參數以求算願付價格。 

一、被解釋變數 

在單界及雙界二元詢價中，將以對於出價 STARTA ( upA , downA )之付費意願作為被解

釋變數，以1表示願意，反之以0表示不願意。 

二、解釋變數 

在解釋變數部分，除了選擇受訪者對文化資產保存工作知道與否(KNOW)、文化資

產保存重要與否（IMPO）、文化資產遺贈價值認同與否（BEQU）、文化公法人募款認同

與否（DONA）、文化預算擴編認同與否（BUDG）的虛擬變數與第一階段的起始詢價金

額(BID1)外，亦採用受訪者特徵變數，如性別(SEX)、年齡(AGE)、教育程度(EDU)、年

所得水準(Y)、文化產業直接消費頻率（FRE1）、文化產業間接消費頻率（FRE2）、是否

扶養下一代（CHIL）、是否去過傳藝中心（HAVE）等。解釋變數之定義與說明詳見下

表4-2。 

在單界與雙界二元選擇問卷獲得到的資料中，支付意願支付意願支付意願支付意願之累積機率密度函數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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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實證模型使用之解釋與被解釋變數定義表 被解釋變數被解釋變數被解釋變數被解釋變數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符號符號符號符號(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變數名稱變數名稱變數名稱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變數定義變數定義變數定義 預期方向預期方向預期方向預期方向 

WTP  受訪者對於文化公共財詢價
STARTA ( upA , downA )願意支付之機率。 

1.機率函數若為標準常態分配，對應模型為Probit，其機率函數形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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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率函數若為標準Logistic分配，對應模型為Logit，其機率函數形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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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願意 ，  0：不願意 單界與雙界二元選擇法 

解釋變數解釋變數解釋變數解釋變數 個人社經變數個人社經變數個人社經變數個人社經變數 變數符號變數符號變數符號變數符號(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變數名稱變數名稱變數名稱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變數定義變數定義變數定義 預期方向預期方向預期方向預期方向 

BID(元) 起始金額 CVM 問卷中的起始詢價金額 

－ 

(SEX) 性別 虛擬變數。女性為1，男性為0 

? 

(AGE)（歲） 年齡 30 歲(含)以下為1，31-40 歲為2，41-50歲為3，51-60 歲為4，61 歲以上為5 

? 

 (EDU)  教育程度 虛擬變數。有學士以上學位（受教育12年以上；高等教育以上）為1，無學士以上學位（受教育12年以下；高等教育以下）為0 

＋ 

(Y)  所得水準 月所得 ＋ （CHIL） 是否有扶養下一代 虛擬變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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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扶養為1，無扶養為0 （HAVE） 過去是否到過傳藝中心 虛擬變數。 有到過為1，無到過為0 

＋ 文化資產保存認知變數文化資產保存認知變數文化資產保存認知變數文化資產保存認知變數    變數符號變數符號變數符號變數符號(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變數名稱變數名稱變數名稱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變數定義變數定義變數定義 預期方向預期方向預期方向預期方向 （KNOW） 文化資產保存知識認知度 

 

虛擬變數 非常暸解與瞭解為1；其他為0 

＋ （IMPO） 文化資產保存重要性認同度 虛擬變數 非常重要與重要為1，其他為0 

＋ （BEQU） 文化資產遺贈價值認同度 虛擬變數。 非常認同與認同為1；其他為0 ＋ （DONA） 文化機構公法人應主動向民間企業或私人募款籌措財源 

虛擬變數。 非常同意與同意為1；其他為0 ＋ （BUDG） 應擴編文化建設預算經費？ 虛擬變數。 非常同意與同意為1；其他為0 ？ 
(FRE1) 過去一年來是否直接消費藝術產業 虛擬變數。 每年直接消費2次以上（含2次）為1，其他為0 ＋ 

(FRE 2) 過去一年來是否間接消費藝術產業 虛擬變數。 每年間接消費2次以上（含2次）為1，其他為0 

＋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