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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第二年計畫除了發展大學生進階理財教育課程外，並

利用問卷收集全國九所大學大學生理財素養相關資料，問卷

發出 1000 份，回收有效樣本為 824 份，用以探討影響大學生

理財素養之相關因素。自變數為父母雙親社經地位，包含雙

親學歷與職業狀況，依變數包括雙親理財教育，學生理財意

願與其理財素養。父母理財教育之向度包括「與父母討論理

財議題」、「父母協助理財」二個，理財行為經因素分析

後，得出「興趣程度」、「熟悉商品數」二個向度，理財素

養則由測驗總分呈現。 

    本研究發現：父親或母親最高學歷、學生每星期與父母

討論理財議題、父母教導、協助理財、學生對金融商品興趣

程度、雙親職業等項，單因子變異數考驗的 F值未達到顯著

水準，表示上述因子間的不同，其理財素養間並沒有顯著的

差異存在。而在學生熟悉商品數、學生一個月生活費、公、

私立與科技大學生等項，整體考驗的 F值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水準。於 SEM 分析結果，家庭社經地位對理財素養有正向影

響，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反映在學生的理財素養上也愈大，

其亦透過父母理財教育產生間接正向影響。家庭社經地位對

於理財意願無直接關係，係數不顯著。父母理財教育則對理

財素養有負向影響，而透過學生之理財意願來影響理財素

養，產生正向間接效果。多群組的結構方程模式顯示均能通

過測量路徑係數恆等、結構路徑係數恆等條件的檢驗，顯示

以校別為變項的三群組的因素負荷並無顯著差異。 

 

中文關鍵詞： 理財素養、理財教育、認知彈性、SEM 分析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search in the second year is planned to 

develop students advanced financial course, and 

utilize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the financial 

literacy relevant data of nine university students, 

total 1000 questionnaire were distributed, effective 

samples received were 824, then we used them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tu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is parents｀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including 

parents｀ academic level and jobs, dependent 

variables are parents｀ financial teaching, the 

financial intension and literacy of students. 

Parents｀ financial teaching include students 

discussing financial matters with parents and parents 

help to manage financial matters, financial intension 



has two factors, which are interesting level about 

financial matters and familiarity about financial 

assets, financial literacy performance is present by 

scores of financial test.  

  This research find: factors such as 

parents｀ academic level, discussing financial 

matters with parents, parents help to manage 

financial matters, interesting level of about 

financial matters, parents｀ jobs, etc., have lower F 

values in single factor ANOVA, which show there are 

in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students on financial 

literacy, though facts as familiarity about financial 

assets, monthly living fee, public, private and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display that there 

are in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EM result, family 

SES of parents provides direct effect on their 

children｀ financial literacy, the higher SES is, 

students｀ financing literacy the better, which also 

through parents｀ financial teaching display an 

indirect positive effect. But this indicator has no 

direct relation on students financial intension, 

coefficient is not significant. For 

parents｀ financial teaching, it shows negative 

influence on financial literacy, but has indirect 

positive effect through financial intension. The 

result of multi-groups analysis shows that 

measurement weights and structural weights remain 

invariant in different tests, which means among 

different college students there are insignificant in 

factor loadings. 

 

英文關鍵詞： financial literacy, financial education, cognitive 

flexibility, SEM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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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第二年計畫除了發展大學生進階理財教育課程外，並利用問卷收集全國

九所大學大學生理財素養相關資料，問卷發出 1000 份，回收有效樣本為 824 份，用

以探討影響大學生理財素養之相關因素。自變數為父母雙親社經地位，包含雙親學

歷與職業狀況，依變數包括雙親理財教育，學生理財意願與其理財素養。父母理財

教育之向度包括「與父母討論理財議題」、「父母協助理財」二個，理財行為經因

素分析後，得出「興趣程度」、「熟悉商品數」二個向度，理財素養則由測驗總分

呈現。 

本研究發現：父親或母親最高學歷、學生每星期與父母討論理財議題、父母教

導、協助理財、學生對金融商品興趣程度、雙親職業等項，單因子變異數考驗的 F

值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上述因子間的不同，其理財素養間並沒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而在學生熟悉商品數、學生一個月生活費、公、私立與科技大學生等項，整體考驗

的 F 值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於 SEM 分析結果，家庭社經地位對理財素養有正向

影響，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反映在學生的理財素養上也愈大，其亦透過父母理財教

育產生間接正向影響。家庭社經地位對於理財意願無直接關係，係數不顯著。父母

理財教育則對理財素養有負向影響，而透過學生之理財意願來影響理財素養，產生

正向間接效果。多群組的結構方程模式顯示均能通過測量路徑係數恆等、結構路徑

係數恆等條件的檢驗，顯示以校別為變項的三群組的因素負荷並無顯著差異。 

 

 

關鍵詞： 理財教育、理財素養、SEM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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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n the second year is planned to develop students advanced financial 

course, and utilize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the financial literacy relevant data of nine 

university students, total 1000 questionnaire were distributed, effective samples received 

were 824, then we used them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tu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is parents'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including parents' academic level and jobs, dependent variables are parents' financial 

teaching, the financial intension and literacy of students. Parents' financial teaching 

include students discussing financial matters with parents and parents help to manage 

financial matters, financial intension has two factors, which are interesting level about 

financial matters and familiarity about financial assets, financial literacy performance is 

present by scores of financial test.  

This research find: factors such as parents' academic level, discussing financial 

matters with parents, parents help to manage financial matters, interesting level of about 

financial matters, parents' jobs, etc., have lower F values in single factor ANOVA, which 

show there are in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students on financial literacy, though facts 

as familiarity about financial assets, monthly living fee, public, private and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display that there are in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EM result, family 

SES of parents provides direct effect on their children' financial literacy, the higher SES 

is, students' financing literacy the better, which also through parents' financial teaching 

display an indirect positive effect. But this indicator has no direct relation on students 

financial intension, coefficient is not significant. For parents' financial teaching, it shows 

negative influence on financial literacy, but has indirect positive effect through financial 

intension. The result of multi-groups analysis shows that measurement weights and 

structural weights remain invariant in different tests, which means among different 

college students there are insignificant in factor loadings. 

 

 
Keyword：financial education, financial literacy,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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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報告內容： 

第一章 前言 

略 

第二章 國內外理財素養相關文獻 

略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 

略 

第二節 理財素養問卷之設計與編製 

一、問卷之設計與編製 

本文以問卷方式及實證工作呈現研究成果，根據理財理論與國外研究成

果，發展適合國內實情的「大學生理財素養問卷」，包括兩大部分： 

1.基本資料。基本資料共 20 題，包括性別、父親或母親最高的學歷、平均一個月

的生活費、每月消費項目排序、熟悉的投資方式、大學生投資股票動機、金融知

識興趣等。 

2.理財素養。理財素養共 20 題，參照美國 Jump＄tart 基金會問卷與國內國情改編

設計而成，包括理財知識（含財金知識、態度、價值觀等）；理財技巧；理財責任；

基本財金法律。題目涵蓋存款保險、安全投資方式、理財基本原則、外匯牌價、

退休金、信用卡等原則與技能等。 

二、問卷預試、整理、建檔、檢驗 

本問卷於信度效度上進行嚴謹測試，於信度上，進行至少兩所學校之預試，並

使用 Cronbach' α 測驗係數檢定之。洽商公私立一般與技職大學各一所，回收整理

建檔。剔除異常資料，將實收問卷進行因素分析，使問卷符合專家與建構效度

（construct validity），期使問卷內容更具學術參考價值。Cronbach`α為 .753。專家效

度部分，則請國內學者專家共同評估之，確實提升本問卷之效度。已請國內相關領

域學者專家進行效度分析。 

    三、學生樣本抽樣方法 

   於正式問卷定稿後，本計畫在全國北、中、南地區各抽取三所大學，進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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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其中，七所學校各發放 100 問卷，另兩所各發放 150 份，共發放 1000 份問卷。

問卷寄發時間為 2011 年 11 月間，2011 年 12 月間開始回收與整理，剔除無效問卷

後，各校依回收時間給予編號，將有效問卷份數彙整於表 3-1 中。 

表 3-1 各大學問卷回收份數 
編號 學校 有效問卷 可用率 

1 南部國立大學 132 88% 
2 中部國立大學 56 56% 
3 南部科技大學 77 77% 
4 北部私立大學 77 77% 
5 北部國立大學 98 98% 
6 中部科技大學 97 97% 
7 南部私立大學 104 69% 
8 中部私立大學 94 94% 
9 北部科技大學 89 89% 

合計  824 82.4% 
 
由表中可知，824 份有效樣本中，國立大學學生共計 286 份，佔 34.71%，私立大學

大學生為 275 份，占總樣本比例為 33.37％，科技大學大學生為 263 份，占總樣本比

例為 31.92％。 

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在進行 SEM 統計前，先透過次數分配、百分比等數據統計分析實驗對象在「理

財素養問卷」的施測結果之各項背景資料，以呈現各背景資料的分佈情形。 

另外，透過平均數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呈現「理財素養問卷」的施測結

果在不同背景變項之下所獲得之得分結果。 

第一節 理財素養結果敘述統計 

    表4-1為大學非商業類學生父親或母親最高學歷的次數分配表。在調查結果中，

約有超過一大半的大學生之父親或母親的最高學歷為「高中/職」畢業(51.7%)，其次

是「大學」畢業的25.8%與「高中以下」學歷的13%，而相對僅有少部份是「研究所

以上」(5%)和「大學肄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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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父親或母親最高的學歷 

 次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高中以下 107 13.0 13.0

高中/職 426 51.7 64.7

大學肄業 33 4.0 68.7

大學畢業 213 25.8 94.5

研究所以上 45 5.5 100.0

 

總和 824 100.0

 

    表4-2為大學非商業類學生每星期與父母討論理財議題頻率的次數分配表。在調

查結果中，有約43.4%的非商業類大學生每星期與父母討論理財議題的頻率為「偶爾

討論」，其次是「尚多討論」的30.3%與「極少討論」的10.4%，表示大學生每星期

與父母討論理財議題的頻率至少「尚有」討論者即超過七成之多。 

 
表4-2 每星期與父母討論理財議題 

 次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時常討論 71 8.6 8.6

 尚多討論 250 30.3 39.0

 偶而討論 359 43.4 82.5

 極少討論 86 10.4 93.0

 從不討論 58 7.0 100.0

 總和 824 100.0

 

表4-3 父母是否在理財知識與技能上給與教導、協助理財 

 次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很多 33 4.0 4.0

尚多 193 23.4 27.4

偶而 334 40.5 68.0

極少 186 22.6 90.5

從不 78 9.5 100.0

總和 824 100.0

 

表4-3為大學非商業類學生之父母在理財知識與技能上給予教導與協助之頻率

的次數分配表。在調查結果中，有約40.5%的非商業類大學生父母會「偶爾」教導與

協助理財知識與技能，其次則是「尚多」的23.4%與「極少」的22.6%，至於頻率兩

 6



極化的「很多」(4%)和「從不」(9.5%)，比例則相對偏少。表示一般而言，大學生的

父母普遍會至少「偶爾」教導與協助理財的相關知識與技能，超過六成之多。 

    表4-4為大學非商業類學生熟悉之投資商品數量的次數分配表。在調查結果中，

針對股票、不動產、外匯存款、基金(含國內外基金)、債券(含公司債與政府公債)

及其他的複選選項中，有約40.2%的非商業類大學生表示熟悉其中一種投資商品，而

其次，表示熟悉兩種與三種投資商品者，則分別為24.6%和13.2%比例的學生，至於

表示所熟悉的投資商品超過四種以上者，則合計約有9%；但同時，表示完全沒有熟

悉的投資商品者，也有12.3%的比例。表示一般來說，非商業類大學生普遍至少熟悉

一到兩種投資商品，且約佔六成以上，但同時卻也有約一成左右的大學生對投資商

品沒有清楚的概念。 

 
表4-4 熟悉商品數（個數） 

 次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00 101 12.3 12.3

1.00 331 40.2 52.4

2.00 203 24.6 77.1

3.00 109 13.2 90.3

4.00 36 4.4 94.7

5.00 38 4.6 99.3

6.00 6 .7 100.0

 

總和 824 100.0

 

    表4-5為大學非商業類學生對不同類型之理財知識興趣程度的次數分配表。在調

查結果中，針對金融機構、金融市場、金融工具及應用、國際金融與外匯、國家金

融相關政策，以及其他的複選選項中，有約40.7%的非商業類大學生表示對其中一種

理財知識感興趣，其次是表示對兩種理財知識感興趣者，約佔26.9%，至於表示對各

種理財知識完全不感興趣者，也約有23.8%；相對而言，表示對三種以上理財知識感

興趣者，則僅有8.7%比例的大學生。表示整體而言，非商業類大學生普遍至少對一

種以上的理財知識感興趣者，有超過七成的比例，但同時卻也有超過兩成的非商業

類大學生對理財知識是不感興趣的，這也值得進一步探討其背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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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不同類型之理財知識興趣程度（個數） 

 次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00 196 23.8 23.8

1.00 335 40.7 64.4

2.00 222 26.9 91.4

3.00 55 6.7 98.1

4.00 13 1.6 99.6

5.00 3 .4 100.0

總和 824 100.0

 

    表4-6為大學非商業類學生認為大學生炒股票對其生活之影響的的次數分配

表。在調查結果中，認為大學生炒股票「不影響生活規律」與「輕度影響生活規律」

的比例相當接近，分別為36.9%和36.7%，其次，認為大學生炒股票反而對生活「有

益，可促使其合理安排生活」者，則約有22.3%，至於認為會「嚴重影響生活規律」

者，僅約有4.1%的比例。亦即，認為大學生炒股票不影響其生活，或甚至對生活安

排有幫助者，就有超過一大半的比例，顯示非商業類大學生對於大學生炒股票的行

為，大多持有較為正向的態度。 

 
表4-6 您認為大學生炒股票對其生活有何影響？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嚴重影響生活規律 33 4.0 4.0 (4.1) 4.0 

輕度影響生活規律 300 36.4 36.7 40.7 

不影響生活規律 301 36.5 36.8 (36.9) 77.5 

有益，可促使合理安排

生活 
180 21.8 22.0 (22.3) 99.5 

總和 818 99.3 100.0  

系統界定的遺漏 6 .7  

 824 100.0  

 

    表4-7為大學非商業類學生認為大學生投資股票對其學業之影響的的次數分配

表。在調查結果中，認為大學生投資股票「有助於學業，培養相關課程的興趣」者

最多，約佔40%，其次，認為大學生投資股票會「輕度影響學業」和「不影響學業」

者，分別約為28.4%和28.1%，至於認為會「荒廢學業」者，則僅約有4.2%的比例。

亦即，普遍而言，非商業類大學生認為，大學生投資股票不會影響其學業，甚至有

助於其學業並培養相關課程的興趣，此合計即有超過六成之多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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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您認為大學生投資股票對其學業有何影響？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荒廢學業 33 4.0 4.1 (4.2) 4.1 

 輕度影響學業 227 27.5 28.0 (28.4) 32.1 

 不影響學業 224 27.2 27.6 (28.1) 59.7 

 有助於學業，

培養相關課程

的興趣 

309 37.5 38.1 (40) 97.8 

   100.0 

 總和 811 98.4 100.0  

 系統界定的遺

漏 
13 1.6  

 824 100.0  

 

    表4-8為大學非商業類學生之雙親職業類別的次數分配表。在調查結果中，雙親

的職業代碼為4(司機、水電工、店員、美髮師、商店老闆等)者比例佔最多，約為

28.5%，其次為職業代碼為3(技術員、村里長、警察、消防員、小型企業負責人等)

者，約為23.5%，以及職業代碼為2(中小學教師或校長、法官、律師、經理、中型企

業負責人等)者，則約為22.8%，至於職業代碼為5(家庭主夫/婦、工廠工人、小販、

服務生、臨時工等)者，則約為16.7%，而反觀社會地位最高的職業代碼為1(大專院

校校長或教師、醫師、大法官、董事長、將級軍官等)者，則僅有8.4%的比例。亦即，

非商業類大學生的雙親職業，大致上呈現集中在中產階級的社會水準。 

 
表4-8 雙親職業次數分配 

 次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1.00 69 8.4 8.4

2.00 188 22.8 31.2

3.00 194 23.5 54.7

4.00 235 28.5 83.3

5.00 138 16.7 100.0

總和 82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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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理財素養差異分析 

（一） 學生性別與理財素養分析 

由表4-9的獨立樣本T檢定的分析表可以發現，學生的不同性別，其整體考驗的t

值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t值=1.388；p=.165>.05)，表示不同性別的學生，其理

財素養間並無顯著的差異存在。 

 

表4-9 性別平均數相等的 t 檢定 

t 自由度 

顯著性 (雙

尾) 平均差異

標準誤差

異 

差異的 95% 信賴區

間 

          下界 上界 

1.388 821 .165 1.455 1.048 -.602 3.511 

（二） 父親或母親最高學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由表4-10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父親或母親的最高學歷，其整體考驗

的F值已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值=5.815；p=.000<.001)，表示父親或母親最高學歷

不同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間存在明顯的差異。若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可發現，父親

或母親的最高學歷為高中以下、高中、大學畢業或大學以上的學生，其理財素養皆

顯著高於父親或母親的最高學歷為大學肄業者，亦即，表示學生之父親或母親的最

高學歷差異，確實對其理財素養有顯著的影響。 

 

表4-10 雙親學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

和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5112.02 4 1278.005 5.815 .000

組內 179108.17 815 219.765

總和 

184220.19 819 

1>3 

2>3 

4>3 

5>3 

 

 

 

（三） 學生每星期與父母討論理財議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由表4-11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每星期與父母討論理財議題的頻率，

其整體考驗的F值並未達到.05的顯著水準(F值=.917；p=.454>.05)，即表示每星期與父

母討論理財議題不同頻率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間並沒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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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與父母討論理財議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

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827.56 4 206.891 .917 .454

組內 184863.73 819 225.719

總和 185691.30 823 

 

（四） 父母教導、協助理財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由表4-12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父母是否在理財知識與技能上給予教

導及協助理財的頻率，其整體考驗的F值未達到.05的顯著水準(F值=2.382；p=.05)，

表示父母在理財知識與技能上給予教導及協助理財之不同頻率的學生，其理財素養

間並沒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表4-12 父母教導協助理財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

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2135.866 4 533.967 2.382 .050

組內 183555.43 819 224.121

總和 185691.30 823 

 

（五） 學生熟悉商品數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由表4-13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學生熟悉的投資商品數，其整體考驗

的F值已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值=5.754；p=.000<.001)，表示熟悉不同投資商品種

類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間存在明顯的差異。若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可發現，熟悉兩

種、三種和五種投資商品的學生，其理財素養皆顯著的高於僅熟悉一種或完全沒有

熟悉之投資商品的學生；表示學生熟悉的投資商品數量越多，對其理財素養有顯著

的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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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學生熟悉商品數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

和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7529.22 6 1254.872 5.754 .000

組內 178162.07 817 218.069

總和 

185691.30 823 

2>1 

2>0 

5>1 

3>1 

 

 

 

（六） 學生對金融商品興趣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由表4-14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學生對理財知識的興趣程度，其整體考

驗的F值並未達到.05的顯著水準(F值=2.181；p=.054>.05)，即表示，對理財知識不同

興趣程度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間並沒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表4-14 學生對金融商品興趣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

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2443.342 5 488.668 2.181 .054

組內 183247.96 818 224.020

總和 185691.30 823 

 

（七） 雙親職業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由表4-15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學生雙親的職業類別，其整體考驗的F

值未達到.05的顯著水準(F值=.639；p=.635>.05)，即表示學生雙親之職業類別的不同，

其理財素養間並沒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表 4-15 雙親職業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

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578.003 4 144.501 .639 .635

組內 185113.29 819 226.024

總和 185691.30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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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生一個月生活費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由表 4-16 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學生一個月生活費的不同，其整體

考驗的 F 值已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 值=5.981；p=.000<.001)，表示一個月生活

費不同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間存在明顯的差異。若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可發現，

一個月生活費在 5,001~10,000 元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顯著的高於 5,000 元以下者；

而一個月生活費在 20,001 元以上的學生，其理財素養則顯著的高於 5,000 元以下

或 10,001~15,000 元之間者；表示學生一個月生活費的不同，對其理財素養有顯著

的差異存在。 

 

表 4-16 學生生活費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

和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5265.728 4 1316.432 5.981 .000

組內 179154.79 814 220.092

總和 
184420.53 818 

5>1 

2>1 

5>3 

 

 

 

（九） 公、私立與科技大學生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由表 4-17 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於 824 位樣本學生中，公、私立與

科技大學生的不同，其整體考驗的 F 值已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 值=14.502；

p=.000)，表示校別不同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間存在明顯的差異。若進一步進行事

後比較可發現，國立大學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顯著的高於私立與科技大學的學生；

而科技大學的學生，其理財素養則顯著的高於者私立大學的學生；表示學生校別

的不同，對其理財素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表 4-17 公、私立與科技大學生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

和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6336.294 2 3168.147 14.502 .000

組內 179355.01 821 218.459

總和 
185691.30 823 

1>2 

1>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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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公、私立與科技大學生對理財興趣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由表 4-18 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於 824 位樣本學生中，公、私立與

科技大學生的不同，其對理財知識與技能興趣整體考驗的 F 值未達到.05 的顯著水

準(F 值=.545；p=.58>.05)，表示校別不同的學生，其對理財知識與技能興趣沒有存

在明顯的差異。 

 

表 4-18 公、私立與科技大學生對理財興趣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

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008 2 .504 .545 .580

組內 759.554 821 .925   

總和 760.562 823    

 

（十一） 公、私立與科技大學生對熟悉理財商品數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由表 4-19 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於 824 位樣本學生中，公、私立與

科技大學生的不同，其對理財商品熟悉程度整體考驗的 F 值未達到.05 的顯著水準

(F 值=.122；p=.885>.05)，表示校別不同的學生，其對理財商品熟悉度沒有存在明

顯的差異。 

表 4-19 公、私立與科技大學生理財商品熟悉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

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408 2 .204 .122 .885

組內 1370.014 821 1.669   

總和 1370.422 823    

 
  

第三節 理財素養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本研究以全國九所大學大學生的雙親社經地位、理財教導，對其理財意願、理

財素養潛在變項進行結構方程式檢定，探討彼此間關係。採最大概似估計進行估算。 

（一）理論模式之適配度考驗 

1.基本適配度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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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適配度考驗以下列三個標準評估模式是否有違反估計之情形：（1）負的誤

差變異數存在；（2）標準化係數值超過或太接近 1；（3）有太大的標準誤存在。本

研究模式皆無違反上述之標準，因此，可以進行模式之整體適配度考驗（吳明隆，

2009）。 

2.整體配適度指標 

模型中x2為 26.44 (p= .0000)，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模型未達配適，但卡方值易受

樣本數過大的影響，所以必須參考其他適配指標。GFI值為 .991、AGFI值為 .976，

均達良好適配度表現。RMSEA值為 .45，達良好適配度表現，但RMR值為 .244、數

值較差。 

相對配適度檢定結果如下：NFI 值為 .964、CFI 值為 .977、IFI 值為 .977、RFI

值為 .925，均介於 0 至 1 之間，表示本研究模型相對配適度良好。 

本模型之CN值為 570，達良好配適度表現（CN＞200）；PNFI值與PGFI分別為 .459

與 .465，大致符合指標值標準。x2/df為 2.64，大於指標值標準 2，達良好配適標準。

茲將上述絕對、相對及簡效配適度指標檢定結果整理如表 4-20 。因此本結構方程式

的模型皆達到良好適配標準。 

表 4-20：大學生父母 SES.理財教育與理財素養 SEM 適配度 

指標 
指標檢定結果數

值 
配適標準 符合程度

絕對配適度指標 

x2
26.44 p＞0.5（未達顯著水準）  

GFI 0.991 ＞0.90  

AGFI 0.976 ＞0.90  

RMR 0.244 ＜0.05  

RMSEA 0.045 ＜0.05  

相對配適度指標 

NFI 0.964 0-1 間，越接近 1 越好  

CFI 0.977 0-1 間，越接近 1 越好  

IFI 0.977 0-1 間，越接近 1 越好  

RFI 0.925 0-1 間，越接近 1 越好  

簡約配適度指標  

PNFI 0.459 ＞0.5 接近 

PGFI 0.465 ＞0.5 接近 

CN 570 ＞200  

x2
/df 2.644 1-3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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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內在模型配適度檢定結果 

本模型內在結構檢定結果為：1.模型的測量指標解釋度採建構信度，各面向的

測量變項信度如表 4-21 所示，個別測量變項的信度父母理財教導符合.5 的標準，其

餘並未達.5 的標準。2.潛在變項在組合信度上，雙親社經狀況與父母理財教導方面分

別為.48 與.63，而在平均變異抽取量上，分別為.65 與 .77，符合標準，模式內在信

度理想。而理財意願內在品質較差。 

 
表 4-21 個別指標信度、潛在變項組成信度與平均變異抽取量 

變項 個別信度係數 組合信度 平均變異抽取量 

雙親社經狀況  .48 .65 

雙親學歷 .447   

雙親職業 .497   

父母理財教導  .63 .77 

獲取財經訊息 .595   

討論財經問題 .634   

理財意願  .15 .25 

熟悉金融商品 .098   

感興趣金融商品 .193   

 
（二）因果模式分析 

    本小節將檢視各潛在變項間的直接、間接以及全體效果，詳如圖 1 與表 4-22，

標準化後因素負荷值均達 1％顯著水準，圖中呈現因素負荷與誤差變異，各項內容

分述如下： 

1.測量模式分析 

    本研究家庭社經地位設定包括雙親職業與雙親學歷兩部分，為解釋變數，由圖

1 可 知 ， 雙 親 職 業 對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的 因 素 負 荷 為  .71(p= .000) ， 雙 親 學 歷

為 .67(p= .000)，誤差變異量依序為.55 與.50，表示這二個觀察指標的變異數依序為

45%和 50%。 

    經由驗證性因素分析，可以得出父母理財教育之向度包括「與父母討論理財議

題」、「父母協助理財」等二個，因素負荷分別為 .80、.77，均達1%顯著水準，誤

差變異量依序為 .37和 .41，亦即，父母理財教育可以解釋這二個觀察指標的變異數

依序為63%和59%。由上可知，以「與父母討論理財議題」為較佳的觀察指標，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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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父母協助理財」。 

    理財意願亦經過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得出「興趣程度」、「熟悉商品數」二個

向度，呈現直接效果之負荷值分別為 .44 和 .31，亦均滿足 1%顯著水準；理財意願

觀察變項的誤差變異量依序為 .81 和 .90，因此理財意願可以解釋這二個指標的變

異量依序為 19%和 10%，其中以「興趣程度」為較佳的觀察指標。 

2.結構模式分析 

    於 SEM 分析可知，家庭社經地位對於理財素養有直接的正向效果，為 .13 (p = 

0.03)，即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反映在學生的理財素養上似乎也愈大。家庭社經地位

對於理財意願無直接關係，係數不顯著。家庭社經地位是透過父母理財教育對理財

意願產生間接影響。而父母理財教育對理財素養有負向直接效果，係直接影響理財

素養，父母理財教育則正向影響學生之理財意願。 

    由圖 1 可知，理財素養之殘差變異量為 .85，亦即理財素養被家庭社經地位、

父母理財教育與理財意願解釋的總變異量為 15%，其中以理財意願的直接效果影響

最大。根據實證結果，由家庭社經地位到理財素養的直接效果值為 .13(p = 0.000)，

達顯著水準，間接效果為.059(＝.27*.51*.43)與 -.0837（不顯著部分-.0516 不記入），

標準化總效果接近 .1，故研究結果支持家庭社經地位對理財素養的正向影響，而父

母理財教育則對理財素養有負向影響(-.09)，其是透過學生之理財意願來正向影響理

財素養 (-.31)，產生正向間接效果(.209)。 

 

表 4-22 理財素養總效果（標準化） 

 家庭社經地位 父母理財教育 理財意願

父母理財教育 .275 

理財意願  .511

理財素養 .099 -.090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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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親社經地位

雙
親
學
歷

雙
親
職
業

.67

.71

.51

-.12

.55 .50

理財意願

感
興
趣
金
融
商
品

熟
悉
金
融
商
品

.44

.31

.81

父母理財教導

.37

.80

討
論
財
經
問
題

父
母
協
助
理
財

.77

.41
.90

.92
.76

.27

理財素養

理
財
得
分

.13

-.31

.43

.85

 
圖 1 理財素養、家庭社經地位、父母理財教育與理財意願之影響模式 

註：圖中數值均為標準係數，因素負荷值均達 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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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多群組不變性檢定 

多群組分析的目的在於更深入地探討比較整體樣本構成的結構模式，其整體適

配度或各估計參數是否因群組此一干擾因素的加入而異。群組可以是任何變項，例

如性別、年齡、教育程度等人口變項。多群組分析有時也稱多樣本不變性分析或檢

定，或群組不變性。其整體模式適配度和個別估計參數的判定，與驗證性因素分析

和結構方程式分析法相同。群組不變性檢定，要檢定的是結構模式的因素型態、因

素負荷量、結構路徑係數、結構共變數矩陣及測量誤差等是否因群組而異。倘若理

論模式在加入群組干擾因素後，仍能逐一通過此等不變性的檢驗，且整體適配度仍

維持良好，則其解釋力將更可被接受。 

首先，因素型態不變性，是指個群組有相同的因素個數及相同的測量變項；因

素負荷量不變性是指個群組不僅因素個數及測量變項相同，且其因素負荷量值亦不

變；路徑性不變性是指個群組結構模式的潛在變項路徑係數相同；其次，結構共變

數矩陣不變性是指個群組的結構模式與樣本共變數矩陣差距小，各群組樣本資料擬

合度高，此一矩陣的參數向量是測量路徑係數、結構方程路徑係數、誤差項的變異

數和共變異數，以及潛在變項的變異數和共變異數等參數組合而成，經由此一矩陣

的比較，檢驗結構方程的各項參數是否因為群組的不同而異；最後，測量誤差不變

性是指測量系統的信度，不因群組的不同而有差異，測量誤差越小，表示測量分數

與真正建構的分數越接近，信度越高。 

本研究整理多群組分析的程序如下： 

（1） 決定各群組所欲檢定參數的不變性，為測量係數的不變性與結構路徑係數的

不變性之檢定。 

（2） 求出在限制該參數相等之模式，並分析該模式之配適度。模式經檢定合適後，

再由檢定結果之報表，決定不同群組間對所欲檢定參數是否存在顯著差異。 

（3） 對群組間存在顯著差異之參數，續進行不同群組參數間之事後模式多重檢

定。事後模式多重檢定之步驟如下： 

a. 求出群組間的參數未受限制相等之模式：「未受限制模式（a）」，並檢定該模

式之適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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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求出群組間的參數限制相等之模式：「受限模式（b）」，並檢定該模式之配適

度。 

c. 比較「受限模式（b）」與「「未受限制模式（a）」，兩巢形模式的卡方差值Δ

X
2，若大於 3.84，則無法接受兩群組模式參數相等之虛無假設。 

通常結構方程式模式個群組所欲檢定參數的不變性計有六項，包括內生、外生

潛在變數的測量模式，而測量模式又包含測量路徑係數和測量誤差等兩項之不變

性；另外尚有潛在變數間的共變異數矩陣和結構路徑係數的不變性。本研究僅處理

路徑係數的不變性。 

本研究多群組統計變項為公、私與科技大學學生變項，於群組模式檢定中，探

討其所關心的內生與外生潛在變數間之結構路徑係數的恆等性，亦即檢驗所有不同

群組間的因果關係有無顯著差異。 

（一） 整體適配度檢定 

由表4-23發現，將群組干擾因素加入本研究於前章經修正之理論模式後，可通

過因素型態不變性、因素負荷量不變性、測量路徑係數不變性、結構路徑係數不變

性條件的層層考驗。 

從未設定任何限制的條件下，可以發現該模式除無法通過卡方分配檢定，以及

NFI、RFI、TLI、CFI 等適配度指數僅相近而未能高於 0.90 的適配標準外，其餘適

配良好。由於卡方分配值對樣本數極為敏感，若排除此一適配指數，理論模式在加

入性別干擾因素後的整體適配度尚稱良好。 

  （二）巢狀模式檢定 

為更清楚瞭解在不同恆等性條件下，整體適配度的變化情形，本研究應用巢

狀卡方差分析，逐一成對地比較。本研究首先不限制任何參數恆等性，分析結果如

表 4-24，本研究發公、私與科技大學學生群組的結構共變數矩陣恆等模式顯著水準

p值均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X
2/df值小於 3.0，顯示三群組的結構方程模式的結構

共變數矩陣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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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多群組適配度檢定 
限制 

統計檢定量 
適配標準或臨界

值 
未限制 

測量路徑係數 
結構路徑係

數 

絕對適配度

指數 
    

NPAR 28 25 19 
χ2 112.28 113.49 122.11 

df 56 59 65 
p .000 .000 .000 
χ2/df 2.005 1.92 1.88 

GFI > .90 以上 .965 .964 .962 
AGFI > .90 以上 .947 .949 .951 
RMR < .05 1.140 1.15 1.72 
RMSEA < .08 .035 .034 .033 
NCP 越小越好 56.28 54.49 57.11 

ECVI 

理論模式值

<獨立、飽和

模式值 

ˇ ˇ ˇ 

增值適配度

指數 
   

NFI > .90 以上 .855 .853 .842 
RFI > .90 以上 .837 .843 .847 
IFI > .90 以上 .922 .924 .919 

TLI > .90 以上 .911 .918 .922 
簡約適配度

指數 
   

CFI > .90 以上 .92 .92 .92 
PGFI > .50 以上 .64 .68 .74 
PNFI > .50 以上 .76 .79 .86 
PCFI > .50 以上 .81 ,86 .94 
FMIN .13 .13 .14 

AIC 

理論模式值

<獨立、飽和

模式值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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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表 4-24 也顯示，三群組的結構方程模式，其測量路徑係數恆等、結構

路徑係數恆等模式的顯著水準p值均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X
2/df值小於 3.0，同時

NFI、IFI、RFI、TLI等增量小於.05，顯示，顯示群組的結構方程模式也均能通過測

量路徑係數恆等、結構路徑係數恆等條件的檢驗，顯示三群組的測量路徑係數、結

構路徑係數並無顯著差異。顯示本研究所設計的測量工具，在不同母群體的因素和

理論結構具有恆等性，同時其因素結構在相同母群體內不同樣本中可以複製，且測

量工具的題項在三群組之間也具有同等性。 

表 4-24 在未限制測量模式相同條件下群組巢狀分析表 
檢驗條件 X2 df P 值 X2/df ΔNFI ΔIFI RFIρ TLIρ
1.測量路

徑係數 
1.22 3 .748 .41 .002 .002 -.007 -.007 

2.結構路

徑係數 
9.83 9 .364 1.09 .013 .014 -.010 -.01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緊接著限制測量路徑係數相同，檢視 3 群組的結構方程模式的其他參數恆等性

是否成立。分析結果如表 4-25，顯示 3 群組的結構方程模式的結構路徑係數，經檢

驗得到 p 值均大於.05，未達顯著差異水準，NFI、IFI、RFI、TLI 等增量小於.05。表

示群組的結構方程模式的結構路徑係數無顯著差異。可得到如前表 4-24 相同的結

果。結論：三群組的結構方程模式的測量路徑係數恆等。 

 
表 4-25  在限制測量路徑係數恆等條件下群組巢狀分析表 
檢驗條件 X2 df P 值 X2/df ΔNFI ΔIFI RFIρ TLIρ
結構路徑

係數 
8.614 6 .19 1.44 .011 .012 -.004 -.004 

 

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結論 

本研究第二年計畫旨在發展進階課程、進階理財問卷，並對全國大學生實施問

卷調查，利用該問卷回收資料，進行差異分析與 SEM 分析。目前進階課程已完成，

連結去年之兩篇理財課程，共編撰有三大篇理財課程教材。本篇課程以金融資產與

實體資產投資方法與實務操作說明為主，讓學生可以了解資產實際買賣原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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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操作模式。第三篇共四章，每章均依資產種類內容編寫，採由淺入深漸進方式，

章節內容參閱下表。 

 
章次 節次 備註 

一、投資的基本

觀念 

 

1. 瞭解你所投資的商品 

2. 有報酬就有風險 

3. 儘量不要借錢投資 

4. 考慮保值又增值的投資 

5. 慎選投資商品，採定期定額投資方式 

6. 各種投資商品的比較 

7.  財富（投資）是好幫手，不是禍水 

初步編寫完成，

已完成 WORD
與 PTT 檔 

二、各種資產投

資方式 

 

1. 銀行定期存款 

2. 自創（文化）事業 

3. 股票 

4. 共同基金 

5. 房地產 

6. 期貨 

7. 選擇權 

8. 債券 

9. 黃金珠寶 

10. 藝術品 

11. 外匯 

初步編寫完成，

已完成 WORD
與 PTT 檔 

三、未來新興金融

商品與金融創新 

 

1. 指數股票基金 

2. 不動產證券化 

3. 金融資產證券化 

4. 連動性金融資產 

初步完成，已有

WORD 檔 

四、未來國際經濟

分析 

1. 金磚四國發展 

2. 其他新興市場發展 

3. 主權（歐洲）債務問題 

4.  資源稀缺問題 

初步完成，已有

WORD 與部分

PTT 檔 

 
本研究接著進行全國九所大學之理財素養調查，共發出 1000 份問卷，回收實際

有效問卷為 824 份，資料進行敘述分析、差異分析與 SEM 分析，統計結果說明如

下： 

學生的不同性別，其整體考驗的t值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t=1.388；

p=.165)，表示不同性別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間並無顯著的差異存在。雙親的最高學

歷考驗達到顯著水準(F值=5.815；p=.000<.001)，表示父母親學歷不同的學生，其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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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素養間存在明顯的差異。事後比較可發現，父母親的最高學歷為高中以下、高中、

大學畢業或大學以上的學生，其理財素養皆顯著高於父親或母親的最高學歷為大學

肄業者，亦即，表示學生之父親或母親的最高學歷差異，對其理財素養有顯著的影

響。每星期與父母討論理財議題的頻率整體考驗未達顯著水準(F=.917)，即表示每星

期與父母討論理財議題不同頻率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間並沒有顯著的差異存在。父

母是否在理財知識與技能上給予教導及協助理財的頻率，整體考驗未達到顯著水準

(F=2.382)，無論父母在理財知識與技能上有沒有給予教導及協助理財，學生理財素

養間並沒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學生熟悉的投資商品數F值已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5.754；p=.000)，熟悉不

同投資商品種類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間存在明顯的差異。事後比較可發現，熟悉兩

種、三種和五種投資商品的學生，其理財素養皆顯著的高於僅熟悉一種或完全沒有

熟悉之投資商品的學生；表示學生熟悉的投資商品數量越多，對其理財素養有顯著

的差異存在。學生對理財知識的興趣程度，其F值並未達到.05的顯著水準(F=2.181)，

表示對理財知識不同興趣程度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間並沒有顯著的差異存在。學生

雙親的職業類別考驗未達到顯著水準(F=.639)，即表示學生雙親之職業類別的不同，

其理財素養間並沒有顯著的差異存在。學生一個月生活費的不同考驗達到統計上的

顯著水準(F值=5.981；p=.000<.001)，表示一個月生活費不同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間

存在明顯的差異。若進行事後比較可發現，一個月生活費在5,001~10,000元的學生，

其理財素養顯著的高於5,000元以下者；而一個月生活費在20,001元以上的學生，其

理財素養則顯著的高於5,000元以下或10,001~15,000元之間者；表示學生一個月生活

費的不同，對其理財素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公、私立與科技大學生的不同，F 值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 值=14.502；

p=.000)，表示校別不同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間存在明顯的差異。進行事後比較可

發現，國立大學的學生，其理財素養顯著的高於私立與科技大學的學生；而科技

大學的學生，其理財素養則顯著的高於者私立大學的學生；表示學生校別的不同，

對其理財素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公、私立與科技大學生的不同，其對理財知識

與技能興趣整體考驗的 F 值未達到顯著水準(F=.545)，表示校別不同的學生，其對

理財知識與技能興趣沒有存在明顯的差異。公、私立與科技大學生的不同，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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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財商品熟悉程度整體考驗未達顯著水準(F=.122)，表示校別不同的學生，其對理

財商品熟悉度沒有存在明顯的差異。 

於 SEM 分析可知，家庭社經地位對於理財素養有直接的正向效果，為.13(p = 

0.03)，即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反映在學生的理財素養上似乎也愈大。家庭社經地位

對於理財意願無直接關係，係數不顯著。家庭社經地位是透過父母理財教育對理財

意願產生間接影響。而父母理財教育對理財素養有負向直接效果，係直接影響理財

素養，父母理財教育則正向影響學生之理財意願。 

    理財素養之殘差變異量為 .85，亦即理財素養被家庭社經地位、父母理財教育

與理財意願解釋的總變異量為 15%，其中以理財意願的直接效果影響最大。根據實

證結果，由家庭社經地位到理財素養的直接效果值為.28(p = 0.000)，達顯著水準，間

接效果為.059(＝.27*.51*.43)，故研究結果支持家庭社經地位對理財素養的正向影

響，而父母理財教育則對理財素養有負向影響，其是透過學生之理財意願來正向影

響理財素養。 

 
丙、國內外重要參考文獻：（參閱申請案文稿） 

丁、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畫第二年工作包括三部分，一為發展投資理財通識課程之第三篇--進

階課程，二、發展進階問卷，以作為各大學學生理財素養調查之研究工具，並實際

進行調查工作，共寄發 1000 份問卷，回收後剔除無效問卷，實際有效問卷為 824 份，

三、進行相關統計分析。 

本計劃進階課程共分為四個部分，即投資的基本觀念、各種資產投資方式、未

來新興金融商品與金融創新、未來新興市場分析等，均已編寫完成，預計將於下學

期通識課程中實施，並於授課過程中，根據教學反應與學生學習成效逐步修正課程

內容。 

統計分析主要是利用回收問卷進行 SEM 分析。以學生之父母社經地位為自變

數，以雙親理財教導學生理財意願，學生理財素養為依變數。研究結果顯示，父母

社經地位會影響大學生之理財素養，但不影響他們的理財意願，而父母理財教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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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財素養產生負向效應，對理財意願卻有正向效應。學生之理財意願顯著地影響他

們的理財素養。 

本計畫係針對大學生理財素養為主體的研究，運用經濟學、經濟教育、投資學、

貨幣銀行學等概念，探究大學生基本背景，如父母社經地位與理財教導等，與理財

意願、素養間關聯性因素，進行多種統計觀察，得出重要結論，除可觀察國內大學

生理財素養真實狀況，以豐富我國理財教育理論的多元觀外，更可協助我國理財課

程與能力指標研究走向具體可觀察取向。其模式亦可作為未來研究不同學齡理財知

識、理財態度、理財行為理論基礎參考資料。 

此外，本計畫結果可提供教育部與金管會理財教育決策人員及各研究機構研究

員，未來在設計理財教學活動方案時作參考，以提供更優良的理財教材與課綱，促

進理財教育的良性發展。本研究進行之大學生理財素養分析，可以補足文獻不足之

處，並有助於我國理財課程目標的達成與效能的提升。 

本研究案內文字數超過 30000 字，經潤飾與精簡以符合國內期刊字數標準後，

即可投稿，由於國內理財相關學術文獻尚不多，本計畫適合投稿國內教育類期刊，

亦可修改後嘗試投稿於國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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