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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計畫名稱：理財教育融入中小學課程策略與實施之研究理財教育融入中小學課程策略與實施之研究理財教育融入中小學課程策略與實施之研究理財教育融入中小學課程策略與實施之研究（（（（II）））） 

 

關鍵詞：理財素養、理財教育、中小學課程、活動本位教學策略 

 

本研究採用質量混合法進行研究。第一年進行理財課程在小學實施的實驗教學，除了瞭解現存

各科課程綱要有無機會融入理財教育，並研發教材、教學策略與教學單元，以瞭解課程如何能有效

的實施及其影響因素。第二年重複第一年的研究工作，但將重心移至中學階段理財課程的實施實驗

教學且聚焦於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此外，此二年並依實驗教學結果，選取教師和學生進行深度訪談，

探索教師和學生對理財教育教與學的經驗與想法。 

     

本研究探討並找出理財教育融入現行中小學課程的可行性與方式。而研究結果顯示：透過學

校的課程，例如數學、社會等科目傳遞理財教育的概念，提供了教導學生理財技能更有效的方法，

此等策略為理解個人理財概念提供了一個情境，增強了原數學、社會等科目的教導，且使理財教育

較不易因為預算或資源稀少的理由而被排擠於學校課程之外。 

 

本研究同時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中學理財教育的實施，在其有效性與師生經驗方面皆提供了

非常有價值的資訊。 



 II

英文摘要英文摘要英文摘要英文摘要 

Title: Integrating Financial Education into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a: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II） 

 

Keywords: financial literacy, financial educatio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curricula, 

          activity-based instructions 

          

This study employed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In the first year, 

the study focused on how to integrate financial education into existing courses for opportunities to teach 

financial literacy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lesson plan 

were developed to learn more about how the curriculum is integrated and what influe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lassroom teaching. Following in the second year, the study repeated the same 

research work as the first year, but also focus on activity-based instructions in the secondary classroom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in-depth interview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experienc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so as to understand how teachers and students perceive the instruction of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why. 

This study explored and identified ways to integrate and locate financial literacy in the existing 

curriculum where possible and with other agendas. Results generated from this study shows that 

conveying financial education concepts as part of core subjects such as math and social studies, offers an 

even more effective method for instilling financial skills in students. This type of approach provides a 

context for understanding personal finance concepts, enhances teaching of math, social studies and other 

courses, and makes financial education less susceptible to elimination because of budgetary reasons or 

scarce resources.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very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ctivity-based instructions of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implemented experienc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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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章先闡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藉此提出當前理財教育受重視的原因及存在之必要性，

其次，說明研究目的並對相關名詞作明確的界定，最後則將本研究範圍與限制做一說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研究背景與重要性研究背景與重要性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Greenspan 在其「今天理財教育的重要性」一文中說道：「今日的理財世界若與一個世代以前

相較要複雜太多了。二十五年以前，對許多美國人來說知道如何在一個地方的金融機構維持一個活

期與儲蓄存款戶頭就足夠了。然而今日的消費者則需要具有在一系列的商品、服務與金融商品的供

給者之間區辨的能力，才能成功地處理他們個人的財務。當然，年輕人的確要較他們的父母使用信

用的年齡早很多。所以他們需要較前一個世代所能給予的對信用更廣泛的理解--包括複利對債務結

算的影響以及對信用帳戶處置失當的可能後果。此外隨著科技的進展也造成金融服務市場內顯著的

改變，消費者通常必須要熟悉電腦在每一個傳統金融交易行為所扮演的角色--由贖回基金到獲得信

用的機會。」（2005b：64）。 

    在 OECD 理財教育的國際研究報告中則歸納了其會員國認為重要的三項議題，以突顯目前理

財教育重要性： 

1. 隨者政府開始縮減國家資助的社會安全計畫津貼，以及雇主所給予固定收入計畫的減少。

日漸增多的工作者必須依賴規定的分擔退休方案，且以他們個人的儲蓄融資供給他們的退

休生活。 

2. 消費者負債達到空前超高的水準以及金融市場的解除管制，導致爭取新信用卡客戶的競爭

日增。其結果是，許多年輕人在想要建立一個家庭與買一間房子時，就已負擔很高的債務

了。 

3. 隨者使用電子媒介的金融交易數量日益成長，個人至少要有一銀行帳戶也變得日益重要。

但是很多國家都有不少百分比的消費者未參與金融體系，尤其是少數族群的百分比更高。

（OECD,2005：11） 

而在臺灣方面，隨著經濟的高度發展，台灣人民的平均所得日益提高，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07）

的統計，國人的平均國民所得已由民國 76 年的 156311 元（4905 美元），提高到民國 95 年的 454581

元（13970 美元）。但在所得增加的同時，國人向來引以為傲，而且是為台灣經濟奇蹟提供主要資

金來源的國民儲蓄，卻從民國 76年 38.09％的儲蓄率降至 95年的 26.86％。根據主計處的台灣各

縣市家庭儲蓄消長統計顯示：1994 至 2004 年間，除少數縣市外，多數縣市家庭儲蓄金額普遍降低，

總平均減少 2.4萬元。國人家庭儲蓄金額首度低於 20萬元，僅有 19.8萬元。所得增加而儲蓄日漸

減少的現象，代表台灣的人們對金錢的運用，已不再只是像過去將錢放入銀行或郵局賺取利息而

已，而是更注重當前的消費或是將金錢做更靈活的使用以賺取更多的金錢。 

在消費性金融方面，根據信用卡處理中心及金管會（2006）公佈的數據，國內信用卡流通卡數

從 1994 年的 271萬張，上升至 2005 年底的 4,529萬張，成長速度相當驚人。另外在台灣發展歷史

僅五年餘的現金卡，總發卡數已達 537萬張。發卡浮濫，以及持卡人無法謹慎妥善使用信用，導致

近幾年來的卡債以及其所延伸出來的所謂「卡奴」問題的爆發。而此一現象又以年輕族群最為嚴重，

根據中央日報記者王鵬捷（2006）的報導，年輕人平均每人有四點七張信用卡，平均欠債高達四十

三萬餘元，七成四受訪者無法按時繳清信用卡或現金卡帳單，三成二上班族曾因卡債纏身，有過輕

生的念頭。然而探究問題的根源，多係持卡人欠缺基本的理財知識與正確的金錢態度所致。正如同



 2

Dessart & Kuylen（1986）所指出：個人財務的控管能力，是反映其理財知識的多寡，消費信用上

的控制力不夠，往往是因其理財知識的貧乏，爾後也愈容易深陷於財務困境之中。 

綜合上述，隨著人們面對日益複雜的理財決策，理財素養變得更為重要。日益靈活的勞動市場、

短期的僱用契約、以及更長的壽命，都與我們如何著手理財的規劃密切的關連。理財的決策將對未

來的財務健全有顯著的後果，是以做理財決策的能力對每個人而言，都是一重要的終生的技能，也

是在今日變動的世界中發現與有效使用機會的關鍵。 

呼籲需要更多理財素養的聲音每天都在增加。以美國為例，超過 140 個企業、政府單位、教育

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共同組成了個人理財素養 Jump$tart聯盟（Jump$tart Coalition for Personal 

Financial Literacy），主張要發展更多更好的理財課程（Jump$tart 網頁）。國會建立了理財素養與教

育委員會（Financial Literacy and Education Commission），附屬於財政部，以協調聯邦單位致力於

理財素養的教育。美國聯邦準備銀行體系也以理財素養在它的教育課程內列為優先（Morton, J. 

2005：.66）。美國國會且於 2006 年開始將四月指定為「理財素養月」。 

我國政府亦體認到理財教育的重要性，行政院金管會著手擬定「金融知識普及計畫」，並於 94

年 4月獲行政院院會通過。為具體落實「金融知識普及計畫」，金管會並擬具「金融知識普及三年

（95-97）推動計畫」，以為未來推動之藍本。其計畫綱領第三項：「金融知識納入學校教材，以利

金融教育往下紮根，建立學生正確消費及信用之價值觀」，同時擬定「將透過各級學校各種活動推

廣金融知識，即將金融知識納入各級學校課程」的推動策略（金管會, 2005）。 

惟金管會對理財教材的編定內容如何納入現行課程的方式卻未見有具體的規劃，本研究正可補

其不足。因為在已滿檔的中小學課程中，勢難增加此一新的領域教學，而現行課程中雖然有很多機

會可以從事理財教育，卻沒有一貫的涵蓋那些可以立即被標記為理財素養的重要主題。是以若無明

確的在課程綱要內確認理財素養的要目，是不可能做任何的統合這些課程領域以加強這方面的學

習。是以本研究擬以前一研究所建構之我國中小學的個人理財課程綱要做為參照藍本，由實務上探

索以何種教學策略去連結與找出在現存課程中，那些可能的與其他科目內容並存的理財素養教材，

編訂教學計畫，進行實驗教學。俾能發展出具體可行的教學模式，以推廣應用於中小學各學習領域

或科目的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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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與與與與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關於理財教育學校教學的研究，已有相當多的實證文獻，但少有聚焦於中小學一貫性的理財教

育課程的研究，台灣亦無此種實證性的研究。國內中小學理財教育的實證研究多為對學生理財認知

與態度的研究，而少數牽涉到課程的研究，亦僅侷限於某特定理財課程主題與數位化教學的研究。

是以基於國內相關實證研究闕如，以及上述理財教育的重要性與迫切需求等因素，本研究將採質量

混合研究設計，兼顧研究的廣度與深度、理論與實務，以前一研究所建構之中小學理財教育的課程

內容、探究如何融入與實施策略等問題，以達成下列的研究目的： 

 

壹壹壹壹、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一）、探討理財教育融入中小學相關學習領域與科目的教學策略。 

    （二）、設計可融入中小學相關科目或學習領域課程之理財教育完整的或部分的教學單元。 

（三）、運用所設計之教學單元於中小學相關學習領域或科目教學中，以驗證其可行性。 

（四）、瞭解中小學理財教育融入相關學習領域或科目教學上之問題與需求。 

（五）、瞭解中小學理財教育融入相關學習領域或科目教學，對教師教學與學生 

學習之影響。 

（六）、綜合前述成果，對中小學階段實施理財教育教學提出具體建議。 

 

    貳貳貳貳、、、、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本研究選定「中小學階段」為研究範圍，是一貫性的考量。我國中小學課程的設計向來是國小

傾向合科，國中、高中課程則採分科的型態，每一個階段都自成一個體系，各階段各學科間縱的聯

繫及橫的溝通較困難。目前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所謂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指的是整合國民

小學六年及三年的課程為連續的一個階段，採「直線式」的課程設計，重視各年級間課程縱的連貫

與銜接，避免過多重疊與重覆。然而教育本來就是終身一貫，不應只限定在短短的幾年，各階段的

課程規劃，都應以知識的融會貫通為要件，學習的內容與方法，則應按照知識結構與學習心理之連

續發展來劃分（黃政傑,1999）。雖然目前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的統整性有待進一步評估與修正，中小

學課程十二年一貫，甚至將幼稚園課程也納入，發展 K-12 的課程，已是必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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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名詞界定名詞界定名詞界定名詞界定 

    壹壹壹壹、、、、 理財素養理財素養理財素養理財素養（（（（financial literacy）））） 

    國內大部分的研究將 financial literacy 一詞譯為「理財知識」、「理財認知」或「金融知識」， 但

研究者在文獻探討中發現國外的研究者大致上都同意 financial literacy 不是僅包含理財的知識，還

要有能力使用它們去計畫和實行理財的決策。此外「金融知識」，在一般人的觀感上會覺得深奧難

懂，易產生拒而遠之的排斥態度。因之，本研究將 financial literacy譯為「理財素養」且將其定義

如下：有能力與時俱進的理解在金錢管理上重要的概念，且具有對金融機構、制度與服務的實務知

識以及一定程度的分析技能，同時具有做出符合個人需求的，與有責任的財務管理決策之能力與態

度。 

    貳貳貳貳、、、、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financial Education）））） 

    本研究為學校所從事的理財教育所下的定義如下： 

    理財教育是一個過程，藉由此過程學生增進他們對理財概念與商品的理解，透過循序漸進、由

淺而深的課程與教學，發展出符合個人需求的理財決策技能與信心，能覺察到理財的風險與機會，

學習對金錢管理的適當態度，以及學習負起理財決策的責任。 

 

參參參參、、、、融入式課程融入式課程融入式課程融入式課程（（（（integrated curriculumintegrated curriculumintegrated curriculumintegrated curriculum））））    

所謂融入就是將一些極待教導給學生的知識或技能，結合相關課題，融入相關的課程之中，再

經由滲透的方式教導給學生，因此其中蘊含著統整的義涵（王晃三，1997）。而融入式課程，必須

從轉化型態著手，就是將需要教導的課程內容轉化成另一教學領域的一部分，且不影響原來領域的

教學。 

美國全國經濟教育協會（National Council on Economic Education, NCEE）（1997）也指出「融

入」就是透過是適當的課程設計，將相似的概念和技能安排於不同的學習領域中進行教學。NCEE

進一步提到融入式的課程設計有許多好處：它將能有效的促進學習，因為有時候學科中的某些主要

概念，在與其相關的學科中反而能更有效的學習﹔而且它也有助於將各個學科的關聯性以及分散於

各個學科中的相關概念加以整合。 

而本研究的融入式課程就是將理財教育主題，透過適當的轉化過程，融入於合適的數學、社會、綜

合活動與本國語文等學習領域之中，在不影響學生既有學習課程、不增加教師額外負擔的情況下，

教導學生學習相關的理財知識、技能與態度，以有效達成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 

 

    肆肆肆肆、、、、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instructional strategy）））） 

沿用國內學者張春興（1996）對教學策略之定義，乃指教師教學時有計畫地引導學生學習，從

而達到教學目標所採行的一切方法。在本研究中，教學策略之運用範圍包含理財教育相關教學單元

的設計，以及教師從事理財教育教學時所採用之教學模式，意即將理財教育融入國中課程之各種可

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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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與研究相關的文獻進行分析與探討，首先探究理財教育的意義及重要性，用以界定

學校實施理財教育的真正意涵，並了解理財教育對個人與社會整體經濟之重要性；再者探討英國、

美國、澳洲及日本等國的中學理財教育課程內涵，以建構出各國欲傳遞給學生的理財概念主要包含

那些重要元素；同時說明本實驗課程所參考之理財教育課程內涵之依據標準乃綜合前述各國及我國

之課程內涵所建構；接者，探討理財教育的實施方式何以在現階段以融入現行課程為佳；繼而探究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意涵，說明其適合實施理財教育之教學策略的立論基礎及原因，同時介紹重

要的理財教育組織與相關教學資源網站，以提供教師們從事理財教育教學的參考；最後則整理

國內外理財教育課程實施的相關研究，以做為研究者從事本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理財素養與理財教育的義涵理財素養與理財教育的義涵理財素養與理財教育的義涵理財素養與理財教育的義涵 

壹壹壹壹、、、、理財素養理財素養理財素養理財素養（（（（financial literacy））））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理財素養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此由文獻中使用的多種定義可以清楚的反映出來。對某

些人而言，它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包含對經濟學，以及個人的決策如何受到經濟情況和情勢的

影響的理解。對其他人而言，它僅聚焦於較狹隘的基本的金錢管理：預算、儲蓄、投資與保險等概

念（Hogarth, 2002）。同樣地，理財素養可以是絕對的，包含某些假定的對一般消費者而言是普通

的或想要的標準知識；或相對地，此標準可依據個人的技能、需求與經驗而變更（Worthington, 

2006）。 

    從事金融教育超過 25 年的前美國理財教育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Financial Education, 

NEFE）總裁與執行長William Anthes，曾公開宣稱沒有所謂「理財素養」的正式定義存在。不過他

還是引述了此主題之一重要研究所給予的定義，做為此討論的出發點：「個人理財素養是有能力讀

懂、分析、處理和溝通關於那些影響物質福祉的個人財務狀況。它包括能分辨理財的選擇、討論金

錢與理財議題不會感到不安、計劃未來，以及對那些影響每天理財決策的生活事件，包括一般經濟

體內的事件能做出適當的反應的能力」 （William, 2004：50）。 

    而澳洲教育就業與青少年事務部會（Ministerial Council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Youth 

Affairs, MCEETYA）所發展的「國家之消費者與理財素養架構」（The National Consumer and Financial 

Literacy Framework）中則將理財素養定義為：「是應用知識、理解力、技能與價值在關於那些會影

響自我、他人、社會與環境的財務狀況及其相關決策的能力」（MCEETYA, 2005：1）。此與上述美

國之定義應可歸類為前述之較廣泛的概念的陳述。 

    美國理財素養與教育委員會（Financial Literacy and education Commission, FLEC）定義 

理財素養為：「有能力做有知識的判斷，以及在關於目前與未來使用和管理金錢時能採取有效的行

動」（Basu,2005：2）。 Schagen and Lines（1996）在對英國教育研究國家基金會（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的報告中對理財素養的定義與 FLEC極為相近：「有能力做有知識的判斷，

以及在關於使用和管理金錢時能採取有效的決策。」此定義之後被許多英國與澳洲的學者研究所採

用，不過有的做了些微的改變。例如 Roy Morgan Research 同意理財素養是教養人們在他們的預

算、支出與儲蓄等各方面成為有知識與信心的決策者，但在評量個人的理財素養時卻應反應個別的

情況，亦即應相對上考量才是（Roy Morgan Research, 2003：2）。美國學者 Morton (2005)則認為理

財素養的核心概念是金錢管理的知識與技能。而一個具有理財素養的人應能讀懂、分析與溝通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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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的議題，此包括有能力保持收支的平衡、閱讀與理解合約，為退休和未來做出計畫。且認為理

財素養不是一種靜態的能力，個人隨著他們的環境與金融體系的改變需有能力持續的獲得新知與技

能。彼等說法似較符合上述較狹義的金錢管理的陳述，且採相對論。 

    綜合言之，他們大致上都同意理財素養不是僅包含理財的知識，還要有能力使用它們去計畫和

實行理財的決策。因之，本研究對理財素養所下的定義如下：有能力與時俱進的理解在金錢管理上

重要的概念，且具有對金融機構、制度與服務的實務知識以及一定程度的分析技能，同時具有做出

符合個人需求的與有責任的財務管理決策之能力與態度。 

 

貳貳貳貳、、、、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financial Education））））的義涵的義涵的義涵的義涵 

在釐清了理財素養的意義後，我們可以進一步的探討理財教育的義涵。 

前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理事會主席 Greenspan認為「就像所有的學習一樣，理財教育是一個過

程，應該從很早的年紀就開始，然後持續到整個人生。此一漸增的過程建立了必要的做重要理財決

策的技能，這些技能影響了個人獲得那些可以促進經濟的福祉的資產例如教育、財產、和儲蓄的能

力」（Greenspan, 2005a）。 

英國資格與課程授權當局（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 QCA）則指出理財教育是要

協助年輕人： 

1. 探究對金錢與理財服務的態度，以及學習負起理財決策的責任。 

2. 發展技能對相關理財需求能事先思考且能去計畫與做好預算。 

3. 增加知識，覺察與理解理財的服務與產品，使他們可以做好有知識的選擇。 

這些態度與技能將使年輕人能帶著信心步向成年期，以他們的能力實際地與有效率地處理在一定的

範圍內他們所必須做的理財決策（QCA, 2000）。 

    而最廣泛又完整的理財教育的定義，則是在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從事之第一個理財教育的國際研究報告中所揭示的：「理財

教育是一個過程，藉由此過程理財的消費者/投資者增進他們對理財商品與概念的理解，透過資訊、

教學、與/或客觀的忠告，發展出技能與信心，能更覺察到理財的風險與機會，知道到哪裡尋求協

助，以及採取其他實際的行動以增進他們理財的福祉。下面將此定義中所提出之理財教育實施的管

道做進一步的說明： 

1. 資訊（information）：包括提供消費者事實、資料、與特定的知識使他們能察覺到理財的機會、 選 

   擇、與後果。 

2. 教學（instruction）：包括透過提供訓練與指導，確定個人能獲得技能與能力以理解理財的術語 

   與概念。 

3. 忠告（advice）：包括提供消費者對一般理財的議題與商品的建議，以便他們能將他們所接受到

的理財資訊與教學做最好的使用（OECD, 2005：26.）。 

  

    綜合上述說法，本研究為學校所從事的理財教育所下的定義如下： 

    理財教育是一個過程，藉由此過程學生增進他們對理財概念與商品的理解，透過循序漸進、由

淺而深的課程與教學，發展出符合個人需求的理財決策技能與信心，能覺察到理財的風險與機會，

學習對金錢管理的適當態度，以及學習負起理財決策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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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理財教育的重要性理財教育的重要性理財教育的重要性理財教育的重要性 

    理財教育在近年來之所以日益重要，是金融市場的發展與人口、經濟與政策的改變所造成的

結果。金融市場變得更複雜且持續的在提供新產品，消費者現在有更多的機會去使用一系列號稱網

路銀行與經紀商，乃至於以社區為基地的團體，所提供的各種信貸與儲蓄的工具。退休金給付制度

的改變，使更多的工作者將要承擔更多的為他們的退休而儲蓄的責任。壽命的增加，個人需要確保

他們有足夠的儲蓄以支應他們所預期較長退休期間的花費。這些發展對人們的理財行為自然造成很

大的影響。 

壹壹壹壹、、、、影響理財教育重要性日增的因素影響理財教育重要性日增的因素影響理財教育重要性日增的因素影響理財教育重要性日增的因素 

    在 OECD 理財教育的國際研究報告中歸納了影響理財教育重要性日增的五個因素： 

    1. 理財商品的複雜性理財商品的複雜性理財商品的複雜性理財商品的複雜性 

    消費者現在面對各種不同類型的理財工具，它們提供一系列的有關費用、利率、到期時間等的

選擇。此外這些商品中的某些商品的品質很難評估，例如人壽保險，因為人們較少購買它們且購買

和使用的時間常差距很久。 

    2. 理財商品數量的增加理財商品數量的增加理財商品數量的增加理財商品數量的增加 

    金融市場的解除管制以及資訊科技與電信的發展，導致特別設計以符合特定市場需求的新商品

的數量快速增加。網際網路也使關於投資與信貸產品以及如何得到這些產品的資訊大量增加。 

    3. 嬰兒潮嬰兒潮嬰兒潮嬰兒潮與平均壽命的增加與平均壽命的增加與平均壽命的增加與平均壽命的增加 

    許多 OECD 的會員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都經歷了嬰兒潮。這些最先在嬰兒潮時代出生的人

將於未來的五至十年期間開始退休。由於這些人延後懷孕或選擇少生或不生子女，跟隨在嬰兒潮時

代出生後的人口少多了。因之，在嬰兒潮時代出生的這一世代人的退休，意味著將只有較少的工作

人口撫養较多數的退休人口。此情況又因平均壽命的增加更顯嚴重，亦即此一大群人口可能要較前

一世代度過更長的退休期，且可能因此需要受撫養更長的時間，此對高齡化社會下的退休規劃有很

嚴重的影響。 

4. 退休協商的改變退休協商的改變退休協商的改變退休協商的改變 

    OECD 會員國的退休制度主要傾向於由規定的津貼（defined benefit）轉換為規定的分擔（defined 

contribution）退休方案；前者是由退休金提供者保證一固定的退休所得，後者則是分擔的標準是設

定的，退休所得決定於分擔的比率與個人在工作期間所做的投資決策。結果是退休金供應的多數風

險由提供者轉移到工作者身上。未來，將有愈來愈多的退休者依賴規定的分擔退休方案獲取所得。 

5. 理財素養的理財素養的理財素養的理財素養的低落低落低落低落 

檢閱了 OECD 十二個會員國的理財素養調查後，所得到的結論是消費者的理財理解是低層次

的。一些特定的族群理財素養層次特別低，例如教育程度低者、未成年者、以及那些在所得分配最

末端者。(OECD, 2005：28-34) 

 

此五項因素可說是已涵蓋了多數學者所指出的理財教育在今日社會特別重要的原因，也有很多

研究支持這些論點。 

    以美國為例，依據一退休自信的調查，美國人對退休責任處理的並不好。此 2004 年調查顯示，

雖然 58%的工作者說他們最近有為退休儲蓄，只有 42%的人報告他們和/或他們的配偶有計算過究

竟他們需要儲蓄多少錢，在退休時才能過舒適的生活。更令人驚訝的是：幾乎過半數的工作者並未

為退休儲蓄，卻多少有幾分信心能有足夠的錢退休，而預期他們的退休金會來自某處、或某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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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RI, 2004）。 

    此外，世人現今普遍累積財富的時間變少而花錢的時間變長。一電腦模型顯示：1930 年時，

美國人大約在 20歲開始累積財富然後一直持續到 60幾歲的後期；2000 年時，在 25歲以後才開始

累積財富至 65歲前就停止。然而在 1930 年代，美國人平均至多 20 年花費在退休，現今則預期有

35 年花費在退休。此研究亦指出有空前人數的中年人須同時養育子女與扶養他們的父母。一個簡

單的比較就可看出今日的三明治世代所感受到的壓力：1900 年時，7% 60歲的美國人至少有一位

活著的父母，到了 2000 年時，此百分比已上升至 44（Neal, 2002）。 

    至於理財素養的低落，再以此方面研究做的最多的美國為例： 

    ˙65%的美國投資者未通過由證券商全國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NASD）所執行的基本投資知識調查，而且當要求指出「接受在股票市場損失的保險組織」

時，只有 38%的投資者知道沒有這種組織存在（NASD, 2004）。 

    ˙高中高年級學生參加的 2004 年理財知識全國調查，平均得分 52.3%。此得分雖較 2002 年的

50.2%與 2000 年的 51.9%上升，然而還是一不及格的分數（Jump$tart, 2004）。 

    ˙十分之四高中高年級學生相信信用卡與汽車貸款的利率要較抵押貸款的利率低；只有四分之

一的高中生知道聯邦政府從薪津中扣除所得稅（ACEC, 2001）。 

 

而根據澳洲聯邦銀行基金會所做的調查研究顯示： 

    ˙個人年薪以及家庭所得與理財知識相關，平均而言，理財知識分數愈高者，年薪愈高。 

    ˙理財知識分數愈高者，他們愈有信心，以他們的能力在一週內提高他們的所得 10%，提升

他們的財力以抵擋突發的財務壓力。 

    ˙較低的理財知識分數與受試者在過去十年來無力支付他們的行動電話、水電以及信用卡帳單

顯著相關。（Commonwealth Bank Foundation, 2004） 

     

    再者，Greenspan 亦指出：「科技的進步代表獲得效率與實踐選擇的機會，但只有在終端使用

者具有必要的知識能使用適切的資訊且能利用它的時候。」（2005b, p65）。因此惟有透過理財教育，

使個人能克服他們的不願意或沒有能力去全盤利用在金融市場的科技進步與產品創新。 

    澳洲的證券與投資委員會（Australian Securities & Investments Commission, ASIC）在其討論學

校的理財教育的報告中，以不具理財素養的消費者可能發生的後果，來說明「為何具有理財素養是

重要的？」 

    ˙沒有能力做適當的預算以應付開支； 

    ˙沒有能力確認符合他們需求的金融商品與服務； 

    ˙不確定如何能得到與使用獨立的理財忠告； 

    ˙最有可能成為濫用業務與詐騙的受害者。 

該報告同時指出：「不具理財素養的成本非常大且很難量化。ASIC僅單對共同基金說明書與詐騙

的研究顯示，過去三年消費者的損失高達八億美元。ASIC 確信這些數字顯然是少報了，因為很多

人覺得很不好意思或有罪惡感，去投訴他們損失金錢的情況」（ASIC, 2003,：11-12）。 

    而在臺灣方面，除了上述五項因素外，理財教育對青少年之所以特別迫切需要，是因為近年來

台灣的社會型態與家庭組織隨著經濟的成長已由傳統農業社會的大家庭，轉變為工商服務社會的小

家庭，在此同時雙薪家庭的比例逐漸提高，但生育率卻逐漸的下降。隨著家庭子女人數的減少，家

長對子女莫不寵愛有加，因此在家庭所得增加的同時，子女零用錢的數額也隨之增加，根據智富雜

誌 2005 年的調查結果，許多國小兒童每個月都有將近 500 元的零用錢（郭莉芳，2005），這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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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大大的超過韋雪琴在 1994 年調查時的 220 元。 

  零用錢的獲得是兒童接觸理財行為的起點，但零用錢的增加並未對台灣兒童的理財行為帶來正

面的幫助，胡蘭沁（1997）就指出台灣地區兒童及青少年在金錢來源寬裕且無壓力的情況下，金錢

價值觀念日益薄弱，欠缺理性判斷能力，並且因為受到民主思潮、開放式教育以及父母工作忙碌等

因素之影響，兒童自主權顯著提高，常隨性而為，除了造成金錢使用不合理現象，更使青少年兒童

問題與社會好逸惡勞、追求物質享受之現象日益普遍。 

  而內政部警政署 2006 年的統計資料也顯示出，近年來台灣地區兒童、少年犯罪的人數逐年增

加，而又以竊盜類型犯罪人數最多，以 2006 年為例，其中犯竊盜案件人數為 5164 人，占兒童、少

年犯罪人口的 46.71﹪，較 2005 年增加了 5.97﹪；此一事件所顯示的是金錢不再是單純的貨幣工具，

其中還隱藏了國家治安的警訊。 

  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類行為的發展不但是一個前後連續的歷程，而且前後行為之間具

有因果關係。在教育上早已公認，個人的生活習慣、處世待人的態度，都是自幼養成的，在兒童時

期內行為獲得良好的發展，將來才能成為健全的人（吳麗卿，2004）。 

    韋雪琴（1994）在其研究中就曾明確指出社會上層出不窮的青少年社會問題，「零用錢」往往

是問題的癥結。一個從小就懂得正確支配零用錢，具有良好理財經驗的兒童，才能面對人生的挑戰，

發揮個人的潛能。有處理金錢經驗的孩子，長大後往往比較獨立、肯定自己，比較沒有用錢的煩惱；

而且人際關係和社會適應方面也優於完全沒有理財經驗的孩子。金融研訓院院長薛琦也認為：小時

候沒做好理財教育，長大就容易出問題，現在很多年輕人無力償還卡債，業者就轉向父母催收，於

是個人消費問題，衍生成家庭與社會問題，所以政府應及早推動理財教育（引自施禔盈、劉育菁，

2005）。 

    若從一更廣的角度來看，個人沒有能力做出良好的理財決策還會負面的影響到借貸之金融機構

的財務健全，因為個人的怠忽與破產的結果，它們通常必須面對比預期更大的損失。台灣這兩年所

發生的信用卡、現金卡雙卡超貸風暴，不就是此一問題的寫照嗎？ 

 

貳貳貳貳、、、、理財教育的效益理財教育的效益理財教育的效益理財教育的效益 

    Greenspan 在其「理財素養：經濟進步的工具」一文中論及：「在我們的經濟中，家庭資產累

積的三個最主要的方式是透過自有房屋、自有小企業與儲蓄。就如同這些對個人的重要性，它們也

代表者對較廣大的經濟有明顯與重大的效益。」而「家庭儲蓄，當然是增加理財能力的一個最基本

的要素，同時也做為未來有形資產累積的開端，例如房子與事業」（Greenspan, 2002：37-38）。然

而個人儲蓄與投資所需具備的知識與能力，Greenspan認為是理財教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OECD（2005）理財教育的國際研究報告，對理財教育對個人與經濟的效益說明的最為具體。 

 

一一一一、、、、理財教育對理財教育對理財教育對理財教育對個人個人個人個人的效益的效益的效益的效益 

    理財教育能夠使所有年齡層與所得層級的個人受惠。 

    ˙對於剛開始他們工作生涯的年輕成年人來說，它能在編列預算與儲蓄方面提供基本 

      的工具，如此支出與負債就能處於控制之下。 

    ˙理財教育能協助家庭有紀律的為他們的自有房屋和/或他們的孩子的教育而儲蓄。 

    ˙理財教育協助較年長的工作者確保他們有足夠的儲蓄過舒適的退休生活。經由提供 

      資訊與技能，使他們在退休計畫與任何個別儲蓄計畫都能做出明智的投資抉擇。  

    ˙理財教育能協助低所得階層的人充分利用他們所能儲蓄的錢，且協助他們避免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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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交易時被非金融機構例如支票兌現金服務，索取高成本的費用。 

    ˙對那些以金錢投資的消費者，理財教育能提供對基本的理財資訊例如風險與報酬之 

      間的抵換、複利的價值二者日增的理解，以及關於特定投資類型的優缺點之比較明 

      確的資訊。（OECD, 2005：p.12） 

 

    而在澳洲聯邦銀行基金會（Commonwealth Bank Foundation）所委託的一項研究調查（2004）

中所顯示的增加理財素養對個人及澳洲經濟的效益更是驚人。此研究是調查人們做有智識與有責任

感決策的能力，以及檢視理財素養與它對個人與澳洲經濟的影響之間的關係。此研究指出針對理財

知識最低 10%的澳洲人，增進適量的理財素養超過十年將會對個人： 

    ˙平均每人增加每年的個人所得$3,204 

    ˙減少失業的可能性，平均 0.16 個百分點 

    ˙減少人們無力支付他們的手機費用的比率 2% 

    ˙減少人們無力支付他們的水電費用的比率 2% 

 

二二二二、、、、理財教育對經理財教育對經理財教育對經理財教育對經濟濟濟濟的效益的效益的效益的效益 

    受過理財教育的國民也有益於其經濟體。在要求金融商品更符合他們的需求下，他們也鼓勵了

供給者發展新的商品與服務，因而增加了金融市場的競爭、創新與品質的增進。受過理財教育的國

民也更有可能儲蓄，且儲蓄的也比他們較無理財素養的人為多。因為較多的理財素養而增加的儲蓄

對於投資的層級與經濟成長二者皆應有正面的影響。而在新興的經濟國家，提供消費者市場運作與

市場參與角色的知識與訓練，將有助於這些國家充分利用他們發展中的市場。此外，受過理財教育

的消費者也處於一較佳的位置，在他們獨立無助時能保護自己，以及向有關當局告發金融仲介商可

能的不法行為。因之，他們可以協助監督的活動，且可能原則上允許降低層級管理的介入，結果，

金融的管理負擔自然就減輕了。（OECD, 2005：13） 

    而上述澳洲聯邦銀行基金會的研究指出針對理財知識最低 10%的澳洲人，增進適量的理財素

養超過十年將會對澳洲經濟： 

    ˙每年對 GDP貢獻 60億美元 

    ˙創造超過 16,000 個新工作 

這些效益源自： 

    ˙勞動力決策的改進，導致生產力的提高 

    ˙隨著創業與購屋決策的改進，減少了資本的消耗量 

    ˙經由較好的儲蓄與投資決策，日增的資金流入較賺錢的企業 

 

叁叁叁叁、、、、理財教育在學校實施的重要性理財教育在學校實施的重要性理財教育在學校實施的重要性理財教育在學校實施的重要性 

    OFE 的白皮書中主張：「提供理財教育予年輕人最好且最明顯的起始點是在學校，現存沒有一

個更好的場所能比透過學校系統接觸到更多的年輕族群」（2002：4）。 

    在 OECD（2005：175）的理財教育的國際研究報告中也建議：「理財教育應由學校開始，人們

應在他們的人生中盡可能的提早被教育理財相關的事物。」 

    最近幾年很多提倡理財教育者主張應增進年輕人的理財素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美國聯邦準

備銀行理事會主席 Greenspan，他主張我們需要實足的個人理財的學校課程使學生能在此一新世紀

準備好做明智的選擇。Greenspan認為：「具有基本的理財技能的重要性，加強了學習過程應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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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需求。事實上，在小學與中學層次增加基本的理財教育可以奠定理財素養的基礎。如此可以

防止年輕人做出那些可能要花費多年才能解決後果的粗劣決策」（2005：.65）。  

    OECD 2008 年「學校的理財教育課程」之報告（Mundy, 2008），將學校提供理財教育在整個

理財教育的推動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說明的更為詳盡： 

    1.理財教育可以提供給各個年齡層的所有學童，事實上，他們是受控管的群體。此類近乎整體

的涵蓋面，就成人而言是不太可能的； 

    2.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較年輕的族群要較年老的族群容易接受理財教育； 

    3.逐漸地，孩童從幼年起就做了許多的購物行為，而且他們中的某些人還成為家庭支出的決定

因素。許多較年長的學童，以及那些進一步接受較高教育的青少年會從偶而的工作賺取收

入。此外，兒童與青少年是廣告與行銷的重要對象； 

    4.許多青少年花費許多金錢在例如手機的費用上，手機使用費用的價目表可以說是很難理解，

且不同條件所給予的費率的比較通常也不是簡單易懂的； 

    5.許多較年長的學童需要在財務方面權衡是否繼續他們的教育； 

    6.年輕人逐漸增加做財務決策的機會，而那些決策可能會對他們的福祉有重大的影響，例如他

們可能會處於累積重大債務的風險。 

    7.學生是未來的主要消費者，理財教育可以協助提供學生能終其一生做健全決策所需要的基

石。如果在年少時，人們即能逐漸養成負責任的態度與好習慣，他們在之後的歲月就較少可

能陷入財務的困境，而較可能為他們的未來做好理財的準備。 

    8.研究顯示年輕人較年長者缺乏理財的能力。然而，在很多國家，年輕人要較他們的父母在相

同年齡時面臨更多的財務挑戰。 

    9.許多父母缺乏知識與能力去管理好他們的金錢，因之，也無法有效地引導他們的孩童。有些

案例是自己受惠於理財教育的學生，協助他們的父母管理他們的財務。 

 

    研究顯示青少年時期的理財教育的確會造成不同的結果：從有要求個人理財教育課程的州之高

中畢業的個人，要比那些從其他州畢業者，有較高的儲蓄率以及淨值占所得的百分比（Douglas, 

Garrett, and Maki,1997）。而根據美國經濟教育協會（Council for Economic education, CEE）於 2009

年調查各州經濟、個人理財與企業家精神教育的現況，其中個人理財教育與 1998 年所做的比較結

果顯示：（參見「中小學理財教育課程的相關研究」該小節表表 2-7-3）制定個人理財內容標準的

州數逐年增加，過半數的州已要求履行該標準，顯示學校對個人理財教育之重視日增。 

    此外，很多人關心陷於理財排除的循環（cycles of financial exclusion）困境的人數日益增加。

亦即那些在社會上最不富裕的人，是在理財上被排除的族群，有一些證據顯示他們的子女也最有可

能將他們自己排除於理財之外，此造成了理財排除的循環。學校在這些學童為他們的未來生活增能

方面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再者，來自處於理財優勢家庭的學童也可能缺乏對理財觀念的理解無法

發展足夠的理財能力，除非學校能提供機會給他們（DFEE, 2000：5.）。而台灣花旗銀行最近所公

佈的調查（陳怡慈, 2007），也意外發現：父母收入愈高，小孩財金素養越差的現象。因之，學校要

認知到具有理財能力對所有的學童都是重要的，應協助所有的學童定要發覺到理財的效益與適當的

使用理財的服務，此為朝向將更多的人納入理財領域內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綜合言之，對大多數人而言理財素養的達成是一漸增的、蓄積的、終身的過程，而不是繫在一

特定課程學習的一個結果。也許我們不會主張學校應單獨負起培養學生理財素養的責任，我們肯定

的認為學校在理財教育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大多數人對理財的相關知識，尤其是金錢管理的

基本原則是很小時就習得了。再者，在學校教導理財教育開啟了為學童準備好成為有能力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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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庭資產管理者的過程。而透過學校的課程，例如數學、社會等科目傳遞理財教育的概念，則提

供了教導學生理財技能更有效的方法。正如美國 OFE 的白皮書（2002：4）所言：此等策略為理解

個人理財概念提供了一個情境，加強了原數學、社會等科目的教導，且使理財教育較不易因為預算

或資源稀少的理由而被排擠於學校課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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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理財教育的課程內理財教育的課程內理財教育的課程內理財教育的課程內涵涵涵涵 

由以上的文獻探討可知，理財教育應被納入中小學的課程。接下來的問題是該教什麼呢？ 

前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理事會主席 Greenspan 以他的經驗認為：「集中於增進基本的數學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可培養有智識的消費者，他們能充分利用一個不斷改變的市場所提供之複雜的理財服

務」（Greenspan, 2005b：65）。數學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在理財教育中真的這麼重要嗎？以下檢視四

個國家理財教育的課程綱要，做為建立我國理財教育課程綱要的參考。 

壹壹壹壹、、、、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英國的理財知識（financial literacy）或理財能力（financial capability）的教學發展甚佳，

且有一系列的教學資源支持。英國的教育體系區分為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

蘭四區。茲以英格蘭為例，其學校課程大部分由中央政府透過全國課程（National 

Curriculum）的設置來規定，其課程由小學延伸至中學有系統的分為四個階段（5-16 歲）。

2000 年 7 月，教育與職業部（DFEE）出版了「透過個人理財教育的理財能力」（Financial 

Capability through personal financial education）一書，做為對學校的指導概要，以協助教師

達成政府所述的期望：將理財能力在每一階段都視為學習的主題。此指導概要確定理財能

力包含三項相互關聯的主題，且應合起來教導。此三項主題如下： 

    ˙理財知識與理解理財知識與理解理財知識與理解理財知識與理解（financi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是關於協助青少年理解金

錢的概念。亦即有知識與理解金錢的本質且能洞察其功能與價值。逐漸養成理財的理解，

是要確定青少年離開學校時擁有處理每天理財議題的必備技能，同時它也能協助他們對他

們的個人財務做出有智識的決策與選擇。 

    ˙理財技能與理財技能與理財技能與理財技能與能力能力能力能力（financial skills and competence）：是非常關心每日的金錢管理與思

考未來的規劃。此為有能力在各種情境：個人情況以及超越我們即刻所能控制的情況，應

用知識與理解理財事務。一個有理財能力的人是能夠有信心發現與著手處理問題或議題，

且能有效地與有效率地處理財務情況。 

    ˙理財責任理財責任理財責任理財責任（financial responsibility）：是關於金錢與個人理財決策較廣泛的影響，不僅

僅是為了個人的未來，而是在一較大的、社會的層次。它隱含一種理解--理財決策如何能影

響，不僅是做決策的那個人，同時也影響到他的家人與社會。有理財能力的年輕人將會覺

察到理財決策與行動與各種不同的價值判斷密切關聯（社會、道德、美學、文化、環境以

及經濟），因此有社會與倫理的面向（DFEE, 2000a）。 

    下表是 DFEE 每一階段所應學習的理財素養的內容概要，表中並延伸至成人期，俾能

理解此學習最終的理念為何（DFEE, 2000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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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英國中小學各階段理財素養的學習內容概要 

第一階段 

5 到 7歲 

在此階段，學生學習關於金錢以及在他們自己的生活情境中做出關於花

費與儲蓄金錢的實際選擇，包括如何解決涉及到金錢的整數問題。他們

學習到金錢有不同的來源且能使用於不同的目的。他們學習到照顧金錢

的重要性。他們學習到關於花費金錢人們做出不同的選擇。他們學習到

關於他們每天生活中使用金錢的相關社會與道德的議題。 

第二階段 

7 到 11歲 

在此階段，學生學習做出簡單的理財決策以及考慮如何花費金錢，包括

零用錢與慈善捐款。他們學習到資源可以不同的方式配置，且這些決策

有個人、社會與環境的後果。他們學習到如何照顧金錢以及瞭解到未來

的慾望與需求可能要透過儲蓄來滿足。他們逐漸理解到人們有不同的財

務狀況以及生活水準隨著時空而改變。他們學習到人們對於金錢有不同

的價值觀與態度。 他們學習到在涉及到金錢時如何解決言辭的問題與簡

單的百分比以及如何大致估計與檢查他們的答案。 

第三階段 

11到 14 歲 

在此階段，學生學習關於什麼影響我們如何消費或儲蓄金錢，以及如何

變成有能力在一系列的情況下--包括那些超過他們目前的經驗，管理個

人的金錢。他們學習到地方與中央政府如何籌措資金。學生學習關於保

險與風險，以及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出較保險的選擇。學生學習關於使

用金錢的社會與道德的相關面向，包括做為一個消費者他們所做的選擇

如何影響到其他人們的經濟與環境。他們學習去解決涉及到金錢之複雜

的數字問題，包括計算百分比、比率與比例。 

第四階段 

 14到 16歲 

在此階段，學生學習關於理財決策與金錢管理以及使用一系列的理財工

具與服務，包括預算與儲蓄，以管理個人金錢。他們學習關於以及如何

評估他們所能使用的不同來源的理財協助與忠告。他們學習關於經濟體

如何運作以及消費者、雇主與雇員的權利與義務。他們學習關於涉及到

儲蓄與投資的不同風險與報酬。他們逐漸理解到個人理財決策之較廣泛

的社會的、道德的、倫理的與環境的後果。他們繼續學習去解決涉及到

金錢之複雜的數字問題，包括計算百分比、比率與比例。他們學習去詮

釋社會的統計資訊。 

 成人生活 個人理財課程為學生的成人生活做準備。有理財能力的成年人能做出有

智識的理財決策。他們有計算能力，能有效地編列預算與管理金錢。他

們了解如何管理信用與債務。他們能夠評估保險與保護的需求。他們能

評估涉及到不同之儲蓄與投資選擇的不同的風險與報酬。他們理解到理

財之較廣泛的倫理的、社會的、政治的、與環境的面向。 

                資料來源： DFEE,（2000a）。 

 
在「透過個人理財教育教導的理財能力」一書中針對上述三項理財能力的議題，詳細的列出了各 

學習階段的理財教育主題及學習的目標，茲以「理財技能和能力」為例說明如表二至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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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英國「理財技能和能力」第一、二階段的教育主題與學習指標 

            學習階段 

理財教     學習 

育主題          指標 

第一階段（5 到 7歲） 

（初學者的理解） 

第二階段（7 到 11歲） 

（發展信心） 

妥善保管金錢 

（1）知道我們能如何安全的保管 

  金錢，可以把它交給有責任的成

人，也可以把它收藏起來﹔例如

決定要將班級旅遊的錢保存在

哪裡。 

（2）開始去了解保存理財紀錄的

重要性，例如在角色扮演的教學

活動中組織一個虛擬的銀行，去

紀錄學生虛擬的存款紀錄。 

（1）了解可以透過開設帳戶（銀

行或郵局）安全的保管金錢，例

如決定安全保管 30元；1000

元；100000元的適當方式。 

（2）了解保存理財紀錄的重要

性，例如討論要如何知道你曾經

遺失了錢，去了解學校如何紀錄

它的金錢使用。 

（3）了解一些正式的理財紀錄，

例如比較銀行報告單、信用卡帳

單。 

金錢的花費和預算 

（1）知道我們對所購買的物品必

須付錢，例如規劃班級到商店一

遊。 

（2）能夠考慮花錢的可能方式﹔

例如集體討論花費100元的可能

方式。 

（1）了解如果沒有足夠的錢去買

我們想要或需要的東西，我們就

可能需要儲蓄，例如，集體討論

一些夢想要購買的清單，並討論

哪些項目可能需儲蓄去購得，且

該如何做。 

（2）了解存錢筒並不是唯一存錢

的方法（參見妥善保管金錢），

例如討論把錢放在口袋、錢包、 

  存錢筒、銀行帳戶，哪一項是 

  最安全的方法。 

（3）開始有能力去做事先的規劃

和思考，讓學生為中程之班級計

畫，事先規劃向學校借款。 

基本的風險和報酬 

（1）了解金錢遺失了或是被偷了

的後果，例如討論如果我們遺失

某些東西之後需要還回，這對我

們所擁有的錢具有什麼意義？ 

（1）開始去了解機率和保險的原 

  則，例如花錢去投保你的房子被 

  外星人攻擊？暴風雨的損害？ 

  或偷竊？值得嗎？ 

（2）了解我們可以透過存錢來賺 

  錢，例如研究和比較不同存錢 

  的方式，包括易於存取以及利

率。 

資料來源： DFEE,（2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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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英國「理財技能和能力」第三、四階段的教育主題與學習指標 

            學習階段 

理財教     學習 

育主題          指標 

第三階段（11到 14 歲） 

（擴展信心） 

第四階段（14到 16歲） 

（成年生活準備） 

理財紀錄與資訊 

（1）知道關於個人的財務報告單

與紀錄收入與支出的其他方

式。例如：做為規劃一學校旅遊

的一部分，蒐集收據與紀錄支

出。 

（1）瞭解個人的財務報告單，包括銀

行報告單、信用卡報告單、水電與

其他帳單。例如：蒐集與說明一系

列的帳單與報告單。你會用什麼方

式去改變它們，使它們更容易瞭解。 

編列預算 

（1）開始理解如何使用預算去規

劃與控制個人支出。例如利用一

個案研究為一年輕人編列超過

一個月的收入與支出預算。此一

年輕人要如何才能存夠錢去買

一些衣服。 

（2）開始理解長期與短期間理財

態度的不同以及對它們如何規

劃與決策的不同。例如：思考為

不同類別的支出是否需要與如

何儲蓄。 

（1）理解有哪些方式去計畫、監督與

控制個人的收入與支出。例如：評

估紀錄個人金錢的不同方式。 

（2）理解長期、中期與短期理財態度

的不同以及對它們如何規劃與決策

的不同。例如：腦力激盪個人終其

一生可能做出的不同理財決策。討

論長期與短期間理財態度的不同。 

（3）開始理解中央與地方政府關於財

政的公開說明。例如：邀請一地方

議員參加一關於地方當局財政有問

必答的集會。 

風險和報酬 

（1）逐漸理解機率與保險的原則。 

  例如：確認擁有與駕駛一汽車的

潛在相關風險。比較各類保單的

成本與效益。所有的風險都是可

保險的嗎？所有的風險值得保

險金的花費嗎？ 

（2）開始理解儲蓄與借款都是提

供不同的期限與利率。例如：計

算各類主要銀行帳戶的利率。比

較取款的便捷性。你會在何處存

錢做你每日的支出？如果為了

存錢做一重大購買，你會在何處

存錢？ 

（3）開始理解利率隨時間而改

變。例如：比較超過兩年期的抵

押借款利率。 

（1）理解在複雜情況下機率和保險的

原則，確認潛在的風險以及如何免

於風險。例如：研究個人壽命、健

康與重大疾病保險。評估風險的可

能性，連同其成本與潛在效益。 

（2）理解儲蓄與借款都是提供不同的

期限與利率，且隨時間而改變。例

如：比較各類儲蓄帳戶超過一年、

五年、和十年的報酬率。如果你下

週、次年、五年後、或為了緊急情

況需要用錢，你會各在何處存錢？ 

（3）理解某些貸款與購物協議是有安

全保證的，而其他則無。例如：寫

信給各類金融機構詢問它們關於逾

期還款的政策。如果你未按期償還

你的抵押借款，會發生什麼事？或

者信用卡呢？ 

（4）理解儲蓄與投資商品之間風險和

報酬的不同。例如：比較儲蓄與投

資商品在過去 5年、10年、與 20

年來的表現。討論對低風險與低報

酬的儲蓄以及高風險與高報酬的投

資正反雙方的辯解。 

資料來源：DFEE,（20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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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不像英國，雖然分為四個轄區，卻係一高度地中央體系的課程設置；美國的學校政策與課程

是各州政府及其地方教育單位的責任。在聯邦的層級，財政部對理財教育以及增進對理財事務理解

程度的需求日益關注，因之，財政部於 2002 年設立理財教育部（Office of Financial Education，

OFE）。在其「融入理財教育於學校課程」的白皮書中，其所揭橥的使命為：「提供美國所有的個人

實用的理財知識，俾便他們能在其終其一生的各個階段，做出有智識的理財決策和選擇。更明確地

說，OFE 將努力提供美國人實用的技能，以做出關於基本的儲蓄、信用管理、退休計畫與購屋的

有智識的理財決策。亦即 OFE 的目標是確保所有的個人擁有知識與技能，能瞭解銀行的報告單，

獲得與閱讀信用報告，理解抵押借款固定利率與浮動利率的不同，以及計算他們退休所需的儲蓄金

額。換言之，僅單獨給予人們知識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確定知識應伴隨者個人能應用於他們每天所

面對的理財決策的實用技能。…..理財教育應努力針對特定類型的理財決策，例如購屋或為退休而

儲蓄，但若在做決策前個人就對理財概念有基本的理解，那將會是最成功的。就像所有型態的教育

一樣，.理財教育開始於教導那些能提供個人分析日益複雜的理財問題的基本概念」（OFE, 2002：3）。 

    由上述內容可知，OFE認為理財教育最重要的內涵應是理財概念以及應用理財概念做決策的

實用技能的教導。至於美國較具體的理財教育的課程內涵則以個人理財素養全國 Jump$tart聯盟

（Jump$tart Coalition for Personal Financil Literacy, 以下簡稱 Jump$tart ），所出版的 K-12 個人理財

國家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in Personal Finance with Benchmarks, Applications and Glossary for K- 

12 Classrooms）最具代表性。Jump$tart 於 1998 年由 20 名學者專家發展出其第一版本的個人理財

綱要與能力指標，2001 年該組織授權一專門小組修正與補充更新 1998版，並經由精選的代表商業

教育、家庭與消費科學以及社會科的經濟學學校教師的檢視，根據教師的建議，做了進一步的改進。

此標準經社會科全國協會、經濟教育全國協會、全國商業教育協會等八個教育組織的審閱且獲得支

持，他們鼓勵全國的中小學使用此一標準，以加強個人理財教育。 

    依照 Jump$tart 的說明，此個人理財國家標準與能力指標的實際用途為： 

    ˙建議學生應該知道且能做到的一定範圍的教材內容。 

    ˙協助發展教學計畫、單元和課程綱要、學習活動、教科書以及其他的教材。 

    ˙增加全國學校個人理財教育的需求意識。 

    此 K-12標準安排教材的方式是讓學生學習的進程由基本到比較複雜與抽象。學生達成學習的

能力指標依 4, 8 和 12三個年級層次呈現。教學者可以考量學生依不同的速率和各種不同的學習形

式與興趣來學習。每個能力指標皆有應用欄位給予範例，說明所要求的學習如何能應用在每天的理

財決策和行動。 

    2002 年標準劃分為四個主要的個人理財領域：所得（Income）、金錢管理（Money Management）、

花費與信用（Spending and Credit）、以及儲蓄與投資（Saving and Investing）。此四個領域共計 26

個人理財標準。Jump$tart新近（2007）公佈了最新的理財標準，此標準重新劃分為六個主要的個

人理財領域：理財責任和決策、所得和職業、規劃與金錢管理、信用與借貸、風險管理與保險、以

及儲蓄與投資。此六個領域共計 29 個個人理財標準，以下列出其所期待的學生將能夠做到的理財

素養內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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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理財理財理財責任和決責任和決責任和決責任和決策策策策（（（（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and Decision Making）））） 

1. 對個人理財決策負起責任。 

2. 透過各種資源找尋及評估理財資訊。 

3. 概述主要的保護消費者法令。 

4. 有系統的考慮各種選擇方案及其後果再做出理財決策。 

5. 發展討論理財議題的溝通策略。 

6. 控管個人資料。 

所得所得所得所得和職和職和職和職業業業業（（（（Income and Careers）））） 

1. 探索職業的選擇。 

2. 辨別個人所得來源。 

3. 描述影響實得薪資的因素。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與與與與金錢金錢金錢金錢管理管理管理管理（（（（Planning and Money Management）））） 

1. 發展花費和儲蓄的計畫。 

2. 發展保存及使用財務紀錄的系統。 

3. 描述如何使用不同的支付方式。 

4. 在做購買決策時應用消費的技巧。 

5. 考慮慈善捐贈。 

6. 發展個人理財計畫。 

7. 檢視遺囑的目的和重要性。 

 

信信信信用用用用與與與與借貸借貸借貸借貸（（（（Credit and Debt）））） 

1. 辨別各種不同類型信用的成本與效益。 

2. 解釋信用紀錄的目的以及指出借貸者的信用報告權利。 

3. 描述避免或改正信用問題的途徑。 

4. 概述主要的消費者信用法令。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管理與管理與管理與管理與保險保險保險保險（（（（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1. 辨別一般風險的類型及基本的風險管理方法。 

2. 解釋資產及責任保險保障的目的與重要性。 

3. 解釋健康、失能及人壽保險保障的目的及重要性。 

儲蓄儲蓄儲蓄儲蓄與與與與投投投投資資資資（（（（Saving and Investing）））） 

1. 討論儲蓄如何有助於財務的健全。 

2. 解釋投資如何致富及有助於達到理財目標。 

3. 評估投資的各項選擇。 

4. 描述如何買賣投資商品。 

5. 解釋稅負如何影響投資報酬率。 

6. 調查金融市場的管理當局如何保護投資人 

茲舉其中「理財責任和決策」領域（此為 2007版新增之領域）為例列出其知識內涵與能力指

標，以瞭解不同年級所應具有的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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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理財責任和決策」領域之各年級知識內涵與能力指標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本領域整體而言所期待的能力： 

應用可靠的資訊和有系統的決策模式做出個人的理財決策。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內涵內涵內涵內涵    

K-4 

1.人們做選擇是因為他們只有有限的資源，無法擁有他們想要的每一樣東西。 

2.達到理財目標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能根據重要性將個人的需要/想要加以排序。 

3.有系統的決策模式有助於人們做出金錢的選擇。 

4.審慎的消費者比較各種花費的效益與成本後才做出決策。 

5.商品與服務的相關資訊有各種不同的來源。 

6.每一項花費的決策都有其機會成本。 

5-8 

1.人們所做的理財選擇會有效益、成本和未來的後果。 

2.健全理財的關鍵在於支出少於所賺得的。 

3.消費者不應將廣告上所宣稱的有關商品與服務的內容視為唯一的資訊來源。 

4.比較購物有助於使消費者的金錢發揮最大的價值。 

9-12 

1.個人具有理財責任，且接受他們具有為未來理財負責的事實。 

2.態度和價值觀會影響理財決策。 

3.理財諮詢可從不同的資源中獲取，例如理財專員、書籍和網路。 

4.許多因素如模範及同儕會影響花費的型態。 

 K-4 5-8 9-12 

理財標理財標理財標理財標準準準準    能力指能力指能力指能力指標標標標 

1.對個人理財決策負

起責任。 

(1)能舉出理財決策的

例子和它們可能的

結果。 

(2)能指出成為一個能

承擔理財責任年輕

人的方式。 

(1)能確知成為一個能

承擔理財責任年輕

人的途徑。 

(2)能舉例說明負起理

財責任的效益及不

負責任的成本。 

(1)能解釋個人如何展

現對終身財務健全

的責任。 

(2)能分析有無撫養者

的個人其理財責任

的不同之處。 

(3)能提供一個事例，

討論各種不同的個

人理財決策的倫理

考量。 

2.透過各種資源找尋

及評估理財資訊。 

(1)能舉例說明透過理

財資訊將會獲得較

好的決策。 

(2)能辨認各種理財資

訊的來源。 

(1)能分析及評估廣告

所宣稱的內容。 

(2)能辨別網站及出版

品的金融商品資

訊，並且分別列出

(1)能確定理財資訊是

否客觀、正確及合

時。 

(2)能檢視目前的消費

詐騙型態，包括網

路詐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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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優缺點。 (3)能提供一個事例，

辨別做決策時所需

的相關理財資訊。 

(4)能列出挑選財務計

畫/專業諮詢人士

及法律/稅務專員

時所考慮的要素。 

3.概述主要的保護消

費者法令。 

(1)能比較地區零售商

的產品退回政策。 

(1)能調查出所居住州

之主要的消費者保

護機構。 

(2)能舉例說明消費者

保護法令所禁止的

不公平或詐欺的商

業行為。 

(3)能提供一解決消費

者申訴時說明步驟

的事例。 

(1)能配合消費者保護

法令，描述他們所

針對的議題與他們

所提供的保護措

施。 

(2)能搜尋網路與出版

品獲得關於消費者

權利的最新資訊。 

(3)能提供一個事例，

寫一封抱怨信陳述

問題，並要求具體

的行動，包含相關

文件的影本，並提

供聯絡的資訊 

4.有系統的考慮到選

擇方案及其後果再做

出理財決策。 

 

(1)能說明有限的個人

理財資源是如何影

響人們所做的選

擇。 

(2)能根據重要性將個

人的需要/想要加

以排序。 

(3)能設定可評估的短

期理財目標。 

(4)能有系統的列出評

估各種選擇的步驟

並做成決策。 

(5)能應用系統性的決

策模式以達到短期

目標。 

(1)能設定可評估的短

期及中期理財目

標。 

(2)能將個人理財目標

排出優先順序。 

(3)能評估理財決策的

結果。 

(4) 能使用一財務或

網路計算模式以確

認欲達成中期目標

的成本。 

 (5)能應用系統性的

決策模式以達到中

期目標 

(1)能設定可評估的短

期、中期及長期理

財目標。 

(2)能使用一財務或網

路計算模式以確認

欲達成長期目標的

成本。 

(3) 能應用系統性的

決策模式以達到長

期目標  

(4)能分析物價膨脹對

理財決策的影響。 

(5)能分析租稅對理財

決策的影響。 

(6)能舉例說明今天的

決策何以能影響未

來的機會。 

5.發展討論理財議題

的溝通策略。 

(1)能舉例說明以前的

人們在小時候是如

何花費金錢的。 

(2)能根據以前人們花

費金錢的故事去分

析他們的價值觀和

態度。 

(1)能解釋何以和家庭

成員討論重要的理

財事務有助於減少

衝突。 

(2)能辨別同儕間對於

金錢不同的價值觀

和態度。 

(1)能解釋在住進新屋

前，和室友討論個

人及分享理財責任

的價值。 

(2)能在聯合家用之

前，和夥伴討論分

享理財目標及個人

理財資訊的正反

面。 

(3)能舉例有關個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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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及個人與企業之

間的契約，指出各

當事人的基本責

任。 

6.管控個人資料。 (1)能列出各種不應該

公開的個人資訊類

型，以及如果加以

公開所可能造成的

結果。 

(1)能列出個人為保護

身分資料可採取的

行動。 

(2)能描述個人成為身

分資料遭竊的受害

者時，可能產生的

問題。 

(3)能指出竊賊用詐術

獲得個人資料的途

徑。 

(1)能列出哪些實體有

權力可以獲得個人

社會安全（身分證）

的字號。 

(2)能建議同樣受到身

分資料遭竊的受害

者所應採取回復個

人安全的行動。 

 

Jump$tart 2007 年版要較 2002 年版更凸顯教導個人對理財決策負起責任的重要性，此由其將

「理財責任和決策」領域列為首要領域可知。此與英國、澳洲的課程綱要一致。但對照新舊版本以

及它們對台灣理財教育的適當性，決定一併納入建構我國理財教育課程綱要的參考。 

 

叁叁叁叁、、、、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澳洲與上述美國的教育體系有類似的結構，聯邦政府在教育上有其扮演的角色，然而課程與

標準的設置則取決於各州或省。2005 年 5月澳洲教育就業與青少年事務部會（Ministerial Council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Youth Affairs, MCEETYA）所成立之工作小組，發展出「國家之消費者

與理財素養架構」（The National Consumer and Financial Literacy Framework），呈遞給澳洲教育體系

官方委員會（Australian Education Systems Officials Committee），而於該年 11月獲得批准。工作小

組成員則包括來自所有聯邦、州、省消費事務單位、教育部門的代表，以及理財素養基金會（Financial 

Literacy Foundation）的人員。 

    透過「國家之消費者與理財素養架構」，所有澳洲學童在其義務教育年限都有學習理財素養教

育的機會。此架構為 3、5、7、9 年級設定適當的理財素養的教育目標，以為學生將要面對之成年

生活的理財決策提供一紮實的基礎。 

    此理財素養架構包含知識與理解、能力、事業心、與責任四個面向。這些面向彼此相互關聯，

玆簡述如下：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與理解與理解與理解與理解：是關於金錢的本質與類型，它是如何使用的，以及消費者決策的後果。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在一系列改變的情境中應用理財的知識與技能。 

    ˙事事事事業業業業心心心心：是使用首創精神的機會，在做消費者與理財決策時，建立理財的能力與處 

      理風險。 

    ˙責任責任責任責任：是適當的消費者與理財的決策，能展現出關心自己、他人、社區（社會）以 

      及環境。 

 

另外在此架構中，尚針對上述四個理財素養面向，制定出四個階段的學習內容，研究者將有關中學

階段(Year 7 & Year 9)為例整理如表五至表八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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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澳洲「「「「理財理財理財理財知識知識知識知識與理解與理解與理解與理解」」」」面向七至九年級之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 

七年級 

1.了解消費者權利和責任。例如知道關於契約的基本要件（口頭 和字面上的）、違反

契約的後果、提供消費者所需要的正確資訊，以及了解在網路上買賣之相關的議題和

風險。 

2.了解影響選擇的各種因素。例如知道影響選擇的因素包含廣告、同儕壓力、所得及

過去購買的經驗。 

3.了解設立個人理財目標的價值。例如區別短期和長期計畫，以及了解關於衝動購買

的問題和做預算的好處。 

4.了解政府會提供商品和服務以滿足消費者和納稅者的需要和想要。例如了解必要的

服務，諸如學校教育和醫療大體上是由政府提供資金。 

九年級 

1.了解消費者的權利與責任。例如了解澳洲消費者是有立法保護的，簡單契約的法律

基礎、借貸金錢相關的責任，以及可供選擇之解決消費者糾紛的方式。 

2.了解如何持續做個人理財記錄。例如知道所得和支出的記錄對所得稅的申報  是必

需的；了解缺乏理財管理的後果。 

3.了解信用的使用。例如了解使用信用牽涉到支付利息、免息日數、回饋方案及費用

等；評估手機合約。 

4.了解所得是從許多不同的管道中獲得的，包含不同可靠程度的財富。例如了解所得

是從工作、投資、才能及在投資報酬與風險 之間的關係中所獲得。 

5.了解在社會中可取得各種類型之不同程度正確性與公平性的理財與消費諮詢。例如

了解消費者能夠做專業鑑定查核並利用政府與消費者機構。 

6.了解有財務詐騙的存在。例如知道非法及騙人的推銷與販賣手法。 

資料來源：MCEETYA, 2005。 

              

 表 2-3-6：澳洲「「「「理財理財理財理財能力能力能力能力」」」」面向七至九年級之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 

七年級 

1.解釋選擇一系列商品與服務的正當理由。例如當購買商品與服務時檢視其相對上的

成本，以金錢購物時評估與建議其價值，使用必要的讀寫與計算能力以評估廣告的

正確性與適當性。 

2.解決消費者爭議。例如應用消費者救濟的一個程序，如完成一消費者控訴的表格，

尋求其他消費者機構的協助；基於對消費者權利的瞭解在每日的交易中表現出肯定的

作為。 

3.逐漸養成做簡單預算與財務紀錄。例如編製預算能考量特殊的需求與慾望並建立其

優先順序；為一個家庭的膳食或出遊編列預算。 

內 容 階 段  

內 
容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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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級 

1.編製簡單之個人與家庭預算與紀錄。例如分辨固定的與變動的支出項目，計算利息

與償還金額，使用空白表格。 

2.使用資訊與傳播技術（ICTs）來保持適當的財務紀錄。例如使用電腦之空白表格與

簡 

單的網路工具。 

3.使用批判性思考與解決問題技能做出有智識之消費者與理財的決策。例如考慮不同

的 

選擇來處理個人的理財問題，向社區與政府組織尋求協助，以及就近取得理財資訊以 

評估風險與報酬。 

4.在做比較購物時，做出老練的選擇。例如基於所得與需求發展出個人的花費效標，

從 

各種資源（包括網路）取得關於商品與服務以及應用效標的資訊。 

5.評估付款的不同方式。例如評估應用新科技的風險與優缺點。 

資料來源：MCEETYA, 2005。 

 

 

                 表 2-3-7：澳洲「「「「理財理財理財理財事事事事業業業業心心心心」」」」面向七至九年級之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 

七年級 1.做出決定來增加所得與財富。例如發展一個增加家戶所得或減少家戶支出的計畫，

如購買有效節能的產品；運用包含投資資產在內的所得與資源帶來所得，例如購買腳

踏車來遞送信件。 

2.賺取所得同時了解其風險所在。例如從事一個募款活動或小型企業，並發展一個彈

性計畫，包含廣告/市場策略來增加銷售和利潤。 

九年級 1.發揮進取心去創造財富。例如發展一個長期的儲蓄、投資、保險及退休金計畫。 

2.做出企業相關的決策。例如提出決定與策略促使募款行動或企業的報酬最大。 

3.知道機會帶來所得與財富並對這些機會做風險管理。例如評估理財投機的優勢及劣

勢，並發展個人理財計劃以顯示進取與管理風險。 

資料來源：MCEETYA, 2005。 

 

 

              表 2-3-8：澳洲「「「「理財理財理財理財責任責任責任責任」」」」面向七至九年級之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 

七年級 

1.發展道德行為。例如練習覺察別人需要及想要的東西，確定哪些商品及服務對環境

是友善的，並且考慮承擔社會責任的方式來花費與儲蓄金錢。 

2.評估花費與有責任地使用信用之間的關係。例如知道衝動的購買行為可能限制未來

的選擇；當決定一個合理的信用限制時，諸如債務水準和必要的花費等因素應該被考

慮在內。 

3.展現有智識的及肯定的購買行為。例如發展購買者抵制策略，並且檢視包含契約的

內 
容 階 

段  

內 
容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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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條件。 

九年級 

1.發展道德行為。例如回收家裡和學校的產品；適當支付諸如從網路下載版權音樂等

的商品費用。 

2.承擔責任並評估花費決策與有責任感的使用信用對自己及其他人的後果。例如選擇

手機合約及認知衝動購買行為。 

3.展現有智識的及肯定的購買行為。例如發展購買者抵制策略、評估銷售的行銷技

巧，包含無息合約，並了解生活型態的決策會影響環境。 

資料來源：MCEETYA, 2005。 

 

肆肆肆肆、、、、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日本並沒有官方制定的理財教育課程標準，而是由金融宣導中央委員會（金融広報中央委員会）

於 2002年公佈的「以年齡層分類，增進對金融瞭解之課程」（金融理解度向上のための年齢層別カ

リキュラム），針對各個學習階段，定出學生應學習之理財概念與能力指標。該委員會針對理財教

育，制定了五項所應學習的理財主題：經濟的架構與消費者的行為（経済のしくみと消費者行動）、

貨幣的價值與功能、金融的架構（貨幣の価値と機能、金融のしくみ）、金融商品與服務之內容（金

融商品・サービスの内容）、生涯規劃（生活設計）、消費者的自我保護（消費者としての自立）。

並根據這五項理財主題規劃了從幼稚園到成人各個學習階段的能力指標，以下以「貨幣的價值及功

能、金融的架構」主題為例來說明其不同年級的學習內容： 

 

表 2-3-9：日本「貨幣的價值及功能、金融的架構」主題各階段之能力指標 

階段 能力指標 

幼稚園 

知道自己可擁有的東西是有限的。 

˙瞭解貨幣的基本功能（範例：購物遊戲。） 

小學（低年級） 

瞭解與自己及家人相關的經濟原理。

˙正確分辨硬幣與紙鈔。 

˙瞭解貨幣為何有其價值。 

˙瞭解貨幣的功能（範例：給孩子機會購買小額物品。）

˙瞭解何謂消費稅。 

˙瞭解國外使用的貨幣與本國不同。 

小學（中年級） 

瞭解與所在地相關的經濟原理。 

˙學習用心算找零錢。 

˙瞭解物品若有許多人想要，價格便會提升（範例：

在超市等地調查商品價格。） 

˙瞭解銀行的基本架構。 

小學（高年級） 

瞭解與日本相關的經濟概況、接觸生

涯規劃的思考。 

˙瞭解利息的功能及計算方式（範例：試著計算單利。）

國中 

瞭解金融與經濟的基本架構，以及如

何運用金融服務。注意到生涯規劃的

必要性。 

˙瞭解利息的功能及計算方式（範例：試著計算複利。）

˙瞭解證券市場的基本架構。 

˙瞭解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社會功能。 

˙瞭解央行的功能與金融政策。 

˙瞭解保險的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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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瞭解金融與經濟〈包括稅制與社會安

全制度〉的架構，以及金融服務的運

用方法及風險。學習生涯規劃的思考

方式。 

˙瞭解金融市場的結構與功能。 

˙瞭解各種金融機構的社會功能。 

˙瞭解央行的功能與金融政策（範例：討論理想的金

融政策） 

成人 

瞭解金融與經濟〈包括稅制與社會安

全制度〉、金融服務的運用方法及風

險之具體內容。進行生涯規劃。 

˙瞭解金融市場的結構與功能。 

˙瞭解各種金融機構的社會功能。 

˙瞭解央行的功能與金融政策。 

˙認識網路銀行及網路購物。 

   資料來源：金融広報中央委員会,（2002）。 

 

由以上所呈現的英、美、澳、日四國的理財教育課程內涵可知： 

1. 知識、技能、價值/責任，是構成理財教育課程的三個基石：若只重視知識的課程是不會有

效果的，一定要教導學生行動的技能，特別是對理財決策的後果要能承擔責任。例如從台灣所爆發

的卡債、卡奴問題，就顯現出國人除了欠缺理財的知識外、迴避責任更是造成問題嚴重的主因。 

2. 重視生涯的規劃，特別是保險、退休的規劃與準備：此自然與各國人民平均壽命日增、退

休生活延長有關。而台灣還面臨比他們更嚴重的少子化問題，是以我們更需要重視此方面的理財課

程之設計。 

3. 重視消費者保護：上述四個國家也非常重視消費者保護，針對消費行為、如何控管個人資

料、檢視目前的消費詐騙型態，包括網路詐欺等提供適宜的課程。 

4. 連貫性、循序漸進的課程設計：此四個國家不論其課程內涵是包含三個議題、五個主題、

六個領域或四個面向，皆依年齡層或年級循序漸進的規劃理財概念與原則的教學，架構完整，且各

有其更細分項的學習指標（限於篇幅，未能詳細列舉）。對於我國理財教育的課程，提供了相當具

體可行的實施模式。 

5. 在理財教育的實施上，採取融入式的課程規劃：各國雖然都針對理財教育設計出完整的課

程綱要、實施年級（或年齡層）與能力指標，但並未要求各級學校必須單獨設置科目來教導理財知

能，而是建議採取融入式的課程設計，在不增加教師額外的負擔下，依據課程的特性，將理財教育

融入於適當的學科之中。此種課程設計的理念，與我國現行九年一貫課程所強調的統整教學是一致

的。 

綜合言之，透過對英國、美國、澳洲、日本等國家之理財教育課程的探討，可以發現我國發展

中小學理財教育的時空背景，與世界各國十分相似，因此參酌各國理財教育的現況，對我國在研擬

理財教育推展計劃、理財教育的課程規劃上，將會有相當大的助益。而因為各國所制定的中小學理

財教育課程內容著重點各有不同，因此我們應將各國完整的課程綱要/標準進行比較分析，找出各

國一致認為重要的應該讓學生去學習的理財主題與概念，再配合我國的學制與現今所面臨的社會情

況，且能歸納出不同年級的教學順序，建構出適合我國中小學生學習的理財教育課程內涵及能力指

標，這樣才能指引教師據以設計與教導學生應該學習的東西。 

 

伍伍伍伍、、、、我我我我國國國國中中中中小學理財教育課程小學理財教育課程小學理財教育課程小學理財教育課程綱要之建構綱要之建構綱要之建構綱要之建構    

    根據上述理念，研究者（黃美筠,2008）將比較分析各國課程內涵的結果，篩檢出最精要的理

財概念、技能與態度/價值，建構我國中小學理財教育的課程綱要草案，然後進行問卷調查，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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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與凝聚教師對課程內容、實施年段與可行性、以及各階段之理財教育能力指標的確切觀點。有 

 

效樣本共計 1209 位教師（小學 43所 456 人；國中 41所 398 人；高中 40所 355 人）。最後將研究

成果以理財知識、理財技能與理財態度三個面向，以及各理財教育主題，整理出適合我國中小學各

學習階段之「國小理財教育課程綱要」、「國中理財教育課程綱要」與「高中理財教育課程綱要」。

其中本研究所參考之國小、國中階段的理財教育課程綱要如表十、表十一所示： 

 

                    表 2-3-10：我國「國小理財教育課程綱要」 

理財

教育

面向 

理財教

育主題 
能力指標 

理 

財 

知 

識 

1. 金 錢

的意義 

1.辨識我國的各種錢幣和鈔票。(低) 

2.了解外國所使用的錢幣和鈔票。(低) 

3.了解信用卡、現金卡、支票等也可做為支付的工具。(中) 

4.了解世界各國因生活水準的不同，金錢的價值也不一樣。(高) 

2. 金錢

的由來 

1.了解金錢可由不同的方式獲得。(低) 

2.了解金錢可透過借貸取得。(中) 

3.了解當我們失業的時候，可以申請失業補助。(高) 

4.了解當我們退休後需要養老金過生活。(高) 

3. 金錢

的功用 

1.了解可以用金錢來換取物品。(低) 

2.了解可以用其他形式的金錢來換取物品。(中) 

4.所得 1.了解父母透過工作可以獲得金錢。(中) 

2.了解所得有各種不同的型式。(中) 

3.了解人們可藉由租金和利息賺取所得。(高) 

4.了解每個人因為工作的性質以及擁有的知識水準不同，所得也不一樣。(高) 

5.了解可支配所得的意義。(高) 

5.儲蓄 

1.知道金錢可以儲蓄起來，將來有需要時再拿出來使用。(低) 

2.了解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進行儲蓄。(低) 

3.知道如果沒有足夠錢去購買物品時，可以透過儲蓄來達成。(中) 

4.知道金錢可以透過金融機構以儲蓄的方式賺取利息。(中) 

5.了解各種金融機構的基本組織。(中) 

6.了解複利對利息的影響。(高) 

7.知道各個存款機構計息方式的差異。(高) 

8.知道儲蓄對未來生活的重要性。(高) 

6.賦稅 

1.知道人民有納稅的義務。(高) 

2.了解政府用人民納稅的錢來幫人民服務。(高) 

3.知道政府為人民做了哪些服務。(高) 

7.投資 

1.了解投資的意義，以及對國家社會的貢獻。(高) 

2.知道投資所需的金錢從哪裡來。(高) 

3.了解投資的方式，例如：買賣股票、房地產、創業等。(高) 

8. 消 費

行為 

1.分辨需要和想要的不同。(低) 

2.知道人們無法得到所有想要的東西。(低) 

3.了解日常生活中各行各業的生產活動與自己參與的消費活動。(中) 

4.知道每一種消費行為都有機會成本。(中) 

5.知道物品若許多人想要，價格就會上升。(中) 

6.知道不同的付款方式，它所承擔的成本也不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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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了解並比較不同型式的消費行為。(高) 

8.了解影響消費行為的各種因素。(高) 

9.知道在消費過程中買方與賣方所應享有的權利與應盡的義務。(高) 

9.金融

體系 

1.了解我國現今的金融體系。(高) 

理 

財 

技 

能 
1. 金 錢

的使用 

1.使用金錢去購買所需要的物品。(低) 

2.比較相似物品之間的價值。 (低) 

3.使用金錢去購買所需要的物品，並能正確的找零。(中) 

4.列出簡單的金錢使用紀錄表。(中) 

5.知道如何使用現金以外的方式去購買商品。(高) 

6.比較各種花費選擇的成本與效益，讓金錢發揮最大的價值。(高) 

7.紀錄每日的收支明細，並檢討各項支出行為。(高) 

2.金錢

的保管 

1.知道如何安全的保管金錢。(低) 

2.養成儲蓄的習慣。(中) 

3.知道如何到金融機構開設存款帳戶。(高) 

3.做決

策 

1.拒絕購買不需要的物品。(低) 

2.能透過正確的選擇，以有效的使用金錢。(中) 

3.學會不受商品外觀與廣告的影響去購買商品。(中) 

4.在有限金錢來源下，列出所需物品的先後順序。(高) 

5.應用決策模式做各項理財決策。(高) 

理 

財 

態 

度 

1.理財

責任 

1.珍惜所購買的物品。(低) 

2.了解借貸金錢的成本。(中) 

3.了解各種消費行為對自己的影響。(中) 

4.知道自己的理財決策的效益、成本和未來的後果與風險。(高) 

5.知道人們有時會從事超過他們能力負擔的消費行為。(高) 

6.知道按時償還債務對自己信用的重要性。(高) 

2.倫理

關懷 

1.關懷自己的理財行為，對自己和家人的影響。(低) 

2.關懷自己的理財行為，對同儕及學校的影響。(中) 

3.關懷自己的理財行為，對自己、家庭、他人及社會的影響。(高) 

4.探究個人消費行為對企業發展的影響。(高) 

註：(低)代表低年級；(中)代表中年級；(高)代表高年級。 

資料來源：黃美筠, 2008。 

 

                表 2-3-11：我國「國中理財教育課程綱要」 

理財教育面向 
理財教育

主題 
能     力     指     標 

 

 

 

理財知識 

 

 

 

所得 

與 

稅賦 

1.能了解所得可從許多不同的管道中獲得。(如薪資、贈與、租 

金、利息、股利等) 

2 .能了解「賺得的」與「不勞而獲的」所得之間的差別。 

3 .能計算並比較各種工作的收入與薪資。 

4 .能了解政府向人民課稅後所提供的服務。 

5 .能知道社會上有各種類型的補助措施。 

消費行為 1 .能了解消費者的權利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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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知識 

2 .能了解影響消費選擇的各種因素。 

3 .能認識基本的消費者保護法規。 

4 .能了解可提供消費諮詢的管道及申訴步驟。 

5.能了解現行消費者保護法規中，所禁止的不公平或詐騙的商業 

 行為。 

6.能知道目前的消費詐騙型態(如網路詐欺)。 

信用 

與 

借貸 

1 .能了解消費者信用的意義及重要性。 

2 .能知道可記錄保存消費者信用的機構及其方式。 

3 .能知道一般人有檢視自己信用紀錄的權利。 

4.能知道延遲繳納貸款的後果。 

5.能知道社會中存有合法及非法討債的現象。 

6.能了解破產的意義及其對個人資產與信用的影響。 

風險管理

與 

保險 

1.能了解保險的基本概念、種類及目的。（如壽險、健康險、意

外險等） 

2.能了解風險與保險的關係。 

3.能了解民法上對於遺產繼承的相關規定。 

儲蓄 

與 

投資 

1.能了解儲蓄對於促進財務健全的重要性。 

2.能了解儲蓄有不同的期限與利率。 

3.能了解利率會隨時間而改變。 

4.能辨別並比較各種不同的投資工具(如股票、債券、共同基金、

不動產、收藏品等)。 

5.能知道現有的投資資訊管道(如網路、報章雜誌等)。 

6.能了解投資風險與報酬的關係。 

理財技能 

金錢管理

與 

規劃 

 

1.能知道如何使用與討論不同的支付工具(如支 

票、金融卡、現金卡、信用卡等)。 

2.能編制簡單的個人及家庭預算與財務紀錄表。 

3.能使用預算去規劃與控制個人支出。 

4.能了解個人的財務帳單(如銀行帳單、信用卡帳單、水電與其

他帳單等)。 

做決策 

1.能在有限的所得中排出個人理財目標的優先順序。 

2.能解決消費時與賣方的爭議。 

3.能在做消費及理財選擇時分辨不實廣告及黑心商品的手法。 

理財態度 理財責任 1.能了解個人須對自己的理財決定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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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辨別同儕間對於金錢的不同價值觀和態度。 

3.能在不同的理財目標上表達個人理財價值。 

4.能了解不同的人在理財方面有不同的建議。 

5.能了解地方、國家及全球金融會影響你自身的生活。 

倫理關懷 

1.瞭解金融道德與社會關懷之意義。 

2.能了解在使用金錢時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 

3.能了解慈善捐贈的意義並決定符合個人預算的捐贈額。 

4.能了解地方政府的援助計畫對社區居民是否有益處。 

  資料來源：黃美筠, 2008。 

 

    由於此課程內涵之建構過程，是擇取各國皆重視之課程內涵，且徵詢中小學教師的實務觀點，

是以，本研究將參照此理財課程架構設計實驗教學的教學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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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理財教育的實施方式理財教育的實施方式理財教育的實施方式理財教育的實施方式    

    在瞭解了理財教育在學校實施的重要性以及課程內涵之後，要如何付諸行動呢？應單獨設科

抑或融入現存各科課程呢？若採融入法，又該如何融入呢？ 

壹壹壹壹、、、、理財教育應融入各學科中教學理財教育應融入各學科中教學理財教育應融入各學科中教學理財教育應融入各學科中教學 

    澳洲消費者協會（Australian Consumers’ Association）執行長、也是理財素養基金會（Financial 

Literacy Foundation）的董事 Peter Kell 認為：在學校層次推展理財教育的障礙之一是緊湊的課程，

「將理財知識融入在現存課程中要較嘗試設置獨立課程更有成效」。這是過去十年來所得到的最重

要的教訓。（Virginia Marsh, 2006：.5）由於課程已是滿檔的本質，美、英的理財教育機構亦認為理

財教育應在現存的課程以及重要的學習領域內慢慢地前進，亦即著重在現存課程內做ㄧ改變，而非

引入一新學科（DFEE, 2000；OFE, 2002）。 

    澳洲課程當局由小學與中學英文、數學、社會與環境研究、商業教育、法律研究等教師的代表

組成焦點小組（focus group），來評估理財教育在學校實施的可行性。小組成員一致認為以一融入

的、跨課程的--包括所有重要的學習領域無論在何處--是最理想的理財教育方法。此方法相對上在

小學較易達成，由於受限於特定的學科課程表，中學較困難。然而，他們贊同若主動聚焦於適當的

中學議題應能使融入法更為可行。因之，在一些重要的學習領域的課程中提供適合實施的理財教

材，將有助於此一跨課程方法的執行（curriculum corporation, 2004：8）。 

    事實上，現今許多教師都已認知到教導學生基本理財知能的重要性，但是中小學業已緊湊的課

程幾乎不可能允許發展一獨立的、新的課程來因應此一需求。以台灣為例，現行學校的核心課程例

如語文、數學、自然、社會等科目或學習領域已用掉了大部分學生在學校的時間，各科目也一直持

續的競相要求更多的時間，是以為了增加理財教育這個新科目而放棄任何其他科目來取代的機會是

微乎其微的。只有以融入現行課程的方式，使學生在接受必修科目教導的同時，也能接觸到有用的

理財教育的課程。例如在國中數學課程中學到百分比時，可同時學複利的概念；在高中家政課程學

習到如何做重大支出購物（汽車、房子）時，可同時瞭解信用卡的使用。如此不但能節省寶貴的上

課時間，同時將理財教育融入「真實世界」的背景也帶來吸引學生興趣的可能性，且使他們易於學

習。 

 

貳貳貳貳、、、、理財教育融入學校課程的方式理財教育融入學校課程的方式理財教育融入學校課程的方式理財教育融入學校課程的方式 

    美國財政部與教育部於 2002 年共同舉辦了一場座談會，邀集全國青少年教育團體的代表，研

商理財教育融入學校核心課程的機會與挑戰。與會者共提出五項理財教育融入學校核心課程的管

道，雖然他們最終建議教育當局將理財教育納入數學與閱讀課程，但所提建 

議應可廣泛的應用於融入各課程的參考（OFE, 2002：.7-14），玆簡述如下： 

˙影響課程標準影響課程標準影響課程標準影響課程標準/綱要的發展與再評估過程綱要的發展與再評估過程綱要的發展與再評估過程綱要的發展與再評估過程 

  在一以課程標準/綱要為基礎的教育體系，標準/綱要對教室內所教的內容有極顯著的影響。因之 

  告知發展與採用課程標準/綱要的教育當局（在我國為教育部），關於納入理財教育於課程標準/  

  綱要的重要性，有助於確定理財的概念包含於學校的核心課程中。 

˙̇̇̇透過測驗鼓勵理財教育透過測驗鼓勵理財教育透過測驗鼓勵理財教育透過測驗鼓勵理財教育 

  在一以課程標準/綱要為基礎的教育體系，是使用測驗來評估學生是否符合學科的標準。因為教 

  師通常集中精力於會被施測到的教材的教學，將理財概念納入測驗中，提供了讓教師教導此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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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誘因。 

˙̇̇̇教科書與教材教科書與教材教科書與教材教科書與教材 

  教科書與其他教材的出版者可被教導融入理財概念於其他學科的價值所在，例如數學、社會、 

  語文等科。在購買教材之前，教育當局可強制要求出版者展示他們的教材如何將理財概念納入於 

  其他學科。 

˙̇̇̇其他理財教育資源其他理財教育資源其他理財教育資源其他理財教育資源 

  理財教育資源是非常豐富的，網路上以及很多團體創作與編輯此等易得到的教材。很多這些「立 

  即可用」的教材可納入數學等科目的課程，以構成這些學科理財教育的成分。 

˙̇̇̇理財教育與教育學者理財教育與教育學者理財教育與教育學者理財教育與教育學者/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教師訓練與專業發展要求提供了一個機會，對那些直接負責傳遞理財教育資訊予學生的個人， 

  強調理財教育的重要性。因為教育學者與教師，在很多情況下是被請求解讀課程標準/綱要為實 

  際課程內容的人，是以讓他們習得此技能以達成這個任務是非常重要的。 

   

    台灣在「考試領導教學」的情況下，能影響教育當局將理財教育納入課程綱要中，才是最上策。

目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在進行「金融知識普及三年（95-97）推動計畫」，其與學校相關

的推動策略是：「深化校園金融知識：鑒於透過教育從小培養學生正確消費、儲蓄及投資理財觀念

與素養，有利國家經濟發展並可避免年輕人不當金錢使用價值觀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將透過各級學

校各種活動推廣金融知識及將金融知識納入各級學校課程，以落實金融教育工作。」其中關於中小

學的工作項目有： 

˙自 95 年起擴大舉辦國中小、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等各級學校金融研習營。 

˙自 95 年度起將金融知識納入國中小及高中輔助教材，並配合實際需要持續更新相關金融知識素

材。 

˙95 年完成國中小及高中之教師輔助教材及教師手冊；自 96 年度起推動國中小及高中試敎及舉辦

教師研習；自 97 年度起國中小及高中教師輔助教材全面使用。 

˙自 96 年起舉辦各級學校金融知識競賽（金管會, 2005：2-3）。 

    這些工作項目除各級學校金融研習營持續在舉辦外，輔助教材及教師手冊的編輯亦已完成，教 

育部並擬於 100 學年度將其融入國中課程。希望未來中小學能全面使用金管會所發展的教材，同時 

也能如其推動策略所述將理財知識編入課程綱要，這樣才能真正的達到預期的目標。不過無論是非 

正式課程或正式課程，中小學理財教育課程綱要自應先規劃好，以做為各年級選擇適當教材與編製 

教材的指導方針。當務之急，也唯有從現行課程中著手，雙管齊下，以促成理財教育的早日實施。  

 

叁叁叁叁、、、、理財教育可以融入的學科或理財教育可以融入的學科或理財教育可以融入的學科或理財教育可以融入的學科或學習學習學習學習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理財教育未能在學校受到重視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大多數的學校課程中缺乏安身之處。而

morton認為：「個人理財教育最自然的安身之處是在經濟學課程中，它是「沒有落後的兒童法（No 

Child Left Behind law）」所提出的十大核心課程之一。經濟學提供有系統的原則與邏輯，它們可作

為個人理財教育的結構，有助於加強理財教育」（morton, 2005：66）。 

    美國 OFE 的白皮書中認為：「在學校中教導理財教育做為核心科目的一部分，例如數學與閱

讀，來傳遞理財教育的概念，提供了更為有效的方法來灌輸理財技能給學生。此種類型的策略提供

了理解個人理財概念的情境，加強了數學與閱讀的教學，且使得理財教育較不易因預算或資源稀少

的理由被排擠掉」（2002：4）。 



 32

    英國 DFEE 則在其出版「透過個人理財教育的理財能力」的指導概要中，指出可納入理財教

育的課程領域。其中較為明確的是「個人、社會與健康教育」（Personal, Social and Health Education, 

PSHE）、「公民」兩個領域的融入。英國課程由小學延伸至中學分為四個階段（5-16歲）。下面以

第三階段（11-14歲）為例，就其所規定 PSHE 與公民兩個領域的四個要素，理財教育如何融入簡

介如下： 

˙養成信心與責任感以及充分利用他們的能力 

  學生學習關於什麼影響我們如何消費或儲蓄，以及如何變成有能力在一系列的情況下--包括那些 

  超過他們目前的經驗，管理他們的金錢。 

˙準備好做為公民所扮演的一個積極的角色 

  學生學習關於地方與中央政府的財政，以及做為一個地球村的世界之經濟關聯性。 

˙養成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方式 

  學生學習關於保險與確認和管理風險，以及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出較保險的選擇。 

˙發展良好的關係以及尊重人們之間的差異 

  學生學習關於使用金錢的社會與道德的相關面向，包括做為一個消費者他們所做的選擇如何影響 

  到其他人們的經濟與環境。 

    此外，DFEE亦指出數學是理財教育可以納入的課程領域。DFEE認為：數學與理財能力是有

相互關係的。一個有理財能力的人必然是有計算能力的，因為個人理財教育提供了發展數學技能與

理解的良好情境。有很多的機會可將個人理財教育聯結於數學課程，包括金錢於數字的問題，實際

生活中理財情境的計算，以及使用圖與表來處理資料。 

    而根據澳洲 ASIC（2003） 的研究報告顯示：理財素養教育可以融入多種課程中： 

˙「社會與環境研究」（Studies of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SOSE）：課程綱要中建議個人資 源的管

理以及做決策與溝通的技能，可以理財做為議題。 

˙「數學」：在義務教育的年限（K-10 年級）中，數學皆為必修。建議在高年級教導比較實用的理 

  財議題，例如在某些省，學生可選修「消費者數學」或「實用數學」，這些課程著重數學在實際 

  生活的應用，通常是在財經的世界。 

˙「生活技能」（Life skills）：原為特殊教育的一環，現為「職業教育與訓練」（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的新課程綱要中視為一般的技能之一。許多教師與家長都認為理財知識應有

系統的透過學生在學時予以教導，有足夠的證據顯示他們建議將理財素養納入生活技能課程，使

成為該課程的重要構成因素之一。 

˙「健康與體育教育」：此為 7-10 年級的必修科，傳統上教導健康、性、藥物、個人關係、生涯規

劃等主題，建議可將理財議題融入。 

˙「學校銜接學程」（Transition from school agenda）：銜接可視為學生準備離開學校時的一個相關

短期議題，亦可視為從學校開始向前至終生學習的一個過程。就後者觀點言，學校由 K-12 年級

應實質上提供更多的理財教育的機會給每一位學生，使他們能培養與應用這些能引導他們過成功

生活之必要的理財知識與技能。 

˙「企業教育」：企業教育提供討論會，學生可將理財知識應用在實際經驗中。亦即學生可直接將

相關理財知能在較廣大的社會中應用，因為很多企業教育計畫是以小型企業的經營為中心。 

˙「就業技能」（Employability skills）：在其課程綱要中明確地將理財知能描述於「對生產結果有

貢獻的解決問題」之能力領域之下，綱要中提到：「使用數學，包括預算與財務管理，以解決問

題」。 

˙「職業教育與訓練」（VET）：此課程在中學高年級中日增，可明確的將理財知能包含於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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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美、英、澳各國的研究可知，理財教育可以融入多種課程與領域中進行教學。至於我

國，若從「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觀之，社會學習領域之第七主題軸：生產、分配與消費，

即包含了多個能力指標可提供理財教育的機會。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及家政教育亦包含了一些消費

者教育的能力指標。而由研究者就實際擔任教學活動的教師所做的調查結果（黃美筠,2008）發現，

若就適合融入的學習領域而言，受測教師認為小學以數學、社會、綜合活動為最適合，其他依序為

生活、國語、健體、電腦、自然。國中以社會、綜合活動、數學為最適合，其他如語文、健體、自

然等亦有教師認為有可融入的單元。高中以社會、數學、地理、家政為最適合，其他如歷史、國文、

健康與護理、物理、生活科技等科目亦有教師認為有可融入的單元。因此，適合融入理財教育的學

習領域相當的廣泛，這對理財教育的推廣是非常好的現象，這是本研究在設計理財教育課程，以融

入方式在中小學進行實際理財教育教學的最佳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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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理財教育的教學策略理財教育的教學策略理財教育的教學策略理財教育的教學策略---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意涵 

 
    大部分教師對理財教育的主題，並未有相當充分的財經學識，因此對他們而言很難發展適當

的教學計畫。再加上「考試領導教學」的情況下，要讓學生投入且能對學習產生興趣是相當困難的。

要改善此種情況，只有採取以活動為基礎（Activity-Based）的教學設計（NCEE, 2003），每個教學

單元至少包含一個要求學生參與的活動，而非只是讓學生被動的吸收教師講授的事實與知識。因為

反覆背誦可能只能達到表面的認知，而行動才能證實自己的理解。讓學生從「做中學」，積極的參

與在教學的過程中，師生才都會對教與學產生更大的興趣。 

壹壹壹壹、、、、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意涵 

    本研究之所以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當作研究變項之原因，主要源自於印度 Tamil Nadu省

的創新教學---活動本位學習（activity based learning, ABL），根據 Anandalakshmy（2007）在關於此

教學法的研究報告中指出：ABL 確實可以成功地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並讓學生全心參與，且以 Tamil 

Nadu省的教學現場而言，ABL還解決了兩項教學上所遭遇到的問題：一個班級內涵蓋多個年級的

學生（學生程度不一）及教師員額不足。而以台灣教學環境而言，雖未有後者之問題，但對於前者

卻一直是教師們著重之處，故研究者認為台灣教師教學時，可試著採用 ABL，也許在教學成效上

會有不錯的表現。此外，該報告還從五大面向來分析 ABL： 

一、清晰明白且易懂的課程內容 

    是 ABL 中最重要的部分，學習階梯的結構安排與設計是有系統的計畫，學生們清楚地知道下

一步要做什麼，每個學習單元及過程都是依照這樣的方式進行。 

二、教室的環境 

教室內的氛圍是輕鬆愉快的，學生有秩序地遵循著規定的步驟來參與學習，由學生們的身體語

言可看到他們對學習的熱誠。 

三、在學習過程中學生的參與情形 

    雖然在同一個班級中，有不同年級、不同程度的學生混雜其中，但學生的學習參與情形是良好

的，特別從他們的動作中可看到對學習的渴望及決心，故毫無疑問地，在課程內容上，他們也

能得到良好的發展。 

四、教師的角色 

    在 ABL 教學中，教師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除了必須充分瞭解 ABL 教學方法外，尚須有效地

運用它。教師雖然具有權威，但絕對不是個獨裁者；雖然安靜，但絕對不是不參與。例如：在

教學時，教師仍需要有獨自的授課時間，像是講故事或是解釋基本原理。 

五、創造力的部分 

    在每個學習階段中，都留有一些空白時間讓教師們自由運用，故教師們可利用這些時間在原有

課程中加入一些新的元素，透過這樣的方式，可清楚瞭解到知識並非是一連串決斷的事實，不

斷改變的觀點、新的資訊、教師及學生的意見、及社會中其他人的看法，皆能建構出知識，而

這些新的元素或補充的課程相關內容都能啟發學生的想像力。 

除了上述五點內容外，Anandalakshmy亦提出讓 ABL內容更為豐富的相關建議，如加強教師培訓、

課程的彈性調整、適度地小組競爭、團隊合作之學習...等。在參閱上述內容後，可以發現 ABL 的

確有許多優點，除了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外，也能讓學生們在友善愉悅的氛圍中快樂學習，在實際

執行面上，也具有顯著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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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所述，在印度的 Tamil Nadu省，ABL已有相關的發展及實證研究，2009 年，SchoolScape

發表了關於在課程中實施 ABL，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報告，報告中指出孩子在所有的科目上皆

有不錯的學習表現，如 Tamil語言、數學和英文，數據顯示與未實施 ABL 之前的成績相較，他們

在此三科的成績進步了 25％～29％；而在上述三科中，除了在數學表現上，性別及家庭社經地位

會造成顯著差異外，其餘兩科則因 ABL 的實施，使學生在性別（男、女）、地區（都市、鄉村）、

家庭社經地位所形成的差距情形變小了；再者，因實施 ABL，有較多的孩子從低學習成就進步到

高學習成就，有著優異的表現；除了上述三點之外，SchoolScape也說明 2008 年與 2007 年的學生

表現相較，學生間之學業表現變得較為平均，即學生程度未若以往有高低差異不平均之情形。 

而美國也有關於 ABL 之相關研究，主要是探討 ABL應用於新鮮人的全球商業課程上之研究，

是針對偏好及人口差異的分析，研究中說明 ABL乃是一種透過建構主義觀點的學習形式，最重要

的是此教學法利用模擬真實世界中的問題來讓學生學習批判思考、解決問題的技巧和獲得課程中必

要的知識概念，亦提供了讓學生能把知識與透過豐富的活動學習經驗兩者相互整合起來的途徑，可

說是不錯的教學方法。該研究結果也發現先前修習商業課程的學生偏好 ABL大過於傳統教學法，

而此點無論在性別或年級皆相同，且畢業於不同商業系別的學生會較偏好重視過程的活動（創造

力、探索力及量化分析）（Mark F. Levine & Paul W. Guy，2007），將 ABL應用於教學上確實有不

錯的成效。基於此點，本研究所設計之理財教育課程會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為核心，期望在理財教

育上運用 ABL，能讓學生對理財教育課程感到更有興趣、更快樂學習。 

將上述研究結果加以整理後可知 ABL 的推行在國外文獻上皆有不錯的表現，但以國內現有文

獻觀之，以「活動本位」（activity-based）為名出現之教學策略甚少。甚至，即使我國國中課程中

的綜合活動（如：童軍）是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為主，但卻未曾在文獻中加以強調，著實可惜，故

研究者特別就國內外文獻中與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有關之部分來做探討，以建構本研究中活動本位教

學策略之意涵。 

研究者在整理相關文獻後發現，目前以之為名且應用於實務面的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印度 Tamil 

Nadu省於 Tamil語言、數學和英文領域、美國加州於全球商業課程之外，尚曾於特殊幼兒教育、

英語教育、成人教育等領域中提及，且因應用領域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譯文及定義，但原則上其概念

仍聚焦於以活動為核心，以學習者為本位的一項教學策略。而這種將個別化學習目標融入活動和作

息之中，讓學生主動學習的方式正是活動本位教學最大的優點。 

是以，據其優點，研究者認為亦可考慮將其引進其他領域中進行教學，如社會科、國文科…等

此類相對上比較靜態的學科課程，或許透過活動本位教學的運用，更能使學生將課堂知識內化學

習。而因關於印度 Tamil Nadu省與美國南加州部分已於上述說明，故以下研究者則另探討在特殊

幼兒教育、英語教育、成人教育領域中之活動教學意涵，最後再綜合各領域之精華，定義本研究中

之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內涵。 

一一一一、、、、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特殊幼兒教育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特殊幼兒教育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特殊幼兒教育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特殊幼兒教育之意涵 

        Bricker 和 Cripe (1992)所提及的活動本位教學(activity-based instruction, ABI)，是指應用自

然環境中發生的事件作為教學內容，在特殊幼兒教育的應用上，習慣以「活動本位介入法」稱

之。承其立意，活動本位教學乃指強調幼兒的動機，以及對幼兒有意義活動之運用（盧明譯，

2001），亦即將學習目標整合於幼兒日常活動或其感興趣的功能性活動之中來學習（蔡昆瀛，

2005），由此可明顯看出，該教學策略主要是以幼兒為中心、幼兒為引導的教學模式。而通常

在論及活動本位中介法之定義時，習慣上則以 Bricker 等人（1998）對其所下之定義為主，即

以幼兒為中心，並且將幼兒的個別化目標融入日常的互動事件當中，同時也利用合乎邏輯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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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果，來引發幼兒生產性及功能性的技能，誠如圖 2-4-1所顯示的整個過程，該過程主要包

含四大部分，而此亦為活動本位中介法之定義所包括的四個主要因素（盧明譯，2001；張世慧，

1997）： 

 

 

 

 

圖 2-5-1 活動本位中介法之流程圖 

資料來源：出自 Bricker, Pretti-Frontczak, & McComas(1998)。 

（一）利用幼兒為引導的事件。 

（二）將幼兒的目標融入在例行性、計畫性或者是以幼兒為引導的活動中。 

（三）邏輯地運用發生中的前提事件和行為後果。 

（四）發展功能性和生產性的技能。 

而 Susan R. Sandall ＆ IIene S. Schwartz（2002）於 Building blocks for teaching preschoolers with 

special needs 一書中雖以嵌入式學習（embedde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ELOs）之詞描述目標融入活

動中的教學策略，但與上述「活動本位中介法」之詞實為相同理念的策略，書中除提到該策略運用

時機可為：幼兒表現對教室中活動的興趣，以及活動和作息能和幼兒的學習目標結合時，亦對其優

點加以論述：（1）教學策略可以和活動及作息結合，所以策略的設計符合自然情境，而不必大費周

章地設計教學。（2）由於老師是以幼兒的興趣和喜好為教學的設計核心，所以較能引發幼兒參與和

學習的動機。（3）幼兒在自然情境的學習，能讓幼兒練習和應用新技能和概念的機會。（4）老師將

幼兒的學習融入在不同類型的活動，可增強幼兒類化技能的機會（盧明、魏淑華、翁巧玲譯，2008）。 

    參酌以上關於活動本位中介法在特殊幼兒教育之意涵，可發現其概念是完整且清晰的，故本研

究在界定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定義時，亦會以此為基準。 

二二二二、、、、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英語教育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英語教育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英語教育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英語教育之意涵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在英語教育上已有數年時間，並還在發展中。研究者在參考相關學者在

活動教學法應用於英語教學的相關研究後，將其重要概念歸納如下（周繼青，2004；沈洪昌，2003：

王秀云，2005）： 

目前正式發表的系統闡明的觀點有三個活動教學大綱： 

（（（（一一一一））））平平平平衡衡衡衡活動法活動法活動法活動法（（（（balanced activities approach）））） 

由 Jeremy Harmer 在 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一書中提出的，他認為課堂活動

應包括呈現新語言-練習-交際活動，而所謂的平衡是指上面三類活動都要進行，不能偏廢。Jeremy 

Harmer亦提到平衡活動法看起來是將我們所希望的課程元素皆包含於內的一種方法論，透過這個

教學法可以看到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英語教學的課程是持續有興趣且全心參與的。 

 

（（（（二二二二））））活動教學法活動教學法活動教學法活動教學法（（（（activities-based approach）））） 

乃於 1988 年由澳洲 All Guidelines 一書中所提出的，該書提出了活動教學法是建立在八項教學

原則基礎上。這八項原則是： 

1.學生為中心原則：當學生被認為具有個人需求和興趣時，語言學習效率最高。 

2.積極參與原則：當學生參與大量活動進行語言交際時，語言學習效率最高。 

3.沈浸原則：當學生大量接觸與他們自己的需求和興趣密切相關並可理解的交際材料時，語言

Routine, 
planned, or 

child initiated 
activities 

Embedded 
goals and 
objectives 

Logical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Generative 
function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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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效率最高。 

4.重點突出原則：語言習得過程中，若能重點地突出某些語言形式、技能和策略，語言學習效

率最高。 

5.社會文化原則：當學生大量接觸目的語傳遞的社會文化信息時，語言學習效率最高。 

6.語言文化意識原則：當學生充分意識語言的性質和作用以及語言的文化內涵時，語言學習效

率最高。 

7.即時回饋原則：當學生的進步得到即時回饋時，語言學習效率最高。 

8.責任原則：當學生有機會自己管理自己的學習時，語言學習效率最高。 

（（（（三三三三））））綜合綜合綜合綜合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an integrated approach）））） 

乃指由新加坡教育部課程司於 1991 年頒佈的〈英語教學大綱〉中所提的綜合教學法（an 

integrated approach），該大綱是以 topics 和 activities 為中心的，該教學法所提到的活動包含三種類

型，分別為：（1）使語言元素整合化（integration of language components）；（2）使意義焦點脈絡化

（contextualization for meaning focus）；（3）使語言運用互動化（integration for more language use）。

體現了由微觀技能發展到宏觀技能的漸進過程，讓學習者參與與之相適應的有層次的學習活動，保

證定能令其學有所獲。除此之外，其並就語言形式、語言技能和交際能力的訓練提出詳細的活動建

議及組織活動的要求。 

 

整合上述三項理論對活動教學法的論述後，可發現活動教學法的要點其實就是強調把教材內容

按其交際原貌活化於課堂、形成不同層次、不同性質、不同形式的活動（魏榮華，2003），後再經

由師生間之互相交流，進而幫助學生掌握知識、應用知識。換言之，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英語教育

之應用是基於學習者為中心之理念，教師可考量學生的興趣及能力去設計活動課程，並適時發揮引

導角色，以期能達到讓學生確實地對課程內容有所理解之目的。 

三三三三、、、、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成人教育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成人教育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成人教育之意涵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成人教育之意涵 

張成濤（2007）在〈活動教學法在成人教學中的運用〉一文中對活動教學法之定義如下：「活

動教學法是指以在教學過程中建構具有教育性、創造性、實踐性、操作性的學生主體活動為形式，

以鼓勵學生主動參與、主動探索、主動思考、主動實踐為主要特徵，以實現學生多方面能力綜合發

展為核心，以促進學生整體素質全面提高為目的的一種新型的教學方法。」而林美琴（2007）在討

論到活動教學法在社區大學之運用時也提到，活動教學法乃是教師訂立清楚的學習課題，提供足夠

的學習資源，設計學習活動，將課程學習的新知與學習者的先前經驗或生命觀點連結運用，在活動

中發展學習歷程，活動後檢視學習對於自身產生的意義，或者可能在學習活動實際運作或與他人互

動中，遭遇的困境，因而印證所學的知識在實務應用的可行性。也可以藉由學員間不同的活動操作

方式與體驗分享，激盪更多的學習。以上皆說明活動本位教學以學習者為主體之重要性，尤其，成

人教育的學員們還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礎、社會經驗及工作經歷，這些條件促使活動教學法在成人教

學中更能充分發揮其應有之作用。 

 

綜合上述關於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各領域之說法，可以發現相同的教學理念但因其應用在不

同領域，而以不同的名稱出現，但事實上，它們皆說明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以學習者為主體，而非

以教師為中心，其目標是改變教師以往在傳授知識上的權威性角色，取而代之的是讓教師們成為協

助學生發現知識、探索知識的協助者，此項特點明顯有別於一般傳統講述法，除上述優點之外，藉

由運用該策略，學習者也能興趣盎然地參與課程，如透過活動，能幫助將抽象概念具體化，讓學習



 38

者較易吸收課程上的知識概念，避免以往學員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而不想積極參與、甚至不參與。 

是以，本研究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所下之定義如下：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乃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教師則擔任協助者、引導者之角色，而學生

透過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如玩遊戲、書寫學習單、蒐集相關資料上台報告…等實作方式，來獲取課

堂內容知識，並能將其所習得之知識轉化為實踐能力，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貳貳貳貳、、、、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學習理論基礎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學習理論基礎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學習理論基礎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學習理論基礎  

    所謂的教學策略（instructional strategy）是指教師教學時有計畫地引導學生學習，從而達到教

學目標所採行的一切方法（張春興，1996）。教育上一向重視知識的教學與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

不但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亦能對其學習成效有所助益，而經由以上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意涵

探討可知，本研究所提倡的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正具備該項優勢。只是，教師與家長們往往在升學主

義下，認為此種教學策略是不必要的、甚至是無意義的，造成在考試引導教學的情況下，教師因考

量授課時數而犧牲相關活動；家長因「升學至上」觀念作祟，認為考試比活動重要，而認定此類教

法是浪費時間之表現。 

是以，以下論述將介紹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重要理論以及相關研究，提供教師或家長們應有的

知識與觀念，從而幫助他們在教導學生或子女學習知識之時，能達到預期之效果。 

一一一一、、、、蒙特梭利蒙特梭利蒙特梭利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 

    義大利幼兒教育學家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是二十世紀享譽全球的科學與

進步教育家，其立於實驗、觀察和研究基礎上所形成的獨特的幼兒教育法，更深刻著影響著世界各

國，以下將就蒙特梭利教育法予以說明，以探究其與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關係。 

    根據林意清（1997）、姚明燕（2000）、付地紅和張冬梅（2003）、施霞（2008）對蒙特梭利教

育理論之探究，整理如下： 

（（（（一一一一））））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孩子都孩子都孩子都孩子都具有具有具有具有「「「「吸收吸收吸收吸收性性性性心智心智心智心智」（」（」（」（absorbents minds）））） 

蒙特梭利認為孩子的學習方式與成人在基礎上全然不同，特別是 0~6歲的孩子擁有所謂的「吸

收性心智」，它是一種使個體擁有自我創造力的無意識精神型態，讓孩子具有強烈的內在感受，能

主動的追求與探索周遭事物，並將吸收的印象化成身體與精神的一部份。 

（（（（二二二二））））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孩子都將孩子都將孩子都將孩子都將經經經經歷歷歷歷「「「「敏感期敏感期敏感期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s）））） 

敏感期意旨所有生物在發展的過程中，具有一些與環境中某些因素息息相關的特殊敏感性，這

些敏感性將驅使生物從事明確的活動。它出現於特定的時間內，主要目的是協助生物獲得某些機能

與特性，過了這個時期，特殊的感受性便會消失，而有其他不同的敏感性所取代。換句話說，每個

孩子都有一個學習東西的敏感期，在這段時間相關的學習十分容易、迅速，是教育的絕佳機會，但

這一段時間過後，這種強烈的興趣便會消失，是以，抓住時機，進行教育，就可以奠定孩子一生的

基礎，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蒙特梭利也舉出了「敏感期」主要有六個方向：秩序的敏感期、語

言的敏感期、走路的敏感期、社會行為的敏感期、注意小東西的敏感期、透過感官學習的敏感期。 

（（（（三三三三））））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孩子都渴望孩子都渴望孩子都渴望孩子都渴望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學習」就是個體行為發生改變的過程，而蒙特梭利察覺所有的孩子都擁有與生俱來、無法遏

阻的學習動機。她認為這種「潛在的生命力」推動著孩子內在潛能的展現和智慧的發展，而教師的

責任就是促使孩子發揮最大的「潛在的生命力」，觀察其於各方面的自發傾向，並及時捕捉及加以

誘導，使其得到自由的成長。 

    在孩子自發性的學習中，蒙特梭利強調了協助其學習的幾項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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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孩子創造一個適宜的學校環境與生活環境。 

2.學習過程包含三部分：腦、感覺器官和運動器官，而心智發展即是透過動作發生的，故著力 

於設計啟發性的教學情境和教具，讓孩子藉由具體操作來學習。 

3.給予孩子自由的選擇權，尊重他們的學習步調，讓孩子依照自己的學習腳步來做調整，鼓勵

孩子成為主動的學習者。 

4.重視重複練習，讓孩子能從不斷地練習中逐步形成心智映象；最後這些心智映象就會藉由語

言呈現出來。 

（（（（四四四四））））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孩子都孩子都孩子都孩子都透過透過透過透過遊戲遊戲遊戲遊戲/工作來學習工作來學習工作來學習工作來學習 

對蒙特梭利而言，漫無目的的遊戲對孩子沒有幫助；有教學目標及意義的活動才是重點，而後

者其實就是孩子的「工作」，是一種學習活動。她認為透過這樣的工作，能使兒童肌肉和肢體動作

協調，手腦並用，促進身心協調發展，且唯有工作，才能培養出孩子嚴肅、負責、認真的態度和遵

守紀律的本性，進而鍛鍊孩子的才能，幫助孩子獲得發展。除了上述優點之外，尚因在活動的過程

中需要輪流、與他人合作及應付不同的狀況，故亦有利於發展社交。 

（（（（五五五五））））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孩子都孩子都孩子都孩子都會經會經會經會經歷歷歷歷發發發發展展展展的數的數的數的數個階段個階段個階段個階段 

蒙特梭利認為孩子自出生到十八歲間會經歷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每個階段學習的本質皆不相

同；由於個別差異的關係，故發展階段並非依照年齡來劃分，然而前期的發展必為後期的基礎，發

展的過程是無法以跳躍的方式進行的。茲將她所提及的三個發展階段敘述如下： 

1.階段階段階段階段一一一一：：：：0~6歲歲歲歲 

蒙特梭利將此階段又分為兩個時期，分別為 0~3歲及 0~6歲。 

在 0~3歲時期，孩子有所謂的「無意識的吸收性心智」，他藉著吸收周遭環境印象而學習，並

沒有意識到學習的過程；在 0~6歲時期，孩子們發展出「有意識的心智」，雖然仍自環境中吸

收資訊，但此時已發展出記憶及意志，同時，孩子的語言能力不斷提升，使學習新知識的方法

有了顯著的不同。 

2.階段階段階段階段二二二二：：：：6~12歲歲歲歲 

這一階段的成長並不伴隨著其他的變化。兒童無憂無慮、幸福快樂，從精神上來講，他處於一

種健康、強壯的狀態並保持其穩定性。 

3.階段階段階段階段三三三三：：：：12~18歲歲歲歲 

蒙特梭利將此階段又分為兩個時期，分別為 12~15歲及 15~18歲。 

雖是學習獨立的階段，但此階段的變化之大可以與第一階段相提並論，故蒙特梭利以「新生」

一詞來稱呼剛進入青少年時期的兒童，也就是說這階段的兒童就像新生兒一樣，他們的身體逐

漸轉變成成人，心理上也經歷了許多變化，如猶豫、多疑、暴躁、內向、對自己敏感等，故需

要和六歲以前相同的照顧及關心。 

（（（（六六六六））））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孩子都希望能獨立孩子都希望能獨立孩子都希望能獨立孩子都希望能獨立自主自主自主自主 

對幼兒自發性的尊重及信賴，正是蒙特梭利教育理論的核心，她反對以教師為中心的填鴨式教

育，主張以自我教育為主，在教育活動中，兒童是主體，是中心；主張從日常生活的訓練著手，配

合良好的學習環境，豐富的教具，讓孩子自發地主動學習，獨立思考，自我發現，自我教育和成長。

教師和家長只是兒童活動的觀察者和指導員。 

 

在 Mark F. Levine & Paul W. Guy（2007）及 Anandalakshmy（2007）的研究中，認為活動本位

教學策略之核心概念便是根源於其尊尊尊尊重及重及重及重及支持支持支持支持兒兒兒兒童童童童的的的的個人個人個人個人發發發發展展展展和建立在實用技能及動手學習上以

感覺教材為主的預備環預備環預備環預備環境境境境上。前者誠如上述，強調兒童有主動探索的能力，給予孩子尊重並讓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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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長，孩子在愉悅的氣氛中學習，學習成效自然顯著；而後者則強調了感覺教育的重要性，即孩

子除透過教具的操作來獲得「感覺動作」的智力外，同時也促進表徵作用的開展，孩子能夠得到更

為完整性知識概念，而非片面擷取，另一方面，教師亦可藉由觀察來評量學生，而非僅以正式測驗

為主。 

二二二二、、、、杜威杜威杜威杜威（（（（John Dewey）））） 

與蒙特梭利（Montessori）在理論中重視做中學的理念相同，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

～1952）主張個體與環境間的互動是發展與學習的基礎，而其教育理論正是建立在其經驗哲學之

上，是以，以下擬透過對該理論之探究，提出該理論與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關係。 

（（（（一一一一））））杜威杜威杜威杜威的教育觀的教育觀的教育觀的教育觀 

杜威認為經驗不僅包括了人們做些什麼和遭受什麼；他們追求什麼、愛什麼、相信什麼以及容

忍什麼，而且也包括了人們是如何動作與被影響的，以及他們的工作和經歷、想望和享受、觀看、

信仰及想像的方式，簡言之是「經驗中的過程」（process of experiencing）（吳木崑，2009）。人類藉

由和周遭環境發生交互作用，在一來一往之間，讓經驗隨其日益增長，而認知發展亦在經驗的活動

與過程中有所成長。由此可見，杜威認同經驗對人類認知發展之重要性，其將之論點應用於教育中，

對於教育的意義及本質有下列三項主張： 

1.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即即即即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教育即生活而非生活的預備。因為生物性的個體，不時需要與環境有所交互活動，否則個體就

失去了生存的機會（黃光雄，1990），因而可以說只要有生存活動，就有教育活動，人類的整

個生活就是教育的歷程。而與個體不斷互動的環境因為個人皆有教育的意義及作用，所以教育

內容，包括人類全部的經驗。 

2.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即即即即生長生長生長生長 

    在生長的過程中，個體學習具依賴性及可塑性，前者是指個體需藉由與他人互動而獲得社會經

驗，後者乃指個體能用從前經驗的結果作基礎，藉以改變自己的習慣。是以，教育即生長意味

著經驗不斷更新與追求進步。 

3.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即即即即經驗之重組經驗之重組經驗之重組經驗之重組、、、、改改改改造造造造與與與與轉轉轉轉變的變的變的變的歷歷歷歷程程程程 

人類生活是繼續發展，經驗是不斷改變的，故教育的歷程是連續的發展、改造與創造。而個人

經驗藉由教育地不斷改造，個人與社會的生活才能不斷地成長與發展。         

杜威除了對教育的意義及本質有上述主張外，他也提到了以兒童為中心的觀點，即以兒童的活

動為中心來進行，因為第一，活動是經驗的必要條件；第二，活動可以產生良好的思維（李臣，1998）。

因此，杜威認為教師教學需考量兒童的興趣需求，從兒童的經驗出發，重視其學習的主動性，才能

促使其有效學習，這正符合 Dewey（1976）所說的：真正的教育應來自於經驗---經驗必須具有互

動性，並且能夠促進兒童做有意義的改變（引自盧明譯，2001）。除此之外，杜威也認為教師的教

學活動是須經過仔細組織和計畫的，而非零散片段或即興活動，針對此點，研究者將於下一小節做

進一步地探討。 

（（（（二二二二））））杜威杜威杜威杜威的教育理的教育理的教育理的教育理念念念念－－－－做做做做中學中學中學中學（（（（learning by doing）））） 

杜威在教育上主張經驗學習的核心概念為「從經驗中學習」（to learn from experience）或稱「由

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他主張讓學生「有事可做」之外，更要讓學生「有事可學」。學生在

做（doing）的過程當中運用思考，不斷的積極嘗試（trying），最終有所領悟而找到了事物之間的

關聯，學習因而水到渠成（吳木崑，2009）。按杜威的說法，他特別重視學生親自動手操作、親身

體驗的學習過程，正如中國古代教育家荀子在儒效篇所提到的：「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



 41

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I hear, and I forget. I see, and I remember. I do, 

and I understand.）「做」（do）往往比光用「聽」的或光用「看」的來得有更深刻的學習體會。由此

可知，杜威的教育理論特別重視實物教學及體驗學習等活動教學策略之原因。 

綜上所述，從杜威「做中學」的教育理念，可歸納出以下重要概念： 

1.強強強強調學生的主動學習動機調學生的主動學習動機調學生的主動學習動機調學生的主動學習動機，，，，認為學習認為學習認為學習認為學習歷歷歷歷程需以學生為中程需以學生為中程需以學生為中程需以學生為中心心心心，，，，立立立立基於學生的生活經驗基於學生的生活經驗基於學生的生活經驗基於學生的生活經驗脈絡脈絡脈絡脈絡，，，，讓讓讓讓

學生於實學生於實學生於實學生於實踐踐踐踐中中中中獲得知識獲得知識獲得知識獲得知識。。。。 

2.學生的經驗具有主動學生的經驗具有主動學生的經驗具有主動學生的經驗具有主動繼續繼續繼續繼續及重組的性質及重組的性質及重組的性質及重組的性質，，，，能夠能夠能夠能夠「「「「知知知知行行行行合合合合一一一一」」」」才是完整才是完整才是完整才是完整的學習的學習的學習的學習（（（（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圓夢圓夢圓夢圓夢網網網網，，，，

2008））））。。。。 

此概念亦為本研究所提倡之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重要內涵。 

另在此處要特別闡述的是關於杜威的活動教學並非只是一味的讓學生動手做，卻不去在意學生

是否真正的學到東西，這種「為活動而活動」、「有活動而沒學習」的作法是不具任何學習意義的，

反而會導致學生對參與活動興致缺缺，因而本研究對活動的基本要求規範如下：活動的基本範圍是

要對兒童具有意義的和功能性的，活動的範圍應要求兒童完全地參與其中，而非放任式地任其自由

活動。 

三三三三、、、、皮亞傑皮亞傑皮亞傑皮亞傑（（（（Jean Piaget）））） 

瑞士兒童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的認知發展論（cognitive-developmental 

theory），被公認為是 20 世紀發展心理學上最權威的理論。其認知發展理論正是與活動本位教學策

略的立論基礎，如其在理論中所提及的基模（achema）、適應（adaptation）、平衡（equilibration）、

同化（assimilation）、調適（accommodation）等術語，都是他用來說明兒童心智之所以成長的基本

理念。其認知發展論之要義如下（林進材，2000；楊雪，2003）： 

（（（（一一一一））））基模基模基模基模（（（（schema）））） 

     基模是個體適應外在環境時，表現在行為上的基本模式。個體與周遭環境中的事物接觸時，

為求瞭解或認知事物的性質而產生的行為模式。基模往往隨著個體與環境的互動中，產生質與量

的改變，其改變的程度，就是學習。換言之，人類學習歷程視基模改變程度而定。 

（（（（二二二二））））適適適適應應應應（（（（adaptation））））與平與平與平與平衡衡衡衡（（（（equilibration）））） 

    適應與平衡在皮亞傑的理論中是互為因果關係的，適應與平衡是以基模為基礎的。個體在生活

環境中，以本身既有的基模適應環境的要求，即可達到平衡狀態，則基模未變，適應方式也未調整，

個體內外在關係就保持平衡。因而，適應是來自於個體為了保持與環境的平衡所做的努力，改變行

為基模以適應環境而產生的平衡，即為學習。 

（（（（三三三三））））同化同化同化同化（（（（assimilation））））與調與調與調與調適適適適（（（（accommodation）））） 

同化是指個體將新的經驗納入舊的結構中，並整合為新的結構。而調適是個體重新調整認知結

構以順應外界的情境。而關於個體的同化和順應兩者的關係，皮亞傑認為是互為前提、互為基礎的，

在面對外在環境時，同化與適應必須同時產生，才足以因應環境的變化。此外，依據皮亞傑提出的

理論，個體在環境生活中無法用既有的經驗與認知結構去適應新環境或與新經驗相均衡時，就會產

生認知失調的現象，則個體必須改變原有的認知結構，調整規模，以均衡認知，如圖 2-4-2，此種

趨向，即為個體學習的驅力。 

 

 

 

 認知結構 

對新經驗厭產生認知  →→→→適應 基模擴大 同化作用 

對新經驗無法產生認知→→→→失衡 基模改變 調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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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 Piaget 之認知結構 

資料來源：出自林泓成（2003）。 

      以上理念所表達的中心思想是，兒童的心智成長，既非遺傳論者所說的一切皆來自先天遺傳

的決定，也不像經驗論者所說的一切得自後天環境的塑造，而是指在先天遺傳賦予兒童生存條件

下（如各種生理器官），以內發的與主動的反應向環境中各種事物去探索、思維瞭解，從而獲得

認知（張春興，1996）。因而，教師最好是能因應兒童天生的求知慾，讓兒童透過實踐來學習，

親身體驗求知。而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正能符合此項教學需求，因其強調從實踐中和相互交往中學

習，教學活動靈活多變，不但能讓學生享受到不同程度的成功感，也能讓兒童從成功感有可提高

學習動機，令兒童更主動地去學習。且個體從行動上的直接回饋中，透過同化和調適的功能來豐

富原有的認知結構，亦即，學生藉由主動積極地參與教學活動，而發展出更複雜的知識與問題解

決技能。由以上可知，環境的回饋和兒童的主要參與，確實能對兒童有意義的學習深具重要性。

正如同 Piaget（1964）赴美演講時所說的一段話：「我認為，教育的真正目的不是增加兒童的知

識，而是設置充滿智慧刺激的環境，讓兒童自行探索，主動學到知識（引自張春興，1996）。」 

四四四四、、、、維果斯基維果斯基維果斯基維果斯基（（（（Lev S. Vygotsky）））） 

蘇聯心理學家維果斯基（Lev S. Vygotsky, 1896～1934）雖英年早逝，但其論說仍影響了許多

學者對兒童認知發展的觀點，也成了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立論基礎，茲將其相關要義介紹如下： 

（（（（一一一一））））社社社社會文化為影響認會文化為影響認會文化為影響認會文化為影響認知知知知發發發發展展展展之重要因素之重要因素之重要因素之重要因素 

按 Vygotsky 的論說，他認為最接近兒童的歷史社會環境，是影響兒童發展的重要因素

（John-Steiner & Souberman, 1978；Moll, 1990）（引自盧明譯，2001）。因人類自出生開始，就生長

在一個屬於人的社會裡，隨著年齡成長，他的知識學習與價值觀也深受社會中的一切所影響，諸如

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生活中的食衣住行、祖先留下來的歷史文化、社會制度、行為規範等。由此

可見，兒童在認知發展上，是一個由外而內的過程，由外爍而逐漸轉為內發，由初生時的自然人，

逐漸變成社會人，成為一個符合於當地社會文化要求的成員。這正是 Vygotsky所強調的：人類會

從互動中產生本質的改變，亦即兒童並非獨自開創他的世界，而是經由與他人的社會互動而重新再

造他的世界，這種注重兒童與其環境之間雙向互動的效果，就如同 John-Steiner 和 Souberman（1978）

所提到的：學習是一深刻的社會化過程，而此過程會受到兒童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所影響，由此可知，

兒童的認知發展是在社會學習的歷程中進行的。是以，若欲促進兒童認知發展，由 Vygotsky 的觀

點來看，建議可從改善兒童的社會環境，並適時施以教育。 

（（（（二二二二））））教學的教學的教學的教學的最佳最佳最佳最佳效果效果效果效果產產產產生在可生在可生在可生在可能能能能發發發發展區展區展區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Vygotsky從社會互動的觀點來分析學習和發展的關係，而提出可能發展區（或稱最近發展區、

近端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的主張。根據 Vygotsky（1978）之定義：所謂的可能

發展區是指「實際發展水準與潛在發展水準之間的差距，如圖 2-4-3。實際發展水準是指兒童獨立

完成工作或解決問題的能力，亦即實際表現的心理能力；而潛在發展水準是指兒童在成人的指導協

助下，或是在更有能力的同儕合作之下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引自張春興，1996；黃志賢，2006；

〈Vygotsky「最近發展區」對教學上的啟示〉，2003），而在此種情形下別人所給予兒童的協助，即

稱為鷹架作用（scaff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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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3 Vogotsky 之認知解說圖 

資料來源：出自林泓成（2003）。 

Vygotsky 的此項主張對傳統教學具有很大的啟示性，因一般傳統教學但求如何教學生學習知

識，而不重視在教學活動中發展自己的潛力，而 Vygotsky卻是將學生置於「接近全知而又不能全

知」的境地，在教師和同儕的輔助下從事新知識的學習。且在可能發展區內的教學，不僅能帶領學

生在舊有的知識上學習到新經驗外，更因在面對新知時需要新的思維方式，從而啟發了學生的智

力。由此可見，教育其實是一個創造的歷程，若能在兒童的學習歷程中，能持續引發兒童的可能發

展區，可能發展區產生之後，再運用適當的教學策略，勢必能讓兒童獲得更高層次的心理發展。因

而，按 Vygotsky 的看法，教學最理想的效果在可能發展區才會產生。 

 

從前述的討論及圖 2-5-3 可以看得出來，Vygotsky 的認知系統範圍並非僅侷限於個體本身，尚

包含了該個體所處之社會文化環境；從學習的角度觀之，知識與產生知識的環境和活動是無法分開

的，因知識正是這些環境與活動的產物（〈Vygotsky「最近發展區」對教學上的啟示〉，2003）。兒

童透過與社會的互動，如教師的教導與協助、同儕的合作學習，去瞭解周遭的世界，進而對學習的

材料及文化資源作有意識且主動的吸收，是以，學校教師在與學生互動之前，應先行瞭解學生實際

發展層次及潛在能力，以作為訂定教學計畫和選擇教學策略之參考，同時並應安排創造適當的學習

情境，以及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使學生得以充分發揮其潛在能力，提升認知能力的發展。而這樣的

論點正與本研究所提倡的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相同，因活動本位教學策略除強調師生雙向溝通之互動

模式外，亦重視學習環境之營造，故 Vygotsky 的理論作為其立論基礎，自是萬分恰當。 

 

綜合上述四位學者之理論，茲就於文獻探討中，與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相關之要素整理後描述如

下： 

表 2-5-1  不同學者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觀點 

學       者 觀                        點 

蒙特梭利 

（Montessori） 

 1.尊重及支持兒童的個人發展。 

 2.重視建立在實用技能及動手學習上以感覺教材為主的 

  預備環境。 

杜威 

（Dewey） 

 1.強調學生的主動學習動機，認為學習歷程需以學生為 

  中心，立基於學生的生活經驗脈絡，讓學生於實踐中獲 

  得知識。 

2.學生的經驗具有主動繼續及重組的性質，能夠「知 

經由專家指導
後個體認知所
能達到的水準 

個體自己能
力所達到的
認知水準 

近端發展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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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合一」才是完整的學習。 

皮亞傑 

（Piaget） 

 1.主張以兒童為中心，強調以兒童為主體，並引伸出設 

  置良好環境供其發展的教育主張。 

 2.認知是認知主體與認知客體交互作用的過程，認知者 

   會透過同化及調適功能，主動地參與建構其物理環境的 

知識。 

  

  3.活動是個體對環境刺激的同化，使現實符合自己原有 

   的認知基模。活動的發生乃是個體在環境中處在一不 

   平衡的狀態，同化的方式大於調適的作用。 

維果斯基

（Vygotsky） 

  1.偏向以環境為中心，為兒童創造良性社會互動機會和 

   環境。 

  2.強調活動中，個體能實現真實生活中所不能實現的慾 

   望，活動即代表思考發展的開始。 

 

雖然有學者提出杜威（Dewey）對於蒙特梭利（Montessori）課程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教育

應容許幼兒依其感覺行動，不宜有任何壓抑，同時要有豐富的想像力遊戲，與蒙特梭利認為幼兒應

著重認知，並在一個真實導向的環境裡進行的看法不同（S.T. Chen & J.P. Chiang, 2006），但從表2-5-1

卻可看出兩人除了重視要尊重兒童個體發展、教學應以兒童為中心外，亦強調「做中學」的重要性，

認為適宜的動作對對兒童的發展有極大的正面功能，而此正為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中重要元素之一。 

    另一方面，從認知心理學派的角度觀之，皮亞傑（Piaget）的個人建構論與維果斯基（Vygotsky）

的社會建構論兩者有所出入，但由建構主義的知識觀來看，可發現兩人皆同意個體是主動組織知識

的有機體，且個體知識發展是不斷調適的歷程，事實上，學生的認知過程無論是由內而外，或者是

由外而內，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皆能深入核心，讓學生學習到相關的知識及技巧。 

以皮亞傑的個人建構論而言，他強調學習者個人主動求知或探索的動機，知識是個體主動建構

的，非被動吸收，而活動本位教學策略除了能誘發其學習動機外，在學習過程中，亦能令其熟練並

鞏固所學的技巧；以維果斯基的社會建構論而言，強調個人知識是在社會文化的環境下所建構而成

的，是以，他較偏向以環境為中心，雖然在其理論中，幼童還不會抽象思考，分不清意義和實體，

但可藉由活動來學會區別兩者之差異，以提升想像思考，此亦為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所欲達到的目

標，故經由上述討論可得知，兩者理論其實對為活動本位教學策略而言，是相輔相成的效果。 

 

參參參參、、、、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特色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特色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特色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特色 

在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立論基礎有所了解後，可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不僅是建構出以學生為

中心的學習環境，亦即在教學過程中重視學生自主活動、主動探索的學習，也注重確實能對學習者

產生深刻的意義和長遠的影響。為此，研究者認為，若能將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引入課堂教學中，將

有效促進學生學習。茲將本研究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特色綜合如下： 

一一一一、、、、貼近貼近貼近貼近生活經驗生活經驗生活經驗生活經驗，，，，激激激激發學生的學習發學生的學習發學生的學習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興趣興趣興趣 

在考試引導教學箝制下，教師往往只關注學生在教科書方面的智力表現，學生的學習方式以背

誦及考試為主，久而久之，學習內容與生活經驗相脫節，以及背誦課文的煩悶無聊導致學生的學習

動機大減。Rogers（1980）把這種教學狀況下的師生關係比喻為「壺與杯」（jug and mug）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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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教師是個水壺，學生是空茶杯，教學就是把水壺的水注入空茶杯（引自霍秉坤等，2004）。而這

樣的師生關係往往會扼殺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創造力。有鑑於此，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中，教師讓

學生自始至終處於主體地位，以學生生活經驗為開始，讓學生親自動手操作，主動歸納整理資料和

經驗，一方面對學生產生深刻的學習效果，另一方面也讓他們在親身體驗中享受學習之樂。 

二二二二、、、、強強強強調主動探調主動探調主動探調主動探索索索索，，，，增加對增加對增加對增加對知識知識知識知識的理解的理解的理解的理解力力力力 

傳統教學只強調對記憶、思維認知等的訓練和培養，卻沒有意識到學習過程如過分側重理智

性、概念性的知識分析，容易使學生產生厭倦情緒。有別於前述作法，活動本位教學策略鼓勵學生

由主動經驗和探索活動中去發現知識的由來和關係、了解知識的獲得過程、經歷知識價值生成過

程，從而主動建構自己的知識結構，而不是機械接受和背誦知識結論（田慧生、楊莉娟，2003）。

簡言之，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正是利用學生具有好奇心的特點，引導學生主動地探索知識建構歷程，

進而提升對知識的理解能力。 

三三三三、、、、鼓勵鼓勵鼓勵鼓勵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拓展拓展拓展拓展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思維創造力思維創造力思維創造力思維創造力 

傳統教學模式習慣有「標準答案」的存在，知識被納入二元範疇中，這種除了標準答案以外的

回答都是錯的教學體制，導致學生思維因被固定在於一定之模式中，抹殺了學生之創造力，反而妨

礙了學生的認知發展。為避免此一情形重複發生，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採用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尊重

學生想法的作法，在合乎邏輯思考的情況下，不限於統一的標準答案，以求拓展學生創造力思維，

而這樣的作法也促使學生更樂意參與課堂活動。 

四四四四、、、、重重重重視視視視協助協助協助協助引導引導引導引導，，，，尊尊尊尊重學生重學生重學生重學生獨立獨立獨立獨立的的的的個體個體個體個體發發發發展展展展 

    在 Anandalakshmy（2007）的研究報告中提出教師角色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研究者認為教師

除了是學生學習知識的輔助者、啟發者、引導者外，在尊重學生獨立的個體發展時，也必須考慮學

生的認知發展階段，適時地介入活動中是非常重要的，這裡所指的「協助引導」並非「放任學習」，

而是觀察學生所需，提供其所需資源，如此才能真正達成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核心理念。 

肆肆肆肆、、、、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一直以來，教師捧著教科書照本宣科及奉行課堂講授的教學模式，使得學生的學習處於被動接

受的狀態，學生所學到的是與實際生活脫節、零碎分離的知識，造成學生缺乏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

的能力（吳木崑，2009）。近來，受到人本主義、多元智能以及建構主義的影響，使教學逐漸地朝

向以學生為中心發展，強調須重視學生的學習興趣，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去設計符合教學目標

的教學過程。除此之外，九年一貫的課程改革也強調國民階段的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生

活經驗為重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將以往對學科知識的重視轉為培養基本能力，因

此，教師使用什麼樣的教學策略能實現這樣的目標呢？此正為立足於教學現場的教師們最關心的課

題。畢竟，雖然許多學者雖均強調學生為中心的教學，但卻也未對如何才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提

出最直接的作法。 

    有鑑於此，經由前述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意涵、立論基礎和特色的深入探討後，了解到該策

略乃一強調生活化與活動化的課程與教學，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之餘，也能讓學生在活動參與中達

到有效學習的目的，而研究者認為該教學策略的主張是與本次課程改革理念一脈相承的，它的確能

解決了目前新課改中教師們所面臨的新問題和困惑。而在此需特別補充說明的是，活動教學並不排

斥或否定課堂教學的其他型態，如有意義的接受學習、講授教學等，而是強調各種形式的互補和相

輔相成，它們是有機會結合於現實的教學過程之中的（田慧生、楊莉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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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重要的理財教育組織與相關教學資源重要的理財教育組織與相關教學資源重要的理財教育組織與相關教學資源重要的理財教育組織與相關教學資源網站網站網站網站 

    我國過去並不重視理財教育，直至近幾年來卡債以及其所延伸出來的所謂「卡奴」問題的爆

發，方使政府正視到理財教育的重要，行政院金管會遂訂定「金融知識普及計畫」，並於 94年 4

月獲行政院院會通過。為具體落實「金融知識普及計畫」，金管會並擬具「金融知識普及三年（95-97）

推動計畫」，以為未來推動之藍本。同時擬定「將透過各級學校各種活動推廣金融知識即將金融知

識納入各級學校課程」的推動策略（金管會, 2005）。因此金管會應為推動理財教育的唯一官方組

織。除了政府組織外，其他例如銀行或財經雜誌、教科書出版商，則以短期訓練營或網站的方式推

廣理財教育。下表整理出與青少年學生理財教育較為相關的網站。 

 

  表 2-6-1：台灣主要與學童理財教育相關的網站 

網站名稱 網址 主要內容 

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 

http://www.fscey.gov.tw/ 提供金融、理財教育知識、

活動等有關資訊 

夫子學院 http://teacher.educities.edu.tw/show
_sysnews.php?news_id=339 

提供與介紹兒童金融、理財

教育活動等資訊 

Smart 智富理

財網 

http://www.smart168.com.tw/Quarte
rly/intro.asp?bo_sn=35 

介紹理財教育書籍等資訊 

兒童教育網 http://mykids.sce.pccu.edu.tw/winter
detail06.htm 

介紹兒童金錢、理財教育知

識、活動等資訊 

兒童優質網站 http://www.hhps.phc.edu.tw/hhps/g/
gpage1.htm 

介紹兒童理財教育等資訊 

康軒 e周刊 http://www.knsh.com.tw/epaper/e/01
4/101.htm 

介紹各類學童金錢、理財教

育觀念等兒童教育資訊 

根本教育中心 http://www.basic-force.com/book1.h
tm 

介紹學童理財教育書籍等

資訊 

塔木德理財教

育 

http://tw.myblog.yahoo.com/jw!ga4
nDfCUFRbx6RAr9r5B/profile 

提供學童理財教育等理財

知識之有關訊息、討論平台

等資訊 

 

    國外有許多國家較我國重視理財教育，茲以英、美為例。英、美政府都大力支持理財教育。 

壹壹壹壹、、、、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英國教育與職業部（DFEE）出版「透過個人理財教育的理財能力」（Financial Capability through 

personal financial education）一書，作為學校理財教育的指導概要。理財服務管理機構（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 英國法定的理財服務管理者，也強力主張從很小的年紀教導個人理財，

且提供很多教師的訓練與一系列的教學資源，以達成它的目標：促進對金融體系的公共理解（ASIC, 

2003）。 

FSA 的網的網的網的網址址址址為為為為: http://www.fsa.gov.uk/consumer/teaching/index.html。 

    除了政府組織外，還有很多獨立的組織致力於促進學校的理財教育。英國最重要的一個全國性

的理財組織是「個人理財教育團體（Personal Financial Education Group, pfeg）」，pfeg建立於 1996

年。它的目標是增進與協助所有英國學校學生的理財教育，因此多年來一直努力遊說個人理財納入

於全國的課程內。2000 年時，pfeg 發展出一套品質標記（Quality Mark）確定系統，且獲得政府教

育部門與 FSA 的認可。要獲的品質標記，送審教材須符合一套嚴格的標準及遵守實施的規範。pf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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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計畫性地協助全國師生發展優質的個人理財教學，它建構了一套教學資源指南，可以聯結到

理財課程的各個特定領域，教學資源依照不同階段（如前述）分類為特定教室資源或背景資源。 

pfrg 的網的網的網的網址址址址為為為為: http://www. pfrg.org.uk。 

    其他協助學校教授理財教育的重要組織有： 

˙Financial Education Partnership 

  由蘇格蘭的主要銀行所資助。它在所有蘇格蘭的中學辦理研習營。 

  其其其其網網網網址址址址為為為為: http://www.fep.org.uk。 

˙Natwest 理財教育中心 

  設置於 Warwick大學。該中心辦理 Face 2 Face with Finance 的教師免費課程，該課程有 10 個單

元以協助中學教導個人金錢管理與企業技能。 

  其其其其網網網網址址址址為為為為: http://www.natwestf2f.com。 

˙Proshare 

  最先由財政與證券交易部所資助的組織。辦理全國學校教育的課程，包括四項線上競賽的理財課

程，這些課程可以做為課堂上的計畫或者做為課外活動。 

  其其其其網網網網址址址址為為為為: http://www.proshare.org。 

     

貳貳貳貳、、、、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美國財政部於 2002 年設立理財教育部（Office of Financial Education，OFE）。國會也建立了理

財素養與教育委員會（Financial Literacy and Education Commission），附屬於財政部，以協調聯邦

單位致力於理財素養的教育。財政部與教育部也公開宣稱他們對學校中理財教育教學的支持。美國

聯邦準備銀行體系也以理財素養在它的教育課程內列為優先（Morton, J. 2005：66）。 

2001 年，美國財政部與 Midwestern大學共同合作所發展的一套課程。該課程使用真實世界個

人理財的情節，來教導 7-9 年級學生基本的數學與理財概念。課程強調數學應用於儲蓄、租稅、

平衡預算與家庭改進計畫。該套教材包含可複製的學生活動學習單、也納入了試算表的使用。由於

是依照國家數學標準研發的，所以很容易融入學校課程，例如家政、社會等科。例如學習計算複利

並了解其數學的意義，讓學生領會定期的儲蓄所累積的效益。此免費課程可在其網站上獲取。 

其其其其網網網網址址址址為為為為：：：：http://www.publicdebt.treas.gov/mar/marmoneymath.htm。 

    除了政府組織外，美國擁有較英國更多的獨立組織致力於促進學校的理財教育。美國最重要的

一個全國性的理財組織是個人理財素養全國 Jump$tart聯盟，Jump$tart建立於 1997 年。它的任務

是增進年輕人的個人理財素養與提昇個人理財的教學，同時也鼓勵課程的發展，以確保學生獲得個

人基本理財的管理技能。它出版 K-12 個人理財國家標準以及相關的能力指標，如第三小節所述。

此外，Jump$tart運作一個教學資源交換所，亦即做為在美國創作的個人理財資源以及各種不同組

織所創作的教材的總目錄中心。這些教學資源可由其網站獲得。 

其其其其網網網網址址址址為為為為:http://www. Jumpstart.org。 

    其他致力於學校理財教育的重要組織有： 

˙全國經濟教育協會（National Council on Economic Education, NCEE） 

  NCEE是一教育與企業合夥，各州都設有中心的全國性組織，是全國最重要的經濟教育組織，近

年來亦致力於理財教育。NCEE針對教師、家長與學生開發一系列理財教育的教材，其中最著名

者即為下一小節所述之 Financial Fitness for Life（FFFL）課程。 

  其其其其網網網網址址址址為為為為:http://www.nce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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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教育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Financial Education, NEFE） 

  NEFE 為一非營利的基金會，提供 NEFE高中理財計畫課程（NEFE High School Financial Planning 

Program），為一六單元課程，使用遊戲、模擬、案例教學與互動練習等設計，使學生有更多的理

解與能力去處理個人理財事務。 

  其其其其網網網網址址址址為為為為:http://www.nefe.org。 

˙消費者理財教育學會（Institute of Consumer Financial Education，ICFE） 

  ICFE 為一非營利的組織。提供高中學生 Credit When Credit is Due 課程，該課程共有 12 個單元，

目的是協助個人對金錢議題有更佳的理解，且在牽涉到信用時更有責任感。並提供教導學童金錢

管理等相關主題的書籍與教學錄影帶。 

  其其其其網網網網址址址址為為為為:http://www.icfe.org。  

 

    研究者認為就算給予教師時間且他們也願意將理財教育納入他們的教學，多數教師仍缺乏能夠

詳盡的且成功地教導理財課程給學生的必要的資源與知識。如果教學資源能與課程連接且符合師生

的需求，教師自然願意去應用。此外，大部分教師並未有相當充分的財經學識，因此對他們而言很

難發展適當的教學計畫。因此如何運用國內外的教學資源設計出實際可用的教學計畫，讓理財教育

無阻礙的融入各科，正是本研究計畫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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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理財教育的相關研究理財教育的相關研究理財教育的相關研究理財教育的相關研究 

    茲將中小學理財教育的相關研究分為國內、國外分述之。 

壹壹壹壹、、、、國內的理財教育相關研究國內的理財教育相關研究國內的理財教育相關研究國內的理財教育相關研究 

國內對於理財教育的相關研究多著重於國民中、小學學童之消費觀、金錢觀、消費行為等的探

討，而對於理財教育課程方面之相關研究相對較少，且僅限於某特定理財課程主題與數位化教學的

研究，詳如表八  。 

        表2-7-1：:近年來國內對於中、小學理財教育相關之研究 

研究者

(年份) 

研究 

主題 

研究對

象 

研究

方法 

研究結果與摘要 

黃劍華  

（2009） 

理財教育融入

國小課程之策

略與實施之研

究 

選 取 國

小五、六

年級各

兩班共

137 位

學生 

實 驗

教 學

問 卷

調 查 

◎ 學生「理財觀」前後測結果之

量化分析 

1.每一項理財教育主題的後測結

果都高於前測結果，而且都達

到顯著差異的水準，顯示透過

理財教育課程的實施，對增進

學生的理財觀念是具有相當成

效。 

2.透過理財教育的實施，對學生

整體的理財觀念的提昇是相當

有效的。 

3.理財教育相關課程對五、六年

級學生並不會造成學習上的困

擾。 

4.在接受理財教育相關課程之

後，學生對理財教育課程展現

了相當濃厚的學習意願。 

 ◎學生訪談結果分析 

1.能熱烈參與教學活動。 

2.更能妥善規劃零用錢的使用及

珍惜物品。 

3.能將理財知識與技能應用在日

常生活之中。 

4.能知道承擔理財責任的重要

性。 

 ◎教師訪談結果分析 

1.理財教育課程的實施對學生有

很大的幫助，且不會造成教學

上的困擾。 

2.將理財教育課程融入社會學習

領域中實施，是最可行的做法。 

3.透過理財教育課程的實施，對

教師本身的理財觀念也有相當

大的幫助。 

陳貞羽  

（2009） 

國小學童金融

知識、投資策

選 取高

雄縣市

實 驗

教 學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設計一款金

融遊戲教具，使學童從遊戲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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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風險認知之

遊戲教具設計

與研究 

國 小共

37 位學

生（未註

明 年級

別） 

 

問 卷

調 查 

訪 談

法 

容設定，即能獲得正確的金融知

識；且能經由遊戲玩法的設計，

讓學童從遊戲的過程中學習分析

所獲得的投資訊息，並能建構適

當的投資策略；更能從遊戲結

果，提升學童對於風險的認知。

本研究發現： 

1.受測學童在試玩後對於金融知

識、投資策略的建構以及風險

認知，均有較為正確的觀念，

且試玩前後具有顯著的差異

性。 

2.另以人口統計為變項進行檢定

後得知，女性受測學童在投資

策略上較男性受測學童保守，

而高雄市受測學童則較高雄縣

的受測學童保守。 

惲幼珍 

（2008） 

國小高年級實

施理財課程之

行動研究---以

臺北市國小六

年級為例 

選 取台

北市國

小六年

級共 26

位學生 

行 動

研究 

經由國外理財文獻和國內九年一

貫課程理財相關議題的分析，研

究者參酌課程組織原則，設計出

一套適合臺灣地區國民小學高年

級學生之理財課程 

。歷經十個主題單元的教學，研

究發現： 

1. 在理財知識方面，利用成對樣

本 T檢定，得知學生的理財課

程後測成績優於前測成績。 

2. 在理財態度上，學生學習到體

會家中工作者的辛勞，並懂得

珍惜得來不易的金錢。 

3. 在理財技能方面，學生學會計

算利息、做預算規劃、進行購

物的比價、選擇適合自己的保

險等。 

4. 在理財習慣部分，學生逐漸養

成收支紀錄、定期儲蓄、愛惜

資源不浪費的好習慣。 

李莉秋

(2007) 

國小高年級理

財教育情境教

學模式實施之

行動研究—基

隆市國小六年

級的個案為例 

基隆市

某國小

六年級

32位學

生 

行動

研究 

在歷經六個教學活動的理財主題

教學後發現： 

1.在理財認知上，個案學童的理

財概念知識，後測的成績相較

前測有大幅進步。 

2.在理財技巧上，學會做預算、

記帳、儲蓄、理性消費，以及

初步的理財規劃。 

3.在情意方面，能體會家中生產

者的辛勞，並且思考自己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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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需要投注的人力資本。 

劉正雄 

(2007) 

國小三年級學

生金錢觀教育

之行動研究—

以台北市某國

小為例 

台北市

國 小三

年級共

20位 學

生 

行 動

研究 

1.金錢觀教育運用繪本、角色扮

演等活動有助於學生深入了解

和表達金錢觀的道理。 

2.學生對金錢觀教育的教學活動

和教學內容皆有正面的回饋。 

3.教學活動設計的系統化與連貫

化，有助於學生的學習效果。 

4.多元的教學活動，能吸引低學

習意願者的興趣。 

楊述容 

(2007) 

國小兒童理財

概念活動方案

學習成效之研

究 

高雄市

國 小四

年級共

63位 學

生 

實 驗

教學 

 

1.接受兒童理財概念活動方案

後，國小四年級學生的理財概

念具有立即提昇的效果。 

2.接受兒理理財概念活動方案

後，國小四年級學生的理財概

念具有持續的效果。 

3.實驗組成員大多採取正向的肯

定與回饋。 

4.家長察覺實驗組成員的改變，

並普遍認同與肯定理財概念行

動方案的實施。 

林世彪 

(2006) 

台北市國小高

年級學童金錢

態度與消費行

為之研究 

台北31

所國小

高年級

學生共

805人 

問卷

調查 

1.以性別分析，在「不相信理財」

面向上有顯著差異，男學童大

於女學童；在「新奇型」面向

上男學童大於女學童；在「創

意型」面向上女學童大於男學

童。 

2.以學童出生序分析在「保留金

錢」面向有顯著差異，獨生子

女大於老么排行；在「從眾型」

面向上，獨生子女大於老么排

行。 

3.以學童家庭社經地位分析在

「保留金錢」面向有顯著差

異，中高社經地位家庭大於低

社經地位家庭；在「炫耀型」

面向上，中高社經地位家庭大

於低社經地位家庭。 

4.以零用錢取得依據分析 

在「不相信理財」面向有顯著

差異，學業成績大於需要時就

向父母要；在「炫耀型」面向

上，固定大於沒有零用錢。 

5.國小學童的金錢態度與消費行

為有高度顯著正相關 

李明相 

(2006) 

屏東縣國小學

童綠色消費知

屏東縣

立國小

問卷

調查 

1.學童在綠色消費知識測驗表現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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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綠色消費

行為之研究 

四、六年

級學童

1222位 

2.學童的綠色消費行為趨於正向

積極。 

3.女生的綠色消費知識顯著高於

男生﹔六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四

年級學童。城市地區的學童顯

著高於一般鄉鎮及偏遠地區之

學童問卷調查。接觸過環保資

訊的學童顯著優於未接觸過環

保資訊的學童。父母親教育程

度愈高，其學童的綠色消費知

識也有較佳的表現。父母親職

業是教師、公務員或商業的學

童，綠色消費知識有較佳表現。 

4.女生的綠色消費行為顯著高於

男生。城市地區的學童顯著高

於一般鄉鎮及偏遠地區之學

童。就讀的學校是綠色學校夥

伴網路的學童顯著高於一般學

校的學童。接觸過環保資訊的

學童顯著優於未接觸過環保資

訊的學童。父母親教育程度愈

高，其學童的綠色消費行為也

有較佳的表現。父親職業是軍

人、教師或公務員的學童，綠

色消費行為有較佳表現。母親

職業是公務員或教師的學童，

綠色消費行為有較佳表現。 

5..學童綠色消費知識愈高，其綠

色消費行為愈正向積極。學童

綠色消費知識愈高，其拒用行

為、減量行為、重複使用行為

與資源回收行為愈正向積極。 

林麗華

(2006) 

桃園縣國小高

年級學童金錢

態度與消費行

為之研究 

727位國

小高年

級學童 

問卷

調查 

1.整體而言，男生、六年級、縣

轄市學區及有零用錢之兒童，

其金錢態度出現偏差；有儲蓄

習慣之兒童則具有正向、積極

之金錢態度。 

2.五年級、鄉鎮學區等兒童之消

費行為較為正向、理性。 

3.兒童之金錢態度與其消費行為

關係密切等。 

施秋燕

(2006)） 

商職學生金錢

態度與手機消

費決策型態之

研究 

台灣

北、中、

南三區

共12所

商職學

生 

問卷

調

查、統

計方

法 

1.商職學生之金錢態度共分為

「善」、「權力名望」、「不信

任」、「金錢焦慮」、「品質」五

因素。 

2.商職學生之手機消費決策型態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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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職學生儲蓄習慣等會因父母

社經地位不同而差異。 

4.商職學生之金錢態度與手機消

費決策型態關係密切。 

黃麗美

(2006) 

台北市國小高

年級學童金錢

觀與消費型態

之研究 

569位高

年級國

小學童 

問卷

調

查、統

計方

法 

1.國小學童金錢觀在權利名望、

成就成功等層面之認同傾向中

立。 

2.國小學童消費型態分為保守

型、理智型、經濟型與衝動型

等。 

3.國小學童之金錢觀與消費型態

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等。 

鍾采芬

(2006) 

國小金融知識

教育數位化教

材之研究 

國小學

童 

調查

法、實

驗

法、統

計方

法 

1.學童對於金融知識教育試教前

後有正向顯著差異，試教後顯

著高於試教前。 

2.國小學童對於金融知識教育不

排斥且接受度高。 

3.在教學方法上，以3D動畫或圖

文故事繪本製作教材，學生之

接受度較高，且普遍認為老師

應將專有名詞口語化、淺顯易

懂方式表達提供於教學等。 

楊靜芬 

(2005) 

國民小學高年

級學生價值觀

調查研究 

台北縣

市12所

公立國

小高年

級學生

共400人 

問卷

調查 

1.國小高年級學生現階段重視家

庭的安全、真誠的友誼、自由、

自尊、和平的世界等目的性價

值項目﹔以及禮貌、誠實、積

極進取、有愛心、助人等工具

性價值項目。 

2.整體而言，國小高年級學生之

價值觀並未因父母職業或教育

程度之不同而有明顯差異。 

3.家庭的安全、自尊、世界的和

平、真誠的友誼、及自由等目

的性價值項目排序，受到父母

教養態度、電視節目內容、及

同儕互動等因素影響。 

4.工具性價值項目的排序則不受

父母教養態度、電視節目內

容、網路訊息內容、教科書內

容、教師期望、及同儕互動等

因素影響。 

陳思樺 

(2005) 

九年一貫國小

教科書綠色消

費內容分析之

研究 

國小「生

活」、「自

然與生

活科

技」、「社

會」及

內容

分析 

1. 綠色消費類目分析 

(1)自然與生活科技 

各版本教科書綠色消費內容

出現的次數有顯著性差異，以

翰林版較多，其次為南一版，

再者為牛頓版，康軒版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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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與體育」

教科書 

(2)社會 

各版本教科書綠色消費內容

出現的次數並無顯著性差異。 

(3)健康與體育 

各版本教科書綠色消費內容

出現的次數並無顯著性差異。 

(4)生活 

各版本教科書在綠色消費內

容出現的次數有顯著性差

異，以仁林版份量較多，其次

為南一版，再者為翰林版，康

軒版，牛頓版較少。 

(5)同版本教科書之比較 

南一版、康軒版及翰林版在各

個領域綠色消費教材內容出

現的次數有顯著性差異，皆以

健康與體育教科書綠色消費

內容最多。 

2.綠色消費教材之呈現方式 

南一版及康軒版直接呈現綠

色消費一詞，其他版本則未出

現。各版本在綠色消費內容陳

述性知識較多，較少實際體驗

活動，但說明時所舉的例子大

致相同。 

智富雜

誌 

(2005) 

親子理財行為

大調查 

15-65

歲，且必

須已經

結婚生

子共

1000人 

電話

訪問 

問卷

調查 

1. 近六成的父母擔心小孩子會

花費無度。 

2. 近四成父母擔心小孩刷爆信

用卡。 

3. 逾四成父母不願幫子女收拾

爛攤子。 

4. 有固定給零用錢的父母不到

三成。 

5. 四成的父母把多給零用錢當

作獎勵。 

6. 近九成的學子沒有記帳的習

慣。 

7. 逾六成父母認為工作後才可

開始使用卡。 

8. 五成五的父母認為理財教育

應從小學之前開始。 

9. 六成的父母認為小孩的理財

教育不足。 

10.近六成的父母認為自己有足

夠的知識教小孩理財。 

11.28﹪的父母認為小孩的金錢

觀最容易受媒體影響。 



 55

賴月雲 

(2005) 

台南市國小中

高年級學童綠

色消費知識態

度與行為之研

究 

南市國

小中高

年級學

生共

1023人 

問卷

調查 

1.大部分台南市國小中高年級學

童綠色消費知識、態度與行為

多具有正向的表現；且彼此呈

現顯著正相關。 

2.影響國小中高年級學童綠色消

費知識的因素有「綠色消費態

度」「年級」、「家庭社經指數」、

「接觸環保資訊」、「綠色消費

行為」、「安平區」、「學校垃圾

從未分類回收」等。 

3.影響國小中高年級學童綠色消

費態度的因素有「綠色消費行

為」、「綠色消費知識」、「參與

環保活動次數」等。 

4.影響國小中高年級學童綠色消

費行為的因素有「綠色消費態

度」、「家庭生活環保程度」、「綠

色消費知識」、「北區」、「接觸

環保資訊」等。 

5.台南市國小中高年級在中西

區、越高年級、家庭社經地位

較高、家庭生活環保程度高、

參與環保活動次數越多、接觸

過環保資訊以及學校重視環保

的學童，其綠色消費整體表現

較佳。 

朱珮君

(2004) 

國小兒童從眾

行為對零食購

買決策影響之

研究 

台北地

區學園

附近有

便利商

店之國

小五六

年級兒

童 

問卷

調查 

1.「做事會以多數同學感到開心

為標準」、「有很多同學買的零

食我也會跟著買」、「我曾聽從

同學意見購買某樣零食，並感

到滿意」等個人特性因素會顯

著影響學童從眾性購買行為。 

2.「班上有同學對零食很瞭解，

是班上的零食專家」、「做事會

以多數同學感到開心為標

準」、「很多同學買的零食我也

跟著買」、「我曾聽從同學意見

購買某樣零食，並感到滿意」

等群體特性因素會顯著影響學

童從眾性購買行為。 

3.「我曾聽從同學意見購買某樣

零食，並感到滿意」、「很多同

學買的零食我也跟著買」、「班

上有同學對零食很瞭解，是班

上的零食專家」等三項最能預

測對購買決策的影響程度。 

王永銘 國小學童金錢 高雄、屏 問卷 1.國小學童之電視廣告態度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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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態度、消費行為

與電視廣告態

度之相關研究 

東三縣

市共二

十四所

公立國

小學童

1183位 

調

查、統

計方

法 

告部分傾向中立，其態度因收

視時間、收看次數而異。偏遠

地區、低社經地位、單親家庭

的學童在電視廣告態度有偏

高。 

2.學童金錢態度在權利名望、成

就成功、自尊尊敬、情緒反應、

預算行動各層面面的認同均傾

向中立。 

3.對新奇型及創意型有偏高的消

費行為的趨向。 

4.對電視廣告態度與金錢態度呈

現顯著中度正相關。 

5.對電視廣告與消費行為呈現顯

著中度正相關。 

6.金錢態度與消費行為呈現顯著

中度正相關等。 

周秋琴

(2004) 

國中生的消費

者態度探究 

台北縣

市六所

國中二

年級學

生474位 

問卷

調

查、統

計方

法 

1.在國中生之消費者態度上，對

商品態度方面，發現完美主義

等六種取向；對金錢態度方

面，發現實際型等三種類型；

對廣告資訊態度方面，發現肯

定型等四種類型；對廠商態度

方面，發現中性等三種傾向。 

2.國中生對消費者權利與消費者

義務皆抱持積極而正面態度。 

3.「性別」等五個個人因素，以

及「家人的影響」等三個環境

因素皆會影響國中生的消費者

態度。 

邱宜箴

(2003) 

國小學童金錢

態度量表之編

製與理論模式

驗證 

台灣地

區八所

國民小

學四、五

年級508

位學童 

問卷

調

查、統

計方

法 

1.本研究編製之國小學童金錢態

度量表分為「權力」、「著迷」、

「保留」、「焦慮」、「不信任」

等五個分量表。 

2.各分量表之Cronbach’s係數在

o.51-0.72；相關係數在

0.55-0.79。 

3.效度與鑑別度等皆良好，理論

模式配適度也良好等。 

許碩芳

(2003) 

國中小學保險

教育課程設計

之研究 

台南縣

新化國

小六年

級、大新

國小六

年級、新

化國中

637名學

內容

分析

法、實

驗

法、問

卷調

查、統

計方

1.試教後發現，小九學生在具體

與抽象保險概念已趨於成熟。 

2.研究對象對保險教育教材的設

計及實施滿意度極高，對教材

內容抱持十分肯定之態度。對

保險之認知、態度之表現均為

正面。 

3.普遍小六至小九學生對保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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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法、訪

談法 

材教學方法前三名為：影片欣

賞、遊戲、電腦資訊，認為老

師應將專有名詞表達淺顯易

懂。 

4.受調查對象對保險課程之接受

度均為正面等。 

鍾志從 

魏秀珍

陳彥玲

陳寧容 

(2003) 

小學生的金錢

概念、態度、與

消費技能研究 

臺北

市、臺北

縣、高雄

市、高雄

縣2404

位國民

小學一

至六年

學生 

問卷

調

查、統

計方

法 

1.金錢概念與金錢消費技能之發

展會隨年齡之增加而增進。 

2.六年級小學生已經能知道信用

卡、支票、利息是消費市場中

的其他金錢型態，納稅與投資

是金錢活動。 

3.多數學童對金錢持正向意見。 

4.在金錢使用上，女生較男生節

儉。 

5.學童金錢之學習與環境、經驗

息息相關等 

陳靜宜 

(2003) 

國小高年級學

童綠色消費知

識、態度與行為

之調查研究--

以高雄縣市為

例 

高雄縣

市國小

高年級

學生共

500人 

問卷

調查 

1.國小高年級學童綠色消費知識

已具有一定水準，綠色消費態

度和行為也具有正向的表現。 

2.綠色消費知識、態度與行為間

兩兩呈現顯著正相關。 

3.學童對綠色消費的後設認知、

環境價值觀內外控信念及消費

觀與其綠色消費表現皆呈現顯

著正相關。 

4.女性、就學地區繁榮、曾參與

環保活動、曾接觸環保資訊、

父母皆重視環保、父母教育程

度高、且父母的職業為軍公教

人員之學童，其綠色消費整體

表現佳。 

5.居住高雄市、父母教育程度

高、父母職業為教師的學童綠

色採購行為最佳。 

詹國新 

(2002） 

國小學童收看

日本卡通節目

及購買卡通相

關商品之情

形、動機及消費

教育成效之探

討 

台南市

進學國

小、文元

國小、安

平國

小、台南

縣崑山

國小、新

化國小

之三年

級學生

共407人 

問卷

調查 

實驗

教學 

1.「快樂、享受」與「認同與自

我表達」是較普遍的的消費動

機，男性學童的「認同與自我

表達」動機較女性學童更為明

顯。 

2.學童可能已具有符號消費的特

性，男生較女生明顯。 

3.兒童的喜好與選擇受文化工業

的束縛。 

4.卡通相關文本對兒童產生「印

象聯盟」的效果，影響男性大

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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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卡通相關文本的三級文本並不

活躍。 

6.男性學童表現出較為強烈的物

質主義傾向。 

7.對於新奇事物的追求，是國小

三年級學童的消費特性之一。 

8.卡通文本對於兒童的文化認同

有一定的影響力。 

9.男女學童在消費態度與行為上

有不同的傾向。 

10.影片的播放、遊戲、具體實

物、活動的交替、小組獎賞制

度可以增進教學效果。 

11.消費教育教學具有成效，對學

童消費基本觀念有影響。 

12.長期持續的消費教育教學才

能真正改變學生的消費行為。 

吳英帛

(2002) 

國小高年級學

生消費者知識

理解情形之研

究 

屏東縣

國小高

年級981

位學生 

問卷

調查 

1.「消費者知識測驗」之平均答

題正確率為78.8%。 

2.不同性別等部分變項之國小學

生消費者知識理解情形有顯著

差異等。 

3.有儲蓄習慣者的消費者知識之

得分高於無儲蓄習慣者。 

4.學生獲得消費者知識之管道是

多元豐富的。其中，消費資訊

來源得分最高為書籍雜誌。 

5.影響消費者知識之最主要因素

為家人。 

6.在11個預測變項中，對學生消

費者知識理解情形，具有預測

力者共有儲蓄等7項變項等。 

徐淑敏

(2002) 

兒童零用金消

費行為與觀念

之研究：以台北

市國小學生問

卷調查為例 

台北市

國小六

年級847

位學童 

問卷

調

查、統

計方

法 

1.零用金具有啟發兒童意義，也

市親子關係重要課題。 

2.近4成學童並無經常儲蓄習慣。 

3.廣告與贈品可能在許多心理層

次上，對兒童產生效果。 

4.國小學童在消費型態上，會受

同儕之影響等。 

林芳如

(2001) 

國小學童金錢

態度及其相關

因素之研究 

台南

市、台南

縣公立

國民小

學1016

名學生

及其家

長 

問卷

調

查、統

計方

法 

1.性別對金錢態度之影響有顯著

差異。 

2.年級除「金錢情感」面向，對

金錢態度其餘各面向之影響皆

有顯著差異。 

3.儲蓄習慣對金錢態度各面向之

影響，皆有顯著差異。 

4.家庭金錢教養程度在「金錢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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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面向，皆呈現顯著差異與

正相關。 

5.電視商品廣告影響程度，在金

錢態度各面向之影響，皆有顯

著差異與相關。 

6.性別、儲蓄習慣、電視商品廣

告影響程度三個研究變項是金

錢態度較佳之預測值等。 

徐淑敏

(2001) 

兒童金錢管理

的教育觀 

兒童 文獻

分析

法 

1.理出一個培養兒童正確金錢使

用觀之脈絡等。 

王萍霜 

(2000) 

國民小學教科

書消費者教育

內涵分析之研

究 

國民小

學審定

本教科

書 

內容

分析 

1.國編版的審定本教科書，含消

費者教育教材數量顯著多於改

編本教科書。 

2.國小教科書中以「消費決策與

購置」主類目較常出現，其次

為「資源管理」主類目，「消費

者公民參與」主類目的內容最

少。 

3.國小教科書消費者教育教材多

呈現日常消費的介紹、家庭消

費與支出以及個人零用錢方面

的使用教育。 

4.教科書中消費者教育主類目、

次類目內容分佈的差異性考驗

上，在不同版本、科別、冊別

大多有差異存在。 

5.消費者教育教材內涵分析上，

在審定本各版的內容中，可發

現不同的呈現方式。 

6.國小教科書中消費者教育內容

的呈現情形與課程標準所列之

目標、內容有其相關性。 

蔡瑞華

(2000) 

台北市國中生

的金錢態度研

究 

台北市

五所中

之一、

二、三年

級共16

個班級

480位學

生 

問卷

調

查、統

計方

法 

1.「權力-名望」面向：受試者較

不認為金錢為權力。 

2.「預算」面向：受試者對金錢

規劃及處理傾向謹慎。 

3.「不信任」面向：對不信任面

向之影響及解釋甚為薄弱。 

4.「焦慮」面向：受試者對金錢

焦慮的傾向並不明顯。 

5.「品質」面向：受試者對金錢

品質的傾向並不明顯。 

林麗瓊

(1993) 

台北市國中生

金錢觀之研究 

台北市

1269名

國中生 

問卷

調查 

1.86%國中生皆有零用錢，約3/5

平均每月錢數在600元以下等

研究發現。 

2.男女學生在零用錢數與主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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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項目上有顯著差異等。 

3.國中生對於金錢來源看法以

「人無橫財不富」此類較多等。 

4.國中生金錢運用態度三類型之

百分比十分相近等。 

5.國中生對有錢人看法偏向「富

而驕」，且不同年級、家庭社經

地位學生，對有錢人看法有顯

著差異等。 

6.對金錢來源看法與金錢運用態

度、對有錢人看法間有顯著相

關等。 

7.對金錢來源看法之重要影響因

素為年級。在金錢運用方面，

「節約型」、「實際型」與「慷

慨型」之影響因素不一定相

同。對有錢人看法不論是認為

「富而驕」或「富而好禮」，皆

受年級、家庭社經地位、零用

錢主要來源等影響等研究發

現。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述資料的整理中，可以發現我國中、小學理財教育的相關研究具有下列幾項特點： 

1. 在研究主題上，我國對於中、小學理財教育的相關研究的主題相當廣泛，從認知、態度、行為、

課程分析到實施成效都有探討，但分布的情況差異相當的大，絕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金錢態

度、消費行為（包含綠色消費）的研究，其他的主題都只有一至二篇的研究而已。若進一步對

照前述對理財教育課程內涵探討，也可發現我國對理財教育的研究範圍雖廣，但能真正碰觸到

理財教育應有的教育主題卻非常有限。 

2. 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採用問卷調查法對研究樣本進行調查研究，只有少部分的研究採用內容分

析法分析教科書內容，以及採用實驗研究法探究課程的實施成效，採用質性方法進行研究的相

當的少。 

3. 就研究結果而言，學生大多具有正向、積極的金錢態度﹔具備一定程度的消費知識以及保守、

中立且具綠色環保意識的消費行為；而且理財教育課程設計的實施成效也相當良好，一切的結

果都顯示我國理財教育的實施是相當成功的，但是，對照我國當前社會的現況，以及智富雜誌

（2005）的調查結果，卻產生相當大的落差，其造成的原因，是值得大家深入探討的。 

4. 最後，從課程進行的教學策略來看，發現多數研究皆沒有特別針對教學策略部分來做深入論述，

劉正雄（2007）、鍾采芬（2006）及詹國新（2002）研究雖說明適當的教學策略有助於提高學生

的接受度、增進教學效果，但其課程卻不是特別針對教學策略來設計的，另陳貞羽（2009）雖

已論及到遊戲與教育之關連，但主題卻還是放在相關教具的設計與發展上，並不特別專注於教

學策略之應用，是以，本研究將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為核心來進行理財教育課程設計，進一步

探討學生在理財方面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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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國外的理財教育相關研究國外的理財教育相關研究國外的理財教育相關研究國外的理財教育相關研究 

    國外在理財教育相關的研究大概可分為兩個領域：（1）嘗試解釋研究對象之理財素養的不同

的型態（理財認知），以及（2）致力於評估個別理財教育課程的成效（課程評估）。兩者雖看起來

涇渭分明，實際上卻密切相關。因為任何以促進理財素養為目標之個別理財教育課程的評估，都必

定要考量其在接受這些課程前的知識層次以及非從此課程獲得知識的其他來源。 

大部分這方面的研究都集中在美國，且以大專生的調查研究居多。以下擇其最具代表性的中小

學研究就此兩個領域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 理財認知方面理財認知方面理財認知方面理財認知方面 

    1.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Jump$tart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12 年級學生的理財素養調查年級學生的理財素養調查年級學生的理財素養調查年級學生的理財素養調查 

    美國最著名且大規模的取樣關於中學生理財認知的層次與分類的研究，是個人理財素養全國

Jump$tart聯盟所做的每兩年一次（1997 年開始）的高中高年級學生的理財素養調查。 

    Jump$tart 的調查範圍廣泛，2006 年的受測者涵蓋 37州 305所高中，共 5775 個 12 年級的高中

生。是歷次調查參與者最多的一次。調查高中生個人理財素養的基本知識層級，問卷題目分為四類：

所得、金錢管理、儲蓄與投資、花費與信用。同時與 1997、2000、2002、2004 年的結果做比較。

參與 2006 年調查的學生平均答對 52.4%的題目，分數較 2004 年 52.3%、2002 年 50.2%、2000 年

51.9 %為高，但是還是未達到 1997 年的 57.3%。 

    學生報告有修習一學期金錢管理或個人理財課程者 16.7%，較 2002 年 14.6 %為高，但卻較 2002

年 20.1 %降低了。且不幸地，這些修習過課程的學生，平均分數只有 51.6 %，略低於總平均。此

讓消費者教育者與支持個人理財應為高中畢業生的必修科目者大失所望。 

此外調查小組認為有很多重要的理財概念學生卻沒有通過測驗：  

    ˙只有 14.2%的學生覺得若經過 18 年的期間，股票可能較儲蓄債券、儲蓄存款與支票 

      存款為高的平均報酬率。 

    ˙只有 22.7%的學生瞭解若個人所得夠高，儲蓄存款的利息是要被課稅的。 

    ˙只有大約 40%的學生瞭解假如他們的父母失業時，他們自己的健保也會停止。 

    ˙有 70.6%的學生錯誤地覺得如果他就讀的是州立大學而非私立大學，則一萬元美金 

      的大學貸款利率會低些。 

    在被問及他們覺得他們自己有多節儉時，他們似乎要較 2004 年所調查的學生覺得自己很節

儉；因為有 54.4 %的學生認為自己非常或有點節儉，此較 2004 年的 52.1%為多。而在另一個極端，

23.5%的學生說他們很少儲蓄，此較 2004 年的 25.3%為少。但有趣的是，那些處在兩個極端的學生

-- 非常節儉或非常花費傾向-- 在 2004 與 2006 年的測驗表現的都較那些居中者為差（Jump$tart, 

2006）。 

 

    2.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Schagen & Lines 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 

    英國較著名的調查則是 Schagen & Lines（1996）之研究。他們特別關注年輕人、學生、單身

父（母）親以及居住於補貼房舍者的理財素養。這些受測者被問及各種問題，包括他們對購買與儲

蓄的態度、金錢管理以及處理金錢事務的信心。他們也被問及一些測試他們對金融市場與工具、理

財決策、問題解決與計畫的知識。此調查最主要的是指出：大多數人對理財事務具有信心，但有些

族群信心較低，特別是單身父（母）親以及學生（引述自Worthington, 2006：63）。 

 

    3.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 Morris 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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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ris參考美國學者 Mandell 等 1997 年所設計的問卷（即 Jump$tart 1997 版問卷）去調查紐

西蘭高中生的理財知識層次。為一 30題選擇題問卷，受測者共計選自紐西蘭各高中的 804 名學生，

代表所有所得層級（10級）、種族、地理區位與性別。參與調查的學生平均答對 55%的題目。綜合

言之，中等階層的社經族群（3-8 級）的理財知識顯著的高於最低階層（1 與 2級）與最高階層（9

與 10級）的社經族群學生。紐西蘭歐裔（平均答對 59%）顯著的比毛利人（平均答對 48%）、亞

裔（平均答對 52%）、太平洋島民（平均答對 44%）以及其他的（平均答對 46%）學生有較多的理

財知識。不同地理區位之間與不同性別之間則無顯著差異。 

此結果顯示這些紐西蘭高中生在此基本理財知識的測驗上無法獲得滿意的成績，亦即至少有一

半的紐西蘭高中生是居於貧乏的理解他們個人的理財管理與知識層次。由於美、紐兩國所施測的問

卷有 23題是相同的，所以可做一些比較。整體而言，美國 1997 年的研究，美國高中生 12 年級的

高中生要較其同年級的紐西蘭高中生稍微具有理財知識。而美國 2000 年的第二次研究，則顯示其

理財知識平均層次降低至低於紐西蘭此次第一次的研究。是以國際上與紐西蘭所關注的：關於學生

貧乏的理財知識是有充分根據的（Morris, 2001）。 

二二二二、、、、課程評估方面課程評估方面課程評估方面課程評估方面 

    此領域的研究要較上述理財認知的研究少很多，這些研究主要是關心以增進理財素養為目標

的某一特定課程，所導致學生知識的改變。 

    

    1.美國理財教育基金會的課程評估美國理財教育基金會的課程評估美國理財教育基金會的課程評估美國理財教育基金會的課程評估 

    美國理財教育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Financial Education, NEFE）評估其 1997-1998

年所執行之高中理財計劃課程所做的調查研究，即在針對中學生評量其接受理財訓練的短期效果

（Boyce & Danes, 1998)。此研究比較高中生在參與此課程前後他們對理財行為、理財知識以及處

理理財事務的信心層次等相關問題的回應。有近 30%的學生報告在參與此訓練後他們開始儲蓄，

15%的學生指出他們開始儲蓄更多。此外，有 37%的學生陳述他們有更好的技能追蹤他們的花費，

47%的學生相信他們有更多知識關於信用的成本，以及 38%的學生指出他們在參與此課程後有更多

的投資知識與更有信心管理金錢。 

    因之，NEFE 之調查結果顯示：一般的理財素養訓練對學生應該是有用的，至少在訓練後的短

期間。是以我國金管會的「金融知識普及」三年（95-97）推動計畫工作計畫項目之一：「自 95 年

起擴大舉辦國中小、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等各級學校金融研習營」，逐年實施後，亦可進一步瞭

解其研習效果。 

 

2.中學理財計畫專案課程中學理財計畫專案課程中學理財計畫專案課程中學理財計畫專案課程（（（（HSFPP）））） 

此課程乃是由美國理財教育基金會（NFEE）與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下的州合作研究、教育暨推廣服務部門（the Cooperative State Research, Education, 

and Extension Service）所合作研發的。該課程是以增進青少年的理財素養為目標，總共包含七個單

元，分別為： 

（1）提供理財計畫過程的介紹 

（2）說明職業/工作和報酬之關係 

（3）發展個人消費/儲蓄的計畫 

（4）有效率地使用或經營信用 

（5）描述風險管理的技巧，並說明保護資產的重要性 

（6）說明儲蓄和投資的重要性，和運用儲蓄計畫來利用金錢的時間價值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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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完成個人理財計畫 

Danes 等人於 1999 年進行此課程的影響評估，針對 4017 位青少年做研究，評量其課程實施前

後，他們的理財知識、態度及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否有所改變，結果發現約有一半的參與者

在理財知識方面有所增長，三分之一的參與者在行為方面有正向改變，而有 40％的參與者則在金

錢管理上更有自信。而在 2004 年由 Danes所做的評估課程中，更發現那些在課程評估中顯示有正

向改變的參與者，他們的理財素養是會隨著時間增加並持續下去的（Danes & Haberman, 2004）。 

 
     3.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Money Savvy KidsTM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Money Savvy KidsTM是由 Susan Beacham所發展出來針對教導小學生做金錢管理的的一套課

程，此課程包括下列八個單元： 

    ˙金錢的歷史 

    ˙金錢從哪裡來的 

    ˙兒童也能夠賺錢 

    ˙存錢與銀行實地考察 

    ˙花錢 

    ˙捐錢 

    ˙投資錢 

    ˙家庭金錢記者招待會 

    此課程最重要的一部分是Money Savvy PigTM，不像所有其他類型之只有一個投幣口的存錢

筒，它是一個有 4 個細長投幣口的豬存錢筒；不用一個投幣口做所有類型的儲蓄，每一個口各做儲

蓄、花費、投資與捐贈的用途。每個參與課程的學童都可以擁有一個此一特殊的存錢筒。此存錢筒

伴隨者此課程，以一趣味化的方式提供教師與家長，引導學童學習個人理財與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Schug 與 Hagedorn 於 2003 年春訓練 40 位來自芝加哥公立小學二與三年級的教師，且鼓勵他

們於下一學年度在他們自己的教室實施此一課程。研究小組設計十個題目之知識與態度萊克特三點

量表（Likert-type scale 同意: 3, 不知道: 2, 不同意: 1），做為評量工具。評量學生關於儲蓄習慣、

處理金錢、企業的角色等事情的看法。經過預試的程序後，教師在使用此套課程前、後均對其班上

學生施測。 

    Schug 與 Hagedorn共計回收前測 316份有效問卷以及後測 388份有效問卷。 

表九列出此十項題目並標示出其前後測差異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水準者。 

 
               表 2-7-2: Money Savvy KidsTM 課程知識與態度量表 

*1. 我認為關於如何處理我的金錢我知道很多。 

*2. 我認為當人們儲蓄金錢時他們的舉動似自私地。 

*3. 我認為當我想要它們我就能擁有那些事物是很重要的。 

*4. 我認為為了未來我想購買的東西去儲蓄是很重要的。 

 5. 對我而言賺錢最快樂的事就是能立刻花費它。 

*6. 最好將你的錢保存在你臥室的一個秘密處所。 

*7. 我認為將我的錢存放在某些地方，例如銀行要較其他地方安全。 

*8. 我認為商人協助他人是經由提供他們商品與服務的購買。 

 9. 家庭應將金錢儲存再真實的銀行。 

10. 我認為儲蓄金錢有助於我但對他人沒有任何助益。 

     

    由上表可知，在此量表內十題中有七題其前後測差異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水準。整體而言，此研

究結果顯示 Money Savvy KidsTM 課程對學生在花費、儲蓄等方面的知識與態度有正面的影響。同

時此研究也提供：當以一動人的、精心規劃的方式呈現課程時，年幼學童可以學習基本的經濟學和

個人理財概念的佐證（Schug & Hagedor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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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Financial Fitness for Life（（（（FFFL））））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Financial Fitness for Life（FFFL）提供了一範圍廣泛的理財教育課程的典範。它是一 K-12 的

理財教育課程，有系統的參照美國全國經濟教育協會（National Council on Economic Education, 

NCEE）所出版之非強迫性的經濟學國家內容標準 (Voluntary National Content Standards in 

Economics )，與個人理財教育國家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in Personal Finance Education）來編寫

教材。 

    FFFL整套教材分四個年級層次（K-2, 3-5, 6-8, 9-12），教學活動亦分書編寫。每本書的教學活

動分別納入下列四個內容主題： 

    ˙賺取所得 

    ˙儲蓄 

    ˙花費與使用信用 

    ˙金錢管理 

    NCEE 發展學習評量，以查明是否接受使用 FFFL 教材訓練以及在教學中使用此套教材教師的

學生，比未接受 FFFL 教材訓練之教師的學生，表現的較好或較差。FFFL 學習的測驗針對小學高

年級（5 年級）、初中（8 年級）、高中（11 和 12 年級）的學生分別制定（NCEE, 2005a）。 

    此三測驗共計對 2,734 位學生施測（5 年級 815 人，8 年級 1060 人，11-12 年級 859 人）。研究

結果顯示三個年級層的學生，其被受過訓練使用 FFFL 教材的教師教導者，要較控制組未使用 FFFL

活動者表現較高的認知層次。其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且依預期的方向。這些測驗也顯現出其

信度，此三測驗之 Alpha細數分別為 .88, .87, .86。 

    雖然無法宣稱受測學生可以完全代表全國學校的在校學生，但可推論如果一個受過訓練使用

FFFL 教材的教師提供理財教學予學生，與那些未接受 FFFL 教學的學生比較，應可得到同樣的結

果。好消息是一個納入基本經濟學原則的個人理財課程顯示了要較控制組為進步的結果。壞消息是

就整體表現而言，就算是受個人理財教導者，仍留有很大的進步空間（Morton, 2005：68-69）。 

 

5.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Money Talks: Should I be Listening?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Money Talks 課程是合作推廣團隊（a Cooperative Extension team）在 1998 年秋天調查了 323

位青少年而發展出來的，經由此研究，合作推廣的工作團隊將該課程劃分為四大面向：儲蓄習慣、

購物技巧、車輛成本，以及金錢的價值，界於 13-18歲的中學生皆被安排修習此課程，而課程內容

包含動手做做看的活動，例如互動式詰問及跟特殊主題相關的遊戲；而教師手冊則包含知識背景、

重點提示、學習目標、團體活動、事前及事後評量，以及相關網站。而此項課程的目的除了是希望

能吸引青少年學習之外，也能有效增加他們的理財素養。 

    而根據 Varcoe（2005）等人對此課程實施後所做的評估研究顯示，該課程對青少年理財知識

確實有所助益，亦能促進學生在理財行為方面能有正向的改變，學生們也更能有計畫地使用金錢。 

 

三三三三、、、、其他相關研究其他相關研究其他相關研究其他相關研究 

美國經濟教育協會美國經濟教育協會美國經濟教育協會美國經濟教育協會（（（（CEE））））對對對對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課程的例行調查課程的例行調查課程的例行調查課程的例行調查 

     美國經濟教育協會（Council for Economic Education, CEE, 即 NCEE, 2009 年更名）自 1998

年起即每兩年進行一次全國 50州.實施經濟與個人理財教育的現況調查。而根據該協會 2009 年第

六次最新調查，所出版之「在我們全國的學校之經濟、個人理財與企業家精神教育各州調查報告」

（自 2007 年起納入企業家精神教育）中關於個人理財教育的調查結果如下表: 

          表 2-7-3：從 1998年到 2009年美國各州實施個人理財教育情況之比較 

 1998 2009 增加州數 

包括個人理財在課程標準中的州數 21 44 23 

要求實施標準的州數 14 34 20 

要求提供一理財課程的州數 N/A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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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高中生為必修的州數 1 13 12 

要求測驗理財概念的州數 1 9 8 

        資料來源：(CEE, 2009)  

    由該調查結果顯示，包括個人理財在課程標準的州數逐年增加，顯示學校對個人理財教育之重

視日增，美國學校的理財教育也持續的有所進展。但CEE認為還有許多工作仍然需要做，例

如要求學校更加重視經濟和個人理財的K – 12課程；要求高中設立獨立的理財課

程；要求將理財課程做為高中畢業的必修科目；以及要求測驗學生的理財知識水準。 

    此外，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州在經濟教育課程中加強個人理財教育，似乎有一種趨勢

正在出現，亦即在因應各州課程的要求與設置上，此兩個獨立的，但相關性很高、重疊的科目，許

多學校都採取「混合方法」，即將經濟和個人理財的內容放在一起教。CEE將繼續密切關注這一趨

勢的未來發展，此一經驗亦可供我國借鏡。 

 
    綜合言之，現有國內外文獻之中小學理財教育相關的研究，多集中於理財認知與態度的研究，

對特定課程的評估較少。而國內對中小學理財教育的課程內容、教學順序、如何融入中小學相關課

程，以及如何實施的一貫性與統整性的研究，則付闕如。此正是研究者上一研究與本研究計畫進行

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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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參考研究者前一研究所建構之中小學理財教育的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

探究理財教育融入中小學課程的方式、教學策略與教學計畫的編寫。為求獲致全面且深入的資料以

達成研究目的，將採質量並重的混合研究設計。本研究第一年聚焦於小學階段探究融入可能之課程

中進行實驗教學。第二年則聚焦於中學階段，除了繼續探究可融入之課程外，同時以活動本位教學

策略，進行實驗教學。教學後將透過態度量表，以及深度訪談，探索實施理財教育的經驗、想法與

困難。並據以編修課程綱要與建立可行之教學策略。    

                如上述，由於本研究的實驗教學重點分為二大部分: 探究理財教育可融入之課程（一所小學

及一所國中）以及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進行理財課程之成效（二所國中），是以，本章將以以下方

式敘寫:  

    第三章之一   研究設計與實施（可融入之課程） :黃劍華（小學）、賴韋達（中學）    

    第三章之二   研究設計與實施（活動本位教學策略）：范禎娠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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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之一第三章之一第三章之一第三章之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設計與實施設計與實施設計與實施設計與實施（（（（可融入之課程可融入之課程可融入之課程可融入之課程））））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小與國中理財教育融入各科教學成效之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和文獻分析結果 

   建立研究架構，並以問卷調查、實驗研究以及個別訪談作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其研究設計與 

   實施如以下各節之說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下圖 3-1-1A所示    

 

 

 

 

 

 

 

 

 

 

 

 

 

 

 

 

 

 

 

 

 

 

 

 

   圖 3-1-1 A 研究架構圖 

 

註：      此虛線方框內所示部分，乃參照研究者前一研究之研究成果。 

    （研究者 2007-2008年主持之國科會計畫：「理財教育融入中小學課程策略與實施之研究」

NSC96-2413 -H-003 -024） 

    

    

    

建構國中理財教育 課程內涵 

英、美、澳、日等國理財教育的實施慨況 

理財教育主題融入 教學單元設計 理財教育的實施 

1. 教學活動 

2. 教學策略 資料蒐集 學生理財態度調查問卷 資料分析 

 結論與建議 

量化分析 質性分析 

1. 教師訪談 

2. 學生訪談 

理財教育融入國小與國中課程教學成效之研究 

融入學科及主題 之確認 

國中理財教育融入各科教學觀點之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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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壹壹壹壹、、、、小學部分小學部分小學部分小學部分 

  本研究以研究者所服務的理財小學（化名）五年 A班、五年 B班、六年 A班、六年 B班的學生

為研究對象，各班之學生人數如下表 3-2-1所示。而本校的編班是在二年級升三年級以及四年級升

五年級的時間進行，上述四個班級都是教務處根據他們在四年級全學年的定期評量成績為依據，各

班將男女分開、依照成績高低排列，再經註冊組依照排序名單做 S形分組，因此屬於常態編班，各

班的屬性相當接近。選擇五、六年級學生進行研究的理由主要在於研究者於教學完成後，將對學生

進行訪談，除了因為研究時間的限制之外，五、六年級學生的表達能力較強，對於研究者所要探究

的研究內容有較大的幫助。 

表 3-2-1A  學生樣本人數統計表 

班級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總人數 

五年 A班 18 16 34 

五年 B班 17 17 34 

六年 A班 19 16 35 

六年 B班 19 15 34 

總計 73 64 137 

    

    

貳貳貳貳、、、、中學部分中學部分中學部分中學部分    

    

本研究以研究者所服務的理財國中（化名）八年 A 班、八年 B 班、九年 A 班、九 

年 B班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各班之學生人數如下表 3-2-1所示。上述四個班級都是屬於常態編班，

各班的屬性相當接近。選擇八、九年級學生進行研究的理由主要在於研究者於教學完成後，將對學

生進行訪談，除了因為研究時間的限制之外，八、九年級學生的課程有相關且表達能力較強，對於

研究者所要探究的研究內容有較大的幫助。 

 

表 3-2-2A  學生樣本人數統計表 

班級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總人數 

八年 A班 18 17 35 

八年 B班 17 16 33 

九年 A班 16 19 35 

九年 B班 18 17 35 

總計 69 69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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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根據前述研究方法與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將分成理財教育課程教學單元、國小、國中

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訪談紀錄等三部分。問卷於正式施測前，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內容效度的評定，

再透過預試，考驗其信、效度，並依據預試之信、效度考驗結果修正問卷，完成正式問卷，再進行

問卷之抽樣調查，以了解理財教育融入成效，玆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    理財教育課程設計理財教育課程設計理財教育課程設計理財教育課程設計 
 

根據研究者前一研究所建構之國小、國中理財教育課程架構，選取可以融入現階段國小、中教

學的理財教育主題，進行教學單元設計，並以協同研究者所任教之學校進行理財課程的實驗教學。

為使此教學計畫易於實施，本研究依據下列原則設計教學單元： 

（一）、在不影響教師原先的教學進度下，以融入式課程設計的方式進行教學課程設計，教師

不需要額外進行教學，只需調整教學內容即可。 

（二）、選擇與實際的、真實的生活經驗連接，並足以讓學生認同的教材。 

（三）、為學生設計學習單或結構化的教學單，以便教師能有效的從事教學準備。 

（四）、提供能與課程連結、易於取得且符合師生的需求的教學資源。 

（五）、惟教學單元的設計將因融入課程的需求不同，而有完整單元（1-2節課）或部份單元

（15-30 分鐘）兩種設計。 

一一一一、、、、小學部分小學部分小學部分小學部分 

研究者根據國小現職教師認為較適合融入理財教育的學習領域（相關調查結果詳見 

研究者前一研究），對照協同研究者任教學校之高年級所採用的教科書內容，以及學校年度的各項

例行性活動，發現就協同研究者任教學校之高年級而言，數學、社會、綜合活動、及國語等學習領

域，是理財教育較適合融入的所在，因此研究者便進一步針對此四項學習領域，設計適合國小高年

級學生學習的理財教育教學單元（如附錄六），並透過實際的教學活動，驗證其可行性及成效。 

研究者設計之課程的架構圖與課程所涵蓋的理財教育主題如下圖 3-3-1A與表 3-3-1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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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1.是誰把錢變多了 

2.與理財相關的應用題 

 

 

  

社會 

 
1.真的需要嗎 

2.是誰影響我 

3.我的錢到哪裡去了 

4.我是大富翁 

5.理財小達人 

國 

小 

高 

年 

級 

理 

財 

教 

育 

課 

程 

 

 

   

綜合活動 1.跳蚤市場 

  

 

   

國語 

 1.不勞而獲 

2.不浪費食物的王熊 

3.從眾消費 

4.貪慾無窮 

5.節儉與吝嗇 

6.最安全？最有效？ 

7.賺多少、用多少 

8.綠色外套 

9.爺爺的百寶庫 

10.投資好？儲蓄好？ 

                                                                圖 3-3-1A 理財教育課程內容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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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A  理財教學單元內涵表 

學習

領域 

理財教育 

教學單元名稱 
所融入之既有教學單元 理財教育主題 

數學 

1.是誰把錢變多了？ 比率與百分率 儲蓄 

2.理財相關的應用題 

乘法和除法、整數四則、

數量關係、統計圖表、 

比率與百分率、怎樣解題 

消費行為、金錢的使用、 

儲蓄、投資 

社會 

1.真的需要嗎？ 消費與生產 消費行為、金錢的使用、儲蓄 

2.是誰影響我？ 消費與生產 消費行為、金錢的使用 

3.我的錢到哪裡去了？ 消費與生產 
消費行為、金錢的使用、 

理財責任 

4.我是大富翁？！ 投資理財與經濟活動 儲蓄、投資 

5.理財小達人！ 投資理財與經濟活動 做決策、理財責任、倫理關懷 

綜合

活動 
1.跳蚤市場 

跳蚤市場暨 

愛心義賣活動 

金錢的使用、消費行為、 

理財責任、倫理關懷 

國語 

1.不勞而獲 週四晨間共讀 所得 

2.不浪費食物的王熊 週四晨間共讀 倫理關懷 

3.從眾消費 週四晨間共讀 消費行為 

4.貪慾無窮 週四晨間共讀 消費行為 

5.節儉與吝嗇 週四晨間共讀 儲蓄、消費行為、金錢的使用 

6.最安全？最有效？ 週四晨間共讀 儲蓄、投資 

7.賺多少、用多少 週四晨間共讀 儲蓄、消費行為、金錢的使用 

8.綠色外套 週四晨間共讀 理財責任 

9.爺爺的百寶庫 週四晨間共讀 理財責任、倫理關懷 

10.投資好？儲蓄好？ 週四晨間共讀 儲蓄、投資 

 

本次的實驗教學主要是以融入既有的學校課程，在不增加教師額外負擔的方式進行，原則上數

學及社會是由老師自行選擇現有課程中，適合融入的相關教學課程進行施教﹔跳蚤市場的課程部分

則是利用本校於每年四月份婦幼節前後例行辦理的跳蚤市場義賣活動的機會，融入於綜合活動課程

之中實施﹔而國語的部分則是運用本校每週四早自習的「晨間共讀」時間，由老師指導學生閱讀理

財教育的相關文章，並搭配學習單的書寫。研究者期待能透過上述課程的設計與實施，在不增加教

師額外的負擔下，使學生能學到正確的理財知識、技能與態度。 

二二二二、、、、中學部分中學部分中學部分中學部分    

研究者根據國中現職教師認為較適合融入理財教育的學習領域（相關調查結果詳見 

研究者前一研究），以及參酌現有版本的各領域教材和學校年度的各項例行性活動，發現就研

究者任教學校而言，數學、社會、綜合活動、自然與生活科技、國文及藝術與人文等學習領域，是

理財教育較適合融入的所在，因此研究者便進一步針對此六項學習領域，設計適合國中學生學習的

理財教育教學單元（詳見附錄一），並透過實際的教學活動，驗證其可行性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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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設計之課程的架構圖與課程所涵蓋的理財教育主題如下圖 3-3-2A與表 3-3-2A所示： 

 

 

 

 
數學 

 1、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2、資料整理與統計圖表 

 

  

 

 

 

 社會 

（公民） 

 
1、民法與生活 

2、家庭的經濟事務 

國 

中 

理 

財 

教 

育 

課 

程 

  

 

 

  

 綜合活動 （家政、童軍） 

1、消費我最行 

2、打造綠色生活 

 

  

 

 

 

 自然與生活科技（電腦） 

 
1、試算表編製 

  

 

 
 

  
國文 1、座右銘 

  

 

 

  藝術與人

文（音樂） 

 1、探訪流行風 2、巴洛克與古典時期音樂   

 

 

圖 3-3-2A 理財教育課程內容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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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A  理財教學單元內涵表 

學習

領域 

理財教育 

教學單元名稱 

所融入之 

既有教學單元 
理財教育主題 

數學 

小小精算師- 

我把錢變多了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百分率與指數率複習 

所得與稅賦、儲蓄與投資、金

錢管理與規劃、 

資料整理與統計圖表- 

試算表編製 

資料整理與統計圖表- 

判讀生活中的統計圖 

消費行為、儲蓄與投資、做決

策、儲蓄與投資、理財責任 

社會 

扭轉貧窮- 

建立正確理財生活 
民法與生活 

所得與稅賦、消費行為、信用

與借貸、風險管理與保險、儲

蓄與投資、金錢管理與規劃、

做決策、理財責任、倫理關懷 

『錢』進大世界- 

理財小秘訣 
家庭的經濟事務 

所得與稅賦、消費行為、信用

與借貸、風險管理與保險、儲

蓄與投資、金錢管理與規劃、

做決策、理財責任、倫理關懷 

綜合

活動 

『金』斤計較- 

消費我最行 
消費我最行 

所得與稅賦、消費行為、信用

與借貸、儲蓄與投資、金錢管

理與規劃、做決策、理財責

任、倫理關懷 

省水省電大作戰 打造綠色生活 

所得與稅賦、消費行為、儲蓄

與投資、金錢管理與規劃、做

決策、理財責任、倫理關懷 

自然

與 

生活

科技 

（電

腦） 

理財小幫手- 

試算表編製 
試算表編製 

儲蓄與投資、 

金錢管理與規劃、 

理財責任 

國文 清平致富 座右銘 
理財責任、 

倫理關懷 

藝術

與 

人文

（音

樂） 

一塊錢 探訪流行風 
儲蓄與投資、理財責任、 

倫理關懷 

積少成多- 

一塊錢的力量 

巴洛克與古典時期的音

樂 

儲蓄與投資、理財責任、 

倫理關懷 

 

本次的實驗教學主要是以融入既有的學校課程，在不增加教師額外負擔的方式進行，原則上所

有科目由研究者選擇現有課程，融入適合的相關教學內容進行施教。研究者期待能透過上表六大領

域十項課程的設計與實施，在不增加教師額外的負擔下，使學生能學到正確的理財知識、技能與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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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    

                一一一一、、、、小學部分小學部分小學部分小學部分 

                為了瞭解所設計之理財教育課程的實施成效，研究者便根據課程內容所涵蓋的理財教育 

主題，編製了「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希望藉由前後測的方式，以了解其教學成

效，調查問卷所包含的理財教育主題及編製過程詳述如下： 

（（（（一一一一）、）、）、）、調查問卷之內涵調查問卷之內涵調查問卷之內涵調查問卷之內涵    

  「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一共有 40個題目，所涵蓋的理財教育主題有：儲蓄、

投資、消費行為、金錢的使用、做決策、理財責任、倫理關懷。而各個主題所包含的的題目分析如

下表： 

表 3-3-3A  「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之內涵分析表 

理財教育主題 題      號 

儲蓄 7、8、9、10、11、13、14、16 

投資 15、26、27 

消費行為 3、5、6、17、24、37 

金錢的使用 1、2、21、22、23、25 

做決策 19、20、38 

理財責任 4、12、18、32、33、34、35、 

倫理關懷 28、29、30、31、36、39、40 

    而本調查問卷中的第 2、5、6、7、9、10、11、12、13、23、24、28、29、32、35 題為反向題。 

 

（（（（二二二二）、）、）、）、專家效度專家效度專家效度專家效度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研究者將「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初稿編製成專家效度問卷（如附錄七）， 

並就教於學者專家，以期研究者所編製之問卷能達到所預期的研究目的。 

1.專家學者名單 

因為此次的調查對象為國小高年級學生，因此研究者從師資培育機構以及國民小學的現職的教

師等領域徵詢學者專家，以期能對本調查問卷提供具體的意見。參與本問卷專家效度調查的專家學

者一共有 5人，其背景及專長說明如下表所示： 

 

表 3-3-4A  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之專家效度名單表 

編號 職           稱 專   長 

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經濟教育 

2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經濟學 

3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系助理教授 教育行政 

4 台北市國小教師 公民教育 

5 台北縣國小教師 社會科教學 

  

2.專家學者意見彙整 

在專家效度問卷回收完畢後，研究者便以次數分配進行進行統計分析，並將各個專家的 

意見加以彙整，以作為修訂調查問卷的依據，其統計及意見彙整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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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5A  「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之專家意見彙整表 

題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無 法 作 答 

合 

 

 

 適 

修 正 後 合 適 

不 合 適 刪 除 

1 所謂節儉就是「該用就用，當省則省」。 □ □ □ □ □ 5   

2 對我而言賺錢最快樂的事就是能立刻把它花掉。 □ □ □ □ □ 5   

3 
多和家人或朋友討論各種商品的價格和品質，可以讓我的金錢發揮更大的功效。 

□ □ □ □ □ 4 1  修正意見 多和家人或朋友討論各種商品的價格和品質，可以讓我的錢發揮更大的效用。  

4 在運用零用錢的時候，應該有負責的態度，並能謹慎地使用。 □ □ □ □ □ 5   

5 我買貴重的東西，可以讓同學更加看重我、尊重我。 □ □ □ □ □ 5   

6 要購買現在最流行的東西，才能趕上時代的潮流。 □ □ □ □ □ 5   

7 我認為儲蓄金錢對國家社會是沒有幫助的。 □ □ □ □ □ 4 1  修正意見 我認為把錢存起來對國家社會是沒有幫助的。  

8 為了將來購買我想要的東西，進行儲蓄是很重要的。 □ □ □ □ □ 5   

9 我的零用錢很少，儲蓄的事等以後有錢再說。 □ □ □ □ □ 5   

10 我認為儲蓄金錢有助於我，但對他人沒有任何助益。 □ □ □ □ □ 4 1  修正意見 我認為儲蓄對我是有幫助的，但對他人沒有任何好處。  

11 把錢放在撲滿或抽屜裡是最安全又有效的保管方式。 □ □ □ □ □ 5   

12 能擁有我想要的一切是很重要的。 □ □ □ □ □ 4  1 修正意見 意義不清。  

13 
我現在只是學生，所以應該花錢享受一切，等到開始工作賺錢的時候，再來規劃儲蓄的事情還來得及。 

□ □ □ □ □ 4 1  修正意見 我現在只是學生，等到開始工作賺錢的時候，再來規劃儲蓄的事情還來得及。  

14 如果現在沒有足夠的錢來購買物品，可以透過儲蓄的方式來達成。 □ □ □ □ □ 5   

15 

除了可以將錢放在金融機構（如銀行、郵局）賺取利息之外，還可以將錢拿來投資（如買股票、買基金、開店），有時候可以賺更多的錢。 

□ □ □ □ □ 5   

16 各家銀行付利息的方式不同，我們應該多加比較，再將錢存進去。 □ □ □ □ □ 5   

17 在生活中你「需要」的東西和你「想要」的東西有時候是不同的。 □ □ □ □ □ 4 1  修正意見 「需要」和「想要」兩個詞，會不會使得學生混淆？  

18 不同的消費行為會帶來不同的後果，所以進行消費時要小心謹慎。 □ □ □ □ □ 5   

19 
在購買東西之前，應先列出優先順序，再根據擁有的金錢依序購買。 

□ □ □ □ □ 5   

20 
在購買物品時，我會貨比三家，在了解物品的價格和品質之後再購買。 

□ □ □ □ □ 5   

21 
零用錢不夠花，是因為沒有事先規劃以及使用不當，而不是錢太少。 

□ □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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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表 3-3-5A   「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之專家意見彙整表 

題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無 法 作 答 

合 

 

 

 適 

修 正 後 合 適 

不 合 適 刪 除 

22 
因為人們所擁有的金錢是有限的，所以應該妥善規劃金錢的使用方式，盡量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負擔。 

□ □ □ □ □ 5   

23 
我們年紀小無法工作賺錢，所以不必學習理財規劃的相關知識與技能，等長大能賺錢時再學也不遲。 

□ □ □ □ □ 4 1  修正意見 我們年紀小無法工作賺錢，不適合學習理財規劃的相關知識與技能，等長大能賺錢時再學也不遲。  

24 我們應該根據廣告的內容，去決定是否購買該產品。 □ □ □ □ □ 4 1  修正意見 我們可以根據廣告的內容，去決定是否購買該產品。  

25 可以透過記帳的方式，來了解自己使用金錢的方式。 □ □ □ □ □ 5   

26 
投資是有風險的，有時候會賺錢，但有時候會賠錢，所以要小心規劃。 

□ □ □ □ □ 5   

27 
在進行投資(例如買賣股票)之前，應該充分的收集相關的資料，這樣才容易賺到錢。 

□ □ □ □ □ 5   

28 地球上的資源還很多，可以盡量消費沒有關係。 □ □ □ □ □ 4 1  修正意見 地球上的資源還很多，可以盡量消費，對人類來說不會產生影響。  

29 
即使我所購買的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會對環境產生影響，那也是廠商的事情，跟我無關。 

□ □ □ □ □ 4  1 

30 我願意多花一點錢購買對生態環境危害較低的產品。 □ □ □ □ □ 5   

31 
在購買產品時，應該考慮到該產品對學校、社會、國家、整體環境的影響。 

□ □ □ □ □ 5   

32 
我們可以透過借錢的方式，來購買現在買不起的物品，而不必在乎是否有能力償還。 

□ □ □ □ □ 4 1  修正意見 「不必在乎是否有能力償還」會讓學生答案趨於一致  

33 按時償還債務能夠提昇一個人的信用。 □ □ □ □ □ 5   

34 人們在借錢之前應先考慮自己的還錢能力。 □ □ □ □ □ 5   

35 
用信用卡購買東西十分方便，可以多加使用，付款的事交給父母親就可以了。 

□ □ □ □ □ 5   

36 我們應該珍惜所購買的東西，讓它可以發揮最大的功效。 □ □ □ □ □ 5   

37 在買賣過程中，買方與賣方都各自負擔著權利與義務。 □ □ □ □ □ 5   

38 我們可以透過決策模式來解決所面臨的理財問題。 □ □ □ □ □ 4 1  修正意見 「決策模式」對學生來說不容易瞭解。  

39 
金錢是用來滿足個人的需求，不必將多餘的錢捐出來，去關懷弱勢團體。 

□ □ □ □ □ 5 
 

 

40 遇到理財問題時應先確認理財目標，再尋找可能解決的方法。 □ □ □ □ □ 5   

 

研究者綜合上述學者專家所提出的修正意見，並針對本調查問卷的編製目的與研究對象的特

性，將調查問卷內容做進一步的修正，修正後的調查問卷則成為預試問卷（如附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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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試及信度分析 

在預試問卷完成後，研究者便隨機抽樣研究者任教學校之五六年級各一班的學生，進行 

預試調查研究，用以了解該問卷的可信度，預試合計回收有效樣本 69人，研究者根據有效樣本的

填答資料進行內容一致性信度分析，結果α值為 0.8627，超過 0.7 的標準，因此調查問卷的內容

不再做修正，直接成為正式的調查問卷（前測問卷如附錄九；後測問卷如附錄十）。 

二二二二、、、、中學部分中學部分中學部分中學部分    

                為了瞭解所設計之理財教育課程的實施成效，研究者以「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

進行前後測，以了解教學成效，調查問卷所包含的理財教育主題及編製過程詳述如下： 

（（（（一一一一）、）、）、）、調查問卷之內涵調查問卷之內涵調查問卷之內涵調查問卷之內涵    

  「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一共有 43個題目，所涵蓋的理財教育主題有：所得與稅賦、

消費行為、信用與借貸、風險管理與保險、儲蓄與投資、金錢管理與規劃、做決策、理財責任、倫

理關懷。而各個主題所包含的的題目分析如下表： 

 

表 3-3-6A  「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之內涵分析表 

理財教育主題 題      號 

知

識 

所得與稅賦 7、8、17、36 

消費行為 14、15、25、26、30 

風險管理與保險 6、38、40 

信用與借貸 13、29、31 

儲蓄與投資 2、4、5、18 

技

能 

金錢管理與規劃 9、10、16、19、20、39、41 

做決策 1、21、27、42、43 

態

度 

理財責任 3、11、12、22、23、24、28 

倫理關懷 32、33、34、35、37 

    而本調查問卷中的第 6、7、9、13、15、16、17、18、20、25、26、29、34、36、37、38 題為

反向題。 

     

（（（（二二二二）、）、）、）、專家效度專家效度專家效度專家效度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研究者將「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初稿編製成專家效度問卷，並就教於學者專家，以

期研究者所編製之問卷能達到所預期的研究目的。 

 

1.專家學者名單 

因為此次的調查對象為國中學生，因此研究者從師資培育機構以及國中現職的教師等領域徵詢

學者專家，以期能對本調查問卷提供具體的意見。參與本問卷專家效度調查的專家學者一共有 16

人，其背景及專長說明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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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7A  國中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之專家效度名單表 

編號 職稱 專長 

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經濟教育 

2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經濟學 

3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經濟學 

4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副教授 社會科教育 

5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經濟學 

6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經濟學 

7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經濟學 

8 桃園縣國中教師 心理學 

9 台北縣國中教師 公共行政 

10 桃園縣國中教師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 

11 桃園縣國中教師 公民教育 

12 桃園縣國中教師 公民教育 

13 桃園縣國中教師 公共行政 

14 台中市國中教師 教育學 

15 桃園縣國中教師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 

16 桃園縣國中教師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 

 

2.專家學者意見彙整 

在專家效度問卷回收完畢後，研究者便以次數分配進行進行統計分析，並將各個專家的意見加

以彙整，以作為修訂調查問卷的依據，其統計及意見彙整結果如下： 

 表 3-3-8A  「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調查問卷之專家意見彙整表 題號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合適 修正後合適 不合適刪除 1 各家銀行的存款利率不盡相同，我們應該多加比較後，再把錢存進去。 □ □ □ □ 16   修正意見  2 我現在只是學生，等到開始工作賺錢的時候，再來開始規劃儲蓄的事情還來得及。 □ □ □ □ 15 1  修正意見 我現在只是學生，零用錢不多，等到開始工作賺錢的時候，再來開始規劃儲蓄的事情還來得及。 3 人生無常，所以要把錢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 □ □ □ 16   修正意見  4 在通貨膨脹時期，每個人都應該多存錢，少花錢。 □ □ □ □ 16   修正意見  5 在正值通貨膨脹時期，每個人都應該想辦法存錢，不要 □ □ □ □ 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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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錢。 修正意見 通貨膨脹期間，我應該要把儲蓄用在購買可以保值的資產。 6 銀行是不會倒閉的，所以把錢存在銀行是最安全的方式。 □ □ □ □ 14 2   修正意見 其他的投資工具都有風險，所以把錢存在銀行是最安全的方式，因為銀行是不會倒閉的。 7 高報酬隱含高風險，所以我只要多投資高風險組合，就一定能夠賺大錢。 □ □ □ □ 16   修正意見  8 當銀行的存款利率降低時，可以考慮將錢拿來投資（如：買基金、股票、債券、房地產），有時還能賺更多的錢。 □ □ □ □ 16   修正意見  9 電視上的股票分析老師看起來都很專業，因此跟著他們投資應該都能穩賺不賠。 □ □ □ □ 16   修正意見  10 在進行投資（例如買賣股票）之前，應該充分的蒐集相關資料、小心規劃，這樣才容易賺到錢。 □ □ □ □ 13 3  修正意見 在進行投資（例如買賣股票、基金、債券、房地產）之前，應該充分的蒐集相關資料、小心規劃，才容易賺到錢。 11 購買網路商品時，我會特別注意賣家的個人資料及交易安全問題，以避免發生網路詐騙。 □ □ □ □ 16   修正意見  12 一分錢一分貨，所以在購買東西時，我會先和家人或朋友討論商品的價格及品質，讓我的錢花得有價值。 □ □ □ □ 16   修正意見  13 穿著名牌服飾、名牌鞋會讓同學看重我、尊重我。 □ □ □ □ 16   修正意見  14 我對現行的消費者保護法規有基本的認識。 □ □ □ □ 16   修正意見  15 要跟上時代潮流，就是購買時下最流行的東西。 □ □ □ □ 15 1  修正意見 要跟上時代潮流，就是購買現在最流行的東西。 16 買東西全憑感覺，只要直覺是好東西，就會直接買下來。 □ □ □ □ 14 2  修正意見 我買東西全憑感覺，只要直覺是好東西，就會直接買下來。 17 我認為節儉就是吝嗇、小氣的代名詞。 □ □ □ □ 15 1  修正意見 我認為節儉其實就是吝嗇、小氣。 18 對我而言，賺錢最快樂的事就是能立刻把它花光光。 □ □ □ □ 16   修正意見  19 我會透過記帳的方式來審視自己的金錢使用方式。 □ □ □ □ 16   修正意見  20 所謂「記帳」的意義就是將每一筆收支記錄記下來就可 □ □ □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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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 修正意見  21 購買東西時，我會先考量自己的預算多寡再作決定。 □ □ □ □ 16   修正意見  22 因為人們所擁有的金錢是有限的，所以應該妥善規劃金錢的使用方式，盡量不要超過自己的能力負擔。 □ □ □ □ 16   修正意見  23 購買東西前，我會先列出優先順序，再根據擁有的金錢依序購買。 □ □ □ □ 16   修正意見  24 購買物品時，我會貨比三家，在了解物品的價格和品質後再購買。 □ □ □ □ 16   修正意見  25 我覺得便宜沒好貨，所以我只買價格高的商品。 □ □ □ □ 16   修正意見  26 商品買賣是你情我願的事，所以如果買到瑕疵品或過期品，我會自認倒楣。 □ □ □ □ 16   修正意見  27 我可以理性辨別廣告的可信度及正確度，並拒絕廣告的誘惑。 □ □ □ □ 16   修正意見 我可以理性辨別廣告的可信度及正確度，並拒絕不實廣告的誘惑。 28 購買東西時會先再三考量自己是否確實需要此一物品。 □ □ □ □ 16   修正意見  29 如果我能使用信用卡買東西，會覺得十分方便，可多加使用，付款的事交給父母親就行了。 □ □ □ □ 14 2  修正意見 如果我能使用信用卡買東西，會覺得很方便而多加使用，付款的事交給父母親就行了。 30 我認為購買東西時，「想要」比「需要」來得重要。 □ □ □ □ 16   修正意見  31 使用信用卡消費時，我會先考量自己是否有足夠的還款能力。 □ □ □ □ 13 3  修正意見 如果我能使用信用卡，在消費時，我會先考量自己是否有足夠的還款能力。 32 所謂的慈善捐贈就是在衡量個人經濟情況後，捐贈出符合個人預算的捐贈額。 □ □ □ □ 16   修正意見  33 我願意多花一點錢購買對生態環境危害較低的產品，例如：買再生紙或少買塑膠類用品。 □ □ □ □ 16   修正意見  34 花錢是滿足個人慾望的行為，無須考慮所購買的產品是否會對學校、社會、國家、整體環境產生影響。 □ □ □ □ 16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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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捐錢時，會考慮地方政府的援助計畫（例如：九二一地震、八八水災募款活動）對社區居民是否真的有益。 □ □ □ □ 14 2  修正意見 在捐錢時，我會考慮募款單位及活動的援助計畫（例如：九二一地震、八八水災募款活動）對社區居民是否真的有益。 36 商品壞了或舊了就該淘汰，不需要再去維修或做維護。 □ □ □ □ 15 1  修正意見 我覺得商品壞了或舊了就該淘汰，不需要再去維修或做維護。 37 錢對我而言是越多越好，所以我覺得不須將多餘的錢捐出來關懷弱勢團體。 □ □ □ □ 16   修正意見  38 我覺得買保險就是浪費錢的事，因為那根本就用不到。 □ □ □ □ 15 1  修正意見 我覺得買保險就是浪費錢的事，因為根本就用不到。 39 所謂通貨膨脹就是指「雖付出相同價錢，但我所能買到的東西變少了」。 □ □ □ □ 16   修正意見  40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可以利用保險來移轉我的風險。 □ □ □ □ 16   修正意見  41 通貨膨脹越嚴重，貨幣的價值就越高。 □ □ □ □ 16   修正意見  42 在做投資前，我會先考量自己的風險承擔能力，以減少個人的財務損失。 □ □ □ □ 16   修正意見  43 學習做風險管理是重要的，因為「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是非常不明智的行為。 □ □ □ □ 16   修正意見  
 

研究者綜合上述學者專家所提出的修正意見，並針對本調查問卷的編製目的與研究對象的特

性，將調查問卷內容做進一步的修正，修正後的調查問卷則成為預試問卷。 

 

3.3.3.3.問卷計分方式問卷計分方式問卷計分方式問卷計分方式    

由於我國國情文化之關係，填答者在回答問卷題目時，常會有趨中填答之傾向（曹芳齡，2002）。

又李克特式四點量表（Likert type four point scale若採以偶數格式之設計，多為希望受測者

能有具體的意見，避免回答中間傾向的模糊意見（邱皓政，2008）。是以本問卷第二部分採李克特

式四點量表（Likert type four point scale）方式設計，選項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不

同意」以及「非常不同意」，以期填答者能明確表達其態度。而在問卷第二部分，選項「非常同意」、

「同意」、「不同意」以及「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4分、3 分、2 分、1分；反向題則反向計分，

故本問卷的第二部分分數計算之意涵為：得分越高者，代表該題所指涉之國中生理財素養之情形越

佳。 

（（（（三三三三）、）、）、）、信信信信效度分析效度分析效度分析效度分析    

1.1.1.1.信信信信度分析度分析度分析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國中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為資料蒐集之工具。預試問卷編定後，研究者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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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抽樣於理財國中（化名）的六個班級進行問卷預試，共計 212人（男生 112人，女生 100人）

進行問卷預試，預試資料回收後，隨即將受試者在各個題目上的反應加以登錄。研究者根據相關文

獻探討結果及實驗課程之授課內容，著手編製問卷題目，再請指導教授予以修正及建議，經過逐題

討論與修改後，編製成「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共 43 題。後再參酌十六位學者專家對

量表之修正意見後形成預試問卷。 

    首先，先就編擬之問卷初稿 43 題進行項目分析，以「同質性檢驗」及「決斷值」篩選出適當

題目，再進行問卷信效度之檢核。而關於預試題目第一階段之篩選係擇取相關係數大於 0.3且決斷

值大於 3之題目，若某題有一項未符合上述要求，則刪除該題。經過項目分析後，將刪除 4、7、8、

16、19、20、40等七題。 

表 3-3-9A 預試問卷項目分析一覽表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係係係係

數數數數    

    

決斷值決斷值決斷值決斷值    

（（（（CRCRCRCR 值值值值））））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係係係係

數數數數    

決斷值決斷值決斷值決斷值    

（（（（CRCRCRCR 值值值值））））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111    .33 5.13
***
 保留 23232323    .39 5.33

***
 保留 

2222    .42 6.00
***
 保留 24242424    .41 6.17

***
 保留 

3333    .33 5.11
***
 保留 25252525    .37 5.68

***
 保留 

4444    .12 2.48
*
 刪除 26262626    .45 7.88

***
 保留 

5555    .40 6.72
***
 保留 27272727    .38 6.68

***
 保留 

6666    .30 5.33
***
 保留 28282828    .46 7.78

***
 保留 

7777    .28 3.12
**
 刪除 29292929    .56 8.56

***
 保留 

8888    .20 3.44
**
 刪除 30303030    .44 8.12

***
 保留 

9999    .39 4.83
***
 保留 31313131    .64 11.08

***
 保留 

10101010    .51 9.45
***
 保留 32323232    .47 9.91

***
 保留 

11111111    .43 6.48
***
 保留 33333333    .43 7.11

***
 保留 

12121212    .43 7.46
***
 保留 34343434    .54 78.18

***
 保留 

13131313    .42 6.22
***
 保留 35353535    .46 7.01

***
 保留 

14141414    .36 5.60
***
 保留 36363636    .41 6.84

***
 保留 

15151515    .39 5.84
***
 保留 37373737    .59 10.92

***
 保留 

16161616    .27 5.02
***
 刪除 38383838    .57 11.09

***
 保留 

17171717    .49 7.12
***
 保留 39393939    .38 6.57

***
 保留 

18181818    .47 7.87
***
 保留 40404040    .20 3.94

***
 刪除 

19191919    .23 4.44
***
 刪除 41414141    .32 6.50

***
 保留 

20202020    .19 2.67
***
 刪除 42424242    .61 14.45

***
 保留 

21212121    .57 10.23
***
 保留 43434343    .39 8.15

***
 保留 

22222222    .61 10.51
***
 保留        ***

ρ＜.001, 
**
ρ＜.01, 

*
ρ＜.05 

資料來源：協同研究者范祯娠（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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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是指測量的可靠性，也就是指量表測量結果的一致性與穩定性。信度的作用在於顯示出

測量內部問題是否相吻合，或是在不同時間點下，量表測量分數的前後一致性，量表測量分數的前

後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為內部一致性的衡量指標。Cronbach’s α值針對每一個建構做

檢測，Cronbach’s α信度的範圍是從 0.00 到 1.00 之間。若α係數越高，代表量表的一致性越

佳（Cronbach）。本研究以「內部一致性」信度中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主，預試結果總量表

3-3-7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908，符合學者 DeVellis之標準，DeVellis認為α係數值在.65

至.70 是最小可接受值、.70 至.80 之間是相當好、.80 至.90 之間是非常好（吳明隆，2006），由

此可知問卷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2.2.2.效度分析效度分析效度分析效度分析    

建構效度（或稱構念效度）是指「量表能測量理論上某概念或特質的程度」，即構念是否能真

實反應實際狀況（陳正昌、張慶勳，2007：104）。而郭玉生（1988）指出，因素分析主要的目的是

用以認定心裡學上的特質，藉由共同因素的發現而確定觀念的結構成分，根據量表或測驗所抽取的

共同因素，可以知悉測驗或量表有效測量的特質或態度為何（引自吳明隆、涂金堂，2009），故為

確認本研究所編製之問卷是否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將以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來考驗

量表的建構效度。 

在進行因素分析時，Gorsuch（1983）建議樣本數最少為變項五倍，且大於 100（引自邱皓政，

2008）。本次預試，題項為 36 題，樣本人數為 212人，以李克特四點量表蒐集各研究參與者對每一

變數的同意程度（非常同意＝4～非常不同意＝1），反向題做反向計分。資料透過取樣適切性量數

考驗（KMO＝.859，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與 Bartlett球面性考

驗（ρ＜.001），顯示本問卷適合執行因素分析（邱皓政，2008）。將本研究之「國中學生理財觀之

現況調查問卷」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主軸因子分析法萃取因素，取 3個因素以建構各分量表之

效度。在因素分析轉軸方式中，以斜交轉軸-Promax轉軸法取出因素負荷量，再以因素負荷量大於

0.3 作為選題標準，刪除了第 6 題、第 14 題，共兩題，建構出量表分析結果。為了簡潔起見，表

3-3-6 僅列出因素負荷量在 0.3以上的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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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0A「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預試問卷之因素分析轉軸表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因素一因素一因素一因素一    因素二因素二因素二因素二    因素三因素三因素三因素三    36363636    .687   15151515    .627   30303030    .627   25252525    .600   18181818    .559   17171717    .513   13131313    .513   29292929    .482   37373737    .468   34343434    .448   2222    .418   38383838    .383   26262626    .332   10101010     .724  1111     .609  39393939     .523  41414141     .514  42424242     .512  32323232     .478  27272727     .471  31313131     .467  35353535     .429  21212121     .424  5555     .396  9999     .342  43434343     .330  22222222      .396 28282828      .747 23232323      .625 12121212      .617 24242424      .580 3333      .477 33333333      .333 11111111      .308 資料來源：協同研究者范祯娠（2010）  
經由上述之因素分析後，分別將因素一、因素二、因素三命名為理財知識、理財技能、理財態

度，計算其 Cronbach’s α係數，得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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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11A 學生對「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預試問卷之信度摘要表 分量表分量表分量表分量表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信度信度信度信度（（（（αααα 值值值值））））    理財知識 2、13、15、17、18、25、26、29、30、36、38 .815 理財技能 1、5、9、10、21、27、31、39、41、42、43 .798 理財態度 3、11、12、22、23、24、28、32、33、34、35、37 .823 總量表  .908 資料來源：協同研究者范祯娠（2010） 
 

    經修訂之「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一共有 34個題目（詳見附錄三），所涵蓋的理財教

育主題有：所得與稅賦、消費行為、信用與借貸、風險管理與保險、儲蓄與投資、金錢管理與規劃、

做決策、理財責任、倫理關懷。而各個主題所包含的的題目分析如下表： 

 表 3-3-12A  「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之內涵分析表 
理財教育主題 題      號 

知

識 

所得與稅賦 11、28 

消費行為 10、17、18、22 

風險管理與保險 30 

信用與借貸 9、21、23 

儲蓄與投資 2、4、12 

技

能 

金錢管理與規劃 5、6、31、32 

做決策 1、13、19、33、34 

態

度 

理財責任 3、7、8、14、15、16、20 

倫理關懷 24、25、26、27、29 

     

而本調查問卷中的第 2、5、9、10、11、12、17、18、21、22、26、28、29、30、32 題為反向題。 

 

叁叁叁叁、、、、訪談紀錄訪談紀錄訪談紀錄訪談紀錄    

研究者為了更深入了解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與教學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問題，分別訪談參與實 

驗教學的國小與國中教師與部分學生，教師部分於實驗教學前與所有教學課程完成後分別進行；而

學生部分則於所有教學課程結束並完成理財觀調查問卷後測之後施，共計訪談每班學生各三至四

人，取樣方面原則上分成一般學生與極端個案（例如在量表上表現極佳與極差者）兩部分，以期完

整的了解學生對實施理財教育的一些看法與驗證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 

訪談過程以事先擬定的訪談綱要（開放式問題）為主，但不拘泥於綱要內容和問題次序，研究

者隨時針對特殊事件或疑點進行釐清，以期深入暸解教師與學生對理財教材融入各該科教學的內在

感受、經驗與省思。訪談時進行錄音與現場紀錄。每位受訪教師預計訪談 60 分鐘（教學前 20 分鐘，

教學完成後 40 分鐘），學生則每人以 20 分鐘的訪談為原則。其訪談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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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教學前部分： 

（1） 對目前國人理財行為的看法。 

（2） 對理財教育之重要性的看法。 

（3） 目前國中學生的理財素養是否充足？ 

（4） 國中階段實施理財教育的可行性。 

（5） 如何有效達成理財教育的教學目標？ 

2. 教師教學後部分： 

（1）實施理財教育對既有課程教學上的影響 

（2）對理財教育課程融入各項教學課程的看法。 

（3）本次實驗教學的成效如何？ 

（4）對理財教育課程內容的相關建議。 

（5）參與理財教育實驗教學對教師本身的影響。 

    3. 學生部分： 

（1） 對理財教育課程的看法。 

（2） 理財教育課程教學時同學的學習概況。 

（3）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之後對學生日常生活產生的影響。 

（4） 在學習理財教育課程時所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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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 

    本研究在研究者廣泛閱讀文獻產生研究動機之後，即著手針對研究動機蒐集並仔細閱讀相關資

料，並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進一步確定研究的題目與研究的目的；再依據所欲研究目的，設計研

究方法，著手進行研究。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如下： 

一、設計教學單元 

依據教師問卷（研究者前一研究）的調查結果，挑選適當的理財教育主題，進行教學單元 

設計。 

二、編寫學生理財態度調查問卷及施測 

以李克特式四點量表方式設計「國小高年級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國中學生理財觀調查 

問卷」，並於通過專家效度以及預試之信度考驗後，進行教學前之前測。 

    三、訪談教師 

於實驗教學前先訪談參與實驗教學的教師，以了解教師們的背景與對理財教育的看法，俾 

能進行協同教學。 

    四、進行實驗教學 

    從研究者所任教之學校，國小抽取五、六年級各兩班學生，國中抽取八、九年級各兩班學 

    生，進行理財課程實施的實驗教學。 

    五、實施理財觀問卷後測及對理財課程看法之調查 

        對參與實驗教學之國中、小學生實施教學後的後測，且進行教學前後的差異性比較。同時 

        並進行對所實施理財課程看法之調查。 

    六、訪談師生 

        於研究者所設計之各理財教學單元教學完成後，再次訪談參與實驗教學國中、小的教師， 

        及每班學生各三至四人，以期深入暸解教師與學生對理財教材融入各該科教學的內在感 

        受、經驗與省思。 

 七、撰寫論文 

    綜合研究所得撰寫論文，歸納出研究結論，並根據研究結論對我國國小、國中理財教育的 

    實施，提出相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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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資料處理資料處理資料處理資料處理 

 

    本研究採質量並重的混合研究設計，因此將分別蒐集到的質性與量化的資料，玆將資料處理的

方式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質性資料部份質性資料部份質性資料部份質性資料部份    

此部份資料主要來自實驗教學前後對教師，及教學完成後對學生的訪談資料，其分析方式如下： 

 

一、教師的訪談內容首先將轉譯成書面記錄，並以第三人稱改寫成詮釋文。其次，將請受訪者 

進行信實度檢核，修正、刪補詮釋文。再者，依據修正後的詮釋文建立訪談內容分類檔案。 

最後，就所蒐集之資料進行現象異同比較，並將主題發現歸納成研究結果。 

二、學生的訪談內容部分則在轉譯成書面記錄之後，將訪談內容進行內容分析，並歸納成研究 

結果。 

 

貳貳貳貳、、、、量化資料部分量化資料部分量化資料部分量化資料部分    

此部份資料主要來自教學前後對國小學生實施「國小高年級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對國

中學生實施「國中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所得，其處理方式如下： 

 

（一）以次數分配、百分比與平均數對問卷資料做描述統計分析，用以分析樣本學生的基本

資料與理財觀調查問卷前後測的結果。 

（二）以相依樣本 t考驗進行前後測的差異性比較。 

（三）以獨立樣本 t考驗「年級」對前後測結果的影響性。 

（四）以卡方考驗方式考驗學生在理財課程教學實施前後，對理財議題觀點的改變顯著性考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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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之二第三章之二第三章之二第三章之二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設計與實施設計與實施設計與實施設計與實施（（（（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    

本研究依據前揭之研究目的以及文獻探討的基礎，採用準實驗設計，探究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

用於國中理財教學是否可以提昇國中學生理財素養。除量化問卷資料外，並輔以質性的觀察與訪

談，以求更深入瞭解研究結果。本章共分為五節，分別說明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研究

工具、實施程序、及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與研究流程與研究流程與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取不等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旨在探討「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是

否可以提昇國中學生理財素養，茲擬定本研究架構如圖 3-1-1B所示；另外，本研究流程如圖 3-1-2B

所示。 

 

 

 

                                                        

 

 

 

 

 

 

 

 

 

 

 圖 3-1-1B  準實驗設計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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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財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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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刺激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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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 

實

驗

組 

比  較 

控

制

組 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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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2B  研究流程圖 

實施問卷後測 

實施預試檢視問卷信度與效度 

專家效度 

           結論與建議 

歸納研究結果 

資料處理與分析 

修正問卷、正式施測—前測 

實驗教學 

資料蒐集 
1.教師訪談 

2.學生訪談 

擬定研究計畫 

文獻理論與實證方法探討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

國中理財教學成效之研究 

擬定教學主題 

完成教案、預試問卷初稿 

英、美、澳、日等國

理財教育之課程內涵

與實施概況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

相關內涵與其融入課

程可行性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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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實驗設計實驗設計實驗設計實驗設計 

本研究主要採準實驗設計法，根據圖 3-1-1B之理念，本研究採用不等組前後測研究設計：在

此模型中之實驗組除了原有的理財課程教學外，將活動本位教學策略融入於理財課程中，讓學生接

受理財教學，而控制組在理財教學上，則未採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茲以圖 3-2-1B說明本準實驗

設計模型：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E） O1 X O2 

控制組（C） O3  O4 

說明： 

O1：實驗組理財素養前測          O2：實驗組理財素養後測 

O3：控制組理財素養前測          O4：控制組理財素養後測 

X：實施活動本位教學策略         ---：非隨機分派 

圖 3-2-1B  準實驗設計模式 

茲將本研究自變項、共變項、依變項及控制變項依序說明如下： 

壹壹壹壹、、、、自變項自變項自變項自變項 

所謂的自變項又稱為實驗變項（experimental variable），是研究中可操弄的變項，藉由此變

項的操弄能觀察它對另一變項產生的影響。而本研究的自變項為在國中之理財教學上，「活動本位

教學策略」之應用，以該教學是否實施，分兩組進行實驗教學，其中實驗組學生以原有的社會領域

公民科及綜合領域的理財內容為基礎，將活動本位教學策略融入於理財課程中，讓學生接受理財活

動教學；控制組學生則除未使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進行理財教學外，關於理財教學內容皆為相同。 

貳貳貳貳、、、、共共共共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所謂的共變項又稱為同時變數（concomitant variable），乃指非研究者欲加以探討的變項，

但這些變項會影響實驗結果。以本研究而言，兩組學生雖是常態編班而成，但為使兩組在理財素養

方面之間可能存在的差異獲得控制，來減少實驗誤差，故本實驗設計以學生在「國民中學學生理財

觀之現況調查問卷」第二部分的前測分數及學生家庭社經地位為共變項調整之，從事統計控制，以

排除實驗前兩組學生起始行為上的差異影響實驗結果。 

一一一一、、、、家庭社經背景家庭社經背景家庭社經背景家庭社經背景    

有關社會階層化與教育成就之關係的研究，通常以「家庭社經地位」（social economics 

status；SES）來代表社會階層化，並研究其對教育成就的影嚮（陳奎憙，1994）。而本研究所稱之

家庭社經地位乃引用林生傳（2000：49）改編自 Hallingshead（1957）設計的「兩因素社會地位

指數」（Two Factor Index of Socail Position）區分法，將父母親的「職業類別」、「教育程度」

皆分成五級，以父母親等級較高者為代表，再將兩者加權合併，計算方式：『教育程度×4＋職業程

度指數×7』的得分，稱為家庭社經地位指數，再依家庭社經地位指數高低，將 11-29 分列為低社經

地位，將 30-40 分列為中社經地位，41-55 分列為高社經地位，以探討其與國中生理財素養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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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學生的前測分數學生的前測分數學生的前測分數學生的前測分數    

本研究中，學生之前測分數主要是以其於接受實驗教學前，在「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

查問卷」第二部分得分情況為主。 

參參參參、、、、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    

依變項乃根據自變項而來，可對之觀察或評量，以決定實驗效果的變項，又稱為「結果變項」

（outcome variable）或「 效標變項」（criterion variable）。而本研究的依變項為實驗組及控

制組學生於接受實驗教學後，在「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之第二部分上的後測得分

情況為主，藉此討論學生理財素養在前後測的得分差異情形，而理財素養則區分為理財知識、理財

技能、理財態度三大面向。 

肆肆肆肆、、、、控制變項控制變項控制變項控制變項    

在實驗研究中，除了欲探討的自變項之外,其他所有可能影響依變項的因素都應予以控制,使其

維持不變或加以排除,以免其影響實驗結果,這些變數便稱為控制變項。而本研究為求實驗之客觀，

避免有干擾實驗結果之因素，是以，在實驗過程中，研究者將藉由控制以下的因素，以減少實驗教

學之誤差： 

一一一一、、、、實驗控制實驗控制實驗控制實驗控制    

（（（（一一一一））））學生與教師學生與教師學生與教師學生與教師    

在學生方面，兩所學校之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皆為男女混合常態編班之九年級學生；在教師方

面，兩校之學生僅能盡量控制由同一位公民教師及同一位綜合教師授課，如 A國中之綜合授課教師

（AG03）皆為同一位，但公民課部分則由兩位公民教師（AG01、AG02）授課，而為降低此部分的實

驗誤差，兩位公民教師皆授課一班實驗組，一班控制組；B國中則由同一組教師授課（BG01、R）。

而為提升本實驗研究之內在效度，考量 A國中由不同公民教師授課，故研究者在課程進行前，會先

與協同研究教師進行教學內容及教法上之溝通，並搭配教室觀察，來檢視教學者與教學設計的吻合

情形，以有效降低實驗之誤差。 

（（（（二二二二））））前前前前、、、、後測的施測後測的施測後測的施測後測的施測    

為避免施測時間點不同影響實驗內在效度，實驗組和控制組學生皆由研究者於理財課程教學開

始前的第一天予以前測，在理財課程教學結束後予以後測，測量工具為「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之現

況調查問卷」。實驗組學生則另再填寫「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經驗回饋」（問卷

的第三部份）。 

（（（（三三三三））））課程教課程教課程教課程教材材材材    

實驗組與控制組皆以學校教科書相關內容、金管會教材與研究者自編之教材為課程主軸，每週

按照預定的公民科、綜合科教學進度進行教學活動，公民科上課內容為「市場與貨幣」、「投資與理

財」兩單元，綜合科上課內容為「風險與保險」、「消費與信用」兩單元，而關於此四大單元之教學

內容將於後面詳細說明。 

 

二二二二、、、、統計控制統計控制統計控制統計控制    

此部分乃以學生在「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第二部分的前測分數及學生家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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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地位為共變數調整之，以排除實驗前兩組學生起始行為上的差異影響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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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節係分為兩個部分進行說明，分別為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茲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研究場域研究場域研究場域研究場域 

本研究選擇於兩所在不同地區的學校進行實驗教學，以瞭解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

教學之成效是否因學校區域環境、學生背景之關係而有所差異，茲分別說明兩所學校之特性： 

一一一一、、、、A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化名化名化名化名）））） 

A國中（化名）座落於桃園縣市之精華地段，屬高度開發之文教區。學校校風民主自由，學

生對於多元課程的接受度也高，吸收能力亦不錯。目前學校有 111班，屬一大型學校，學校採常

態編班，各班學生在各方面差異不大。 

學區內，家長社經地位普遍較高，家長大多從事公教之行業，但因升學主義導向，校內普遍

重視英、數、理等主科，對社會領域公民科及綜合領域則較不重視，目前社會領域公民科在九年

級的時數仍維持一星期一節，綜合領域則為一星期兩節。 

二二二二、、、、B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化名化名化名化名）））） 

B國中（化名）座落於基隆市內，屬住商混合區。學校校風民主，學生對多元課程的接受度

頗高，吸收力尚可。目前學校有 30 班，屬一中型學校，學校採常態編班，各班學生在各方面差

異不大。 

學區內，家長社經地位與 A國中相較，普遍不高。學校因受限於專業師資不足，因而教學未

能完全正常化。在師資方面，學校在社會領域公民科師資部分尚未聘足，綜合領域亦是，是以目

前，該校的綜合領域課程是一節配課給地理，一節配課給導師。而在授課時數方面，社會領域公

民科在九年級的時數為一星期兩節，綜合領域亦是。 

貳貳貳貳、、、、學生部分學生部分學生部分學生部分 

本研究選擇以國中九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基於下列兩項理由。第一，研究者主要為配

合學生課程教材之實施，目前理財教育部分是放在國中九年級公民科部分，在綜合科部分也約略談

到一些（翰林版），且研究者於教學完成後，將對學生進行訪談，在考量九年級學生對課程感受的

表達能力較強，對於研究者所要探究的研究內容有較大的幫助下，而擇之；第二，國中九年級生正

值與高中階段接軌之過渡時期，因而希望透過理財教育課程教學，來有效提升學生理財素養，奠定

高中階段未來學習，以及進一步培養和社會學習環境接軌的能力。 

本研究以真實的學校情境進行教學實驗，考量學校行政運作，需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抽樣，因此，

基於本研究之教學考量，採立意抽樣，取樣為 A 國中（化名）、B 國中（化名）兩所學校，學校皆

採常態編班，在 A 國中（化名）選取四個班級，並以其中兩班為實驗組，另兩班為控制組；在 B

國中（化名）選取四個班級，並以其中兩班為實驗組，另兩班為控制組。針對實驗組同學進行活動

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育之課程，控制組則進行同樣課程，但不採活動本位教學策略。茲

將兩所學校學生之差異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兩所學校之學生樣本人數兩所學校之學生樣本人數兩所學校之學生樣本人數兩所學校之學生樣本人數 

兩所學校學生總樣本人數總計為 281人，其中男生有 145人，女生有 136人，依照學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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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班級、性別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A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化名化名化名化名）））） 

  表 3-3-1B  A 國中學生樣本人數統計表 班級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總人數 A 國中九年 A班（E） 18 14 32 A 國中九年 B班（E） 18 19 37 表 3-3-1 A 國中學生樣本人數統計表（續） 班級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總人數 A 國中九年 C班（C） 19 17 36 A 國中九年 D班（C） 19 15 34 總計 74 65 139 
（（（（二二二二））））B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化名化名化名化名）））） 表 3-3-2B   B 國中學生樣本人數統計表 班級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總人數 B 國中 九年 E班（E） 16 18 34 B 國中 九年 F班（E） 18 18 36 B 國中 九年 G班（C） 19 18 37 B 國中 九年 H班（C） 18 17 35 總計 71 71 142 

二二二二、、、、不同學校學生之不同學校學生之不同學校學生之不同學校學生之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社經背景差異考驗社經背景差異考驗社經背景差異考驗社經背景差異考驗 

兩所學校皆採常態編班，各班學生在各方面差異不大，但有鑑於過去文獻指出家長社經地位

與學生理財素養有關，故在進行實驗教學前，先檢定不同學校學生之家庭社經背景變項有無差

異，依據學生的前測資料以獨立性卡方檢定的方式考驗，結果如表 3-3-3： 表 3-3-3B  組別與學生家庭社經背景的卡方考驗表 組別   社經地位 A 國中 N=139 B 國中 N=142  χ2 值  P 值 個數（期望數） 橫列百分比 個數（期望數） 橫列百分比 高 53（37.1） 70.7％ 22（37.9） 29.3％ 20.896 .000 中 47（49.0） 47.5％ 52（50.5） 52.5％ 低 39（52.9） 36.4％ 68（53.6） 63.6％ 
由表3-3-3可知，χ2（2）＝20.896，P＜.001，小於α＝.05的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學校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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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經背景分布上有顯著差異，因而之後在進行不同學校學生理財素養的前後測差異考驗時，會將

學生家庭社經背景變項納入共變量中，再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以瞭解「活動本位教學策略」

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對「國中學生的理財素養」是否有顯著影響。 

參參參參、、、、協同研究教師部分協同研究教師部分協同研究教師部分協同研究教師部分 

一一一一、、、、A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協同研究教師協同研究教師協同研究教師協同研究教師 

（（（（一一一一））））AG01老老老老師師師師（（（（社社社社會領域會領域會領域會領域公民公民公民公民科科科科）））） 

AG01 老師畢業於政大心理學系，早期為輔導老師，後因志趣轉任公民教師，目前在 A

國中擔任社會領域公民科教師，擔任公民科教學已達 10年，是以對七至九年級公民科的課

程內容甚為熟稔。除此之外，AG01 老師本身對理財工具的使用也很有經驗，她亦贊同理財

教育之重要性，甚至還送她女兒去上過坊間的理財營，本研究希望透過其專業素養及對課程

之瞭解，來提供較適合九年級學生的理財課程，並進行相關教學。而在本次實驗教學中，她

所任教的班級為九年 B班（E）及九年 D班（C）。 

（（（（二二二二））））AG02老老老老師師師師（（（（社社社社會領域會領域會領域會領域公民公民公民公民科科科科）））） 

       AG02 老師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目前在 A 國中擔任社會

領域公民科教師，教學年資為兩年，雖教學年資不長，但 AG02老師教學、備課認真，且具

備綜合活動教師資格，對活動教學策略的使用也有經驗，是以本研究希望透過其對活動領導

之經驗及對課程之瞭解，來進行相關教學。而在本次實驗教學中，他所任教的班級為九年 A

班（E）及九年 C班（C）。    

（（（（三三三三））））AG03老老老老師師師師（（（（綜合綜合綜合綜合領域家政科領域家政科領域家政科領域家政科）））） 

          AG03老師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學系（現已更名為人類發展與教育學系），

自學校畢業後就一直擔任家政老師至今，教學年資長達十三年，對於綜合科目的發展及課程

變動甚有感觸，AG03 老師平日教學活潑認真，深受學生喜愛，在帶活動方面也深富經驗，

98 年因 A 國中綜合科使用翰林版教科書，內有理財教育相關內容，還特別與金管會所發行

之教學手冊相互對照，發展相關活動，是以本研究希望透過其對活動領導之經驗及對課程之

瞭解，來提供較適合九年級學生的理財課程，並進行相關教學。而在本次實驗教學中，其所

任教的班級為九年 A班（E）、九年 B班（E）、九年 C班（C）及九年 D班（C）。 

二二二二、、、、B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協同研究教師協同研究教師協同研究教師協同研究教師 

（（（（一一一一））））BG01老老老老師師師師（（（（社社社社會領域會領域會領域會領域公民公民公民公民科科科科）））） 

BG01 老師目前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所研究生，在學校擔任社會領

域公民科教師，教學年資六年，對七至九年級公民科的課程內容亦甚為熟悉，過去在教學上，

也常將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教學上，是以，對帶學生活動方面甚有經驗，是以，本研究

期望透過她對課程的熟稔及活動之善用，引發學生積極參與課程，並主動學習之意願。而在

本次實驗教學中，她所任教的班級為九年 E班（E）、九年 F班（E）、九年 G班（C）、九年 H

班（C）。 

（（（（二二二二））））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社社社社會領域會領域會領域會領域公民公民公民公民科科科科）））） 

研究者目前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所研究生，在學校擔任社會領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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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科教師，教學年資四年，因 B國中缺少綜合領域教師師資，故由研究者以完全參與觀察之

方式來進行理財教育之教學。而在本次實驗教學中，所任教的班級為九年 E班（E）、九年 F

班（E）、九年 G班（C）、九年 H班（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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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根據上述的研究方法，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將分成理財教育教學單元設計、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

模式、國中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及訪談紀錄等四部分，茲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理財教育課程設計理財教育課程設計理財教育課程設計理財教育課程設計 

根據本研究共同研究者所建構之國中理財教育課程架構，選取可以融入現階段國中教學的理

財教育主題，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進行教學單元設計。而本研究之課程教學主要分為四項主題，

分別為：市場與貨幣、投資與理財、消費與信用、風險與保險，前兩項主題是由社會領域公民科

教師進行教學，其主要原因在於國中九年級公民第三課及第五課有相關之教學內容；後兩項主題

則由綜合領域教師進行教學，其主要原因在於綜合領域在理財教學上有相關內容，另綜合領域的

教學時間也較為彈性，故請綜合領域教師進行消費與信用、風險與保險的相關課程教學。理財教

育課程架構如圖 3-4-2B所示，各單元之詳細教案則請參見附錄一。而為使此教學計畫易於實施，

本研究主要乃依據下列原則設計教學單元： 

一一一一、、、、以不影響教師原先的教學進度為前提以不影響教師原先的教學進度為前提以不影響教師原先的教學進度為前提以不影響教師原先的教學進度為前提 

在不影響教師原先的教學進度下，以融入式教學的方式進行課程設計，教師不需要額外進行

教學，只需調整教學內容即可，如「市場與貨幣」、「投資理財」兩單元即是併入公民課本第三課

市場與貨幣及第五課就業與理財之內容。 

二二二二、、、、選擇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教材選擇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教材選擇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教材選擇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教材 

選擇與實際的、真實的生活經驗連接，並足以讓學生認同的教材。 

三三三三、、、、提供教師及學生相關課程教材提供教師及學生相關課程教材提供教師及學生相關課程教材提供教師及學生相關課程教材和和和和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為教師準備各單元的課程教案、上課簡報及相關內容補充，以便教師能有效的從事教學準

備；為學生設計學習單或結構化的補充教材，以便讓學生能達到階段式學習之目標。 

貳貳貳貳、、、、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模式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模式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模式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模式 

    良好的教學模式能有助於學生學習知識、理念、價值觀、思維表現方式及技巧，王財印、吳百

祿、周新富（2004）提及教學模式是設計一套教學步驟，來達成特殊的學習目標，並協助學生成為

有效率的學習者。 

故本研究承襲第三章所介紹之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意涵，將四項特色融入本次的課程設計，並發

展出一套屬於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教學模式與步驟，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教學模式教學模式教學模式教學模式 

    本教學模式的理念主要是以學習者為主體，期望學習者能藉由活動來學習到相關的概念及原

則，並類推至日常生活中實際運用。而研究者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並參酌本研究之理財教學目標

後，發展出七個階段的「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模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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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上述教學模式的具體運作過程，逐項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概概概概念念念念理解與理解與理解與理解與闡釋闡釋闡釋闡釋 

    於教學前確認欲教授學生之理財概念為何，並對這些理財概念稍做描述，讓學生們對於

今日將學習之重要概念有基本的認識與理解後，再請教師闡釋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 

（（（（二二二二））））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介紹介紹介紹介紹與與與與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活動設計應重視符合學生認知能力，而活動進行前先講解基本規則，並示範活動進行之

程序為何。 

（（（（三三三三））））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進進進進行與發行與發行與發行與發展展展展 

    讓學生在活動參與的擬真情境中，對理財相關概念能有再進一步的瞭解，尤其是概念之

靈活操作與運用，此部分學習有助於學生在未來遇到類似情形時，能予以類推應用。 

（（（（四四四四））））做出適宜做出適宜做出適宜做出適宜的的的的決決決決策策策策 

    此階段與上階段息息相關，甚至可交互重疊。當學生瞭解理財概念時，並熟悉活動進行

之步驟後，學生從活動中發現問題所在、探索解決問題之方法，教師亦可引導學生思考如何

透過決策過程來找出適宜的決策。而決策過程則蘊含了「做什麼」、「如何做」、「為什麼做」

三項內容： 

1.1.1.1. 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認認認認清清清清在活動中在活動中在活動中在活動中所遭遇所遭遇所遭遇所遭遇之問題的本質之問題的本質之問題的本質之問題的本質。。。。    

2.2.2.2. 如如如如何做何做何做何做：：：：在活動在活動在活動在活動進進進進行時行時行時行時，，，，為解為解為解為解決決決決關關關關鍵鍵鍵鍵時時時時刻所遭遇刻所遭遇刻所遭遇刻所遭遇到的問題到的問題到的問題到的問題，，，，去思去思去思去思考考考考    

如如如如何運何運何運何運用前用前用前用前階段所階段所階段所階段所學來學來學來學來做出最佳決做出最佳決做出最佳決做出最佳決策策策策。。。。    

3. 為為為為什麼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做：：：：做出決做出決做出決做出決策後策後策後策後，，，，再去統整做出此決再去統整做出此決再去統整做出此決再去統整做出此決策的理策的理策的理策的理由由由由為為為為何何何何，，，，思思思思考針考針考針考針 

對問題對問題對問題對問題所產所產所產所產生的生的生的生的此此此此項項項項決決決決策策策策是否是否是否是否為為為為合宜合宜合宜合宜。。。。 

（（（（五五五五））））成果分成果分成果分成果分享享享享與評量與評量與評量與評量 

    活動結束後，教師們可協助學生書寫學習單，並請學生就活動成果分享遊戲心得，與同

概念理解與闡釋 

活動介紹與說明 

活動進行與發展 

做出適宜的決策 

成果分享與評量 

概念分析與應用 

教師總結與引導 

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 

圖 3-4-1B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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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們間彼此相互交流、交換意見；而教師評量部分，除考量學生在整體活動之總體表現外，

亦可藉由學習單和遊戲心得的分享來瞭解學生是否能真正體會課程內涵。 

（（（（六六六六））））概概概概念念念念分析與應用分析與應用分析與應用分析與應用 

    透過活動呈現重要的理財概念，並加以分析，再讓學生學習將概念於活動中抽離出來，

類推應用到新的情境之中。 

（（（（七七七七））））教師教師教師教師總總總總結與結與結與結與引導引導引導引導 

    教師針對本次的理財課程活動做一總結，引導學生思考如何把活動中所習得之知識、態

度、技能與實際生活作連結，提供學生概念學習精緻化的過程。 

二二二二、、、、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教學程序如下： 

（（（（一一一一））））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1. 了解相關理財概念及種類 

2. 說明概念與概念間之關係 

3. 強化概念與技能方面的連結 

（（（（二二二二））））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每個理財概念之接續是富有邏輯性的，從一開始先介紹簡單的概念，再慢慢地予以加

深、加廣。再來運用教學設計，將所習得之概念融入活動之中，請學生共同參與此一分組活

動，他們將藉由練習來瞭解理財概念，並做出適當的決策。此活動將有助於學生合作學習，

並強化所學。 

（（（（三三三三））））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1. 進行異質性分組：該目的乃希望能有效降低學生程度不一之問題，讓他們彼此相互協

助，進行意見交換與交流。 

2. 說明活動規則並分發學習單：讓學生清楚地瞭解活動規則及學習單的書寫方式。 

3. 進行活動：善用由教師所研發的教材教具，以小組競賽方式來進行活動，同時，由教

師協助各組學生們於現場填寫學習單。 

4. 問題討論與發表：各組完成學習單之填寫後，要求每組向全班總結他們的學習心得，

教師可趁此補充說明活動所欲傳達的理念，讓學生得以將活動與之前所習得之概念作

相互連結。 

5. 總結：教師複習今日所教導之內容，強化學生在運用理財概念上於做決策上，鼓勵學

生未來在做與該理財概念相關之決策時，能靈活運用今日所學，並將其活動經驗與他

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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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在理財力 天哪！錢變”小”了 聰明理財HAPPY GO 風險與保險 

1.PPT（貨幣的介紹） 2.自製海報、小槌子 3.Ya-Bay 學習單 1.PPT（投資理財介紹） 2.自製海報、紙鈔 3.時來運轉學習單 
 

90 分鐘（2節） 90 分鐘（2節） 90 分鐘（2節） 

一、瞭解開源與節流的意義 二、瞭解理財的概念及目的 三、介紹各投資理財工具的內容，並比較其相互的投資屬性、風險、獲利及報酬 四、具體說明「高風險，高報酬」及「分散風險原則」 五、能將理財原則確實實踐於生活中 

一、瞭解名牌的迷思及破除名牌迷思 二、瞭解消費安全的概念 1.消費者保護基本法 2.消費者保護相關機構 三、認識信用卡，並能瞭解信用破產所帶來的影響 四、瞭解理性消費的意義及方法 五、瞭解每個人都要對環境、對世界負有責任，需要付出多一些心力及關懷 

一、瞭解風險的概念及種類 1.個人風險 2.財產風險 3.責任風險 二、說明風險管理的方法及保險的意義 三、瞭解風險與保險兩者間之關係。 四、介紹保險的種類 1.社會及政策保險 2.商業保險 五、瞭解善用保險的目的及原則 

一、瞭解交易媒介促進交易便利 1.能具體說明貨幣的演進過程 2.能具體說明「交易媒介」的特色 二、瞭解通貨膨脹的定義及所帶來的影響 1.能說明「通貨膨脹」的定義，並能舉出例子 2.能分析並說明「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影響 3.能瞭解政府在貨幣發行上扮演的角色。 
65 分鐘（1.5節） 1.PPT（聰明理財HAPPY GO） 2.記帳學習單、 賓果學習單 1.PPT（風險與保險） 2.自製海報、紙鈔 3.有保有庇佑學習單 
Ya-Bay 拍賣會 時來運轉- 

我是大富翁 
BINGO！！！！BINGO！！！！ 有保有庇佑 

1.小組報告及心得分享  2.小組工作分配表  3.問答法  4.小組參與討論互動狀況  5.教師評量表  6.學習單 圖 3-4-2B  理財教育課程設計架構圖 

335 分鐘（共 7.5節） 

理財教育課程架構 

綜合領域- 

消費篇 

社會領域- 

貨幣篇 

社會領域- 

理財篇 

綜合領域- 

保險篇 

時間 

課程 

領域 

小主題 

教學 

資源 

時間 

主要 

教學 

活動 

評量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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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 

一一一一、、、、問卷編製問卷編製問卷編製問卷編製 

本研究之量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國中學生理財素養現況與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

財教學之學習經驗回饋三個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乃研究者參閱有關理財教育課程內涵之文獻，根

據研究架構，自編「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問卷內容設計主要參考國中公民科、綜

合科第五冊課程及金管會個人理財-國中篇等資料，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編擬而成。 

二二二二、、、、問卷內涵與計分方式問卷內涵與計分方式問卷內涵與計分方式問卷內涵與計分方式 

（（（（一一一一））））問卷內涵問卷內涵問卷內涵問卷內涵 

本研究之「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共包含兩個層面，分別為：第一部分：「個

人背景資料」（12 題），第二部分：「國中學生理財素養現況」（45 題），而針對實驗組學生則

另增加第三部份，為「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經驗回饋」（12 題），如表

3-4-1B所示。 

      表 3-4-1B 問卷各部份答題形式一覽表 問卷內容 題目型式 回答方式 壹、個人背景資料  勾選 貳、國中學生理財素養現況 四點量表 勾選 參、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學習經驗回饋（此部份僅請實驗組學生填答） 四點量表 勾選 
（（（（二二二二））））問卷計分方式問卷計分方式問卷計分方式問卷計分方式 

由於我國國情文化之關係，填答者在回答問卷題目時，常會有趨中填答之傾向（曹芳齡，

2002）。又李克特格式（Likert-type）量表若採用偶數格式的時機，多為希望受測者有具體

的意見傾向，避免回答中間傾向的意見，而能獲得非常贊成、贊成與非常不贊成、不贊成兩

類明確的意見（邱皓政，2008）。是以，本問卷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採李克特式四點量表

（Likert type four point scale）方式設計，選項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

以及「非常不同意」，以期填答者能明確表達其態度。而在問卷第二部分，選項「非常同意」、

「同意」、「不同意」以及「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4 分、3 分、2 分、1 分；反向題則反向

計分。是以，在本問卷的第二部分分數計算之意涵為：得分越高者，代表該題所指涉之國中

生理財素養之情形越佳；在問卷第三部分分數計算之意涵為：得分越高者，代表國中生對該

題所指涉之學習經驗越正向。 

三三三三、、、、問卷預試問卷預試問卷預試問卷預試 

本研究使用自編之「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作為資料蒐集之工具，預試題目乃

以問卷之第一及第二部分為主。預試問卷編定後，排除實驗組及控制組班級，於 A國中（化名）

的九年級六個班級進行問卷預試，共計 212人（男生 112人，女生 100人）進行問卷預試，預試

資料回收後，隨即將受試者在各個題目上的反應加以登錄，於剔除無效問卷及遺漏值之問卷後，

再利用 SPSS17.0 統計軟體進行項目分析，以作為編製正式量表的參考。其編製流程分為擬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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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初稿、建立信度、建立效度三個階段。 

（（（（一一一一））））擬擬擬擬定問卷定問卷定問卷定問卷初稿初稿初稿初稿 

研究者根據相關文獻探討結果及實驗課程之授課內容，著手編製問卷題目，繼之請指導

教授予以修正及建議，經過逐題討論與修改後，編製成「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

共 45 題。後再參酌十六位學者專家對量表之修正意見後，刪除不佳試題兩題，形成預試問

卷 43 題（如附錄三）。 

（（（（二二二二））））進進進進行項目分析行項目分析行項目分析行項目分析 

    首先先就編擬之問卷初稿 43 題進行項目分析，以「同質性檢驗」及「決斷值」篩選出

適當題目，再進行問卷信效度之檢核。而關於預試題目第一階段之篩選係擇取相關係數大於

0.3且決斷值大於 3之題目，若某題有一項未符合上述要求，則刪除該題。經過項目分析後，

將刪除 4、7、8、16、19、20、40等七題，而通過項目分析之題目，將在下一階段之因素分

析再進行篩選。 表 3-4-2B 預試問卷項目分析一覽表 題題題題號號號號    相關係數相關係數相關係數相關係數        決斷值決斷值決斷值決斷值    （（（（CRCRCRCR 值值值值））））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題題題題號號號號    相關係數相關係數相關係數相關係數    決斷值決斷值決斷值決斷值    （（（（CRCRCRCR 值值值值））））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111    .33 5.13*** 保留 23232323    .39 5.33*** 保留 2222    .42 6.00*** 保留 24242424    .41 6.17*** 保留 3333    .33 5.11*** 保留 25252525    .37 5.68*** 保留 4444    .12 2.48* 刪除 26262626    .45 7.88*** 保留 5555    .40 6.72*** 保留 27272727    .38 6.68*** 保留 6666    .30 5.33*** 保留 28282828    .46 7.78*** 保留 7777    .28 3.12** 刪除 29292929    .56 8.56*** 保留 8888    .20 3.44** 刪除 30303030    .44 8.12*** 保留 9999    .39 4.83*** 保留 31313131    .64 11.08*** 保留 10101010    .51 9.45*** 保留 32323232    .47 9.91*** 保留 11111111    .43 6.48*** 保留 33333333    .43 7.11*** 保留 12121212    .43 7.46*** 保留 34343434    .54 78.18*** 保留 13131313    .42 6.22*** 保留 35353535    .46 7.01*** 保留 14141414    .36 5.60*** 保留 36363636    .41 6.84*** 保留 15151515    .39 5.84*** 保留 37373737    .59 10.92*** 保留 16161616    .27 5.02*** 刪除 38383838    .57 11.09*** 保留 17171717    .49 7.12*** 保留 39393939    .38 6.57*** 保留 18181818    .47 7.87*** 保留 40404040    .20 3.94*** 刪除 19191919    .23 4.44*** 刪除 41414141    .32 6.50*** 保留 20202020    .19 2.67*** 刪除 42424242    .61 14.45*** 保留 21212121    .57 10.23*** 保留 43434343    .39 8.15*** 保留 22222222    .61 10.51*** 保留        ***p＜.001, **p＜.0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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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建建建建立信立信立信立信度度度度 

信度是指測量的可靠性，也就是指量表測量結果的一致性與穩定性。信度的作用在於顯

示出測量內部問題是否相吻合，或是在不同時間點下，量表測量分數的前後一致性，量表測

量分數的前後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為內部一致性的衡量指標。Cronbach’s α值

針對每一個建構做檢測，Cronbach’s α信度的範圍是從 0.00 到 1.00之間。若α係數越

高，代表量表的一致性越佳（Cronbach，1951）。本研究以「內部一致性」信度中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主，經過預試結果如表 3-4-5，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875，符合學者

DeVellis 之標準，DeVellis 認為 α 係數值在 .65 至 .70 是最小可接受值、 .70 至 .80

之間是相當好、 .80至 .90之間是非常好（吳明隆、涂金堂，2006），由此可知，所自編之

問卷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四四四四））））建建建建立立立立效度效度效度效度 

效度為一種量表正確性的衡量工具，指測驗或其他測量工具確能測出其研究者所欲測量

的特質或功能之程度，一般常用效度有內容效度、效標關連效度與建構效度等三種。本研究

將以內容效度與建構效度做效度之檢測。 

       1.內內內內容容容容效度效度效度效度 

為確保「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具有內容效度，研究者乃敦請十六位學者

專家審閱問卷（詳見 3-4-3B），就初稿內容逐題檢定其適切性，並就題意不清或不適宜之

題目提供修正建議。 

         表 3-4-3B 建構內容效度之學者專家一覽表（依姓氏、領域別筆畫排列） 編號 姓名 職稱 專長 1 陳欽賢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經濟學 2 黃美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經濟教育 3 曾永清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經濟學 4 溫明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經濟學 5 郭金水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副教授 社會科教育 6 蕭文宗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經濟學 7 簡明哲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經濟學 8 王巧鳳 桃園縣國中教師 心理學 9 李書怡 基隆市國中教師 公共行政 10 吳秉憲 桃園縣國中教師 公民教育 11 邱真蔚 桃園縣國中教師 公共行政 12 張向恆 桃園縣國中教師 公民教育 13 黃鈴雯 桃園縣國中教師 公民教育 14 黃雅玲 台中市國中教師 教育學 15 鄭安伶 桃園縣國中教師 公民教育 16 鍾兆炫 桃園縣國中教師 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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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整理十六位學者專家對量表修正意見後，參酌學者專家建議刪除不佳試題兩題，並

修改及潤飾不適宜文字（關於專家意見之彙整，詳見附錄二），最後形成預試問卷共 43 題

（詳見附錄三）。 

       2.建構效度建構效度建構效度建構效度（（（（或或或或稱稱稱稱構構構構念念念念效度效度效度效度）））） 

建構效度（或稱構念效度）是指「量表能測量理論上某概念或特質的程度」，即構念

是否能真實反應實際狀況（陳正昌、張慶勳，2007：104）。而郭玉生（1988）指出，因素

分析主要的目的是用以認定心裡學上的特質，藉由共同因素的發現而確定觀念的結構成

分，根據量表或測驗所抽取的共同因素，可以知悉測驗或量表有效測量的特質或態度為何

（引自吳明隆、涂金堂，2009），故為確認本研究所編製之問卷是否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將以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來考驗量表的建構效度。 

在進行因素分析時，Gorsuch（1983）建議樣本數最少為變項五倍，且大於 100（引自

邱皓政，2008）。本次預試，題項為 43 題，樣本人數為 212人，在刪除遺漏值後進行因素

分析。資料透過取樣適切性量數考驗（KMO＝ .858，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與 Bartlett球面性考驗（P＜.001），根據 Kaiser（1974）指出執行

因素分析的 KMO大小判準如下：KMO統計量在 .80以上，其因素分析適合性是良好的；KMO

統計量在 .90以上，其因素分析適合性是極佳的（引自邱皓政，2008），以上顯示本問卷

適合執行因素分析。 

將本研究之「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進行因素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萃取

因素，以建構各分量表之效度。在因素分析轉軸方式中，以直交轉軸-最大變異法取出因

素負荷量，再以因素負荷量大於 0.45作為選題標準，刪除了第 3、5、6、9、14、21、26、

27、31、32、33、35、43 題，共 13 題，解說總變異量為 44.605％。為了簡潔起見，表 3-4-4B

僅列出因素負荷量在 0.45以上的題項。 

        3-4-4B  「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預試問卷之因素分析轉軸表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因素一因素一因素一因素一    因素二因素二因素二因素二    因素三因素三因素三因素三    36363636    .680   15151515    .632   30303030    .629   18181818    .610   25252525    .579   37373737    .577   13131313    .575   17171717    .561   34343434    .559   29292929    .549   2222    .505   23232323     .722  28282828     .713  24242424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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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4242     .589  22222222     .578  12121212     .546  11111111     .494  10101010      .688 1111      .680 41414141      .652 39393939      .562 38383838      .490 
經由上述之因素分析後，分別將因素一、因素二、因素三命名為理財態度、理財技能、

理財知識，經重新整理並計算其 Cronbach’s α係數，得出下表： 3-4-5B  學生對「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預試問卷之信度摘要表 分量表分量表分量表分量表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信度信度信度信度（（（（αααα 值值值值））））    理財知識 1、10、38、39、41 .691 理財技能 11、12、22、23、24、28、42 .793 理財態度 2、13、15、17、18、25、29、30、34、36、37 .835 總量表  .875 
四四四四、、、、問卷修訂與完成問卷修訂與完成問卷修訂與完成問卷修訂與完成 

預試「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量表效度部分經過建構效度的內容分析效度；信度部

分則以 Cronbach’s α係數考驗來檢定其內部一致性（參見第 101、 103頁），經由指導教授指

正後，進行修訂，形成正式量表（附錄四），一共 23 題。 

 

肆肆肆肆、、、、活動經驗回饋訪談紀錄活動經驗回饋訪談紀錄活動經驗回饋訪談紀錄活動經驗回饋訪談紀錄 

研究者為了更深入瞭解教師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與教學過程中可

能產生的問題，以及學生在參與此實驗課程教學的經驗與感受，於此實驗課程教學結束後，分別訪

談參與實驗教學的四位教師（AG01、AG02、AG03、BG01）與十六位學生，分為進步幅度最大的學生

（AS01、AS02、AS05、AS06、BS01、BS02、BS05、BS06）及退步幅度最大的學生（AS03、AS04、AS07、

AS08、BS03、BS04、BS07、BS08），教師部分於實驗教學前與所有教學課程完成後分別進行；而學

生部分則於所有教學課程結束並完成理財觀調查問卷後測之施測後，針對理財素養差異進步或退步

較大的學生進行訪談，以期完整的瞭解學生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理財教育的一些看法與驗證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 

訪談過程以事先擬定的訪談大綱為主，但不拘泥於綱要內容和問題次序，研究者隨時針對特殊

事件或疑點進行釐清，以期深入暸解教師與學生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理財教育的內在感受、

經驗與省思。訪談時進行錄音與現場紀錄。每位受訪教師預計訪談 20～30 分鐘（教學前 15 分鐘，

教學完成後 15 分鐘），學生則每人以 15～20 分鐘的訪談為原則。其訪談大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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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教師教學前部分教師教學前部分教師教學前部分教師教學前部分 

（一）目前國中學生的理財素養是否充足。 

（二）以往實施理財教育時同學的學習概況。 

（三）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育的可行性。 

（四）如何有效達成理財教育的教學目標。 

二二二二、、、、教師教學後部分教師教學後部分教師教學後部分教師教學後部分 

（一）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對既有理財教育課程教學上的影響。 

（二）本次理財實驗課程之教學成效。 

（三）對理財教育課程內容的相關建議。 

（四）參與理財教育實驗教學對教師本身的影響。 

三三三三、、、、學生部分學生部分學生部分學生部分 

（一）以往教師無採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時，同學的學習概況。 

（二）對於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的感受。 

（三）對於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之評價。 

（四）參與本次活動課程後所學到的相關知識對本身理財方式有無影響。 

（五）對於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之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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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質量混合研究設計，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為量化資料統計分析；第二部份為

質性資料分析。茲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量化資料部份量化資料部份量化資料部份量化資料部份 

本研究量化資料為研究對象在研究者自編之「國中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之前後、測得分，且

輔以實驗組學生在「活動經驗回饋量表」上的反應情形及相關訪談，來瞭解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

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成效。在施測結束後，將回收之問卷及量表進行整理，並先剔除漏答或缺填問卷，

後再將資料登錄校對並輸入電腦建立資料檔。經資料核對無誤後，並剔除無效問卷及遺漏值之問

卷，再根據研究目的及假設，以 SPSS17.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瞭解變項間之相關性。

本研究採用的統計方法如下： 

一一一一、、、、描述統計描述統計描述統計描述統計 

（（（（一一一一））））針對針對針對針對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受試受試受試受試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對受試者在「國中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的資料，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標準

差對問卷資料做描述統計分析，用以分析樣本學生的基本資料與理財觀調查問卷前、後測的

結果。 

（（（（二二二二））））針對實驗組學生針對實驗組學生針對實驗組學生針對實驗組學生 

對實驗組學生在「活動經驗回饋量表」中之資料，以描述統計分析學習者對於活動本位

教學策略部份的回饋資料，作為評量「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教學成效之

輔助解釋的參考，以期更深入瞭解學生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感受。 

二二二二、、、、推論統計推論統計推論統計推論統計 

本研究以α= .05為標準，對所有研究假設進行考驗，所採用的推論統計方法包括下列三種： 

（（（（一一一一））））卡卡卡卡方方方方檢檢檢檢定定定定（（（（χ2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以卡方考驗的方式考驗不同學校學生以及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背景變項（即性別、家

長社經地位）的差異。並以卡方考驗方式考驗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課程教學實施前

後，對理財議題觀點的改變顯著性考驗。 

（（（（二二二二））））t 考驗考驗考驗考驗（（（（t-test）））） 

t考驗是一種測量樣本平均數差異的方法，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兩個獨立樣本間是否

具有差異存在。而本研究將以獨立樣本 t考驗檢定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國中學生理財觀

調查問卷」總量表與各分量表前測之差異情形。並利用 t考驗來分析不同個人背景變項（性

別）與不同學校背景變項（學校所在地），其對於國中生理財素養之差異情形。 

（（（（三三三三））））單因單因單因單因子子子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適用於分析各種變異的來源，並加以比較，以瞭解不同的實驗變數所

造成的結果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本研究將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分析不同個人背景變項

（社經背景）對於國中生理財素養之差異情形。 

（（（（四四四四））））獨立獨立獨立獨立樣本單因樣本單因樣本單因樣本單因子子子子雙雙雙雙共變量共變量共變量共變量共變數分析共變數分析共變數分析共變數分析（（（（One-way ANC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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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不等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為使實驗組控制組在原先可能存在的差異獲得

控制，則分別以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國中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之前測分數及學生社經背景

作為共變量，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雙共變量共變數分析，以瞭解「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

國中理財教學」對「國中學生的理財素養」是否有顯著影響，而在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先行

檢驗資料是否違反共變數分析的重要基本假設，如迴歸係數同質性；如違反迴歸係數同質

性，則改採詹森-內曼（Johnson-Neyman）法作分析。 

貳貳貳貳、、、、質性資料部份質性資料部份質性資料部份質性資料部份 

本研究之訪談資料主要來自實驗教學前後對教師及教學完成後對學生的訪談資料，觀察資料主

要來自實驗教學時，筆者在現場的教室觀察，其分析的歷程如下： 

一一一一、、、、資料處理資料處理資料處理資料處理 

獲得有意義的資料必須依賴分析，而於分析之前得先經過資料處理的手續，「最基本，未處

理之資料（現場札記草稿、口述錄音帶、現場錄音/影帶）必須處理過後才能加以分析」（Miles & 

Huberman, 1994: 51）。因此，本研究在取得研究參與者同意後，將於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並

將教師的訪談內容、學生的訪談內容部分轉譯成逐字稿，以第三人稱改寫成詮釋文。再將請受訪

者進行信實度檢核，修正、刪補詮釋文，並依據修正後的詮釋文建立訪談內容分類檔案。最後，

就所蒐集之資料進行現象異同比較，並將主題發現歸納成研究結果。 

二二二二、、、、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編碼為資料處理分析的一個重要的過程，將資料整理和挖掘字面或潛藏的意義，Miles & 

Huberman（1994: 56）即點出文字編碼的意義：「文字雖較數字龐雜，但是經由資料的分析比數

字還有意義。」而本研究訪談資料及教室觀察資料之編碼方式，則由筆者先作初級編碼，將逐字

稿中具有意義的一些言辭提出，再進行正式編碼，再將編碼中之文字提煉歸納為不同類目當中，

以利於呈現國中生理財素養之現況及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成效。本研究之資

料編碼方式如圖 3-5-1B所示： 

初級編碼                                 正式編碼           

 

 

 

 

 

 

 

 圖 3-5-1B  資料編碼之方式 

實驗教學前，教師對國中生理財素養之概述 

他們也許有消費的觀念、有儲蓄的觀念，但因為他們的零用錢是不太固定的，所以無法作整體的財務規劃… 預算…我覺得可能不太會有…他們如果沒有錢，就跟媽媽要…跟爸爸要… 理財工具…我覺得他們都不是很清楚…可能聽過最基本儲蓄…投資的部分我覺得他們的觀念就比較薄弱… 知道保險，但是不清楚他的概念，就是像什麼儲蓄險啊、意外險啊、醫療險啊！他們可能就不太懂，而且也不知道該如何選擇自己適當的保險… 



 110

 

三三三三、、、、研究參與者之代號研究參與者之代號研究參與者之代號研究參與者之代號 

由本章第四節之資料可知，四位教師在國中任教已有一段時間，對學生上課的學習態度、學

習意願及如何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皆有一定的經驗及方法，而在理財課程的教學現場上，四位教師

對於學生的理財素養的現況及學生學習相關課程的反應也有一定的瞭解，是以，本研究期望藉由

四位教師的專業及在理財教學現場上之經驗來探究目前國中生的理財素養現況及活動本位教學

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成效為何，俾作為未來相關單位推行理財教育之參考。 

此外，A國中與 B國中學生的背景資料（家長社經地位）經卡方考驗檢定後，有顯著差異，

而兩校的地理位置也有所差異，A 國中位於文教區，B 國中則為於混合區，筆者期望透過學校位

置分佈上及學生在背景資料上之差異來提高研究對象之代表性。同時，藉由與學生之訪談，來瞭

解他們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理財課程之感受，以及參與本次活動課程所學到的相關知識對

本身理財方式有何影響。筆者將兩所國中研究參與者之編號及基本資料整理如下： 

 （（（（一一一一））））協同研究教師協同研究教師協同研究教師協同研究教師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筆者於逐字稿代號 R，而因 AG01老師、AG02老師、AG03老師皆服務於 A國中，研究中

A國中之代號為 A，因此 A國中對第一位參與者編號為 AG01，以此類推；BG01老師則服務於

B國中，B國中之代號為 B，因此 B國中對第一位參與者編號為 BG01。 表 3-5-1B  研究參與者之編號及基本資料 國中 研究參與者 參與者編號 性別 領域別 教學年資 A 國中 AG01 老師 AG01 女 社會領域 10 年 AG02 老師 AG02 男 社會領域 2 年 AG03 老師 AG03 女 綜合領域 13 年 筆者 R 女 社會領域 4 年 B 國中 BG01 老師 BG01 女 社會領域 6 年 
（（（（二二二二））））接受接受接受接受訪談之學生訪談之學生訪談之學生訪談之學生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研究中 A國中之代號為 A，因此 A國中對第一位接受訪談之學生編號為 AS01，以此類推；

B國中之代號為 B，因此 B國中對第一位接受訪談之學生編號為 B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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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B  研究參與者之編號及基本資料 國中 班級別 參與者編號 組別 性別 
理財國中 

九年 A班 AS01 進步組 男 九年 A班 AS02 進步組 女 九年 A班 AS03 退步組 男 九年 A班 AS04 退步組 女 九年 B班 AS05 進步組 男 九年 B班 AS06 進步組 男 九年 B班 AS07 退步組 女 九年 B班 AS08 退步組 女 發達國中 九年 E班 BS01 進步組 女 九年 E班 BS02 進步組 男 
發達國中 九年 E班 BS03 退步組 男 九年 E班 BS04 退步組 男 九年 F班 BS05 進步組 女 九年 F班 BS06 進步組 男 九年 F班 BS07 退步組 男 九年 F班 BS08 退步組 男 



 112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主要在敘述研究者將理財教育融入國小高年級以及國中八、九年級課程中的實施過程，

用以檢驗在中小學階段實施理財教育的可行性及成效，此外亦探討實施「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對

國中生理財素養的影響，以及參與學生與教師對將「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課程的

反應與觀點。 

     如第三章所述，由於本研究的實驗教學重點分為二大部分: 探究理財教育可融入之課程（一 

 所小學 及一所國中）以及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進行理財課程之成效（二所國中），是以，本章將 

 以以下方式敘寫:  

     第四章之一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可融入之課程） :黃劍華（小學）、賴韋達（中學）    

     第四章之二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活動本位教學策略）：范禎娠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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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之一第四章之一第四章之一第四章之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結果分析與討論結果分析與討論結果分析與討論（（（（可融入之課程可融入之課程可融入之課程可融入之課程）））） 

本章主要在敘述研究者將所設計的理財教材融入中小學課程的實施過程與成效，用以檢驗在中

小學階段實施理財教育的可行性，首先是理財教育課程設計的融入模式，其次是研究樣本的基本資

料分析，包括參與實際教學的老師與學生，最後則是理財教育融入中小學課程實施成效的探討，分

別藉由調查問卷之前後測結果的分析，以及透過對參與教學活動之學生與教師的訪談來探究實施成

效，以期能對中小學理財教育的實施有更深入了解，並探討在中小學階段實施理財教育之可能面臨

的問題。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理財教育融入課程設計模式理財教育融入課程設計模式理財教育融入課程設計模式理財教育融入課程設計模式    

壹壹壹壹、、、、小學部分小學部分小學部分小學部分 

研究者根據國小現職教師認為較適合融入理財教育的學習領域（相關調查結果詳見 

研究者前一研究），對照協同研究者任教學校之高年級所採用的教科書內容，以及學校年度的各項

例行性活動，發現就協同研究者任教學校之高年級而言，數學、社會、綜合活動、及國語等學習領

域，是理財教育較適合融入的所在，因此研究者便進一步針對此四項學習領域，設計適合國小高年

級學生學習的理財教育教學單元（如附錄六），並透過實際的教學活動，驗證其可行性及成效。 

    研究者依照課程架構圖與課程所涵蓋的理財教育主題（詳見第三章之一第三節圖 3-3-1A與表

3-3-1A 所示）設計相關課程，而本次的實驗教學主要是以融入既有的學校課程，在不增加教師額

外負擔的方式進行，原則上數學及社會是由老師自行選擇現有課程中，適合融入的相關教學課程進

行施教﹔跳蚤市場的課程部分則是利用本校於每年四月份婦幼節前後例行辦理的跳蚤市場義賣活

動的機會，融入於綜合活動課程之中實施﹔而國語的部分則是運用本校每週四早自習的「晨間共讀」

時間，由老師指導學生閱讀理財教育的相關文章，並搭配學習單的書寫。研究者期待能透過上述課

程的設計與實施，在不增加教師額外的負擔下，使學生能學到正確的理財知識、技能與態度。 

    茲以協同研究者設計之理財教學單元「是誰影響我？」為例，說明教師如何將該教學單元融入

既有的社會學習領域教學課程之中：（在下頁之課程設計中，新細明體部分為研究者任教學校原本

之教學計劃，標楷體部分為研究者設計部分，在實驗教學過程中，教師直接以研究者設計的教材取

代原先的部分教學計劃，在不增加額外授課時間的情況下進行教學，以達到融入式課程設計的真正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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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A  理財教學單元融入既有教學單元示例 

活動名稱 是誰影響我？ 

融入課程領域 社會學習領域 教學年級 高年級 

融入教學單元 消費與生產 教學節數 一節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課前準備課前準備課前準備課前準備 

教師、學生蒐集各種賣場、百貨公司的廣告DM，並做分類整理。 

 （1.請學生事先了解自己運動鞋的品牌與價格，並詢問父母親為什要購買該品牌之運動鞋。 2.某一商店之慢跑鞋產品目錄。）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1.教師提問： 

（1）你認為會影響消費者消費意願與能力的因素有哪些？ 

（2）教師提問：你會去購買流行或廣告的產品嗎？ 

2.學生發表意見 

 （1.教師請學生報告自己運動鞋的品牌與價格，並將其依品牌與價格分別條列於黑板。 2.教師近一步詢問，為什麼要購買該品牌運動鞋而不買其他品牌？ 3.教師歸納：個人需求、收入、嗜好、慾望、產品價格、流行、廣告、品牌、同儕壓力等因素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並說明各項因素對消費行為的影響情形。） 

 

3.教師提問：現在假設學生家庭每月有 1萬元、5千元、3千元的生活開支

餘額。 

(1) 假如你是一家之主，你會如何運用這筆錢？ 

(2) 在不同餘額的情形下，你會選擇哪些商品，理由為何？  

(3) 哪些產品是不買也沒有關係的？ 

(4) 哪些產品是生活必需品，但你卻不買，原因為何？ 

4.教師統整：個人的需求、收入、嗜好、欲望，以及產品價格、流行、廣

告、品牌等因素，都會影響消費者的消費意願與能力。此外，同類產品

價格的變化、預期產品未來價格的漲跌等，也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1.教師發給每位學生某鞋品量飯店之慢跑鞋目錄一張，請學生發表從目錄中所獲得的訊息（例如慢跑鞋廠牌很多、功能不同、價格也不同）。 

2.教師發下學習單並提問：「如果你有 2000元壓歲錢，當你需要一雙慢跑鞋時你會買哪一雙？還是到別家商店買？為什麼？如果有 4000元呢？」 

3.學生完成學習單並提出說明。 

 

 

 

 

 

 

 

 

 

 

 

 

 

 

 

 

 

 

慢跑鞋目錄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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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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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1A 理財教學單元融入既有教學單元示例 

活動名稱 是誰影響我？ 

融入課程領域 社會學習領域 教學年級 高年級 

融入教學單元 消費與生產 教學節數 一節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4.老師針對學生間不同的價值觀念給予正面的回應並加以分析和說明，例如：有的同學要買 1500元的慢跑鞋、有的要買 1800元的，甚至有的同學不買，只要其說明理由合理，都是正確的購物行為，沒有對錯。 

5.教師歸納： （1）消費者在消費之前必須考慮該項支出是否必要以及產品的品質，並且  

     量入為出，當用則用，當省則省。 （2）消費前必須獲比三家，不要隨便相信廣告，好讓自己的錢發揮最大功 

     效。 

本單元結束 

  

 表 4-1-2A  理財教學單元融入既有教學單元之學習單 

   年   班    號 姓名：                  

如果你有 2000 元壓歲錢，你會買廣告目錄上的哪一雙慢跑鞋？還是到別家商店買？為什

麼？如果有 4000 元呢？ 

2000 元 4000 元 

1. □ 我想買目錄上所列的慢跑鞋 

慢跑鞋型號：        

價格： 

 

原因： 

 

 

 

1. □ 我想買目錄上所列的慢跑鞋 

慢跑鞋型號：        

價格： 

 

原因： 

 

 

 

 

2. □到別家商店去買 

 

原因： 

 

 

 

 

 

 

2. □到別家商店去買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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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中學部分中學部分中學部分中學部分    

    研究者根據國中現職教師認為較適合融入理財教育的學習領域（相關調查結果詳見 

研究者前一研究），以及參酌現有版本的各領域教材和學校年度的各項例行性活動，發現就研究者

任教學校而言，數學、社會、綜合活動、自然與生活科技、國文及藝術與人文等學習領域，是理財

教育較適合融入的所在，因此研究者便進一步針對此六項學習領域，設計適合國中學生學習的理財

教育教學單元（詳見附錄一），並透過實際的教學活動，驗證其可行性及成效。 

研究者依照課程架構圖與課程所涵蓋的理財教育主題（詳見第三章之一第三節圖 3-3-1與表

3-3-1所示）設計相關課程，而本次的實驗教學主要是以融入既有的學校課程，在不增加教師額外

負擔的原則下進行，亦即由研究者選擇現有課程中的可能科目，融入適合的相關教學內容進行施

教。研究者期待能透過表 3-3-1 六大領域十項課程的設計與實施，在原有課程中，使學生有機會能

學到正確的理財知識、技能與態度。 

    茲以本次研究者設計之理財教學單元「省水省電大作戰」為例（其餘部份詳見附錄一），說明

教師如何將該教學單元融入既有的綜合學習領域教學課程之中。在下列之課程設計中，新細明體部

分為研究者任教學校原本之教學計劃，標楷體部分為研究者設計部分，在實驗教學過程中，教師直

接以研究者設計的教材取代原先的部分教學計劃，在不增加額外授課時間的情況下進行教學，以達

到融入式課程設計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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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3A  理財教學單元融入既有教學單元示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省水省電大作戰 

融入領域融入領域融入領域融入領域    綜合領域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打造綠色生活 

教學年級教學年級教學年級教學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數教學節數教學節數教學節數    2 節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90 分鐘 

教學活動內容教學活動內容教學活動內容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壹壹壹壹、、、、準備準備準備準備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一、請同學找出家中上一期的水、電費帳單並將水號、電號、

使用度數及繳費金額記錄下來。 

二、連結台灣電力公司電費查詢作業系統網頁 

http://wapp10.taipower.com.tw/naweb/apfiles/nawp

300.asp 

三、連結台灣水力公司水費查詢作業系統網

http://www.water.gov.tw/03online/counter0101_qry.

asp 

四、電影不願面對的真相片段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cPRa-tuSwg 

五、電影盧貝松之搶救地球片段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36WocT8Ekk 

    

    

貳貳貳貳、、、、引起引起引起引起動機動機動機動機    

一、檢視自己的消費生活 

1.想想看，有多少各式各樣的現代化產品提供我們方便的生

活？檢查一下，你每天用了多少這樣的產品來解決生活上的

需求？請把它寫下來（附件一）。 

2.引導同學自由發表所填寫的內容。 

(1) 食：微波爐、瓦斯、可樂、冰箱、果汁機、免洗餐具等。 

(2) 衣：化學洗衣劑、毛皮大衣等。 

(3) 住：冷氣、衛生紙、除草劑、地毯等。 

(4) 行：腳踏車、捷運、公車、火車、飛機等。 

(5) 育樂：計算紙、立可白、燒錄光碟片等。 

二、請同學將發表的內容書寫在黑板上並做歸納，讓同學更有

具體印象。 

    

    

參參參參、、、、發發發發展展展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一、播放電影不願面對的真相及盧貝松之搶救地球片段，配合

時事及影片提供討論方向，例如：可能對地球造成負擔，包

括溫室效應、臭氧層破洞、酸雨、熱帶雨林被破壞、各種汙

 

 

 

 

 

 

 

 

 

 

 

 

 

 

 

 

 

 

 

消費生活檢視單

（附件一） 

 

 

 

 

 

 

 

 

 

 

 

 

影音播放設備 

筆記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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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問題等。 

1.請同學討論：你覺得使用現代化產品的生活方式及習慣，會

不會對地球造成負擔？如果會，又該如何改善呢？ 

2.生活中更具環保的作法： 

(1) 食：食用有機食品，少飲用包裝飲料。購物時注意包裝

問題（避免製造過量垃圾）。自備購物袋，避免使用免

洗餐具等。 

(2) 衣：避免使用內含「螢光劑」「漂白劑」的洗衣粉（以

免導致河流優氧化）。洗衣粉中的「磷酸鹽」會導致河

流優氧化（即藻類迅速繁殖，減少水中含氧量，使其他

生物窒息）等。 

(3) 住：減少使用罐裝噴霧劑（因其中含有氟氯碳化物，會

破壞臭氧層），例如：髮膠、除臭劑、刮鬍泡等。使用

省水、省電器材或方法。注意住宅之通風與隔熱效果，

減少冷氣的使用，盡量使用環保產品等。 

(4) 行：多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近距離路程可騎自行車或走

路。交通工具使用無鉛汽油或者電動能源車等。 

(5) 育樂：使用再生紙，原子筆換裝新墨水管，少用立可白、

立可帶等，多用抹布代替衛生紙等，減少紙張的使用。 

二、心得分享與討論：歸納學生所發表的內容，針對學生所提

的問題給予建議，並進行補充。 

    

    

肆肆肆肆、、、、綜合綜合綜合綜合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一、說明「綠色偵探觀察紀錄單（二）」的各項問題及紀錄方

式，要求學生統計自己一週總共丟棄了多少塑膠袋、免洗

餐具、寶特瓶、鐵鋁罐或其他廢棄物的數量，並寫下再利

用做法及心得及感想，在下次上課時交回。 

二、請同學在下次上課前，備妥家中上一期的水、電費帳單。 

 

 

－－－－－－－－第一節課結束－－－－－－－－ 

 

 

壹壹壹壹、、、、引起引起引起引起動機動機動機動機    

一、說明：「生活中有過缺水的經驗嗎？停電時是不是感到非常

不方便呢？」請同學發表缺水、缺電時有哪些不便的經驗。 

二、或許聽過『節約能源』的口號，但是否身體力行呢？現在

請大家根據家中的水、電費帳單，檢視你和家人使用水、電

的情形。 

三、示範台灣電力公司電費查詢作業系的電費查詢方式，並徵求

自願同學查出家中電費，展示全年使用柱狀圖及圓餅圖，比

單槍投影機 

 

 

 

 

 

 

 

 

 

 

 

 

 

 

 

 

 

 

 

 

 

 

綠色偵探觀察紀

錄單（附件二） 

 

 

 

 

 

 

 

 

 

 

筆記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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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前後差異做示範。 

    

    

貳貳貳貳、、、、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指導學生進行電費計算。 

1.我家的用電情況：我家兩個月的用電量是＿＿度；平均每人

每月的用電量是＿＿度。 

（由於電費帳單是每兩個月計價一次，故可用自己家兩個

月的用電量度數÷2÷家中人數＝平均每人每月的用電量

度數。） 

2.學生進行計算。 

3.討論每人每月的平均用電量和其他同學家比有什麼不同？  

4.請學生分享欣賞的省電作法。 

二、指導學生進行水費計算。 

1.我家的用水情況：我家兩個月的用水量是＿＿度；平均每人

每月的用水量是＿＿度。 

2.學生進行計算。 

3.討論每人每月的平均用水量和其他同學家比有什麼不同？  

4.說明若以一瓶 20 元的 1.5 公升寶特瓶水計算，必須花多少錢

才可以買到這些水呢？ 

(1)教師進行計算示範。 

（1 度水＝1立方公尺＝1,000 公升＝1,000 公斤，可裝 53加侖

汽油桶五大桶；啤酒 1,667瓶或 1.5 公升寶特瓶 667瓶） 

(2)學生進行計算並自由發表計算結果。 

(3)引導學生從此活動中，反思節約用水的必要性。 

5.請學生分享欣賞的省水作法。 

 

 

參參參參、、、、綜合綜合綜合綜合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一、歸納各種省水省電的具體作法並寫在黑板上，加深同學具

體印象。 

二、節省一塊錢就是淨賺一塊錢，積少成多國中生也能幫家人省

大錢。 

 

 

－－－－－－－－第二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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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A  理財教學單元融入既有教學單元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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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生活檢視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想想看，有多少各式各樣的現代化產品提供我們方便的生活？檢查一下，你每天用了多少

這樣的產品來解決生活上的需求？請把它寫下來。 

 

 

表 4-1-5A 理財教學單元融入既有教學單元之學習單 

 

食 

衣 

住 

行 

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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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偵探觀察紀錄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統計自己這五週總共丟棄了多少塑膠袋、免洗餐具、寶特瓶、鐵鋁罐或其他廢棄物的數量，並

紀錄下來。 

日期（依實際執行情況填寫） 
朔膠袋

（個） 

免洗餐具

（個） 

寶特瓶

（個） 

鐵鋁罐

（個） 

其他 

廢棄物 數量 

第一週（  月  日至  月  日）       

第二週（  月  日至  月  日）       

第三週（  月  日至  月  日）       

第四週（  月  日至  月  日）       

第五週（  月  日至  月  日）       

總計 （個） （個） （個） （個）  （個） 
再利用做法  

心得及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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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樣本背景資料分析研究樣本背景資料分析研究樣本背景資料分析研究樣本背景資料分析 

壹壹壹壹、、、、小學部分小學部分小學部分小學部分 

為了瞭解理財教育的實施成效，研究者自本身任教的國小中分別挑選五、六年級各兩個 

班級進行實驗教學活動，現將參與教學活動的四位班級導師、以及學生的概況介紹如下： 

一一一一、、、、教師背景資料分析教師背景資料分析教師背景資料分析教師背景資料分析    

研究者一共商請四位任教於高年級的導師參與本次的實驗研究，其中林老師與黃老師為 

六年級導師，而王老師與霜老師則是五年級導師，四位教師的背景資料如下 

（一）林老師：畢業於國立新竹師院社教系，教學年資 7年，林老師自畢業以來一直擔任導師

工作，教過的科目涵蓋了國語、數學、社會、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與美勞等，對國小各領域的課

程內容均有深入的了解，再加上是社教系的背景，其對社會科的教學更是得心應手，也希望能將更

多與社會科相關的教學課程引進課堂教學之中，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更有能力適應未來

的生活。 

（二）黃老師：本校的課程發展委員，是參與教學活動的唯一一位男性教師，自輔仁大學中文

系畢業後，因對教育工作的嚮往，報考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師資班，結業後進入學校教學已經 8年，

因為教學是黃老師的興趣所在，所以黃老師對班級的教學與經營十分的投入，其教學成效也為學校

同仁所稱許。黃老師在平常教學時，就非常喜歡將社會上所發生的時事現況，融入於課程設計之中，

希望學生能將課堂上所學的知識，應用於實際生活之中，尤其是不當理財所引發的社會事件，更是

黃老師經常提醒學生的課題，因此，當研究者邀請黃老師參與理財教育的教學活動時，他不僅欣然

答應，更在研究者的課程設計上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使教學活動能更加順利的進行。 

（三）王老師：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語教系畢業的王老師，已有 13年的教學經驗，以往大多擔

任中低年級的級任導師，今年首次嘗試高年級導師的教學工作，由於王老師擁有低年級的教學經

驗，正是其他三位老師所缺乏的，因此研究者特別商請她參與此次的教學活動，希望能就其以往的

教學經驗，對國小理財教育的課程設計提出具體的建議。 

（四）霜老師：擔任代理教師工作長達 15年，五年前才自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初教系畢業，但

因為正式教師需求普遍不足的情況，所以本學期仍擔任本校的代理教師工作，但因為長期擔任代理

教師的緣故，霜老師任教的地區十分廣泛，遠至離島的澎湖，或是台北縣偏僻的山區，都是霜老師

曾經落腳的地方，也因此她對各種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均有一定程度的認知，也深刻體會城鄉差距

對教育所造成的影響，透過霜老師參與研究，不僅使研究者對教育的城鄉差距現況有更深入的了

解，也使研究者在各項的研究設計上更加的完善。 

 

二二二二、、、、對國小理財教育的看法對國小理財教育的看法對國小理財教育的看法對國小理財教育的看法    

為了瞭解上述四位教師對國小理財教育的看法，在進行實際的教學活動之前，研究者先針對四

位教師進行訪談研究，大致獲致以下的結果： 

（一）不當的理財行為所引發的後續問題，將對國家社會產生相當大的衝擊。 

              1.不當的理財行為將造成卡奴的產生、地下錢莊的興盛、自殺率的增加，進而阻礙了  

經濟的發展、納稅人的負擔增加，並使犯罪率提高。（林師、黃師） 

2.不當的理財行為將造成自殺人數遞增，使得國家經濟成長指數下降。（王師） 

（二）理財教育是解決當前國人不當理財行為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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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透過和銀行協商及協助個人做好理財規劃，有助於健全個人理財行為。（黃師） 

2.解決不當理財行為的關鍵在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念。（王師、霜師） 

3.透過學校教育，宣導正確的理財觀，可以導正國人不當的理財行為。（林師） 

（三）目前國小學生的理財素養並不充足也不正確 

1.由於少子化造成父母對子女的溺愛，孩子零用錢過多、想要什麼就有什麼，使得學生 

            養成金錢隨手可得、不懂得珍惜、不懂得努力的錯誤金錢觀。（霜師、黃師） 

  2.根據學生在校生活行為的觀察，發現國小學生零用錢的使用方式大多為「有多少花多

少」、「支出大於收入」，甚至還會向同學借錢花用。（王師） 

  3.因為學生接觸的事物較少，生活經驗不足，理財觀念也相對較薄弱。（林師） 

（四）國小學童是有能力學習理財智能的    1.只要有基本的運算能力，再配合對家庭收支的認知，就能學習基本的理財概念。（王 

        師） 

   2.根據本身的教學經驗來看，只要透過適當的教學設計，學生是有能力可以學習正確的

理財觀念。（黃師） 

   3.理財觀念應該從小培養，從源頭教起，學生長大才不會被迷惑。（霜師） 

   4.目前九年一貫課程標準中就有提到國小學生必須學會的理財相關知識、技能與態度，

這表示國小學生是可以學習理財智能的（林師） 

（五）透過學校、家庭與社會三方面的密切配合將有助於提昇國小理財教育的成效     1.利用課程設計，結合家庭（如練習記帳）與社會資源（如理財訓練營），讓孩子從做

中學，將會使學生的理財經驗更加豐富。（林師、王師） 

   2.學校、教師、父母的密切配合將會有效提昇理財教育的效果。（黃師、霜師） 

 

  透過教師的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參與此次教學實驗的教師，都對目前國人不當的理財行為感到

憂心，也深感國小學生理財素養的不足，但對國小理財教育的實施卻是充滿了信心，相信藉由這四

位教師的實際教學活動，將能有效印證本研究所實施之國小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也能從中挖掘更

多理財教育的相關訊息，以作為日後推展國小理財教育的參考。 

 

三三三三、、、、樣本學生部分樣本學生部分樣本學生部分樣本學生部分    

本次實驗教學研究者分別挑選五、六年級各兩個班級，合計 137位學生進行教學研究，因本校

班級學生的分配均採 S型常態編班方式，各班級均涵蓋各個層面的學生，所以研究結果應能完整反

映學生的實際情況，本次研究之樣本學生的背景資料分析如下表 4-2-1A： 

 

表 4-2-1A  樣本學生背景資料分析表（N＝137） 

變 項 名 稱 人  數（人） 百分比（%） 

年級   

  六年級 68 49.6 

  五年級 69 50.4 

性別   

  男生 72 52.6 

  女生 65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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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的零用錢數目   

  沒有零用錢 27 19.7 

  50元以下 48 35.0 

  51-100元 38 27.7 

  101-150元  6  3.6 

  151-200元  5  4.4 

  200元以上 13  9.5 

零用錢的來源（可複選）   

  沒有零用錢 27 19.7 

  爸爸 64 46.7 

  媽媽 83 60.6 

  祖父母 12  8.8 

  其他長輩 12  8.8 

零用錢的用途（可複選）   

  沒有零用錢 27 19.7 

  買東西吃 50 36.5 

  買學用品 38 27.7 

  和同學出去玩 10  7.3 

  存起來 93 67.9 

  買裝飾品  8  5.8 

是否曾經和家人討論如何使用零用錢   

  是 73 53.3 

  否 64 46.7 

師長是否曾教你如何使用零用錢   

  是 115 83.9 

  否 22 16.1 

你是否希望學習有關理財的課程   

  是 59 43.1 

  否 17 12.4 

  沒意見 61 44.5 

你是否知道父母如何管理金錢   

  是 96 70.1 

  否 41 29.9 

父母管理金錢的方式（可複選）   

  放在家裡 38 27.7 

  存在銀行或郵局 94 68.6 

  買股票 18 13.1 

  買保險 37 27.0 

  買基金  9  6.6 

  跟會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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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學生基本資料分析表中，可以歸納下列相關訊息： 

  （一）、大多數的學生（80.3%）都擁有零用錢，每週的金額以「50元以下」以及「51-100元」

居多，若以各組的中位數來計算，平均每週每位學生約擁有 65元（相當每個月 260元）

的零用錢，雖較智富雜誌 2005年的調查結果低（該雜誌的調查對象為家長），但也顯示目

前的國小學生已經擁有一定數額的零用錢。而相關文獻也指出：零用錢的擁有對學生的理

財行為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韋雪琴，1994；魏秀珍，1995；Godfrey，2003/2005）。因此，

若能透過理財教育教導學生正確的金錢使用觀念，學生的理財素養應該會有效的提昇。 

   （二）、零用錢的來源主要來自於父母親。 

   （三）、大多數的學生會把零用錢存起來（67.9%），這可能和父母親主要的理財方式也是把錢存 

        在銀行或郵局（68.6%）有關﹔其次是把零用錢用在買東西吃（36.5%）和買學用品（27.7%）， 

        顯示本校學生並無特別偏差的零用錢使用行為。 

   （四）、就本校家長在學生理財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來看，曾和子女討論零用錢使用方式的家長與 

        不曾討論的大約各佔一半，這表示對大約一半的學生而言，學校教育是他學得正確理財行 

        為的唯一管道，這也突顯了學校教育在理財教育中的重要性。 

   （五）、本校的教師大多數會教導學生零用錢的使用方式（83.9%），也只有 12.4%的學生不希望 

        學習理財教育的相關課程，雖然有高達 44.5%的學生表示沒有意見，這可能和目前小學的 

        課程完全是由學校方面規劃有關，相信只要課程的設計恰當，學生一定非常希望學習理財 

        教育的相關課程。 

   （六）、有高達 70.1%的學生知道父母管理金錢的方式，這顯示學生平時非常關注家長的理財行 

        為，但卻只有 53.3%家長曾和子女討論金錢的管理，所以會有部分學生陷入「知其然，卻 

        不知其所以然」的困境，因此若能將請家長投入理財教育的工作行列，對理財教育的推展 

        將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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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中學部分中學部分中學部分中學部分    

     為了瞭解理財教育的實施成效，協同研究者自本身任教的國中分別挑選八、九年級各兩 

 個班級進行實驗教學活動，現將參與教學活動的十四老師及四個班級學生的概況介紹如下： 

一一一一、、、、教師背景資料分析教師背景資料分析教師背景資料分析教師背景資料分析    

   （一）、周老師：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學年資 15年，其中有 10年以上擔任導師的經  

        驗，其教學成效也為學校同仁所稱許，教過的科目涵蓋了國文、公民、輔導活動等，對於 

        理財教育相當的支持，在平常就會主動去了解同學金錢使用狀況，常會利用班級經營或是 

        彈性課程的時間結合時事建立孩子正確的金錢觀，再加上研究者亦擔任該班科任教師，學 

        生常會反應導師在課堂提及的經營之神王永慶的管理哲學，因此，當研究者邀請周老師參 

        與理財教育教學活動時，他便立即欣然答應。 

   （二）、莊老師：擔任本校的校刊主編，曾榮獲桃園縣國民中小學校刊雜誌類國中組全縣唯一特 

        優，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過的科目有國文、公民、健教等，有 6年任教經 

        驗，曾擔任過代課老師，考入本校後即擔任導師工作，對班級教學與經營工作十分投入。 

        因與研究者有合作編輯校刊之經驗，再加上擔任九年級班導師，該班人數及條件符合研究 

        者之研究設計，故特別商請參與本次理財教育實驗教學計畫。 

   （三）、李老師：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畢業，已有 15年的教學經驗，其中有十年以上擔任 

        導師，也曾經擔任過訓導處生教組助理工作，有多年管理學生與班級經營經驗，任教過數 

        學、輔導、童軍、家政、電腦等科目，就其以往的教學經驗認為數學、家政、電腦等科目 

        最適合理財教育課程的融入，因此研究者特別商請她參與此次的教學活動，希望能就其以 

        往的教學經驗，對國中理財教育的課程設計提出具體的建議。 

   （四）、邱老師：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到校任職後即接任導師工作，共有五年任教 

        經驗，目前擔任八年級導師，任教科目為地理科但也曾配過公民及綜合活動課，有鑒於網 

        路及電話詐騙的盛行，政府及學校的大力宣導反詐騙，認為理財教育應該是多元而廣泛， 

        且要契合社會脈動及發展，可讓學生發揮影響力進而擴散至家庭之中，而該班也是研究者 

        任教班級，配合課程設計需要特別邀請邱老師一同加入實驗教學行列，積極進行教學課程 

        及實施調查問卷，使教學活動能更加順利的進行。 

   （五）、唐老師：政治大學社會系畢業，目前任教公民及英文兩科，對目前國中課程設計有相當 

        的個人見解，尤其在多年的教育改革下的台灣中學教育，認為其中對理財工具、方法及態 

        度的課程設計相當缺乏也不夠詳細，目前已有十年的任教經驗，有帶過體育班和普通班級 

        的班導師經驗，也因此她對各種不同學習背景及學習態度的學生均有一定程度認知，深刻 

        體會家長期許對教育所造成的影響，透過唐老師參與研究，使研究者在各項的研究設計上 

        更加完善。 

   （六）、方老師：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畢業，有十年任教經驗，其中有七年的時間在擔任導 

        師，任教科目為數學科，本身對理財就相當有興趣，多年沉浮於股海深知多元理財及理財 

        教育要趁早的重要性，常會就個人經驗並結合時事來講解數學習題的運用，上課內容活潑 

        而生動，因此特別商請方老師參與此次的理財教育實驗教學，在數學及綜合活動兩科給筆 

        者許多建議，以及不同角度的思維邏輯。 

   （七）、鄒老師：為本校資深電腦及英文教師，有 30年的教學經驗，東吳大學畢業後繼續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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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德州州立大學深造，教師涵養過程學貫東西遍及傳統及現代。邀請鄒老師參與此次的 

         理財教育實驗教學，在電腦課程中深入淺出講解試算表操作，應用圖例分析同學的金錢 

        花費，加上美式開放教學風氣，讓學生在課堂中自主學習多面向思考，希望學生能將課堂 

        上所學的知識，應用於實際生活之中，鄒老師教學經驗豐富，給予研究者相當多寶貴經驗， 

        改進和修正教案及教學流程，讓參與過程的老師與同學獲益良多。 

   （八）、吳老師：國立中興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有 9年的教學經驗，其中六年擔任導師工作， 

        班級經營管理績效卓著，目前擔任本校公民科專任教師，吳老師在平常教學時就非常喜歡 

        將社會上所發生的時事現況，融入於課程設計之中，尤其是不當理財所引發的社會事件， 

        更是吳老師經常提醒學生的重點，因此，當研究者邀請吳老師參與理財教育的教學活動時 

        便立即欣然答應，再加上今年初才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對論文撰寫、統 

        計及問卷調查，不僅印象深刻且嫻熟，而公民又是吳老師專長科目，理財主題又是吳老師 

        平時上課著重的重點，提供給筆者相當豐富的教學概念及課程實施策略。 

   （九）、憶老師：中國文化大學音樂系畢業，為學校專任音樂教師兼任戲劇教學工作，有 12年 

        音樂教學資歷，因為音樂與理財教育在字面上的第一印象是蠻難做連結的，所以在商請憶 

        老師參與理財實驗教學的過程中，先是疑惑再是好奇，但在說明課程設計與理財教案設計 

        理念後，便欣然答應且積極配合，加上憶老師有多年教學經驗且嫺熟音樂教材，對研究者 

        的設計教案多所指正，尤其在音樂史的部份更是多所著墨，提供研究者許多音樂知識及音 

        樂家的奇聞軼事，讓研究者教案設計內容更趨完善。 

   （十）、彭老師：國立體育大學畢業，有兩年的教學資歷，目前為學校代理教師，任教科目有 

    體育及綜合活動，因為代理課程的關係，故特別商請彭老師參與此次的實驗教學活動，討 

    論教案設計的過程，讓研究者了解到體育科系畢業教師，在大學養成教育及師資培訓過程 

    中，對於理財教育此一範疇著墨其實不多，要在課堂中要用融入或是潛移默化的方式達成 

    理財知識、態度和技能的養成是有相當的困難，更遑論教師因不了解而排斥或是刻意忽視。 

   （十一）、瑤老師：國立政治大學畢業後，再到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進修，並取得音樂學士及 

        碩士學歷，是學校直笛團的指導教師，有 11年的教學經驗，帶領學生團隊績效卓著，年 

        年都獲得全縣和全國音樂比賽優等以上成績，加上瑤老師留學美國的求學經驗，上課有西 

        式開放作風，經研究者邀請，便立即欣然答應參與此次的理財教育實驗教學活動。 

   （十二）、蔡老師：文化大學家政系畢業，目前是學校專任的家政教師，有 18年的任教年資， 

        其中有 10年以上的導師資歷，教學和班級經營的經驗豐富，對於家政課程中的學生金錢 

        觀教學有獨到見解，對於參加此次教學實驗非常主動積極，加上蔡老師目前正在文化大學 

        家政研究所進修，時常會在課堂中融入所學新知，亦包涵理財教育的部份，為研究者設計 

        的教材激盪出新的火花。 

   （十三）、陳老師：彰化師範大學工教系畢業，任教年資 27年，目前為學校專任電腦教師，任 

        教科目包涵理化、地科、電腦，本身就善於理財，對各種理財工具和風險知之甚詳，對於 

        資訊科技融入理財相當嫺熟，因此在教案設計上給研究者相當多不同於研究者文獻探討的 

        見解，以及融合時事及人生經驗的特別看法，讓筆者不僅在教學上獲益良多，更在生活獲 

        得相當多的助益和啟發。 

   （十四）、林老師：高雄師範大學音樂系畢業，任教年資 10年為學校音樂教師，任教科目音樂 

        及英文，為學校訓育組行政助理，綜理管樂團、直笛團、合唱團等社團相關業務，屢獲佳 

        績績效卓著，再加上有 6年導師經驗兼任行政業務，故特別商請加入此次實驗教學，對音 

        樂課程設計及教案多所著墨，使研究者如獲至寶裨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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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對國對國對國對國中中中中理財教育的看法理財教育的看法理財教育的看法理財教育的看法    

 為了瞭解上述十四位教師對國中理財教育的看法，在進行實際的教學活動之前，研究者先  

 針對十四位教師進行訪談研究，大致獲致以下的結果： 

   （一）、周老師：國內教育雖強調五育並重，但其實仍是智育掛帥，國小教育尚稱教學正常，孩 

       童可在許多活動中參與學習及落實在生活教育當中，而國中教育因有著升學壓力，許多科 

       目並未能正常教學，更遑論理財教育了；其實你不理財財不理你，如何從學校教育讓學生 

       知道理財的重要性，進而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實是時勢所趨。 

   （二）、莊老師：鑒於家庭教育功能的日漸式微，以及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學校有必要教導學生 

       ㄧ些基本而正向的理財觀念和態度；「吃米要知米價」因此了解物價水平與父母收入並能體 

       會工作的辛苦，建立惜物知足的價值觀是刻不容緩的課題。此外，對於家庭經濟情況差的 

       學生，使其在學校課程中習得理財知識、態度及技能，讓其在家庭中發揮影響力，認知脫 

       貧是全家人的共同目標，激發全家脫貧的動力，讓家庭更有凝聚力，可以解決更多經濟弱 

       勢家庭因為每日孜孜矻矻為生活奮鬥，對下一代缺乏時間照料所產生的學生問題，畢竟學 

       生問題導源於家庭教育的功能不彰，故更不可小覷理財教育所引發的附加功能。 

   （三）、李老師：現在家長孩子生得少所以個個都是寶，過度寵愛或是依賴性過大，為了讓孩子 

       能夠為了生存而積極勇敢的跨出每一步，而不是很輕易的放棄或者總是選擇逃避而沒有面 

       對挑戰解決問題的能力，所以從小讓孩子學習理財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因為當今社會的 

       普世價值觀就是經濟獨立是ㄧ個人邁向成年獨當ㄧ面的開始；最近幾年卡債、連動債等金 

       融爭議不斷發生，需要從國中階段對學童進一步教育金融理財的相關知識，加強自我保護 

       意識，幫助自己與家人守住進而增加辛苦賺來的每一分錢。 

   （四）、邱老師：由於時空環境的變遷，金融市場充斥著太多不同的理財工具，國中階段的公民 

       課程或是老師的師資養成背景大多只能以儲蓄方式教導學生，已無法因應目前多元而快速 

       的金融市場需求，再加上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台灣已不可自外於世界金融的發展，要和國 

       際接軌，學生理財基本知識一定要具備，前一段時間發生的金融海嘯、連動債、卡債等問 

       題的一再發生，更促使主管教育當局邀開始重視此一問題，就像台灣要興建十大建設時推 

       動政策的理念「今日不做，明日一定會後悔」一般。 

   （五）、唐老師：這幾年台灣金融詐騙的案例和技法早已遠近馳名，手法亦不斷翻新、詐騙基地 

       越洋跨海反攻大陸，情況相當嚴重，卡奴、卡債案例之普遍，也顯示台灣民間金融知識普 

       遍不足，從中小學階段進行理財教育推展工作已到了刻不容緩的階段，雖然國中公民課程 

       已有經濟教育的設計，但在理財工具、理財方法及理財觀念的介紹雖有提及，但仍顯缺乏 

       系統又不夠詳細，若用融入方式進行教學應該相當有助於學生理財觀念的培養。 

   （六）、方老師：就數學老師以及個人經歷的觀點，理財教育愈早做愈好，國中生再這一部分的 

       知識很缺乏，出了社會後，大多認為投資只有傳播媒體常提及的股票一途，結果多以慘賠 

       收場。 

   （七）、鄒老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理財教育效果顯而易見，用簡單的試算表就可以進行投資報 

       酬率、貸款利率與金額、信用卡循環利息、存款與複利的計算等複雜的演算，或是利用網 

       際網路蒐集理財資訊，目前各大銀行都有提供網路銀行、財富管理及個人金融的資訊，若 

       是能讓事實與課程內容相結合，成果必會事半功倍。 

   （八）、吳老師：贊成學生提早學理財，社會上金融知識普遍不足也不夠成熟，學生族群的比例 

       更低，因此正確的財務觀念愈早建立愈好，目前社會充斥許多不正確的財務觀念，透過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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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媒體的大肆渲染連續播送，容易使判斷能力不成熟的國中學生建立錯誤的金錢觀，例如 

       現金卡廣告用預借現金來完成開花店的夢想，卻忽略了現實面的揹債壓力與還錢的責任 

       感，畢竟享受借錢的方便也要付出高額的利息費用，高報酬就必須付出高風險的代價，要 

       及早建立國中學生正確的理財觀念，否則等到長大再來導正就很困難。 

   （九）、憶老師：理財涉及消費行為，教學應以幫助學生認識消費目的並懂得節約，而零用錢也 

       是有限的，一但超過預算要會思考取捨，人只要一睜開眼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樣樣都需 

       要錢，怎樣把錢花在刀口花在對的地方，都是需要經過學習的，因此理財教育的推行就如 

       同推行品德教育一般重要，都要建立正向而積極的價值觀，對人的一生影響甚大，絕不可 

       等閒視之。 

   （十）、彭老師：台灣的新聞台以及報章媒體實在太多了，資訊爆炸又混亂 ，很多學生都反應 

       理財觀念很深奧大多有聽沒有懂，如果不是自己曾買賣過股票，可能還不懂電視上紅紅綠 

       綠的數字，或是粗細不一的線條圖，此外，儲蓄、個人信用、風險觀念、投資與報酬等， 

       都是中學階段所應涉獵及學習的重點。 

   （十一）、瑤老師：教育是替未來作準備，不是要解決現在的問題，理財教育是教學生金融素養， 

       不是要他們現在就去投資，而現在家庭小孩的數目少資源較集中，學生的零用錢已較過去 

       大幅成長，各種商品廣告的誘惑又多，具備正確消費習慣很重要，以下提供幾個方向及作 

       法，第一：認清必要、想要、需要及不需要的差異；第二：確定實用性及功能再做選擇； 

       第三：學生身上的錢不要帯太多，車資、餐費及少許零用即可，養成節儉習慣，因為由儉 

       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第四：教導學生有能力分配自己的金錢，更要學會施捨，看到身邊比 

       自己更有需要的人，能實踐體會施比受有福的人生觀。 

   （十二）、蔡老師：理財教育對於在物質生活富裕的孩子而言，是件刻不容緩的事。孩子們要什 

       麼有什麼，但也造成他們揮霍的習慣，故理財教育要從小的家庭教育就開始，除了學校及 

       社會教育之外，家長才是理財教育最重要的角色扮演者。 

   （十三）、陳老師：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但大家都想吃免費的午餐，更突顯建立學童正確觀念 

       的重要性，而教導學生記帳與儲蓄外，更要能正確解讀財務金融工具，了解網路詐騙以及 

       不可能有穩賺不賠的投資工具，因為只要有投資一定有風險，要將理財內化成學生內在認 

       知的一部份，因為理財不僅是現代人必備的知識也是常識，對於理財工具及其風險極有必 

       要融入在教學之中，以培養學生適應現代生活的能力 

   （十四）、林老師：師資的養成與家長的態度對建立中學生的理財觀相當重要，學生帶昂貴手機、 

       穿名牌運動鞋的大有人在，普遍缺乏愛物惜物的觀念，訓導處有很多同學的遺失物，放了 

       很久都沒有人來認領。若教導學生記帳的方式和儲蓄的習慣，認識各種投資工具及如何不 

       陷入消費陷阱，並妥善作好金錢規劃，對中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很有幫助，過去為了傳 

       達愛物惜物的觀念舉辦跳蚤市場或是舊衣回收，但效果有限，因為捐助物品若沒賣出去又 

       要退回給捐助者，久而久之大家嫌麻煩物資就愈捐愈少，應該把理財教育納入正式教材， 

       效果才會顯著，免得日後經歷慘痛教訓之後花大錢再來學理財。 

 

  透過教師的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參與此次教學實驗的教師，都對目前國人不當的理財行為感 到

憂心，也深感國中學生理財素養的不足，但對國中理財教育的實施卻是充滿了信心，相信藉由這十

四位教師的實際教學活動，將能有效印證本研究所實施之理財教育融入國中課程教學的成效，也能

從中挖掘更多理財教育的相關訊息，以作為日後推展國中理財教育的參考。 

 



 130

 

    三三三三、、、、樣本學生部分樣本學生部分樣本學生部分樣本學生部分    

    本次實驗教學研究者分別挑選八、九年級各兩個班級，合計 138位學生進行教學研究，因

本校班級學生的分配均採 S型常態編班方式，各班級均涵蓋各個層面的學生，所以研究結果應能完

整反映學生的實際情況，本次研究之樣本學生的背景資料分析如下表 4-2-2A： 

 

表 4-2-2A 樣本學生背景資料分析表（N＝138） 

變 項 名 稱 人  數（人） 百分比（%） 年級     八年級 68 49.3   九年級 70 50.7 性別     男生 69 50.0   女生 69 50.0 父親的教育程度   小學 6 4.3 國中 16 11.6 高中（職） 68 49.3 大專院校（含技術學院） 40 29.0 研究所以上 8 5.8 母親的教育程度   小學 3 2.2 國中 13 9.4 高中（職） 85 61.6 大專院校（含技術學院） 28 20.3 研究所以上 9 6.5 父親的職業類別   第一類（大專校長.老師、醫師、大法官等） 10 7.2 第二類（中小學校長.教師、會計師、律師等） 6 20.3 第三類（技術員、縣市議員、批發商等） 30 21.7 第四類（水電工、店員、自耕農、司機等） 40 29.0 第五類（家庭主婦、清潔工、無職業等） 24 17.4 母親的職業類別   第一類（大專校長.老師、醫師、大法官等） 2 1.4 第二類（中小學校長.教師、會計師、律師等） 30 21.7 第三類（技術員、縣市議員、批發商等） 18 13.0 第四類（水電工、店員、自耕農、司機等） 32 23.2 第五類（家庭主婦、清潔工、無職業等） 47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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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用錢的用途 （可複選）     沒有零用錢 15 10.9   買東西吃 69 50.0   買學用品 49 35.5   和同學出去玩 35 25.4   去網咖 10 7.2   買裝飾品（服飾、手錶） 24 17.4   買線上遊戲 20 14.7   沒固定的零用錢 51 37.0 會將零用錢存起來嗎？     不會 22 15.9   少部分存起來 45 32.6   大部分存起來 61 44.2   都存起來 10 7.2 曾經和家人討論過如何使用零用錢     是 56 40.6   否 82 59.4 學校師長曾經教過你如何使用零用錢嗎？     是 76 55.1   否 62 44.9 知道你的父母如何管理金錢嗎？      知道 102 73.9    不知道 34 24.6 如果知道，管理方式為何？（可複選）     放在家裡 30 21.7   存在銀行或郵局 104 75.4   買股票 31 22.5   買保險 65 47.1   買基金 13 9.4   買房地產 2 1.4   民間互助會（跟會） 7 5.1 知道目前家中的保險規劃嗎？     知道 65 47.1   不知道 73 52.9 如果知道，他們所參與的保險為何？（可複選）     公保 5 3.6  勞保 43 31.2   健保 63 45.7   壽險 22 15.9   儲蓄險 12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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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險 39 28.3   強制汽車責任險   9 6.5   意外險 39 28.3   旅遊平安險 9 6.5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 10 7.2 喜歡閱讀有關理財的文章或新聞嗎？       喜歡   37 26.8  不喜歡 101 73.2 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有沒有幫助？     有幫助 61 44.2  沒有幫助 77 55.8 希望學校教師在課堂上教一些有關理財的課程嗎？     希望   13 9.4  不希望   96 69.6  沒意見 29 21.0 
 

 

  從上述學生基本資料分析表中，可以歸納下列相關訊息： 

   （一）、抽樣樣本為國中八、九年級學生，男女比例大致各佔一半，父親職業類別大多為第四 

   類別，如：水電工、店員、自耕農、司機等藍領階級工作；母親職業類別大多為第五類別，  

   ：家庭主婦、清潔工、無職業等基層工作類別，這和學區附近多為工業及住商混合區有相 

   當關係，父母平日忙於工作，少有時間參與學生國中階段課程，但對學校活動大致上會加 

   以關心，加上父母親教育程度大多數為高中或是職校，在早期舊教材對於理財教育涉獵並 

   不多，且缺乏有系統而全面的課程規劃，因此，學生在成長過程的家庭教育中，鮮少會像 

   學校教育教導最新而正確的理財知識，若能透過理財教育教導學生正確的金錢使用觀念， 

   學生的理財素養應該會有效的提昇；至於雙親職業類別是第一、二類別也佔了總數三分之 

   ㄧ以上，故在課程設計上也不能偏廢經濟狀況較佳家庭的學生。 

   （二）、在零用錢的用途上，大多數學生是拿來買東西（50.0%）或是買學用品（35.5%），而會 

       將零用錢的大部分存起來的比例也相當高（44.2%），這可能和父母親的主要理財方式也是 

       把錢存在銀行或郵局（75.4%）有關，顯示本校過半學生並無特別偏差的零用錢使用行為， 

       但去網咖（7.2%）、買線上遊戲（14.7%）加起來的比例也超過兩成，這顯示 E世代的網路 

       科技發達，透過資訊及網路科技融入教學當中，將是未來的必然趨勢，因此，理財教育當 

       然也不能自外於資訊科技，必須相結合才能事半功倍，提升教師的資訊技能更是不可或缺， 

       最後更有 37.0%學生沒有固定零用錢，亦顯示教導理財教育的重要性，要提早養成學生儲 

       蓄習慣和正確的金錢觀，才能把錢花在刀口上。 

   （三）、就本校家長在學生理財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來看，曾和子女討論零用錢使用方式的家長佔 

       40.6%，而不曾討論的佔 59.4%將近六成，而青春期的學生和家人的互動原本就少，這顯示 

       一個警訊，就是學校教育是國中階段的學生學得正確理財行為不可或缺的管道，這也突顯 

       了學校教育在理財教育中的重要性。 

   （四）、本校的教師大多數會教導學生零用錢的使用方式（55.1%）但比例僅超過一半，也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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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的學生希望學習理財教育的相關課程，不希望的比例佔 69.6%顯示國中階段面臨基本 

       學力測驗的壓力，為了拼基測考試已經考不完，若要增加科目或教學內容，學生打從內心 

       反對，而 21.0%的學生表示沒有意見，這和目前中學的課程完全是由學校方面規劃，以及 

       在前測對實驗教學內容有未知的疑慮有關，在不增加原課程設計並以融入方式融入現有課 

       程，學生應該會希望學習理財教育的相關課程。 

   （五）、有高達 73.9%的學生知道父母管理金錢的方式，存在銀行或郵局佔 75.4%、買保險佔 

       47.1%，這顯示學生平時非常關注家長的理財行為，但卻只有 40.6%家長曾和子女討論金錢 

       的管理，這和國中階段家長對學生教養方式有很大關係，國中階段青春期的學生面臨升學 

       競爭壓力，父母常會要求小孩專心唸書，家裡大小事皆不需要去操心，加上家家小孩又生 

       得少個個都像寶，常會養成吃米不知米價，不食人間煙火的現象，因此若能透過各種親職 

       教育活動及課程，讓家長投入理財教育的工作行列，對理財教育的推展將會有相當大的幫 

       助。 

   （六）、知道家中保險規劃的學生有 47.1%未超過半數，其中知道參與項目為健保的有 45.7%， 

       人吃五穀雜糧不可能不生病，表示學生對常接觸的全民健康保險最為熟悉。知道勞保佔 

       31.2%，顯示本校學區家長多為藍領勞工階級，其子女多少有些接觸和了解，其次知道比例 

       較高的有醫療險 28.3%、意外險 28.3%，這和學校學生保險、隔宿露營以及畢業旅行的活動 

       辦理和宣導有極大關係，國中八、九年級學生已知道透過保險可獲得理賠金或是保險公司 

       會支付醫療相關費用。 

   （七）、在閱讀理財文章或新聞方面，不喜歡的比例高達 73.2%這是一個警訊，其一是國中階段 

       的閱讀教育需再加強，讓同學有意願拿起課本以外的書籍來閱讀，再來要求學生縮小範圍 

       來讀理財文章或新聞，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達成。 

   （八）、在學生對理財教育一知半解的前提下，認為學習理財對國中生幫助方面有 44.2%，而希 

       望教師在課堂教授理財課程僅佔 9.4%，比例連一成都不到，顯示國中學生對於增加新課程 

       或是教材內容極為排斥，認為增加內容就是增加考試負擔，因此從數字可看出不希望在課 

       堂教授理財知識的比例佔 69.6%，沒意見佔 21.0%，因此在考試引導教學的國中階段，再加 

       上對理財課程不了解的情況下，會出現如此比例便不會感到意外，這也是此次理財教育實 

       驗教學所要探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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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理財教理財教理財教理財教學課程學課程學課程學課程的實施成效的實施成效的實施成效的實施成效---小學部分小學部分小學部分小學部分 

    研究者主要透過樣本學生在理財教育課程教學前以及教學後之「理財觀」的前後測結果，以及

整個教學課程結束後對部分樣本學生以及實際從事教學之教師的訪談資料，來探究理財教育的實施

成效。 

    壹壹壹壹、、、、樣本學生樣本學生樣本學生樣本學生「「「「理財觀理財觀理財觀理財觀」」」」之前後測結果分析之前後測結果分析之前後測結果分析之前後測結果分析    

研究者為了解理財教育的實施成效，以自編之「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 

中，針對參與實驗教學的學生分別於實驗教學前（96年 11 月 12-16日）與整體實驗教學完成後（98

年 4月 14-18日）進行施測。該問卷一共有 40個題目，每一個題目均有五個選項，分別為「非常

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無法作答」。其計分方式為「非常同意」4分；「同意」

3 分；「不同意」2 分；「非常不同意」1分；「不清楚」則不列入計分，反向題則「非常同意」為 1

分；「同意」2 分；「不同意」3 分；「非常不同意」4 分；「不清楚」一樣則不列入計分；。每一題

的平均分數（選答「不清楚」者及遺漏值不列入平均）愈高，代表學生的理財觀愈趨於正確﹔若平

均分數愈低，則表示學生的理財觀愈趨於錯誤。於計算出每一題目的前後測平均數之後，再利用相

依樣本 t考驗檢定其前後測之間是否有達到顯著差異水準，調查結果分析如下表 4-3-1A： 

 表 4-3-1A   樣本學生「理財觀」之前後測結果分析表 題號 題             目 
前測 平均數 

後測 平均數 

進步 幅度 
t值 

1 所謂節儉就是「該用就用，當省則省」。 3.33 3.66 0.33 -4.011
＊＊

 

2 對我而言賺錢最快樂的事就是能立刻把它花掉。 3.42 3.55 0.13 -1.259 

3 
多和家人或朋友討論各種商品的價格和品質，可以讓我的錢發揮更大的功效。 

3.23 3.44 0.21 -2.101
＊

 

4 在運用零用錢的時候，應該有負責的態度，並能謹慎使用。 3.40 3.73 0.33 -4.056
＊＊

 

5 我買貴重的東西，可以讓同學更加看重我、尊重我。 3.20 3.34 0.14 -1.226 

6 要購買現在最流行的東西，才能趕上時代的潮流。 2.89 3.27 0.38 -3.556
＊＊

 

7 我認為把錢存起來對國家社會是沒有幫助的。 3.30 3.37 0.07 -0.612 

8 為了將來購買我想要的東西，進行儲蓄是很重要的。 3.36 3.51 0.15 -1.643 

9 我的零用錢很少，儲蓄的事等以後有錢再說。 2.93 3.29 0.36 -2.858
＊＊

 

10 我認為儲蓄金錢對我是有幫助，但對他人沒有任何好處。 2.73 3.15 0.42 -3.644
＊＊

 

11 把錢放在撲滿或抽屜裡是最安全又有效的保管方式。 2.41 2.60 0.19 -1.434 

12 能擁有我想要的一切是很重要的。 2.23 2.41 0.18 -1.405 

13 
我現在只是學生，等到開始工作賺錢的時候，再來規劃儲蓄的事情還來得及。 

3.34 3.48 0.14 -1.365 

14 
如果現在沒有足夠的錢來購買物品，可以透過儲蓄的方式來達成。 

3.36 3.55 0.19 -2.170
＊

 

15 

除了可以將錢放在金融機構（如銀行、郵局）賺取利息之外，還可以將錢拿來投資（如買股票、買基金、開店），有時候可以賺更多的錢。 

2.74 3.40 0.66 -2.4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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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各家銀行付利息的方式不同，我們應該多加比較，再將錢存進去。 

2.91 3.31 0.40 -3.078
＊＊

 

17 
在生活中你「需要」的東西和你「想要」的東西有時候是不同的。 

3.12 3.42 0.30 -2.898
＊＊

 

18 
不同的消費行為會帶來不同的後果，所以進行消費時要小心謹慎。 

3.42 3.71 0.29 -3.579
＊＊

 

19 
在購買東西之前，應先列出優先順序，再根據擁有的金錢依序購買。 

3.25 3.58 0.33 -3.374
＊＊

 

20 
在購買物品時，我會貨比三家，在了解物品的價格和品質之後再購買。 

3.35 3.55 0.20 -2.232
＊

 

21 
零用錢不夠花，是因為沒有事先規劃以及使用不當，而不是錢太少。 

3.17 3.39 0.22 -2.189
＊

 

22 

因為人們所擁有的金錢是有限的，所以應該妥善規劃金錢的使用方式，盡量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負擔。 
3.41 3.71 0.30 -3.573

＊＊
 

23 

我們年紀小無法工作賺錢，所以不需要學習理財規劃的相關知識與技能，等長大能賺錢時再學也不遲。 
3.13 3.39 0.26 -2.270

＊
 

24 我們可以根據廣告的內容，去決定是否購買該產品。 2.42 2.60 0.18 -1.482 

25 可以透過記帳的方式，來了解自己使用金錢的方式。 3.31 3.50 0.19 -2.029
＊

 

26 

投資是有風險的，有時候會賺錢，但有時候會賠錢，所以要小心規劃。 
3.37 3.59 0.22 -2.496

＊
 

27 
在進行投資(例如買賣股票)之前，應該充分的收集相關的資料，這樣才容易賺到錢。 

2.85 3.27 0.42 -3.275
＊＊

 

28 
地球上的資源還很多，可以盡量消費，對人類來說不會產生影響。 

3.48 3.64 0.16 -1.556 

29 
即使我所購買的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會對環境產生影響，那也是廠商的事情，跟我無關。 

3.28 3.47 0.19 -2.125
＊

 

30 我願意多花一點錢購買對生態環境危害較低的產品。 2.88 3.42 0.54 -4.861
＊＊

 

31 
在購買產品時，應該考慮到該產品對學校、社會、國家、整體環境的影響。 

3.31 3.48 0.17 -2.054
＊

 

32 
我們可以透過借錢的方式，來購買現在買不起的物品，而不必考慮是否有能力償還。 

3.42 3.59 0.17 -1.620 

33 按時償還債務能夠提昇一個人的信用。 3.12 3.47 0.35 -2.888
＊＊

 

34 人們在借錢之前應先考慮自己的還錢能力。 3.46 3.65 0.19 -2.309
＊

 

35 
用信用卡購買東西十分方便，可以多加使用，付款的事交給父母親就可以了。 

3.38 3.61 0.23 -2.457
＊

 

36 我們應該珍惜所購買的東西，讓它可以發揮最大的功效。 3.43 3.69 0.26 -3.061
＊＊

 

37 在買賣過程中，買方與賣方都各自負擔著權利與義務。 3.32 3.61 0.29 -3.633
＊＊

 

38 我們可以透過決策模式來解決所面臨的理財問題。 3.09 3.40 0.31 -2.718
＊＊

 

39 
金錢是用來滿足個人的需求，不必將多餘的錢捐出來，去關懷弱勢團體。 

3.18 3.26 0.08 -0.601 

40 遇到理財問題時應先確認理財目標，再尋找可能解決的方 3.39 3.66 0.27 -3.354
＊＊

 



 136

法。 

 總平均 3.16 3.42 0.26 -6.537
＊＊

 ＊ p＜.05   ＊＊ p＜.01 

    從上述分析表中可以發現： 

一、從平均數來看，除了前測的第 11、12、24 題以外，其他各題的前測、全部題目的後 

測或是總平均的平均數都超過題項的平均數 2.5 這顯示學生的理財觀不管在教學前 

或是教學後都是趨於正確。 

    二、以前測各題的平均數來看，以第 28 題「地球上的資源還很多，可以盡量消費，對人類來

說不會產生影響。」（3.48）；第 34題「人們在借錢之前應先考慮自己的還錢能力。」（3.46）

以及第 36 題「我們應該珍惜所購買的東西，讓它可以發揮最大的功效。」（3.43）的平均

數為最高，可能因為這類的理財觀念時常見諸於相關教育宣導資訊上，使學生在潛移默化

中具備了這方面的觀念。 

  三、至於前測各題的平均數較低的是：第 12 題「能擁有我想要的一切是很重要的。」（2.23）；

第 11題「把錢放在撲滿或抽屜裡是最安全又有效的保管方式。」（2.41）以及第 24題「我

們可以根據廣告的內容，去決定是否購買該產品。」（2.42）。這些題目學生日常雖然會接

觸到，但卻是似是而非的觀念，若沒有經過教師的細心分析與指導，容易造成學生的誤解，

因此測驗結果就可能較為低落。 

    四、就後測結果來分析，可以發現平均數較高的是第 4題「在運用零用錢的時候，應該有負責

的態度，並能謹慎使用。」（3.73）；第 18 題「不同的消費行為會帶來不同的後果，所以

進行消費時要小心謹慎。」（3.71）與第 22 題「因為人們所擁有的金錢是有限的，所以應

該妥善規劃金錢的使用方式，盡量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負擔。」（3.71），平均數已相當接

滿分 4 分。而其他平均數相對較低的題項除第 11、12、24 題仍屬偏低（3 以下）之外，

都超過 3.15以上，顯示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之後，具備了較正確的理財觀念。 

五、若將前後測的結果相互對照，可以發現各題目的後測成績以及總平均都高於前測成績，而

透過相依樣本 t 考驗的統計分析也發現，一共有 30 個題目（佔所有題目的 75%）的前後

測差異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後測結果明顯優於前測，由此可推論透過此次理財教育相關課

程的實施，對學生的理財觀的成長是具有相當的成效。 

 

    若進一步針對理財觀調查問卷中所涵蓋的 7 項理財教育主題來分析，可以獲致以下的結果： 表 4-3-2A   樣本學生各項理財教育主題之前後測結果分析表 
理財教育主題 前測平均數 後測平均數 進步幅度 t值 

儲蓄 3.04 3.33 0.29 -4.713＊＊ 
投資 2.99 3.42 0.43 -3.979＊＊ 
消費行為 3.03 3.28 0.25 -5.386＊＊ 
金錢的使用 3.29 3.53 0.24 -4.462＊＊ 
做決策 3.23 3.51 0.28 -3.969＊＊ 
理財責任 3.21 3.45 0.23 -4.809＊＊ 
倫理關懷 3.28 3.52 0.24 -4.270＊＊ 

                                                       ＊ p＜.05   ＊＊ p＜.01 
  由上述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 

一、每一項理財教育主題的後測結果都高於前測結果，而且透過相依樣本 t考驗的統計分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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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達到顯著差異的水準，表示後測的結果明顯優於前測結果，也就是代表透過理財教育課

程的實施，對增進學生的理財觀念是具有相當的成效性。 

二、若從前測結果來看，以有關「投資」、「消費行為」與「儲蓄」方面的理財觀較差，這也表

示學生在這方面的先備觀念較為薄弱，其中「投資」原本就是學生較少接觸的理財教育主

題，而「消費行為」與「儲蓄」等主題，雖然學生於日常生活中接觸機會較多，但可能仍

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例如「我們可以根據廣告的內容，去決定是否購買該產品」（平

均 2.42 分）；「把錢放在撲滿或抽屜裡是最安全又有效的保管方式」（平均 2.41分）等觀

念容易造學生的誤解，以致造成這兩項理財教育主題的整體平均數較低。 

三、而研究者進一步以「相依樣本變異數分析」針對這七項理財教主題的前測結果進行統計分

析，發現這七項理財教育主題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性（F＝9.584；P＝0.00＜0.01），而且

透過事後檢定也顯示「投資」、「消費行為」與「儲蓄」的前測結果明顯低於其他四項理財

教育主題，因此這三項理財教育主題是將來實施理財教育應該要特別加強的部分。 

四、就後測的結果來分析，每一項理財教育主題的平均數都相當的高，雖然「投資」、「消費行

為」與「儲蓄」的平均數仍是相對較低，但卻是進步幅度較多的理財教育主題，尤其是「投

資」部分的進步幅度最大（0.43 分），而各個理財教育主題之間的平均數差異也較前測的

結果小，而且透過「相依樣本變異數分析」雖然仍達到顯著差異水準（F＝4.428；P＝0.00

＜0.01），但事後檢定的結果發現只有「消費行為」的後測結果明顯的低於其他六項理財

教育主題，這顯示了透過理財教育的實施，對學生整體的理財觀念的提昇是相當有效的，

也代表了此次理財教育的實施是具有相當的成效。 

五、因為本次的課程設計是分別融入於五、六年級的課程中實施，研究者也想進一步了解所設

計之課程是否會因為學生年級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實驗結果，因此透過獨立樣本 t 考

驗，針對前後測的結果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前測的總平均會因為年級的不同而有顯著

的差異（t＝2.342，p＝0.021＜0.05），但後測總平均卻沒有顯著的差異，代表了學生在

接受理財教育前，因為先備知識的不同，所具備的理財觀念也不同﹔但在接受理財教育的

課程之後，則大家的理財觀念就沒有差異了，這也顯示了研究者所設計的高年級理財教育

相關課程同時適合五、六年級學生的學習，並不會造成學生學習上的困擾。 

 

貳貳貳貳、、、、理財教學課理財教學課理財教學課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後程實施後程實施後程實施後，，，，學生對理財學生對理財學生對理財學生對理財教育課程教育課程教育課程教育課程之之之之看法看法看法看法 

  而研究者也在後測的調查問卷中，透過相關題目來詢問樣本學生，在接受完理財教育課程之

後，對理財教育課程的實際看法，樣本學生的回答如下：  表 4-3-3A  樣本學生對理財教育課程之看法分析表（N＝137） 
變 項 名 稱 人  數（人） 百分比（%） 

你喜歡老師教導的理財教育課程嗎？   

  喜歡 123 89.8 

  不喜歡  12  8.8 

 沒意見   2  1.4 

你希望老師繼續教導理財教育課程嗎？   

  希望 114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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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希望 15 10.9 

 沒意見  8  5.8 

學習理財教育課程對你的日常生活有幫助嗎？   

  有 130 94.9 

  沒有   7  5.1 

學習理財教育課程對其他科目的學習有幫助嗎？   

  有 109 79.6 

  沒有 28 20.4 

理財教育課程放入哪一科目中實施最好（可複選）   

  國語 25 18.2 

  數學 54 39.4 

  社會 64 46.7 

  自然 19 13.9 

  綜合活動 67 48.9 

  體育 35 25.5 

  音樂 16 11.7 

  美勞 18 13.1 

  電腦 47 34.3 

  英語 17 12.4 

鄉土語言 14 10.2 

教學過程中你最喜歡的理財教育主題（可複選）   

  金錢的意義 72 52.6 

  金錢的由來 60 43.8 

  金錢的功能 74 54.0 

  所得 47 34.3 

  儲蓄 100 73.0 

  稅賦 18 13.1 

  投資 56 40.9 

  消費行為 67 48.9 

  金融體系 22 16.1 

  金錢的使用 96 70.1 

  金錢的保管 96 70.1 

  做決策 31 22.6 

  理財責任 67 48.9 

  倫理關懷 30 21.9 

 

    從上述分析表中，可以將學生對理財教育課程的看法歸納如下： 

一、在接受理財教育相關課程之後，學生對理財教育課程展現了相當濃厚的學習意願，不論是

「喜歡老師教導的理財教育課程」（89.8%）或是「希望老師繼續教導理財教育課程」（83.3%）

所佔的人數比例都相當的高，如果對照前測中「希望學習有關理財的課程」（43.1%）與沒

有意見（44.5%）的人數比例，可說是有極大的差別，由此也可以證明，透過適當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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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教師的悉心指導，將會有效的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就學生本身認為學習理財教育的效用來分析，有 94.9%的學生認為學習理財教育課程對他

們的日常生活有幫助；也有 79.6%的學生認為學習理財教育課程有助於其他科目的學習，

由此可推論學生對理財教育的實施是抱持相當肯定的態度，因此學生會樂於學習理財教

育，學習成效當然就事半功倍，水到渠成了。 

三、從學生認為較適合融入理財教育課程的科目來看，以綜合活動（48.9%）、社會（46.7%）、

數學（39.4%）、電腦（34.3%）選填的人數較多，前三者是本次實驗教學所選擇實施的科

目，至於其他國小現有的學習科目，都有超過 10%學生選填，顯示學生對理財教育的學習

興趣，並不會因為科目的不同而有太大的差別，這對有意願從事國小理教育的教師而言是

相當有利的，因為只要能針對所教授之科目的特性，設計適合融入的理財教學單元，都可

以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達到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 

四、至於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最喜歡的理財教育主題是儲蓄（73.0%）、金錢的使用（70.1%）、金

錢的保管（70.1%），都與零用錢有相當程度的關聯，可能是因為大多數的學生擁有零用錢

（詳見前測結果），師長時常會提醒學生零用錢的使用與保管方式，進而使得學生特別喜

歡與其相關的理財教育主題。由此也可證明若是教師能因地制宜，妥善利用機會教育，教

導學生正確的理財觀念，學生不但不會覺得厭煩，反而會更加喜歡理財教育課程。 

 

此外，研究者想進一步了解學生的背景變項中除了「年級」之外的部分變項是否會影響 

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因此將前後測問卷中所蒐集到的學生資料與前後測的差異（即後測總成績－

前測總成績）進行統計分析，統計結果如下表 4-3-4A： 

表 4-3-4A  學生之背景變項對國小理財教育教學成效之影響性分析表 

背景變項 
有效樣

本 
F/t值 事後比較 

性別 
男生 
女生 

 72 
 65 

1.102 
 

每星期零用錢數目 

沒有零用錢 
50元以下 
51-100元 
101-150元 
151-200元 
200元以上 

 27 
 48 
 38 
  6 
  5 
 15 

0.888  

是否曾和家人討論 
如何使用零用錢 

是 
否 

 73 
 64 

0.980 
 

師長是否曾教過你 
如何使用零用錢 

是 
否 

115 
 22 

 2.013
＊
 

 

是否知道父母如何 
管理金錢 

是 
否 

 96 
 41 

1.159 
 

是否喜歡喜歡老師 
教導的理財教育課程 

是 
否 
沒意見 

123 
 12 
  2 

   5.130
 ＊＊

 是＞否 

是否希望老師繼續 
教導理財教育課程 

是 
否 
沒意見 

114 
 15 
  8 

  4.956
＊＊

 是＞否 

                                      
＊ 
p＜.05  

 ＊＊ 
p＜.01  

     

由上述分析表可以發現，在學生的背景變項中「師長是否曾教過你如何使用零用錢」、「是否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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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歡老師教導的理財教育課程」及「是否希望老師繼續教導理財教育課程」等變項會對理財教育

的教學成效產生影響性，其中師長有教導過如何使用零用錢、喜歡老師教導的理財教育課程及希望

老師繼續教導理財教育課程的學生的成績均優於其他同學，而上述三個變項都與教師的教學活動有

關，由此也可以證明，透過理財教育相關教學活動的實施將能有效的提昇學生的理財觀念。 

 

 

    叁叁叁叁、、、、學生之訪談結果分析學生之訪談結果分析學生之訪談結果分析學生之訪談結果分析    

在進行完後測結果分析，並驗證了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之後，研究者想更加深入了解學生在學

習理財教育課程之後對其日常生活的影響，以及在學習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問題，因此採立意抽樣的

方式，從四個參與教學實驗的班級選取男女各 2位，一共 16位學生進行訪談。訪談結束後，研究

者根據這 16位學生的前後測結果將其分成一般學生（編號 S1-S8）、進步幅度較大（編號 S9-S12）、

成績低落或退步（編號 S13-S16）等三組進行學生編號及整理、分析訪談結果。訪談的結果分析如

下： 

一、課程中所進行的活動非常有趣，而且都和日常生活有關，能引起同學的學習興趣。 

（一）老師所設計的活動都很有趣，同學都很熱烈的參與。（S1、S6、S11、S12） 

（二）最近上數學課的時候，老師都常常拿日常生活中跟錢有關的事情來舉例子，我覺得

蠻好玩的，而且同學都很有興趣，因為老師常說：一提到錢，你們的眼睛都亮了起

來，而且經過題目的計算，發現透過「利率」會把錢越變越多，大家都覺得不可思

議，都說要努力存錢了。（S3、S5、S10、S12） 

（三）以往的晨間共讀時間，老師大多是發下書本，要我們安靜的閱讀，有時候讀完了只

知道故事中發生了什麼事，但無法進一步了解它的涵義，今年的共讀時間，老師常

常發下跟用錢有關的文章，而且會引導我們閱讀，請同學發表意見，並填寫學習單，

我覺得讓我學到了更多的東西。（S2、S7、S8、S11） 

（四）我覺得老師教我們投資那一課最好玩，我和隔壁同學買不一樣的股票，一開始互有

輸贏，不過到最後是我贏了，我都興奮的跳了起來。（S9） 

（五）老師讓我們分別剪貼「需要」和「想要」的學習過程我覺得最有趣，因為不僅可以

讓我們學到如何分辨物品的性質，還可以看一看我們平常買的東西是不是真的合乎

我們需要，而且可以就自己的觀點和同學辯論，例如我就認為「米」是需要的物品，

可是有的同學就說可以吃麵包啊！真是令我生氣，因為我又不是外國人。（S12） 

二、學生更能妥善的規劃零用錢的使用。 

（一）媽媽通常都是一次將一個星期的零用錢都給我，大概有 200元，是用來買早餐和星

期三的午餐，以前都是想買什麼就買什麼，沒有記帳的習慣，所以有時候到了星期

五就沒錢了，還要再跟媽媽要，自從老師教我們記帳的方法之後，我用錢就比較節

制了，到了星期五都還有錢剩下，可以拿來餵豬公。（S9） 

（二）在買東西之前我會想一想老師說過的「需要」和「想要」的不同，盡量去買「需要」

的東西。（S1、S4、S8、S13） 

（三）我知道儲蓄可讓錢越變越多，所以我要盡量把零用錢存起來，再存到銀行裡去，讓  

它越來越多，我就可以變成大富翁了。（S10） 

三、學生能更加的珍惜所擁有的物品。 

（一）地球上的資源非常有限，所以我們要珍惜使用，不要浪費。（S2、S5、S6、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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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整理要拿到跳蚤市場賣的物品時，我發現有好多的東西是我以前一時衝動要求爸

爸媽媽買的，而且當時還花了不少錢，但都只玩了幾次就丟在一邊了，覺得真是浪

費，所以這次在跳蚤市場中只買了一兩樣我覺得真正需要的東西，當然我也會好好

的珍惜它們。（S7） 

（三）弟弟（或妹妹）平常都會浪費食物，不把食物吃完就丟掉，我就把共讀時間學到的

故事說給他聽，要他們好好的珍惜物品。（S11） 

四、學生和家人討論理財相關議題的機會增加許多。 

（一）以前常聽爸爸媽媽在討論有關投資股票或是基金的問題，我完全聽不懂，也不敢問，

自從老師教過有關投資的課程之後，父母在談股票的時候，我就大致瞭解他們在說

什麼，也可以問他們漲跌多少？賺了多少錢？爸爸也因此跟我說了許多有關股票的

事情。（S3） 

（二）當爸爸媽媽知道老師要求我們必須每天填寫收支紀錄表的時候，在檢查回家作業

時，就會順便看一下我的收支紀錄表，並和我討論金錢的使用是否恰當，也告訴了

我許多與理財有關新聞或生活經驗。（S10） 

（四）自從在上數學課的時候，老師教我們從利率來算利息的方法之後，有一次我跟媽媽

去郵局存錢，我就會根據郵局牆上貼的利率表，幫媽媽算出一年後可以賺到多少的

利息，媽媽直誇我好棒。（S7） 

五、學生能將課程中所學到的理財知識與技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一）我本來以為要存一筆錢買禮物送給媽媽來慶祝母親節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老師教我

如何紀錄每天的收支，以及要達成目標的「決策模式」，我就照老師教的方法去做，

結果到了今年的母親節，我真的存了 200元買了禮物送給媽媽，我非常高興，當然

媽媽更高興。（S12） 

（二）學校辦跳蚤市場是我們最期待的事情，因為那一天我們可以將家裡不要但還可以用

的東西拿來賣，還可以到處逛買東西，不過今年在跳蚤市場進行之前，老師有特別

說明跳蚤市場的意義，還說買東西之前要考慮清楚，還要在活動結束後問我們為什

麼要買這些東西？是不是真的有需要？所以我在買東西的時候都會考慮清楚，還會

貨比三家，不像以前那麼衝動的亂花錢，像我這次就花了 20元就買到了一盒彩色

筆，因為我部分的彩色筆沒水了，在外面書局單買一支就要 10元呢！（S8） 

（三）學會買東西之前應該貨比三家的道理之後，有一次媽媽要買電子鍋，我就建議她不

能光憑廣告或價格就做決定，應該多看幾家再決定，後來就買到一個功能齊全而且

價格合理的電子鍋。（S4） 

六、學生能知道個人必須承擔理財的相關責任。 

（一）老師上課的時候提到許多不當理財所造成的後果，所以我以後在用錢的時候一定要   

       很小心。（S2、S3、S4、S7、S8、S11、S12、S15） 

（二）我媽媽買東西的時候都會刷卡，現在我都會提醒她，要小心不要亂刷卡，以免把卡

刷爆了，沒錢付，那就麻煩大了。（S10） 

七、學生學習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如下： 

（一）有時候老師上課的速度很快，我都跟不上，像是剪貼「需要」和「想要」的物品，

我只把「需要」的部分剪完，老師就說活動結束了。（S13、S15） 

（二）爸爸媽媽平常都沒有給我零用錢，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填寫收支紀錄表。（S2、S14） 

（三）老師所講的東西例如股票有很多都是我沒有聽過的，我覺得好難喔！又不好意思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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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S13、S15、S16） 

（四）我覺得每一個活動都要寫學習單，閱讀文章也要回答問題，真的很麻煩。（S13、S14） 

（五）我希望老師可以把一些名詞解釋清楚一些，這樣我可能會更明白。（S5、S15、S16） 

 

由以上學生的訪談結果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實施理財教育之後，學生不只是在紙筆的 

測驗結果中呈現進步的情形，還能將課堂上所學的事物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而所影響的層面不只

是個人的理財觀念，也間接的導正了家人的理財行為，由此可以再次證明國小階段的理財教育是具

有相當的成效。 

此外從學生的訪談中，研究者也發現後測成績進步較多的學生，和老師、同學或家人的互動都

很熱絡，教學活動的參與度也較高﹔而成績較低落的學生則是恰好相反（其中有一位是新住民學生

S16，語文能力比較差），在學習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也較多。因此如何改進課程內容以及教學方法，

讓所有學生都能熱烈的參與教學活動，有效提昇所有學生的理財知識、技能與態度，將是未來從事

理財教育工作者最大的努力目標。 

 

    肆肆肆肆、、、、實際教學教師之訪談結果分析實際教學教師之訪談結果分析實際教學教師之訪談結果分析實際教學教師之訪談結果分析    

教師是教學課程的實際執行者，因為研究者並沒有實際的參與教學工作，因此有關理財 

教育課程設計的優缺點、實施過程所產生的問題、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反應以及教學的成效，唯有

透過與實際教學者的訪談，才能獲得真實的資料。因此研究者於整個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完畢後，徵

得四位參與實際教學之教師的同意，進行個別訪談，再將訪談結果進行整理分析，以期對理財教育

的實際教學有更深入的了解。訪談的結果整理分析如下： 

  一、以課程融入的方式進行理財教育並不會造成教學上的太大困擾。 

（一）對我實際進行教學並不會產生困擾，反而覺得很活潑有趣且多元，融入的內容與課

程緊密結合，是有助於原來課程的教學，只是有時會有考試壓力，必須協助學生整

理筆記與重點，還得要複習考試的內容，說實在的，在大多數的家長只注重考試成

績的時代，學生只是明白或擁有相關的理財觀念，有時是不足以應付考試題目。（林

師） 

（二）基本上是不會有困擾，因為課程內容不多而且和日常生活相結合，學生的接受程度

還算高。（王師） 

（三）是不會有困擾，但仍需家長幫忙引導，因為只靠老師是不夠的。（霜師） 

（四）基本上是不會，因為理財教育所融入的科目都會有相關的議題，在教學時可以順便

引導理財的觀念。（黃師） 

  二、本次理財教育相關課程的實施對學生未來的理財行為是有幫助的。 

（一）擁有正確的理財觀念，才容易造就正確的理財行為，若有所偏差也容易導正，尤其

藉由他人的實例或活動的參與，更容易反省及檢視自己的理財行為。（林師） 

（二）或多或少有幫助，至少學生在購買昂貴物品之前會考慮多一些，並且會有事先規劃

與儲蓄的概念。（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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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相當的幫助，因為對自己所花的每一分錢都會去規劃，也不會浪費。（霜師） 

（四）應該是有幫助的，因為學生接受過理財教育之後，自然知道如何理財才是正確的，

如何理財是不當的，所以對學生未來的理財行為會有實質上的幫助。 

  三、透過閱讀與理財教育相關文章的方式，能讓學生學到正確的理財觀念，但必須妥善規劃文

章之內容。 

    （一）透過文章中的人物及發生的狀況，恰好讓學生自我反省，並尋找正確的解決方式與

價值觀。（林師） 

    （二）會有幫助但要慎選文章，否則效果有限，因為坊間與理財教育相關的文章，通常詞

句的表達較為艱澀且冗長，專有名詞也不少，孩子閱讀時若無師長解釋，學生的理

解是十分有限的。（王師） 

    （三）閱讀文章之後，學生會對理財概念有初步的理解，再藉由師長的引導，可以讓學生

打下良好的理財基礎。（霜師） 

（四）讓學生先接觸到理財教育的相關文章，使學生擁有基本的理財概念，再配合課本的

教學，學生就會學到正確的理財觀念。（黃師） 四、辦理「跳蚤市場」的活動，有助於提昇學生的理財觀念，但於活動進行前與活動結束後，應進行相關的教學活動，才能提昇其成效。 
（一）透過實際的買賣操作與對二手物品回收再販賣的行為，讓孩子對於金錢的使用及珍

惜資源的觀念有所幫助。（林師） 

（二）若在舉辦活動前，能先設定花費的金額與購買物品之種類，則對學生的理財觀念是

有助益的，否則會有學生是以「趁機撿便宜」的想法參與活動，在當下很難控制自

己去買「需要的物品」而非「想要的物品」。（王師） 

（三）參與跳蚤市場活動，可以讓學生體驗金錢交易物品或是物品交換物品的經驗，另一

方面也建立並整理出哪些物品該買，哪些不該買的購物概念，這對學生未來的理財

觀念是有幫助的。（霜師） 

（四）跳蚤市場可以讓學生了解到本身有多少錢，可以花多少錢，再經過比價的過程，選

擇適合自己的物品，所以基本上對學生是有幫助的，而且如果能在活動結束後，請

同學報告自己購買某一物品的心路歷程，則對學生幫助更大。（黃師） 

五、透過演算與「理財行為」相關的數學題目，對學生的理財觀念是有幫助，但最好能融入情

境之中。 

  （一）會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但如果只是純粹的出題計算，則效果容易打折扣，因為如果

沒有情境的引導，沒有活動引發學生理財方面的觀念及想法，就只是單純的計算演

練，學生就較不容易從中明白理財的觀念，也不容易將正確的理財觀念深植於心中。

（林師、） 

  （二）數學題目的演算對學生的理財觀念有幫助，尤其是將數字套用在與「財富」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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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的時候，學生會印象深刻。（王師） 

（三）當學生基本的四則運算非常成熟時，學生的學習效果將大為提昇。 

（四）基本上是有幫助的，因為學生經過演算理財教育相關的題目時，可以規劃自己的零

用錢，計算出每個月可存多少錢，這對學生理財觀念的提昇，是有所幫助的。（黃

師） 

六、將理財教育課程融入社會學習領域中實施，是四位參與實際教學之教師認為最可行 

的做法。 

（一）現今社會科的學習內容都非常的多，而且大多是文字的敘述，可以進行的活動很少，

尤其是像「投資」、「消費」、「供給」、「需求」等很多與理財相關的概念，在課本上

都是以文字來說明它的意義就結束了，學生通常只是把它背起來應付考試，考完就

忘了，對他未來的生活一點幫助也沒有，如果能像這次的課程設計這樣，透過活動

來引導學生學習，對社會科與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而言，可說是相輔相成，事半功

倍。（林師） 

（二）課程設計與教科書內容的相關性很高，教學活動完成後，等於也把課本上的內容教

過了，比較不會增加老師額外的負擔，我想如果能朝著個方向來設計理財教育的相

關課程，老師的接受程度會很高（王師、黃師） 

（三）將理財教育融入社會科的教學之中，我個人認為是相當不錯的做法，根據我的教學

經驗來看，高年級學生往往會覺得社會課是枯燥乏味的，文字內容有時比國語還

多，而且有時用字遣詞還很艱澀，尤其是和理財或經濟學有關的部分更是如此，講

坦白的，以前有時候我都叫學生背一背，應付考試就好了，但是這此利用研究者的

設計的課程來上社會課，我覺得學生學習意願提高了許多，學生很容易就瞭解課本

提到的許多理財或經濟學概念，而且還記憶深刻呢！四月份的跳蚤市場，就有學生

會規劃他要怎麼使用金錢；也有同學會相互討論哪些物品是「需要的」？哪些是「想

要的」？令我覺得十分訝異（霜師） 

  七、針對前述研究者設計的社會科理財教育課程，四位教師也提出了以下建議： 

（一）部分學生沒有零用錢或可支配的金錢，很難去參與檢視自己日常花費是否正確的相

關課程，例如收支紀錄表，就有部分學生就無法填寫。（林師） 

 （二）在決策模式的課程中，學生能個別想到的解決問題方式不多，應採全班共同分享

的方式進行教學課程，效果比較好。（林師、王師） 

 （三）課程設計著重學生的活動，再加上老師的引導、講解與歸納，所以在節數的設計

應再寬鬆一些，讓整課課程可以在充裕的時間下進行。（林師、王師、黃師） 

 （四）部分學習單內容可以增加親子共同參與的部分，例如收支紀錄表，就可以透過父

母與子女一同完成的方式，讓父母瞭解子女零用錢的使用是否恰當，而且可以讓

父母檢視自己給予子女零用錢的方式與金額是否恰當。（霜師） 

 （五）學習單的設計，可以增加學生自我省思的部分，讓學生去檢試自己的學習成果，

也可以作為改進教學的參考。（黃師） 

  八、學生大多能積極的參與教學活動，而教學過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學生行為有下列幾項： 

（一）在「我是大富翁」的活動中，選擇買賣股票的學生，當公佈每個月的股票漲跌金

額時，各個學生的情緒都十分亢奮與激動，就好像是真正投入股市的股迷一樣。（林

師） 

（二）討論投資理財時，平日會與父母討論理財行為的學生非常的融入課程之中，會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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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表達與詢問，甚至會根據家長的想法和老師辯論，教學過程十分的熱烈，有

時候我還講不贏他們呢！（林師） 

（三）在互動遊戲中學生對金錢使用的概念印象最深刻，因為有人成為億萬富翁，有人

卻破產而一文不值，學生常常驚呼連連。（霜師） 

（四）在教導學生投資股票時，學生展現非常高的學習興趣，因為有部分的家長也有從

事股票投資的活動，學生會將父母投資股票時的一些行為或相關事件，提出來供

全班分享，因此上課時的氣氛非常熱烈。（黃師） 

  九、在理財教育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教師覺得對自己本身的理財觀念也有相當大的幫助。 

（一）雖然我自己的理財行為及觀念是保守且小心翼翼的，但平常不會紀錄生活中收支

狀況，也不大了解自己的花費習慣，而透過此次理財課程的教學，自己也開始動

手紀錄日常的花費，以檢視自己的消費行為是否合理，從中去發現改進的地方，

藉此也可以累積更多的財富。（林師） 

（二）透過投資課程的教學活動，讓我知道投資理財的管道是如此的多元，而各種方法

也有其不同的報酬與風險，讓我今後的投資理財有更多的選擇，不會只是將錢存

在銀行或郵局而已。（林師） 

（三）透過此次課程，讓我對股票的投資與買賣有更多的概念。（王師） 

（四）對我以前不大瞭解的概念如「投資基金」、「銀行定存」、「儲蓄險」，有更進一步的

了解（因為有學生在問）。（霜師） 

（五）透過教學相長的過程，對我在「資金規劃」與「投資」方面的概念有相當大的幫

助。（黃師） 

 

  從上述教師的訪談結果分析中，可以知道教師對此次的實驗教學的成效感到相當的滿意，學生

在課堂上的反應，也較以往熱烈許多，這顯示了在國小階段實施理財教育是相當可行的，不但學生

的理財觀念會進步，教師也能在教學相長的情況下，釐清許多以前不熟悉的理財概念，進而從事更

正確的理財行為。雖然課程設計中仍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整體而言，此次的實驗教學是具有

相當的成效。 

    綜合學生的前後測結果以及學生、教師的訪談資料，可以發現此次的實驗教學應算是相當的成

功，對學生以及老師的理財觀念都有相當程度的幫助，研究者衷心希望，能藉由此次的教學成效，

提醒教育當局對國小理財教育的重視，積極的推展國小理財教育，這樣對國人未來的理財觀念將會

有很大的幫助。 

 

 

 

 

 

 

 

 

 

 

 



 146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理財教理財教理財教理財教學課程學課程學課程學課程的的的的實施成效實施成效實施成效實施成效---中中中中學部分學部分學部分學部分 

研究者主要透過樣本學生在理財教育課程教學前，以及教學後之「理財觀」的前後測結果，以及整

個教學課程結束後，對部分樣本學生以及實際從事教學之教師的訪談資料，來探究理財教育的實施

成效。 

   壹壹壹壹、、、、樣本學生樣本學生樣本學生樣本學生「「「「理財觀理財觀理財觀理財觀」」」」之前後測結果分析之前後測結果分析之前後測結果分析之前後測結果分析    

研究者為了解理財教育的實施成效，施以「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 

針對參與實驗教學的學生分別於實驗教學前（98 年 11 月 2-10 日），與整體實驗教學完成後（99

年 5月 25-31日）進行施測。該問卷一共有 34個題目，每一個題目均有四個選項，分別為「非常

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其計分方式為「非常同意」4分；「同意」3 分；「不同

意」2 分；「非常不同意」1分；反向題則「非常同意」為 1分；「同意」2 分；「不同意」3 分；「非

常不同意」4分。每一題的平均分數愈高，代表學生的理財觀愈趨於正確；若平均分數愈低，則表

示學生的理財觀愈趨於錯誤。於計算出每一題目的前後測平均數之後，再利用相依樣本 t考驗，檢

定其前後測之間是否有達到顯著差異水準，調查結果分析如下表 4-4-1A： 

 

表 4-4-1A   樣本學生「理財觀」之前後測結果分析表 題號 題             目 
後測 平均數 

前測 平均數 
t 值 

1 
各家銀行的風險及存款利率不盡相同，我們應該多加比較後，再把錢存進去。 3.59  3.36  2.979

＊ 
2 

我現在只是學生，零用錢不多，等到開始工作賺錢的時候，再來規劃儲蓄的事情還來得及。 3.44  2.91  6.274
＊＊

 

3 人生無常，所以我要把錢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3.62  3.41  9.573
＊＊

 

4 通貨膨脹期間，我應該要把儲蓄用在購買可以保值的資產。 3.25  2.92  3.609
＊＊

 

5 
電視上的股票分析老師都很專業，因此我跟著他們投資準能穩賺不賠。 3.54  3.39  2.144  

6 
在進行投資（例如買賣股票、基金、債券、房地產）之前，應該充分的蒐集相關資料、小心規劃，才容易賺到錢。 3.54  3.36  5.5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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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購買網路商品時，我會特別注意賣家的個人資料及交易安全問題，以避免發生網路詐騙。 3.58  3.47  5.927

＊＊
 

8 
一分錢一分貨，所以在購買東西時，我會先和家人或朋友討論商品的價格及品質，讓我的錢花得有價值。 3.40  3.33  3.501

＊＊
 

9 穿著名牌服飾、名牌鞋會讓同學看重我、尊重我。 3.35  3.01  3.979
＊＊

 

10 要跟上時代潮流，就是購買現在最流行的東西。 3.23  2.80  4.869
＊＊

 

11 我認為節儉其實就是吝嗇、小氣。 3.56  3.23  3.958
＊＊

 

12 對我而言，賺錢最快樂的事就是能立刻把它花掉。 3.51  3.25  3.172
＊＊

 

13 購買東西時，我會先考量自己的預算多寡再作決定。 3.52  3.41  5.201
＊＊

 

14 
因為人們所擁有的金錢是有限的，所以應該妥善規劃金錢的使用方式，盡量不要超過自己的能力負擔。 3.59  3.46  7.253

＊＊
 

15 
購買東西前，我會先列出優先順序，再根據擁有的金錢依序購買。 3.45  3.35  5.973

＊＊ 
16 

購買物品時，我會先貨比三家，在了解物品的價格和品質後再購買 3.47  3.25  3.092
＊＊

 

17 我覺得便宜沒好貨，所以我只會買價格高的商品。 3.43  3.17  3.563
＊＊

 

18 
商品買賣是你情我願的事，所以如果我買到瑕疵品或過期品，只會自認倒楣。 3.48  3.25  5.303

＊＊
 

19 
我可以理性地辨別廣告的可信度及正確度，並拒絕不實廣告的誘惑。 3.39  3.20  2.551

＊
  

20 購買東西時，我會先再三考量自己是否確實需要此一物品。 3.48  3.21  3.863
＊＊

 

21 
如果我能使用信用卡買東西，會覺得很方便而多加使用，付款的事交給父母親就行了。 3.64  3.47  2.325

＊
  

22 我認為購買東西時，「想要」比「需要」來得重要。 3.36  3.22  3.216
＊＊

 

23 
如果我能使用信用卡，在消費時，我會先考量自己是否有足夠的還款能力。 3.56  3.43  4.661

＊＊
 

24 
所謂的慈善捐贈就是在衡量個人經濟情況後，捐贈出符合個人預算的捐贈額。 3.32  3.23  4.008

＊＊
 

25 
我願意多花一點錢購買對生態環境危害較低的產品，例如：買再生紙或少買塑膠類用品。 3.37  3.24  1.889  

26 
花錢是滿足個人慾望的行為，所以我無須考慮所購買的產品是否會對學校、社會、國家、整體環境產生影響。 3.36  3.12  2.617

＊
  

27 

在捐錢時，我會考慮募款單位及活動的援助計畫（例如：九二一地震、八八水災募款活動）對社區居民是否真的有益。 3.36  3.16  5.171
＊＊

 

28 
我覺得商品壞了或舊了就該淘汰，不需要再去維修或做維護。 3.49  3.06  6.204

＊＊
 

29 
錢對我而言是越多越好，所以我覺得不須將多餘的錢捐出來關懷弱勢團體。 3.39  3.25  1.944  

30 我覺得買保險就是浪費錢的事，因為根本就用不到。 3.49  3.33  1.965  
31 所謂通貨膨脹就是指「雖付出相同價錢，但我所能買到的 3.21  3.10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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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變少了」。 
32 通貨膨脹越嚴重，貨幣的價值就越高。 3.30  3.22  3.800

＊＊
 

33 
在做投資前，我會先考量自己的風險承擔能力，以減少個人的財務損失。 3.44  3.33  3.380

＊＊
 

34 
學習做風險管理是重要的，因為「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是非常不明智的行為。 3.36  3.28  3.822

＊＊
 

 總平均 3.44 3.24 9.582
＊＊

 

                                                                                                       ＊ p＜.05   ＊＊ p＜.01 

    從上述分析表中可以發現： 

一、從平均數整體來看，各題的前測、後測的平均數都超過題項的平均數 2.5，這顯示學生的

理財觀在教學前即相當正確，在教學後更趨於正確。 

二、以前測各題的平均數來看，第 7 題「購買網路商品時，我會特別注意賣家的個人資料及交

易安全問題，以避免發生網路詐騙。」（3.47）、第 21題「如果我能使用信用卡買東西，

會覺得很方便而多加使用，付款的事交給父母親就行了。」（3.47）、第 23 題「如果我能

使用信用卡，在消費時，我會先考量自己是否有足夠的還款能力。」（3.43）的平均數為

最高，可能因為這類的理財觀念時常見諸於相關教育宣導資訊或是報章雜誌及大眾傳播媒

體上，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具備了這方面的觀念。 

  三、至於前測各題的平均數較低的是：第 2 題「我現在只是學生，零用錢不多，等到開始工作

賺錢的時候，再來規劃儲蓄的事情還來得及。」（2.91）；第 4題「通貨膨脹期間，我應該

要把儲蓄用在購買可以保值的資產。」（2.92）以及第 10 題「要跟上時代潮流，就是購買

現在最流行的東西。」（2.80）。這些題目學生日常雖然會接觸到，但卻是似是而非的觀念，

若沒有經過教師的細心分析與指導，容易造成學生的誤解，而通貨膨脹的觀念是九年級上

學期第二次段考範圍，而研究者的實驗對象為八、九年級，且皆未上過通貨膨漲概念及相

關內容，因此測驗結果就可能較為低落。 

    四、就後測結果來分析，可以發現平均數較高的是第 3 題「人生無常，所以我要把錢存起來以

備不時之需。」（3.62）、第 7 題「購買網路商品時，我會特別注意賣家的個人資料及交易

安全問題，以避免發生網路詐騙。」（3.58）、第 14題「因為人們所擁有的金錢是有限的，

所以應該妥善規劃金錢的使用方式，盡量不要超過自己的能力負擔。」（3.59）、第 21題

「如果我能使用信用卡買東西，會覺得很方便而多加使用，付款的事交給父母親就行了。」

（3.64）、第 23 題「如果我能使用信用卡，在消費時，我會先考量自己是否有足夠的還款

能力。」（3.56），平均數已相當接近滿分 4分，顯示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之後，具備了較

正確的理財觀念。 

五、若將前後測的結果相互對照，可以發現各題目的後測成績以及總平均都高於前測成績，而

透過相依樣本 t 考驗的統計分析也發現，一共有 29 個題目（佔所有題目的 85%）的前後

測差異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後測結果明顯優於前測，由此可推論透過此次理財教育相關課

程的實施，對學生的理財觀的成長是具有相當的成效。 

 

    若進一步針對理財觀調查問卷中所涵蓋的 9 項理財教育主題來分析，可以獲致以下的結果： 

 

表 4-4-2A   樣本學生各項理財教育主題之前後測結果分析表 

理財教育主題 後測平均數 前測平均數 進步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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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所得與稅賦 3.52 3.15 0.37 

消費行為 3.38 3.14 0.24 

風險管理與保險 3.49 3.33 0.16 

信用與借貸 3.51 3.31 0.20 

儲蓄與投資 3.40 3.02 0.38 

技能 
金錢管理與規劃 3.40 3.26 0.14 

做決策 3.46 3.31 0.15 

態度 
理財責任 3.52 3.30 0.22 

倫理關懷 3.36 3.02 0.34 

   

由上述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 

    一、每一項理財教育主題的後測結果都高於前測結果，表示後測的結果明顯優於前測結果，也 

        就是代表透過理財教育課程的實施，對增進學生的理財觀念是具有相當的成效。 

    二、若從前測結果來看，以有關「儲蓄與投資」與「金錢管理與規劃」方面的理財觀較差，這 

        也表示學生在這方面的先備觀念較為薄弱，其中「儲蓄與投資」原本就是學生較少接觸的 

       理財教育主題，而「金錢管理與規劃」主題，雖然學生於日常生活中接觸機會較多，但可 

       能仍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例如「我現在只是學生，零用錢不多，等到開始工作賺錢的 

       時候，再來開始規劃儲蓄的事情還來得及。」（平均 2.91分）；「在通貨膨脹時期，每個人 

       都應該多存錢，少花錢。」（平均 2.92 分）；「要跟上時代潮流，就是購買現在最流行的東 

       西。」（2.80）等觀念容易造學生的混淆，以致造成這兩項理財教育主題的整體平均數較低， 

       而這些題目又以反向方式提問，表面看好像與國中學生的日常生活貼近，但實際上卻包含 

       是似而非的觀念，若沒有經過教師的細心分析與指導，容易造成學生的誤解，而通貨膨脹 

       的觀念是九年級上學期第二次段考範圍，而研究者的實驗對象為八、九年級，且在施以前 

       測時皆未教過通貨膨漲概念及相關內容，因此測驗結果就可能較為低落。 

    三、就後測的結果來分析，每一項理財教育主題的平均數都相當的高，雖然「儲蓄與投資」、「金 

       錢管理與規劃」與「倫理關懷」的平均數仍是相對較低，但都有相當幅度進步，其中「倫 

       理關懷」是進步幅度較多的理財教育主題，這顯示了透過理財教育的實施，對學生整體的 

       理財觀念的提昇是相當有效的，也代表了此次理財教育的實施是具有相當的成效。 

    四、因為本次的課程設計是分別融入於八、九年級的課程中實施，研究者也想進一步了解所設 

       計之課程是否會因為學生年級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實驗結果，因此透過獨立樣本 t考驗， 

       針對前後測的結果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前測的總平均會因為年級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 

       異（t＝2.540，p＝0.012＜0.05），但後測總平均（t＝0.343，p＝0.732>0.05）卻沒有顯 

       著的差異，代表了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前，因為先備知識的不同，所具備的理財觀念也不 

       同；但在接受理財教育的課程之後，則大家的理財觀念就沒有差異了，這也顯示了研究者 

       所設計的理財教育相關課程同時適合八、九年級學生的學習，並不會造成學生學習上的困 

       擾。 

 

貳貳貳貳、、、、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前後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前後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前後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前後，，，，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學習學習學習學習理財理財理財理財態度態度態度態度之改變之改變之改變之改變    

  研究者將調查問卷中涉及對學習理財教育態度之相關題項，做前後測的比較，分析如下： 

表 4-4-3A  樣本學生對學習理財教育的態度在實施課程前後之看法分析表（N＝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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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名 稱 人  數（人） 百分比（%） 

你平常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

嗎？ 
施測前 施測後 施測前 施測後 

  喜歡 37 89 26.8 64.5 

  不喜歡 101 49 73.2 35.5 

你覺得學習理財(如何有效運用金錢)對國中生有沒有幫

助？ 
施測前 施測後 施測前 施測後 

  有幫助   61 131 44.2 94.9 

  沒有幫助 77 7 55.8 5.1 

你希望學校教師在課堂上教一些有關理財的課程嗎？    施測前 施測後 施測前 施測後 

  希望 13 85 9.4 61.6 

  不希望 96 7 69.6 5.1 

  沒意見 29 46 21.0 33.3 

    

    茲就表 4-4-3A內容比較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前後，學生對學習理財態度之改變進行顯著性考驗： 

一、對「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的喜歡態度之改變 

欲瞭解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的喜

歡態度是否改變，研究者採用卡方考驗來檢視其改變的顯著性，據學生的前後測資料，將研究問

題整理成下表 4-4-4A： 

 

表 4-4-4A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後對「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之態度交叉表

（N＝138）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 
總和 

喜歡 不喜歡 

理財教育課程

實施前 

喜歡 29 8 37 

不喜歡 60 41 101 

總和 89 49 138 

p＜.001 , α＝.05 ,χ2＝38.25 

 

就細格次數分析，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不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課

程實施後亦不喜歡者有 41 人；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

聞，課程實施後亦喜歡者有 29 人；而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

關的新聞，但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不喜歡者有 8人；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不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

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但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喜歡者有 60 人，其中改變最大者為理財教育

課程實施前不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但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喜歡者（N

＝60）。經 McNemar考驗結果，χ2＝38.25，p＜.001，達到α＝.05的顯著水準，表示學生在接

受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的喜歡態度有顯著的改變，

且理財課程教學實施後，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的學生數有顯著增加。 

 

二、對「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是否有幫助」態度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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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瞭解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是否有幫助」之態度是否改變，

研究者採用 McNemar考驗來檢視其改變的顯著性，研究者根據學生的前後測資料，先將研究問題

整理成下表 4-4-5A： 

表 4-4-5A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後對「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是否有幫助」之態度交叉表（N＝138）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 
總和 

有幫助 沒有幫助 

理財教育課程

實施前 

有幫助 58 3 61 

沒有幫助 73 4 77 

總和 131 7 138 

p＜.001 , α＝.05 ,χ2＝62.465 

 

    就細格次數分析，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認為對國中生沒有幫助，但課程實施後亦沒有幫助者

有 4人；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認為對國中生有幫助，課程實施後認為有幫助者有 58人，顯示大

多數學生皆認為理財教育確實是對國中生有所幫助。而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認為對國中生有幫

助，但課程實施後認為沒有幫助者有 3人；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認為對國中生沒有幫助，但課程

實施後有幫助者有 73人。經 McNemar考驗結果，p＜.001  α＝.05 χ2＝62.465，達到α＝.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是否有幫助」的態度有

顯著的改變。 

 

三、對「是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態度之改變 

欲瞭解實驗組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是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

之態度是否改變，研究者採用包卡爾對稱性考驗（ Bowker's test of symmetry）來檢視其改變

的顯著性，首先，研究者根據實驗組學生的前後測資料，先將研究問題整理成下表 4-4-6A： 

表 4-4-6A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後 對「是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之態度交叉

表（N＝138）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 
總和 

希望 不希望 沒意見 

理財教育課程

實施前 

希望 12 0 1 13 

不希望 55 6 35 96 

沒意見 18 1 10 29 

總和 85 7 46 138 

p＜.001 , α＝.05 ,χ2＝102.322 

 

就細格次數分析，理財教育實施前對「是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表示希望的

人，僅有 1人在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表達無意見，百分比為 0.08％；在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對「是

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表示不希望，在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表達希望的學生數有

55 人，百分比為 57.2％；改變比例最大的是在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對「是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

教一些理財課程」表示沒意見，在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表達希望的學生數有 18人，百分比為 62.0

％。而經由包卡爾對稱性考驗（Bowker's test of symmetry）後，χ
2
＝102.322，p＜.001，達

到α＝.05的顯著水準，表示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是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

理財課程」的態度有顯著差異。 



 152

 

叁叁叁叁、、、、樣本樣本樣本樣本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對對對對本次本次本次本次理財課程理財課程理財課程理財課程之之之之看法看法看法看法（（（（量表量表量表量表）））） 

    研究者在後測的調查問卷中，透過相關題目來詢問樣本學生，在接受本次理財教育課程之後對

該課程的看法，樣本學生的回答如下： 

表 4-4-7A  樣本學生對本次理財課程之看法分析表（N＝138） 

變 項 名 稱 人  數（人） 百分比（%） 

整體而言，對於理財課程的內容，你喜歡的程度？   

非常喜歡 26 18.8 

喜歡 45 32.6 

普通 57 41.3 

有點不喜歡 7 5.1 

非常不喜歡 3 2.2 

學習理財的相關概念後，你覺得對自己的行為或態度各

方面是否有改變？ 
  

改變很多 18 13 

大部分有改變 59 42.8 

普通 34 24.6 

一點點改變 19 13.8 

完全沒改變 8 5.8 

你覺得理財課程對你有沒有幫助？   

幫助很大   30 21.7 

大部分有幫助 63 45.7 

普通 39 28.3 

一點點幫助 6 4.3 

完全沒幫助 0 0 

在理財課程教學活動中，你喜歡上哪些單元？（八年級）   

公民科-民法與生活             27 19.6 

數學科-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34 24.6 

自然與生活科技-試算表編製             14 19 

音樂科-探訪流行風 41 29.7 

家政科-消費我最行 21 15.2 

在理財課程教學活動中，你喜歡上哪些單元？（九年級）   

公民科-家庭的經濟事務              38 54.3 

音樂科-巴洛克與古典時期的音樂 35 50 

綜合活動-打造綠色生活              37 52.9 

數學科-資料整理與統計圖表 15 21.4 

國文科-座右銘 11 12.1 

在理財課程教學活動中，你喜歡哪些學習方式？   

記帳活動 54 39.1 

儲蓄行動 72 52.2 

家人訪談活動 14 10.1 

小組合作討論 4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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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討論 34 24.6 

採買活動 42 30.4 

影片欣賞 96 69.6 

從遊戲學理財 71 51.4 

心得分享 29 21 

家長的回饋 9 6.5 

上網查詢或是電腦操作 59 42.8 

 

    從上述分析表中，可以將學生對理財教育的看法歸納如下： 

一、在接受理財教育相關課程之後，學生對理財教育課程展現了相當濃厚的學習意願，從「喜

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達 64.5%，可見學生的閱讀興趣是可以被激

發的，由此也可以證明，透過適當的課程設計與教師的悉心指導，將會有效的提昇學生的

學習興趣，而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更有助於其他科目的學習。 

二、在變項「我覺得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是有幫助」中，就學生本身認為學習理財教育的效用來

分析，有 94.9%的學生認為學習理財教育課程對日常生活有幫助，透過有系統的理財課程

融入教學，可習得如何有效運用金錢，也有 61.6%的學生會希望學校老師能在往後課堂上

教導一些理財課程，學生會樂於學習理財教育，學習成效當然就事半功倍，水到渠成了。 

三、經過理財實驗教學後「對於理財課程的內容，你喜歡的程度」，喜歡和非常喜歡的比例佔

51.4%；「學習理財的相關概念後，覺得對自己的行為或態度各方面是否有改變」改變很多

和大部分有改變的比例佔 55.8%；「你覺得理財課程對你有沒有幫助」大部分有幫助和幫

助很大的比例佔 67.4%，可見大多數同學在經過理財實驗教學後，關於理財的態度大為轉

變，對理財課程接受程度也提高很多，並認為與日常生活相結合的理財常識對自己的幫助

很大。 

四、此次實驗教學共計有六大領域十項課程單元設計，從學生認為較喜歡理財教育課程和單元

來看，八年級以音樂科-探訪流行風（29.7%）、數學科-乘法公式與多項式（24.6%），九

年級以公民科-家庭的經濟事務（54.3%）、綜合活動-打造綠色生活（52.9%）選填的人數

較多，都有二分之ㄧ到三分之ㄧ學生選填，因此只要能針對所教授之科目的特性，設計適

合融入的理財教學單元，便可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達到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 

五、在教學過程活動中最喜歡的學習方式是理財影片欣賞（69.6%）、儲蓄行動（52.2%）、從遊

戲學理財（51.4%），顯示學生喜歡與平時課本不一樣的教材以及教學方式，從活動或是遊

戲中自然而然學習並印證生活中的各種理財資訊，透過活動彼此相互激盪，進而內化成自

己生活的一部分，教師要能因時因地制宜，妥善利用機會教育，教導學生正確的理財觀念，

學生不但不會覺得厭煩，反而會更加喜歡理財教育課程。 

 

肆肆肆肆、、、、學生之訪談結果分析學生之訪談結果分析學生之訪談結果分析學生之訪談結果分析    

在進行完後測結果分析，並驗證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之後，研究者想更加深入了解學生在學習

理財教育課程之後，對於理財教育活動課程的實際感受、評價與意見，在學習完理財教育課程之後

對其日常生活和自我理財方式的影響，以及在學習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問題，因此，研究者根據學生

前後測結果，從四個參與教學實驗班級選取 16 位學生進行訪談，將其分成一般學生（編號 S1-S8

其中 S1-S4是八年級 S5-S8 是九年級）、進步幅度較大（編號 S9-S12其中 S9-S10 是八年級 S11-S12

是九年級）、成績低落或退步（編號 S13-S16其中 S13-S14是八年級 S15-S16 是九年級）等三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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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學生編號及整理、分析訪談結果，其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學生對本次理財教育課程各主題單學生對本次理財教育課程各主題單學生對本次理財教育課程各主題單學生對本次理財教育課程各主題單元感受元感受元感受元感受和和和和評評評評價價價價    

           本次實驗教學依八、九年級原有教材設計融入理財教育相關內容，課程涵蓋六大領

域共有十個單元，每個年級有五個單元的課程實施，從訪談學生中發現，學生對於實驗課

程的接受度頗高，且一致認為課程內容與生活相關，因此沒有特別困難或不懂的地方，且

當研究者談到他們比較喜歡哪一單元時，才發現其實每個單元都有各自的擁護者，也有同

學認為每個單元都還不錯。以下為訪談學生對本次理財教育活動單元之感受和評價： 

（一）公民科：『錢』進大世界-理財小秘訣 

    『錢』進大世界-理財小秘訣是以九年級公民科家庭經濟事務單元為底本，設計相關

理財活動及課程作融入式教學，穿插各種理財工具的說明，設計可與家長互動的學習單來

了解家庭經濟狀況，加上對人的慾望想要與需要做分組討論並上台發表，自由開放的討論

集思廣益，激發出連學生都沒預想到的笑料和結果，最後透過理財小故事讓同學冷靜做反

思，再以個人記帳實作讓學生對課程作印證。 

 

1、我最喜歡慾望大考驗的學習單討論，讓我們七嘴八舌自由討論「想要」和「需要」的

差別，沒想到大家的想法有這麼大差異，也都有自己一套可以說服大家的理由，雖然像是

胡說八道，但卻也讓我體會到以前買東西才不會想那麼多，多想想再出手比較不會後悔。

（S5、 S7、S12） 

2、北原武導演的故事讓我印象深刻，從小只跟媽媽一起生活，常常從早到晚兼任好幾份

工作，很少看媽媽買自己想要的東西，但我和弟弟想要的東西媽媽都盡量會買給我們，以

後我要學會更多理財賺錢方式，讓媽媽過好日子。（S6、S8） 

3、我要盡量把零用錢存起來，再存到銀行裡去，讓它越來越多，看到數字越變越多，好

有成就感。（S15） 

4、爸爸媽媽在討論有關投資股票或是基金的問題，我完全聽不懂，自從老師教過有關投

資的課程之後，父母在談股票的時候，我就大致瞭解他們在說什麼，也可以問他們漲跌多

少？賺了多少錢？爸爸也因此跟我說了許多有關股票的事情。（S12） 

5、透過我的零用錢日記簿的記帳統計，我發現我的零用錢都花在吃東西上，哪裡還有可

能有多的錢存下來，但沒辦法我就是喜歡吃，喜歡吃東西有錯嗎？吃東西對我來說是最需

要的事（S6、S11） 

6、我的手之前骨折，花了嗎媽不少錢，但學校的護士阿姨說有學生平安保險，雖然那時

候阿姨講了很多東西有聽沒有懂，但可以把錢拿回來，聽到這句話我的手好像就比較不

痛，真是太神奇了，所以上這堂課後我認為保險是很重要的。（S5） 

7、投資就會有風險，不要把雞蛋放再同一個籃子裡，在上完這課後我更認同。（S5、 S8、

S11、S12） 

 

（二）音樂科：積少成多：一塊錢的力量 

積少成多：一塊錢的力量是以九年級音樂科巴洛克與古典時期音樂家莫札特的故事為

融入底本，透過一塊錢流浪記繪本、流行音樂歌曲歌詞內容、廣告片段做導引，融入理財

想法和觀念，讓學生了解積少成多的儲蓄概念，以及培養當用則用當省則省的正確理財觀

念，和能自我反省使用零用錢的態度，體驗與正式課本內容大不相同的音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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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小學了這麼多年鋼琴課，只知道莫札特是音樂神童，是一個偉大的作曲家、音樂家，

但老師說他是一個不善理財的人，死掉的時候身上一毛錢都沒有，就給人隨便埋一埋，後

人要找都找不到，讓我好震撼喲！（S6） 

2、媽媽每個月都有捐錢給市場裡的慈濟阿姨，去超商買東西媽媽都會讓我把剩下的零錢

捐到捐款箱，剛開始會覺得有一點捨不得，但看了一塊錢流浪記故事裡撿破爛的老婆婆，

把辛苦撿到的一塊一塊錢累積起來，再一次把他捐出去，真是偉大，我開始可以體會媽媽

的感覺了。（S12） 

3、要是我的錢掉了即使是一塊錢我一定都會撿起來，除非是掉到臭水溝或是沾到大便我

會猶豫一下，但我還是會撿起來趕快花掉或捐出去，因為一個小小的錢幣，日積月累地存

起來，可以成為可觀的金額。（S15） 

4、以前覺得一塊錢只是一點點錢而已，不太會去珍惜，自從上了理財課後，我會小心看

住每一分錢，不隨便浪費。（S5、S8、S12、S15） 

 

（三）童軍科：省水省電大作戰     省水省電大作戰是以九年級綜合活動（童軍）打造綠色生活單元做為融入底本，從每

位學生家中的水電費帳單比較，導入節約觀念，去檢視每日食衣住行育樂的消費生活是否

妥當，並對綠色消費作觀察紀錄，導引學生認識身邊有利於環境保護的各種生活資源及作

法，了解當用則用能省則省的節約觀念，從生活中實踐節約能源和保護環境的具體行動。 

 

1、老師一直強調王永慶的名言「你賺的一塊錢不是你的一塊錢，你存的一塊錢才是你的

一塊錢。節省一塊錢就是淨賺一塊錢。」從水電公司網站輸入水號、電號就可以查出家中

每個月使用的水電費多寡，較上一期節省數量越多得到的折扣也越多，也就是賺到的錢也

越多，想不到幫家裡省水省電也可以賺到錢。（S7、S11、S12） 

2、爸爸每次都罵我浪費，電燈、電視常常忘記關，冰箱開了東西拿了門也不關，上了這

些課讓我知道我不僅在浪費爸媽的錢，更在破壞地球，有一點罪惡耶！（S5） 

3、學會各種的省水方法，回家親自試驗，效果真的很棒，媽媽看了非常高興，還給我多

一倍的零用錢，真是開心開心。（S7） 

4、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我們要珍惜資源不能浪費。（S7、S8、S11、S12） 

5、做好垃圾分類，可以節省資源讓資源重複利用，讓垃圾變黃金，又可以做環保，一舉

數得。（S5） 

 

（四）數學科：小小精算師-我把錢變多了 

    小小精算師-我把錢變多了，是以八年級數學科乘法公式與多項式-百分率與指數率單

元做為融入底本，透過簡單的記帳、銀行複利計息方式演練、試算百分率指數率與投資報

酬率，來了解本金、利息的計算、複利對利息的影響以及儲蓄對未來生活的重要性，進而

體認父母賺錢的辛勞，並能惜用家庭資源。 

 

1、古代的人把錢藏在床底下，錢不會變多還有可能會被老鼠咬光光，若是存在銀行，靠

著複利的力量和時間的累積，讓錢賺錢就會越多錢，越早存錢越好，錢會越多。（S3、S4、

S10） 

2、以前一有零用錢就花掉，現在知道儲蓄的重要。（S1、S2、S9） 

3、我覺得把錢存在銀行最安全，有固定的利息，又都可以清楚算出來，而且看到自己在



 156

銀行的存摺數目越來越多，是很讓人興奮的。（S3、S9、S10） 

4、老師都拿日常生活中跟錢有關的事情來舉例子，我覺得蠻好玩的，而且同學都很有興

趣，因為老師常說：一提到錢，大家的眼睛都亮了起來，而且經過題目的計算，發現透過

利率會把錢越變越多，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都說要努力存錢了。（S2） 

5、買東西一定要記得拿發票，第一個可以對獎，我就中了好幾次 200元的獎，第二個可

以防止商家逃漏稅，第三個很方便記錄自己買了什麼東西，是記帳的好幫手，知道自己把

錢花在哪裡。（S9、S13） 

6、老師在上數學課的時候，教我們從利率來算利息的方法，有一次我跟爸爸去郵局存錢，

我會根據郵局牆上貼的利率表，幫爸爸算出一年後可以賺到多少的利息，爸爸直誇我好

棒。（S4、S9） 

 （五）公民科：扭轉貧窮-建立正確理財生活 

    扭轉貧窮-建立正確理財生活是以八年級公民科民法與生活單元做為融入底本，從三

部信用卡影片出發探討信用與責任以及卡債卡奴的成因和解決方式，而孟加拉諾貝爾和平

獎得主「尤努斯」讓全球一億人掙脫貧窮輪迴的故事，告訴同學窮人也能守信用，靠著自

己的努力和理財知識就能改變自己的生活。 

 

1、上課老師提到信用卡循環利息真可怕，我姐姐就曾經欠過卡債，那時我還不懂用現金

卡借錢來還信用卡債是什麼意思，只記的爸爸和媽媽把姐姐痛罵一頓又籌錢幫姐姐還債，

現在學了理財知道信用卡和現金卡的功用以及無法還錢的後果後，我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

金錢，一定不要作卡奴。（S2） 

2、上課的時候老師提到許多不當理財所造成的後果，所以我以後在用錢的時候一定要很

小心。（S1、S2、S3、S9、S10、S13） 

3、上了這堂課我才知道把信用卡刷爆是什麼意思，還有卡奴的人生真悲慘，除了債權銀

行會要錢外，還要面對討債公司的糾纏和威脅，我在媽媽買東西的刷卡時候就會提醒她，

要小心不要亂刷卡，以免把卡刷爆了，沒錢付，那就麻煩大了。（S3、S10） 

4、窮人已經都沒有錢了為什麼還要學理財，但在老師講了「尤努斯」的故事後我更認為

窮人更要學理財，來改善生活脫離貧窮。（S3、S9、S10） 

5、買東西不要超過自己的能力負擔，穿名牌服飾或是名牌鞋，同學也不一定會看重我或

是尊重我。（S3） 

 （六）電腦科：理財小幫手-試算表編製     理財小幫手-試算表編製是資訊科技融入理財教育的運用課程，研究者以八年級自然

與生活科技的電腦課為融入理財教育的底本設計教案，原教材設計僅在教授試算表

（Excel）程式功能操作及使用，如此略顯單調可惜，因此在課前先要求學生以我的零用

錢日記簿，以手寫紀錄一週的零用錢收支狀況，再輸入教授之試算表程式做運算，可立即

表列出數字以及圖例結果，讓同學可以一目瞭然由圓餅圖、柱狀圖看出使用在各方面零用

錢的比例，更可藉此教導同學解釋自己零用錢的使用概況，透過互動及反思讓同學體驗並

了解如何把錢花在該花的地方，也就是把錢花在刀口上的重要性，進而在日常生活中落實

省錢、記帳的習慣，能應用記帳來控制慾望或改變消費型態，善用電腦科技融入生活，養

成利用記帳方式來明瞭「取」與「捨」的概念，知道儲蓄對未來生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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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次電腦課我都會選在離老師最遠的位置，當老師講解完課程後讓我們實際操作的時

間，開始上網聊天、找同學進行線上遊戲對戰或是搜尋一些奇奇怪怪老師禁止的網頁，這

次的電腦課我覺得是第一次這麼認真，輸入數字就可以看出我的錢大都花在零食和娛樂

上，難怪每次跟媽媽要零用錢總是對我問東問西，覺得我總是把錢亂花。（S2、S13） 

2、呵呵呵，我是小富婆，每個禮拜我幾乎沒有什麼支出，額外收入靠著幫媽媽洗碗、倒

垃圾、幫爸爸牽狗散步給的零用錢，所以節餘的錢還蠻多的，現在學會用電腦做紀錄，要

知道自己有多少錢馬上就可以知道，真是開心。（S3） 

3、當爸爸知道老師要求我們填寫零用錢紀錄的時候，在檢查回家作業時，就會順便看一

下我的收支紀錄表，並和我討論金錢的使用是否恰當，也告訴了我許多與理財有關新聞或

生活經驗。（S10） 

4、S2同學在分享記帳經驗時提出來，在我的零用錢日記簿的其他支出 1的部分所分享的

支出項目讓我印象深刻，他說他媽媽都會以 S2同學名義幫她在網路上捐錢給台北市殯葬

管理處幫助無力支付喪葬費的人，我覺得這樣的作法好有意義。（S9）  （七）數學科：資料整理與統計圖表---試算表編製 
資料整理與統計圖表---試算表編製是以九年級數學科資料整理與統計圖表-判讀生

活中的統計圖單元作為設計理財融入課程底本，因為本校只有七、八年級有上電腦課，九

年級則沒有，是將時間挪給其他上課時數較不足的社會科使用，因此研究者利用數學課所

提到王建民在美國職棒大聯盟連續兩年拿下 19勝的戰績，並在相關網站將其投球內容以

圖表呈現，詢問同學的了解程度，再以 2007年他和紅襪隊對戰的投球內容來導引學生了

解各類統計圖表的判讀，最後再利用公民課所做的零用錢使用日記簿的記帳內容，結合學

過的電腦試算表程式，展現出自己在各方面的消費金額及比例，最後再用本次數學課所教

的各類資料整理方式與統計圖表，來分析自己的收支消費是否合理，有沒有浪費，進而能

應用記帳來控制慾望或改變消費型態。 

 

1、一個星期的零用錢大概有 150-200元，媽媽通常是一次都給我，通常是要我用來買早

餐，以前都是想買什麼就買什麼，沒有記帳的習慣，所以有時候到了星期五就沒錢了，還

要再跟媽媽要，自從老師教我們記帳的方法之後，我用錢就比較節制了，還有錢剩下可以

存起來。（S5） 

2、爸爸很喜歡王建民但更喜歡買運動彩券，常常看到爸爸看美國職棒比賽講王建民投球

勝率、讓分多少和賠率，我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但在上完數學課後經過老師的講解，我

大概可以聽懂爸爸所講的，算是額外收穫。（S7） 

3、數學課如果都能像這樣不要考那麼多試，還可以上電腦教室就好了。（S5、S7、S8、S11、

S16） 

 

（八）音樂科：一塊錢 

本單元理財單元融入設計是以八年級音樂科探訪流行風單元為底本設計，從香港歌手

劉德華的歌曲「一塊錢」來說明音樂創作手法，再以歌詞中的文字導引學生對社會做回饋，

透過「一塊錢流浪記」的繪本強化學生積少成多的儲蓄概念以及個人對社會的責任，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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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了解一塊錢積少成多，幫自己累積財富，幫助有需要的人發揮最大價值，不要忽視

一塊錢的價值，理財從珍惜一塊錢開始。 

 

1、音樂老師教同學學理財和愛惜金錢，覺得很新鮮，因為和平常的音樂課學的東西很不

一樣，尤其肯德基加一塊錢就可以多買一份餐，因為很多人去買結果肯德基就不賣了，引

起很大爭議的新聞更是讓我印象深刻，讓我了解消費者要自己爭取自己的權益。（S5、S6） 

2、不會再小看一塊錢，雖然老師說撿到錢要送到警察局或是學校訓導處，但若是撿到了

ㄧ塊錢我還是不敢送到訓導處，覺得好矛盾喲。（S16）  （九）國文科：清平致富     清平致富是以九年級國文科座右銘單元為理財課程融入底本，由「慎言節飲食，知足

勝不祥」結合慈濟人的身心靈環保活動，讓同學思考如何善用智慧將廢物變黃金，黃金變

愛心，培養知福、惜福再造福的態度，建立正確的消費觀念。  
1、每天的營養午餐總是剩菜剩飯一大堆，現在想一想真的好浪費，老師說地球的資源是

有限的，人的福分一樣也是有限的，現在這麼浪費真怕以後沒東西吃的時候會怎樣。（S8） 

2、在完成生活環保檢核表時，特別看了一下自己的衣櫃，我發現有好幾件衣服是我以前

一時衝動要求爸爸媽媽買的，而且當時還花了不少錢，但都只穿了幾次就丟在一邊了，覺

得真是浪費，所以以後我覺得真正需要的東西才會去買，當然我也會好好的珍惜它們。（S6、 

S7、S12） 

3、老師讓我們完成生活環保學習單，分辨「需要」和「想要」的學習過程我覺得最有趣，

因為不僅可以讓我們學到如何分辨想擁有的理由，思考什麼時候會用到，還可以看一看我

們平常買的東西是不是真的合乎我們需要，而且可以就自己的觀點和同學辯論，尤其是大

家提供克制慾望和為達到節儉目的的替代方法。（S5、S6、S12） 

4、在買東西之前我會想一想老師說過的「需要」和「想要」的不同，盡量去買「需要」

的東西。（S5、S6、S7、S11） 

 （十）家政科：「金」斤計較-消費我最行 

    「金」斤計較-消費我最行是以八年級綜合領域家政科消費我最行單元為融入底本，

提供各類網路詐騙案件作討論案例，教導學生網路交易安全法則，此外透過完成採購活動

紀錄表，讓同學完成採購比價的過程，經由小組討論完成採購活動，能認真思考並說明自

己對金錢使用的方式和態度，熟悉消費者的權利與義務以維護自己的消費權益，並運用所

學於實際的消費行為中。 

 

1、因為退換貨的問題，所以發票和收據一定要留著，我有一次在全聯買到含有三聚氰氨

的孔雀餅乾，媽媽說他看到電視新聞說即使是吃過的也以全額退費，我半信半疑跟著媽媽

帶著我吃剩半包的餅乾去退費，結果真的將購買的錢全數退還給我們。（S5） 

2、老師所設計的採購活動很有趣，同學都很熱烈的參與。（S5、S7、S8、S11、S15） 

3、以前和大家比較買文具的價錢，都買的比別人貴，覺得自己很瞎，也不能因為貴就相

信想買的東西沒問題，更不能光憑廣告或價格就做決定，一定要貨比三家才不會吃虧。

（S5、S6、S7、S8、S11、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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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大賣場買東西比較便宜，尤其買到特價品，不但能替自己省點錢，而且心裡面也高

興。（S5、S6、S7、S12） 

5、在完成採購紀錄表的活動中，讓我們學到怎麼樣才能花最少錢買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也讓我們學到如何去理財和有效的運用理財觀念。（S5、S7） 

6、網路上過低於市價的名牌商品有可能是仿冒品，不要因為貪小便宜而買到仿冒品。（S9、

S10） 

7、我沒遇過網路詐騙但我遇過電話詐騙，媽媽就接過我被綁架的詐騙電話，急急忙忙到

學校請訓導主任全校廣播找我到訓導處，詐騙集團真的很可惡，165 反詐騙專線大家一定

要記起來。（S6） 

 

二二二二、、、、學生學習過程中學生學習過程中學生學習過程中學生學習過程中所所所所面臨的問題如下面臨的問題如下面臨的問題如下面臨的問題如下：：：：    

（一）我覺得每一個活動幾乎都要寫學習單，閱讀案例討論的每一題老師都要我們回答，

真的很麻煩。（S13、S14 、S16） 

（二）爸爸媽媽平常都沒有給我零用錢，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填寫收支紀錄表。（S10、S12） 

（三）公民課理財工具介紹的部份，老師一下子介紹太多，基金、股票有很多都是我沒有

聽過的，我覺得好難，又不好意思問老師。（S13、S14、S16） 

（四）每次分組討論買東西，大家的意見都很多，時間太短都討論不出什麼東西，老師又

限定時間一定要完成，作業都寫不完，真擔心以後理財教育若變成正式課程的時候

會不會增加大家很多作業和考試。（S12） 

（五）雖然老師有先講過因為時間的關係，只能看到關鍵或是和內容相關的影片片段，但

是我想看完綜合領域打造綠色生活的「不願面對真相」、「盧貝松之搶救地球」影片

全部。（S2、S5、S9） 

（六）我希望老師可以多講一些名人的理財教育的故事，說明詳細一點，內容再多一點，

這樣我可能會更明白。（S9、S14、S16） 

 

由以上學生的訪談結果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實施理財教育之後，在紙筆的測驗結果中呈現進

步的情形，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文章或看相關新聞的比例增加了，對理財態度有正向明顯的改

變，學生不僅和家人討論理財相關議題的機會增加許多，知道個人必須承擔理財的相關責任，還能

將課堂上所學的事物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更加的珍惜所擁有的物品，而所影響的層面不只是個人

的理財觀念，也間接的導正了家人的理財行為，由此可以證明此次實施國中階段的理財教育是具有

相當成效的；研究者也發現後測成績進步較多的學生，和老師、同學或家人的互動都很熱絡，教學

活動的參與度也較高，而成績較低落的學生則是恰好相反，因此如何改進課程內容以及教學方法，

讓所有學生都能熱烈的參與教學活動，有效提昇所有學生的理財知識、技能與態度，將是未來從事

理財教育工作者最大的努力目標。 

 

伍伍伍伍、、、、實際教學教師之訪談結果分析實際教學教師之訪談結果分析實際教學教師之訪談結果分析實際教學教師之訪談結果分析    

教師是教學課程的實際執行者，因此有關理財教育課程設計的優缺點、實施過程所產生的問

題、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反應以及教學的成效，唯有透過與實際教學者的訪談，才能獲得真實的資

料。因此研究者於整個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完畢後，徵得十四位參與實際教學之教師的同意，進行個

別訪談，再將訪談結果進行整理分析，以期對理財教育的實際教學有更深入的了解。訪談的結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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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教師對本次理財教學實驗課程之相關建議教師對本次理財教學實驗課程之相關建議教師對本次理財教學實驗課程之相關建議教師對本次理財教學實驗課程之相關建議    

（一）社會領域（公民）-「扭轉貧窮-建立正確理財生活」、「錢進大世界-理財小秘訣」 

此兩單元分別以八、九年級現有公民課程：民法與生活單元及家庭的經濟事務單元做融入，因

為理財教育相關基本概念在原本的公民課程中便有作初步的介紹，故研究者在設計理財融入課程時

大致以原有教材為底本作整節課的融入設計，而九年級公民經濟教育課程更是理財教育基礎核心，

原有家庭經濟事務課程便提及許多投資理財工具，加上筆者亦實際加入此科實驗教學行列，對於課

程做了全面性的設計，以彌補在融入其他科目時，對相關理財教育主題缺漏或不足之處。 

1、將理財教育課程融入社會學習領域公民科中實施，是為最可行的做法，課程設計與教科書

內容的相關性很高，教學活動完成後，等於也把課本上的內容教過了，比較不會增加老師額外

的負擔，我想如果能朝著個方向來設計理財教育的相關課程，老師的接受程度會很高，此外，

對各類投資工具的初步介紹，如：股票、外匯、期貨、房地產、債券、銀行存款、共同基金、

黃金、保險、民間互助會，只有在公民課做介紹跟大家原有印象才是一致的，在師資培育及教

師專業上，並非每位教師皆修習過經濟相關領域課程，是以在理財教育實施時，當討論到相關

議題時，可能無法把明確的概念傳達給學生瞭解，另外在授課時數上，還好九年級每個星期有

兩堂課，否則時間是絕對不夠的，我想是你（指研究者）有特殊的考量吧，說實話，兩節課的

時間光是上完課程內容時間都不太夠了，還設計了這麼多作業單和活動，掐頭去尾時間加一

加，這個主題大概就用了四堂課，又做分組活動又做討論發表，我得加緊幫學生考試複習，不

然這次段考公民成績肯定會退步的。（吳師） 

2、用金融卡、現金卡和信用卡結合卡奴卡債來導引學生了解民法的課程設計相當不錯，跟我

平常上課或是教師手冊內的課程設計有蠻大的不同，雖然國中學生目前沒有信用卡或現金卡，

但提醒學生珍惜自己的信用，一旦延遲繳款或付款不足，即會列入個人信用不良紀錄，而成為

金融機構拒絕往來的對象，連以後找工作都很麻煩，做個聰明的用卡人，千萬不要變成負債累

累的卡債一族的觀念，及早在國中階段建立是相當重要的，就像打預防針一樣，雖然課程很豐

富，但上課時間原本就不太足夠，八年級一個星期只有一堂公民課，上課內容雖有刪減但是上

過八年級公民課的老師ㄧ定都清楚，法律與生活要從法律的基本概念和人民的權利義務開始建

立，再講到民法、刑法、行政法，最後加上權利救濟及青少年法律常識，要在每週一節的公民

課上完所有內容已經相當吃力，如果碰上國定假日、畢業旅行、露營、卡啦 OK比賽或是公民

課在第一節常常被升旗典禮頒獎和宣導活動耽誤到上課時間，而法律方面常是基測的重點考

題，我想增加公民課的授課時間才是解決之道。（唐師） 

 

（二）數學領域-「小小精算師-我把錢變多了」、「資料整理與統計圖表---試算表編製」 

    此兩單元分別以八、九年級現有數學課程：乘法公式與多項式單元、資料整理與統計圖表

單元做融入，四個班級分請李師及方師進行授課，建議如下： 

1、講到上數學課可以教你把錢變多，很少學生會不理你，尤其話是從老師嘴吧說出來，讓學

生學記帳、用查複利表算銀行利息以及投資報酬率，效果還不錯，但是融合在八年級乘法公式

與多項式單元好像有點晩，因為運用到百分率與指數率，這是七年級下學期的數學課程，其實

七年級就可以作理財融入課程，畢竟你的作業單還蠻簡單有趣的，思索把錢花到哪了，教學生

選擇和做決策也都很實用，值得一提的是講到投資報酬率時，順便額外講了股票買賣，學生超

有興趣，還問我在報紙上看到的紅色黑色粗細不一的棒子是什麼，所以我還特地講了一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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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型，沒想到是女生特別專心聽，真是出乎我意料。（方師） 

2、資料整理與統計圖表課程結合記帳表和電腦課所教的試算表，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效果還

不錯，九年級沒有電腦課，所以一說到可以到電腦教室上課，沒有學生不開心的，而運用試算

表（Excel）軟體可以很簡單顯示數學課需要的統計圖表，效果還不錯，但部分學生沒有零用

錢或可支配的金錢，很難去參與檢視自己日常花費是否正確的相關課程，例如收支紀錄表，就

有部分學生就無法填寫，此外我的零用錢日記簿學習單內容可以增加親子共同參與的部分，可

以透過父母與子女一同完成的方式，讓父母瞭解子女零用錢的使用是否恰當，而且可以讓父母

檢視自己給予子女零用錢的方式與金額是否恰當。（李師） 

 

（三）綜合領域（家政、童軍）-「金斤計較-消費我最行」、「省水省電大作戰」 

    此兩單元分別以八、九年級現有家政與童軍課程：消費我最行單元、打造綠色生活單元做

融入，八年級家政課原本就有培養學生金錢觀的課程設計，原課程內容就相當豐富，因此除了

融入網路購物和防詐騙之外，設計完整兩節課的教案，讓設計理念能完整呈現；九年級童軍課

打造綠色生活單元，從環保節約愛護資源著手，結合省水省電的具體作法做全面而具體的設

計，所以也是設計完整兩節課的教案，四個班級分請蔡師、邱師及彭師進行授課，建議如下： 

1、消費總動員的採購活動，需實際查訪欲購買商品市價但僅以虛擬方式作採購，此種方式效

果有限參與度較差，雖然是用模擬方式來看學生反應情況，從實驗財務學者過去實驗經驗，只

是給受測者虛擬的籌碼或是輔幣，她們通常不當回事不會認真看待，建議可採每班四組分組，

人數至少 8人，籌措 500元採購金每人只需要 60-70元，讓每個人都出少量的錢參與，在討論

購買物品時會更認真更小心，小組討論時的每個人的發言次數會相對提高，因為花別人的錢不

關自己的痛癢，花自己的錢尤其是自己的零用錢更會小心翼翼，不會讓人隨便亂花，沒辦法這

是人性。（蔡師） 

2、綜合活動課分組很重要而討論更重要，此時如果班級常規不佳，可能排個分組討論座位就

會佔去部分上課時間，加上討論過程吵吵鬧鬧，雖然有吵才知道和弄清自己以及別人的想法，

但教師更要適時穿梭在各組間，聽聽學生是否有認真討論，還是在打混摸魚，否則有些組可能

只有小貓兩三隻在討論，只推出一人上台報告，讓要求團隊合作集思廣益的綜合活動課淪為交

差了事，畢竟基測也不考綜合活動，學生看待課程的態度自然也較輕鬆，因此不能讓輕鬆在淪

為隨便。（邱師） 

3、因為是短期代理綜合活動課，為了教這省水省電大作戰這一課，特地花了幾個小時去查自

家的水電費，研究了水電費計價方式以及教案中所提及的相關影片，而實際教學時卻發現原設

計是兩堂課，但操作起來需要四至五堂課，尤其是綠色偵查紀錄單是需要記錄五個星期才來統

計數量，想出再利用的做法和心得感想，課程設計可再增加學生的活動，再加上老師的引導、

講解與歸納，所以在節數的設計應再寬鬆一些，讓整課課程可以在充裕的時間下進行，建議課

程可精簡成省電大作戰就好，去掉綠色偵查紀錄單，才能讓課程控制在兩節課之內完成。（彭

師） 

 

（四）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電腦）-試算表編製 

    理財小幫手-試算表編製設計融入在八年級電腦課，為增進時效，在預計進行課程前的兩

個禮拜，記帳表都利用研究者公民課時當作回家作業發給學生做紀錄，並對學生做初步說明，

並和授課陳師先作確認電腦課授課進度，而陳師建議如下： 

1、基本試算表設計及操作講解就要花超過半節課的時間，加上輸入記帳資料 SHOW出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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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節課的時間就差不多了，老師只能做個總結和講評，教案中發表與分享好像有點忽略，

有一個班甚至只匆匆點了一個人含混帶過，但我覺得學生思考和發表想法感受才是重點，建議

先讓我把試算表教的差不多結束，或是學生已經會試算表後，把你的試算表檔案分享給學生直

接操作，只要輸入記帳數據就可讓電腦跑出圖表，還可以加入柱狀圖、計次表、雷達圖、環狀

圖再加以解釋，讓學生覺得更新鮮有趣。（陳師） 

2、從大部分學生輸入資料看到成果的反應，就可以看到這次教學大致上是成功的，但過程中

發現有些學生因為家長根本沒給零用錢，或是吃家裡用家裡住家裡根本沒有什麼花費，以至於

沒有數據或是時間太短資料太少，展現出來的圖表根本沒有資料，建議可以把記帳的時間延長

到一個月或兩個月，記帳範圍可擴及父母或是家用，時間越長資料越多越能看出區別以及成

效，更可增加與家人的互動，將理財教育的觀念傳達給家人，有家人的加入更能事半功倍。（鄒

師） 

 

（五）國文領域-清平致富 

清平致富設計融入在九年級國文課座右銘單元，理財教育除了認知、技能的培養外，情意

方面的建立尤其重要，不僅對現在或未來人格的影響，極為深遠，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價

值。理財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幫助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常懷感恩的心，心靈富足，人生自然幸福。 

1、九年級學生包含老師都面臨基測壓力，上一些和原來國文課不同的課程和活動，對老師和

學生都是一種正向的調適，在協同教學的過程中，提升學生參與度的效果相當顯而易見，透過

慈濟團隊文章中的小人物的故事及發生的狀況，讓學生自我反省，並尋找正確的價值觀，而清

貧致富的慈濟人愛物惜物創造並分享大愛的影片，因為教案實驗設計考量，只挑選其中 8 分鐘

給同學欣賞，然而學生都希望把影片看完（全片約 30 分鐘），我也覺得現在報章媒體尤其是廣

告和新聞，不時在無形中將穿名牌服飾名牌鞋，以及華麗昂貴才是時尚的錯誤價值觀灌輸到學

生腦中，而青春期階段的國中生，在似懂非懂和錯誤的同儕觀念影響下，甚至還有可能認為節

儉是吝嗇小氣，我建議讓同學完整看完就在大家生活周遭清貧致富的慈濟人故事，沒有搧情灑

狗血的片段，也沒有八點檔電視連續劇為搶收視率不擇手段的誇張演出，就是一個平凡在市場

做資源回收、賣二手衣的老婦人，認真過著生活，享受知福惜福再造福的過程，現在能倡導這

種儉樸愛物的電視劇或影片已經很難找到了。（周師） 

2、整個課程設計用融入方式進行，連教案都設計好了，從節儉愛物惜物觀點來教同學學理財，

我覺得很不一樣很好，可以結合時事作導入效過更會加倍，例如：陳樹菊樂行善出國接受表揚

的故事，其實國中生大都是很善良的，也都願意主動去幫助別人，像上次班上募集八八風災捐

助小林村災民的募款，在詳細說明募款原由、捐助對象和捐助單位的援助方式，同學都很踴躍

在能力範圍內把零用錢捐出來，所以愛心是可以做啟發的，理財教育應該融入品德教育，否則

大家對理財教育的印象只是停留在教學生如何賺錢投資，學會各種理財工具而已。（莊師） 

 

（六）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探訪流行風 Music：一塊錢」、「積少成多：一塊錢的力量」 

    此兩單元分別以八、九年級現有音樂課程：探訪流行風單元及巴洛克與古典時期音樂單元

做融入，兩單元的原有的教科書課程的差異頗大，但以「一塊錢流浪記繪本」、香港歌手劉德

華「一塊錢」歌曲的歌詞內容，來對歌曲創作手法和音樂家的故事作實驗課程的融入設計，效

果還頗佳。 

1、音樂家恃才傲物自古皆然，對理財可能就不會這麼重視，用音樂神童莫札特的故事在音樂

課中教理財，蠻特別的，新聞好像有說 100學年度要教理財，音樂課好像不在範圍內，但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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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課讓我覺得融入的方式教理財還蠻可行的。（瑤師） 

2、學習單的設計，可以增加學生自我省思的部分，讓學生去檢試自己的學習成果，也可以作

為改進教學的參考。（憶師） 

3、播放劉德華的歌曲來上課，雖然是教學生歌曲創作手法，但實際上是教學生理財，當 MV

播放時，平常還在吵鬧的班級，可以馬上靜下心來欣賞，教材內容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蠻重要

的，生活化的教材有助於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故在理財課程內容之設計上應多以他們日常生

活中會接觸到的為主，上課的生活化舉例，能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林師） 

 

二二二二、、、、以融入方式以融入方式以融入方式以融入方式進進進進行理財教育課程成效行理財教育課程成效行理財教育課程成效行理財教育課程成效    

（一）對我實際進行教學並不會產生困擾，因為課程內容不多而且和日常生活相結合，學生

的接受程度還算高，反而覺得很活潑有趣且多元，融入的內容與課程緊密結合，是有助於原

來課程的教學。（吳師） 

（二）理財教育所融入的科目都會有相關的議題，在教學時可以順便引導理財的觀念，活動

中發現若有家長的參與，成效更佳。（彭師） 

（三）將理財教育融入社會科的教學之中，我個人認為是相當不錯的做法，根據我的教學經

驗來看，九年級經濟課程有很多內容是相當抽象的，有時用字遣詞還很艱澀，但理財教育透

過作業單、分組討論、影片播放、同儕分享做適時的融入，改變公民課完全由考試引導教學

方式，我覺得學生學習意願提高了許多，學生很容易就瞭解課本提到的許多理財或經濟學概

念。（唐師） 

（四）以融入方式進行理財教育，我覺得效果還不錯，至少在音樂科來說對老師和學生都是

一種不一樣的嘗試，原有的課程還在，只是加入特別設計過的理財教育課程，基本的能力和

課程內容都有學到沒有疏漏，而且又提供學生不同的思維方式，在課程發展委員會常提到科

際整合、協同教學，這次的融入理財教育的實驗教學我覺得還滿成功的。（林師） 

（五）百分率、指數率與投資報酬率隨堂應用練習，以及運用複利計算本利和雖然是很古

老的應用題目，但融入在相關的單元一方面可以作之前教過的觀念做複習，一方面又可加

深對新學的東西的印象，用數學課教學生算錢、賺錢本是理所當然，能和日常生活做結合，

更可將正確的理財觀念深植於心中，尤其是將數字套用在與「算錢、賺錢」相關的題目的

時候，學生會印象深刻。（方師） 

（六）電腦課教試算表，過去只是拿計算成績單輸入來做演練，這次融入自己零用錢的記帳

表來做練習，有情境的引導引發學生理財方面的觀念及想法，學生上起課來都較為專心，幾

個平常上電腦課常在偷打電腦網路遊戲的學生都記錄的非常確實，還會主動詢問試算表操作

上所遇到的問題，理財課程作一定程度的科際整合，不敢說會全面提升學習的態度，但會有

一定程度的效果。（陳師） 

（七）其實大多數的家長還是注重學生考試成績，從成績來看學習成效是最顯而易見，九年

級下學期國文科會有考試進度壓力，如果課程是純粹另外設計或是活動遊戲的設計，我還蠻

擔心會耽誤學生學習進度，座右銘單元只用「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來導入清貧致富的

主題，之前的課程進度照常，透過影片、短文、學習單幫助學生了解抽象的意念，就像短文

中所提，藉由穿著將自己的氣質和特色表現出來，而不是靠金錢多寡或是名牌的加持，不僅

可以導正學生金錢觀和價值觀，效果絕佳，也不用擔心耽誤到學生進度。（莊師） 

 

       三三三三、、、、實施理財教育相關課程對學生未來理財行為的實施理財教育相關課程對學生未來理財行為的實施理財教育相關課程對學生未來理財行為的實施理財教育相關課程對學生未來理財行為的幫幫幫幫助助助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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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該有相當的幫助，從學生完成採購紀錄表作業單的回饋反應，可以看出至少學生在

購買物品之前會考慮自己的預算多寡，會列出優先順序，再根據手上有的金錢數目來做決定，

並且會有事先規劃與儲蓄的概念，幾乎每組都提到貨比三家，在了解要購買的東西的狀況價

格和品質之後再來購買。（蔡師） 

（二）基本上是有幫助的，至少班上有一位在下學期因表現很差，出席狀況也不佳的同學-

阿樺竟然會想回來上課，雖然在作業單填寫是隨隨便便交差了事、小組討論也是靜默在角落

做自己的事，但會在課後拿出家中的電費帳單要我幫他查看看他家的電費多不多，想用老師

上課講的電力公司省電折扣幫媽媽省錢，因為媽媽都說他都不隨手關燈、關電視太浪費電，

而課後也會常找我閒聊說他想讀餐飲科，長大想開一家屬與自己的餐廳，還說他高中就會開

始存錢，念建教合作班，一邊念書一邊工作還可以一邊存錢，聽到這裡還真是替他高興，雖

然之後的出席率不高，但相信儲蓄的做法和理財的觀念已經在他的心中萌芽，這樣就很有成

就感了，不是嗎！（彭師） 

（三）學生零用錢幾乎都是來自於父母，相信每一個父母都想知道子女的金錢有沒有花在該

花的地方，從上完課的後的一兩個月，還能看到學生把之前教過的電腦記帳表拿出來使用，

請求協助處理自行記帳後將資料輸入電腦所遇到的問題，就可看到實驗課程是有效的，學生

覺得是有用的，是可與生活相結合的，對自己所花的每一分錢都會去紀錄，也比較不會浪費，

在加上學生接受過理財教育之後，大概都會知道如何理財才是正確的，如何理財是不當的，

所以對學生未來的理財行為絕對會有實質上的幫助。（鄒師） 

（四）從答應參與實驗教學，以及包含其他課程參與老師上過的理財教育課程，前前後後在

班上進行了超過一個學期，到基測後班上要討論要送小禮物給任課老師時，我發現孩子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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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了長大了，除了知道感恩之外，會貨比三家動用家裡親戚朋友的關係，去購買經濟實惠又

適合每個老師的禮物來感謝老師過去教導，善用每個人所交的班費，更對班費節餘做了讓我

都覺得意外的處理，過去同學不是要求把結餘款務必除盡退還給每個人，要不然就是把錢花

的乾乾淨淨來吃吃喝喝，這次竟然要把錢捐出來給學校的慈愛社，去幫助以後需要幫助的學

弟妹，套一句廣告用語「揪感心ㄟ」-台語非常感謝的意思，這應該理財教育的滿級分吧！（莊

師） 

（五）網路防詐騙的案例宣導，信用卡卡債卡奴的故事，就是學生生活週遭所面臨的狀況，

讓學生擁有正確的理財觀念，才容易造就正確的理財行為，若有所偏差也容易導正，尤其藉

由他人的實例或活動的參與，更容易反省及檢視自己的理財行為。（邱師）    四四四四、、、、參與本次實驗教學對教師本身的影響參與本次實驗教學對教師本身的影響參與本次實驗教學對教師本身的影響參與本次實驗教學對教師本身的影響    

（一）過去其實沒有記帳的習慣，雖然早就知道理財的第一步就是記帳，透過此次理財課程

的教學，自己也開始動手紀錄日常的花費，以檢視自己的消費行為是否合理，雖然我自己

的理財行為及觀念是保守且小心翼翼的，但平常不會紀錄生活中收支狀況，也不大了解自

己的花費習慣，而從中去發現改進的地方，這次跟著同學一起作，學生只有一個星期，到

現在為止我做了三個月，覺得收穫還不少，不過凡事起頭難，再來就是持之以恆，加油吧！

（李師） 

（二）經過這次理財教育的課程教學活動，我會比較常去涉獵關於理財的文章或是新聞資訊，

發現不僅隔行如隔山，不同專業領域的差異真是天差地遠，過去只是將錢存在銀行、郵局

或是都丟給保險的理財專員，然後我好像都沒有在關心，這次讓我更會花時間在這些投資

理財的管道，也更知道理財是如此的多元，而各種方法也有其不同的報酬與風險，真是教

學相長。（憶師） 

（三）股票真的很難賺，但膽子夠大資金夠多可以賺到的都是暴利，縱橫股海多年算一算是

有賺到，但是無法預料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美國 911 事件和這次的金融風暴讓我賠的最

慘，賺的錢一下就吐回去了，經過這次教學讓我檢視各項投資管道，發現房地產是最穩當

的，獲利也是最穩健的，但需要耐性需要時間，學生要學老師也要不斷的進修，課本的知

識是死的，但是必要的基礎，因此理財知識也要不斷更新才跟得上時代。（方師） 

（四）留學英國時換了一筆英鎊要當做生活費，後來沒有用完就放著當外幣投資，放到銀行

從中國國際商銀變成兆豐銀行我都還不大清楚，匯率從最高 1：68（英鎊：台幣）到最近因

為參加理財教育實驗教學，特別去注意一下變成 1：42，利息降到只剩小數點，真是越放越

沒價值，所以存款雖然是有穩定的利息，但不能放任著不管，真的印證「人不理財，財更

不理你」。（林師） 

（五）在教導學生各項投資理財工具時，學生展現非常高的學習興趣，很多同學對於許多投

資工具名稱雖然有聽過，在了解程度上有非常大的落差，但也有極少數家長有從事股票投

資的活動，學生耳濡目染其實了解也不少，因此會問出的問題有些還很專業，像什麼是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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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融卷，還有什麼是選擇權，出乎我預料之外，我的投資傾向較保守，股票只開過戶買過

一兩次還沒賣過，因為風險真的很高所以很少在碰，上了這堂課學生在強迫下，好像要去

多瞭解一下才行了，不過就我的獲利經驗，對於投資比較懶的我還是覺得買共同基金獲利

的風險比較小。（吳師） 

（六）水電費我都用信用卡扣款，集中在一張帳單一方面可以獲得紅利點數，一方面可以比

較方便知道每個月的開支，上過省水省電大作戰，才知道電費可以輸入電號就可以上網查

出一年的的使用情況，還可列出圖表比較和去年同期電費增減情況，和過去要收到帳單才

知道上期的用電太超過的情況，真的方便很多，加上節電還有優惠折扣，讓省電還多了點

戰性和樂趣，真的蠻實用的。（彭師） 

（七）我會覺得經濟這一塊本來就是比較不足的地方，可是參加了這個理財教育的實驗教

學，我會覺得我對於理財這方面有更深的認識，比較知道說怎麼去跟學生說這部分的東西，

然後怎麼樣讓他可以比較生活化一點，因為課本上只有一堆的文字，像基金、股票、保險、

期貨、房地產等，課文只寫了這些字但上課不可能只照著念就好，要拿捏最基本而且學生都

聽的懂得說明方式，還有哪些是考題會考的項目，也正因為如此強迫自己去學習更多的投資

理財知識，不僅是對學生造成影響，同時也對自己的消費觀及消費方式產生影響。甚至，為

了讓學生能更清楚教材內容，也會去找更多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情來做例子去貼近學生生

活經驗，而在蒐集相關理財資料的過程中，自己對理財各方面有更進一步認識及學習，真的

是教學相長。 

      從上述教師的訪談結果分析中，可以知道教師對此次的實驗教學的成效感到相當的滿意，學生

在課堂上的反應，也較以往熱烈許多，這顯示了在國中階段實施理財教育是相當可行的，不但學生

的理財觀念會進步，教師也能在教學相長的情況下，釐清許多以前不熟悉的理財概念，進而從事更

正確的理財行為。雖然課程設計中仍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整體而言，此次的實驗教學是具有

相當的成效。綜合學生的前後測結果以及學生、教師的訪談資料，可以發現此次的實驗教學應算是

相當的成功，對學生以及老師的理財觀念都有相當程度的幫助，研究者衷心希望，能藉由此次的教

學成效，提醒教育當局對國中理財教育的重視，積極的推展國中理財教育，這樣對國人未來的理財

觀念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第四章之二第四章之二第四章之二第四章之二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結果分析與討論結果分析與討論結果分析與討論（（（（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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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實施「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對國中生理財素養的影響，以及學生對教師將「活動

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課程的參與情形與反應。本章以前後測之量化資料及訪談資料，來

瞭解「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對學生整體理財素養的影響，並分成理財知識、理財技能與理財態度三

大面向來做探討；而學生所填答之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學習經驗回饋量表及訪

談資料則作為瞭解學生課程參與情形與反應的依據，最後，再訪談協同研究教師對於「活動本位教

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課程教學的想法與建議。 

全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學生背景資料分析，包含研究參與學生背景資料及以往實施理財教育

時，教師對國中生學習概況與理財素養之觀點兩部分；第二節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先以逐題分

析的方式來瞭解學生理財素養現況，並加以分析與討論，再探究不同背景變項學生之理財素養，如

性別、學校所在地、學生家庭社經背景對學生理財素養之影響情形，最後說明課程實施前，A、B

國中不同組別學生之理財素養差異情形；第三節為理財教學課程的實施成效，先分別說明 A國中與

B國中的情形，再加以比較，並說明影響研究結果差異之可能原因；第四節為學生對活動本位教學

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育之學習經驗回饋，以作為瞭解學生對理財課程觀點、課程參與情形及反應

的依據；第五節則為教師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育之觀點。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學生背景資料分析學生背景資料分析學生背景資料分析學生背景資料分析    

壹壹壹壹、、、、學生背景資料學生背景資料學生背景資料學生背景資料 

本次實驗教學，研究者分別挑選 A國中、B國中各兩個班級，合計 281位學生進行教學研究，

因兩所學校班級學生皆採 S型常態編班方式，各班級均涵蓋各個層面的學生，因此研究結果應能完

整反應學生參與教學後的實際情況，本次參與研究之學生背景資料分析如下： 

 

 

 

 

 

 

 

 

 

 

 

 

 

 

 

 

 

 表 4-1-1B  研究參與之學生背景資料分析表（N＝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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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國中（NA＝139） B 國中（NB＝142） 變項名稱 人數（人） 百分比 人數（人）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65 74 46.8 53.2 71 71 50 50 家庭社經地位 高社經地位 中社經地位 低社經地位 53 47 39 38.1 33.8 28.1 22 52 68 15.5 36.6 47.9 零用錢的用途 （可複選） 沒有零用錢 買東西吃 買學用品 和同學去玩 去網咖 買裝飾品（服飾、手錶） 買線上遊戲 沒有固定的零用錢 其他 

30 63 46 38 4 24  13 38 5 

21.6 45.3 33.1 27.3 2.9 17.3  9.3 27.3 3.5 

10 91 61 63 15 36  10 44 7 

7.0 64.1 43.0 44.4 10.6 25.4  7.0 31.0 4.9 是否會將零用錢存起來（勾選無零用錢者，此題毋須填寫） 不會 部分存起來 大部分存起來 都存起來 2 37 65 8 1.4 26.6 46.8 5.8 9 73 41 9 6.3 51.4 28.9 6.3 是否曾經和家人討論過如何使用零用錢（勾選無零用錢者，此題毋須填寫） 是 否 46 66 33.1 47.4 54 78 38.0 54.9 學校師長是否曾教過你如何使用零用錢 是 否 79 60 56.8 43.2 75 67 52.8 47.2 你是否知道父母如何管理金錢 是 否 115 24 82.7 17.3 89 53 62.7 37.3 父母管理金錢的方式（可複選）  放在家裡 存在銀行或郵局 買股票 買保險 買基金 買房地產 民間互助會（跟會） 其他 
30 100 47 54 36 10 8 0 

21.6 72.0 33.9 38.9 25.9 7.2 5.8 0 
36 84 15 33 9 1 4 1 

25.4 59.2 10.6 23.2 6.3 .7 2.8 .7 你是否知道家中的保險規劃 知道 不知道 57 82 41.0 59.0 31 111 21.8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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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保險規劃內容（可複選）           

公保 勞保 健保 壽險 儲蓄險 醫療險 強制汽車責任險 意外險 旅遊平安險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 其他 

8 31 53 25 16 38 22 35 13 12  0 

5.8 22.3 38.1 18.0 11.5 27.3 15.8 25.2 9.4 8.6  0 

2 27 31 9 3 14 8 10 2 2  1 

1.4 19.0 21.8 6.3 2.1 9.9 5.6 7.0 1.4 1.4  .7 平常是否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 喜歡 不喜歡 44 95 31.7 68.3 21 121 14.8 85.2 學習理財（如何有效運用金錢）是否對學生有幫助 有幫助 沒有幫助 130 9 93.5 6.5 121 21 85.2 14.8 是否希望學校教師在課堂上多教一些有關理財的課程 希望 不希望 沒意見 49 10 80 35.2 7.2 57.6 29 13 100 20.4 9.2 70.4 
以上學生之背景資料分析表約可分為兩方面來討論： 

一一一一、、、、AAAA 國中和國中和國中和國中和 BBBB 國中學生在基本背景資料上之差異國中學生在基本背景資料上之差異國中學生在基本背景資料上之差異國中學生在基本背景資料上之差異    

（（（（一一一一））））AAAA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和和和和 BBBB國中在性國中在性國中在性國中在性別別別別分分分分佈佈佈佈的的的的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A國中參與實驗教學（以下簡稱 A國中）之男女比例分別各佔該校之 46.8％、53.2％；

B國中參與實驗教學（以下簡稱 B國中）之男女比例則各佔該校之 50％。 

（（（（二二二二））））AAAA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和和和和 BBBB國中在家國中在家國中在家國中在家庭社庭社庭社庭社經經經經地地地地位分位分位分位分佈上佈上佈上佈上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 

A國中學生家庭背景之高社經、中社經、低社經比例分別各佔該校之 38.1％、33.8％、

28.1％；B 國中之高社經、中社經、低社經比例則分別各佔該校之 15.5％、36.6％、47.9

％。經卡方考驗其差異，發現兩校在家庭社經地位分佈上有顯著差異。（詳見第三章研究對

象） 

（（（（三三三三））））AAAA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和和和和 BBBB國中學生在國中學生在國中學生在國中學生在零零零零用用用用錢錢錢錢的用的用的用的用途上大途上大途上大途上大同小異同小異同小異同小異 

A國中學生的零用錢大多花在買東西吃（45.3％）、買學用品（33.1％）及和同學出去

玩（33.1％）方面，此點與 B國中雷同，B國中學生在上述三方面的比例分別為 64.1％、43.0

％及 44.4％上。而在沒有零用錢的部分，A國中明顯比 B國中高，根據研究者側面瞭解，是

因 A國中家長會直接跟外面餐館訂餐點（早餐+午餐），餐點費用從家長那邊就先直接支付，

因而 A國中學生有些學生並沒有零用錢，且因其不需把零用錢花在買東西吃的方面上，是

以，A國中學生花在此方面的比例亦較 B國中學生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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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AAAA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和和和和 BBBB國中學生對國中學生對國中學生對國中學生對是否將零是否將零是否將零是否將零用用用用錢存起錢存起錢存起錢存起來的作法有來的作法有來的作法有來的作法有些些些些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A國中收到零用錢時，有 45.2％會把大部分的零用錢存起來，而 B國中在此比例上則較

少，B國中學生在收到零用錢時，僅有 28.9％會把大部分的零用錢存起來，但有高達一半以

上（51.4％）的學生會把少部分的零用錢存起來。 

（（（（五五五五））））AAAA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和和和和 BBBB國中學生國中學生國中學生國中學生皆皆皆皆不不不不常和常和常和常和家家家家人人人人討論討論討論討論零零零零用用用用錢錢錢錢的的的的使使使使用方式用方式用方式用方式 

無論是 A國中或 B國中的學生，都不常和家人討論關於如何使用零用錢，會和家人討論

零用錢的使用方式分別佔 33.1％及 38.0％，顯示目前大部分的家庭對子女在理財這方面之

討論並不多。 

（（（（六六六六））））AAAA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和和和和 BBBB國中學生在學校國中學生在學校國中學生在學校國中學生在學校大多接受大多接受大多接受大多接受過理財相關課程過理財相關課程過理財相關課程過理財相關課程    

在學校師長是否曾教過如何使用零用錢方面，A 國中有 56.8％學生曾接受過相關的課

程；而 B 國中學生的比例則是一半一半，曾接受過教學的有 52.8％，未曾接受過相關理財

課程的則為 47.2％。顯示目前學校在理財課程的推廣上尚未普遍。    

（（（（七七七七））））AAAA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和和和和 BBBB國中的國中的國中的國中的大大大大部分學生部分學生部分學生部分學生知道父母親知道父母親知道父母親知道父母親管理管理管理管理金錢金錢金錢金錢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 

以 A 國中學生而言，有 82.7％的學生知道父母親管理金錢的方式，且能勾選出目前家

中的理財規劃，包含放在家裡（21.6％）、存在銀行或郵局（72.0％）、買股票（33.9％）、

買保險（38.9％）、買基金（25.9％），其中以存在銀行或郵局的比例最高，其他的理財規劃

也佔了 20％以上；而以 B國中而言，有 59.2％的學生知道父母親的理財規劃是將錢存在銀

行或郵局，而超過 20％以上的僅有放在家裡（25.4％）及買保險（23.2％）。顯示出 B國中

學生相較於 A國中學生，對股票、基金的熟悉度可能較不高。 

（（（（八八八八））））AAAA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和和和和 BBBB國中的國中的國中的國中的多多多多數學生數學生數學生數學生並並並並不不不不清楚清楚清楚清楚家中的家中的家中的家中的保險規劃保險規劃保險規劃保險規劃    

A國中和 B國中之大部分學生皆不知道家中的保險規劃，且比例高達 59.0%及 78.2％。

且對於家中保險規劃內容，最常被提及的是勞保、健保，這在兩校間皆佔了較高比例，而 A

國中學生與 B國中學生在瞭解家庭保險規劃內容上面，有較高的比例去提到了醫療險（27.3

％）和意外險（25.2％）的部分。 

二二二二、、、、AAAA 國中和國中和國中和國中和 BBBB 國中學生於實驗教學前對理財議題之態度國中學生於實驗教學前對理財議題之態度國中學生於實驗教學前對理財議題之態度國中學生於實驗教學前對理財議題之態度    

（（（（一一一一））））AAAA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和和和和 BBBB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多多多多數學生平數學生平數學生平數學生平常並常並常並常並不不不不喜歡閱讀喜歡閱讀喜歡閱讀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新聞新聞新聞，，，，但但但但

都都都都認為學習理財對國中生認為學習理財對國中生認為學習理財對國中生認為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是是是是有有有有幫幫幫幫助的助的助的助的    

A 國中學生有高達 68.3％平常不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而 B

國中則有 85.2％。但兩所學校學生在「學習理財（如何有效運用金錢）是否對學生有幫助」

卻都表達正向之態度，認為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是有幫助的，顯示他們對理財課程之需求，若

學校能有一套完整的理財相關課程規劃，相信定能對學生產生莫大的助益。 

（（（（二二二二））））AAAA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和和和和 BBBB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僅僅僅僅有有有有少少少少數學生不數學生不數學生不數學生不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學校教師在課學校教師在課學校教師在課學校教師在課堂上多堂上多堂上多堂上多教一教一教一教一些些些些有關理財的課程有關理財的課程有關理財的課程有關理財的課程 

A國中和 B國中學生不希望學校教師在課堂上多教一些有關理財的課程僅分別各佔 7.2

％、9.2％；希望學校教師在課堂上多教一些有關理財的課程僅分別各佔 35.2％、20.4％；

而有分別高達 57.6％及 70.4％的學生對此表示無意見，這可能與目前學生對理財課程之概

念並不周全，學校的課程規劃上也未臻於明確，相信只要學校課程設計恰當，學生一定會希

望學習理財教育的相關課程，關於此點，可留待本章第五節來討論。 

 

貳貳貳貳、、、、以往實施理財教育時以往實施理財教育時以往實施理財教育時以往實施理財教育時，，，，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學學學學生學習概況及理財素養之瞭解生學習概況及理財素養之瞭解生學習概況及理財素養之瞭解生學習概況及理財素養之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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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國中公民教師、綜合教師皆曾有實施理財教育之經驗，筆者藉由訪談教師來瞭解以往實

施理財教育時，國中生的學習概況，如學習意願、學習興趣等，以探討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

中理財教學之可行性；再來說明目前兩所學校國中生的理財素養現況，以瞭解在國中階段推動理財

教育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一一一一、、、、以往實施理財教育時以往實施理財教育時以往實施理財教育時以往實施理財教育時，，，，學學學學生之學習概況生之學習概況生之學習概況生之學習概況 

    由訪談內容分析可知，大多數的學生對理財課程興趣頗高，特別是針對家中正在進行的投資

工具，或是當教師將理財觀念以生活實例來詮釋、來結合時，學生的學習興趣亦會明顯提高，且

同學們在實施理財的相關活動時也都表現得很活潑，很有興趣。 

不錯啊！學生就還蠻有興趣的...像那個時候要講互助會的時候，他們都很想知道，他

們說標會...媽媽到底在標什麼標...（AG01-1-3） 

有興趣的人會比較多，那沒興趣的人就只能把他當考試內容看過去...（AG02-1-4） 

因為我們學校的綜合課本來就是以活動為主，所以學生上課時都很活潑，蠻有興趣的...

（AG03-1-4） 

譬如說你舉到現實生活的例子，譬如說你跟他們講說某某藝人理財不慎啊，所以他破

產...或是說誰誰誰逃稅怎麼樣...像那種就是比較貼近生活，他聽過這個人...然後知

道這些事情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就是比較有學習興趣的...（BG01-1-2） 

由此可知，教師在教授理財相關課程時，應以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實例為主，來提高學生的

學習意願及興趣，甚至帶同學玩一些活動，讓他們能從遊戲的過程中，汲取理財的相關知識，而

此亦為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最核心之理念。 

    而在討論到學生學習理財概況的同時， 因有協同研究教師曾在偏遠地區代過課，他提及學

生的學習意願高低可能會受到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而此點也引起了協同研究教師的共鳴。他們

認為可能原因為有些理財工具，學生可能從未聽過或接觸過，因此，這些學生的學習意願並不會

太高，但整體而言，有興趣的學生還是比較多的。 

有些學生對理財沒興趣的原因是我們根本沒有接觸到的東西，這些不屬於你生活經驗的

東西，有些人可能會沒興趣...（AG02-1-4） 

低社經地位的小孩有些會有興趣，有些不會，有興趣的人還是會比較多...（AG02-1-4） 

像我有學生家長就是銀行的襄理，他媽媽就是銀行的什麼啊，然後有什麼保險公司的什

麼啊，然後本身是店長、負責人啊...所以他們比較常聽到爸媽在講這些東西，雖然他

們不知道那個到底什麼咚咚...但上課時候老師講，相對興趣會比較高（AG01-1-5） 

以上為以往實施理財教育時，學生之學習概況，總體而言，多數學生對理財議題還是感到很

有興趣的，尤其生活化的實例及遊戲，最容易提升學生之學習意願，這也說明了活動本位教學策

略應用於國中教學之可行性。而在瞭解國中生學習理財之概況後，接下來筆者進一步訪談教師目

前國中生理財素養之現況，以瞭解在國中階段推動理財教育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二二二二、、、、進行實驗教學前進行實驗教學前進行實驗教學前進行實驗教學前，，，，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理財素養的理財素養的理財素養的理財素養的概概概概況況況況 

    對於進行實驗教學前，學生理財素養之概況，A國中及 B國中的教師皆認為兩所國中之學生，

其理財素養普遍不足，且在消費、儲蓄、投資概念及相關理財技能，如記帳技巧方面，並未能有

足夠的批判能力去做出正確的理財決策；也未能善用記帳來檢視及反省自我的消費習慣，以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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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據訪談內容對學生理財素養概念分項討論： 

（（（（一一一一））））學學學學生的生的生的生的消費消費消費消費觀觀觀觀 

國中生在消費時，尚未能具有明確的預算概念，大多數學生是屬於「手中有多少錢，就

花多少錢」，若是想買東西，但錢不夠時，就跟爸爸要或跟媽媽要，訪談過程中，有教師提

及，可能原因為他們並未有固定的零用錢，因而未具備長期規劃的預算概念。 

沒有預算概念，手上有多少就花多少（AG03-1-4） 

買東西不會考慮預算...長期規劃預算是沒有的...（AG01-1-2） 

他們沒有固定的零用錢去做他們整個的財務規劃，沒有錢就跟媽媽要跟爸爸要...

（BG01-1-1） 

（（（（二二二二））））學學學學生的生的生的生的儲蓄儲蓄儲蓄儲蓄觀觀觀觀    

學生對儲蓄部份有基本的認識與理解，但儲蓄的目的是為了購買東西，而並非是基於「以

備不時之需」之立意，再者，他們現在的儲蓄也可能多為爸爸媽媽強迫他們儲蓄的，而非自

發性儲蓄。 

有最基本的儲蓄觀念，可是投資的部分我覺得他們的觀念就比較薄弱，頂多可能聽說過

房地產...（BG01-1-1） 

他們現在的儲蓄幾乎都是爸爸媽媽強迫存的...（AG01-1-3） 

他們要買東西的時候會存，比如說東西如果要 100 塊，那我就會慢慢累積到那個錢...

（AG02-1-2） 

（（（（三三三三））））學學學學生的生的生的生的投投投投資理財觀資理財觀資理財觀資理財觀 

        目前學生雖有最基本的儲蓄觀念，但投資部分的觀念則略顯薄弱， 尤其是在金融商品

之認識及投資工具的使用上，他們對於金融產品及投資工具的認識始於父母親提到或使用

過，如民間互助會、股票...等，但對於內容卻不甚熟悉。 

有最基本的儲蓄觀念，可是投資的部分我覺得他們的觀念就比較薄弱，頂多可能聽說過

房地產...可是像股票啊、基金啊、或期貨啊這些東西，我覺得他們不是很瞭解...也不

大懂保險...（BG01-1-1） 

...頂多聽爸爸媽媽提過吧！或是家裡已經在進行的，像股票、民間互助會...

（AG03-1-4） 

此外，就金融商品及投資工具而言，學生對保險概念仍顯不足，對保險的觀念始自於國家

的社會保險制度，如全民健保，但卻不認為保險也可以是一種投資理財工具，是可以用來

移轉風險的。 

知道保險，但是不清楚它的概念，就是像什麼儲蓄險啊、意外險啊、醫療險啊！他們可

能就不太懂，而且也不知道該如何選擇自己適當的保險...（AG03-1-4） 

他們不知道保險，只知道股票...（AG02-1-1） 

他們不會覺得保險是一種理財工具...（AG01-1-1） 

我覺得現在還好...因為他們現在有全民健保...（AG01-1-1） 

（（（（四四四四））））學學學學生的理財生的理財生的理財生的理財技能技能技能技能------------記帳記帳記帳記帳    

以國中生是否具備記帳的習慣而言，訪談教師多認為僅有少數人具備此習慣，對於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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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學生認為記帳僅是將每一筆消費記錄下來，而非是用來檢視及反省自己的消費習慣。 

國中生不可能記帳！（AG02-1-2） 

少數，兩個班裡面大概會有一兩個比例很少...還是有啦！（AG01-1-2） 

     

由以上的探討可知，當時該兩國中將要接受實驗課程之學生之理財素養仍為不足，而在

此情形下往往會做出不適當的理財決策，如學生在消費方面不懂得運用預算的概念，這樣的

決策習慣容易使他們面臨到只會消費而不懂節制的後果；在儲蓄方面雖有基本概念，但多為

購買喜愛物品所存，或是被父母親強迫而存的，不瞭解儲蓄之真正立意；在投資部分觀念薄

弱，只在乎眼前金錢之多寡，而忽略了貨幣價值可能因時間而變化，未能做長期規劃，甚為

可惜。而理財教育正能改善這樣的情形，透過學校有系統的課程規劃，能使學生學到完善的

理財知識與具備金錢規劃的正確態度。由此可知，理財教育對國中生確實有其必要性及重要

性。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教學前學生之理財素養教學前學生之理財素養教學前學生之理財素養教學前學生之理財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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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教學前後學生之理財素養是否有差異，研究者於課程實施前先進行「國中學生理財觀之

現況調查問卷」之前測，而問卷第二部分主要區分為「理財知識」、「理財技能」、「理財態度」三大

面向，總量表則為學生之整體理財素養。 

以下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來做探討，第一部份先說明問卷調查之結果，以逐題分析的方式來瞭解

學生理財素養概況，並加以分析與討論；第二部分則針對不同背景變項學生的理財素養表現情形來

說明；第三部分則說明在進行實驗教學前，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本次問卷 A、B國中共發出

281份問卷，前測問卷並沒有遺漏值及缺填問卷，故全部納入分析，茲將結果與分析敘述如下： 

 

壹壹壹壹、、、、學生理財素養各面向之分析學生理財素養各面向之分析學生理財素養各面向之分析學生理財素養各面向之分析    

本研究各面向所編製題目乃是根據共同研究者所發展出的「國中理財教育課程綱要」所得，是

以若能逐題分析目前學生理財素養現況，會更容易瞭解目前國中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之表現情形，

並用以發掘當前理財教育是否有待改善之處及未來發展相關課程時之參考。 

而在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中第二部分「國中學生理財素養現況」，第 1～5 題為評量

學生之理財知識，第 6～12 題為評量學生之理財技能，第 12～23 題為評量學生之理財態度。每一

題均為單選題，採四點量表計分，選項「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以及「非常不同意」分別

給予 4 分、3 分、2 分、1 分；反向題則反向計分，於統計時重新編碼計分。是以，本問卷分數計

算之意涵為：得分越高者，代表該題所指涉之國中生理財素養之情形越佳。 

 表 4-2-1B  學生理財素養概況之逐題分析表（N＝281） 面向 

原 題號 

新題號 

題目 

（反向題重新計分後） 平均數 

標準差 

理財知識 

1 1 各家銀行的風險及存款利率不盡相同，我們應該多加比較後，再把錢存進去 

3.50 .610 

10 2 在進行投資（例如買賣股票、基金、債券、房地產）之前，應該充分的蒐集相關資料、小心規劃，才容易賺到錢 

3.47 .644 

38 3 我覺得買保險就是浪費錢的事，因為根本就用不到 3.20 .699 

39 4 所謂通貨膨脹就是指「雖付出相同價錢，但我所能買到的東西變少了」 

3.00 .813 

41 5 通貨膨脹越嚴重，貨幣的價值（幣值）就越高 3.01 1.009 

理財技能 

11 6 購買網路商品時，我會特別注意賣家的個人資料及交易安全問題，以避免發生網路詐騙 

3.68 .491 

12 7 一分錢一分貨，所以在購買東西時，我會先和家人或朋友討論商品的價格及品質，讓我的錢花得有價值 

3.27 .680 

22 8 因為人們所擁有的金錢是有限的，所以應該妥善規劃金錢的使用方式，盡量不要超過自己的能力負擔 

3.64 .581 

23 9 購買東西前，我會先列出優先順序，再根據擁有的 3.42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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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依序購買 

24 10 購買物品時，我會先貨比三家，在了解物品的價格和品質後再購買 

3.32 .695 

28 11 購買東西時，我會先再三考量自己是否確實需要此一物品 

3.29 .603 

42 12 在做投資前，我會先考量自己的風險承擔能力，以減少個人的財務損失 

3.42 .616 

理財態度 

2 13 我現在只是學生，零用錢不多，等到開始工作賺錢的時候，再來規劃儲蓄的事情還來得及 

2.86 .864 

13 14 穿著名牌服飾、名牌鞋會讓同學看重我、尊重我 3.12 .722 

15 15 要跟上時代潮流，就是購買現在最流行的東西 2.85 .760 

17 16 我認為節儉其實就是吝嗇、小氣 3.34 .668 

18 17 對我而言，賺錢最快樂的事就是能立刻把它花掉 3.33 .727 

25 18 我覺得便宜沒好貨，所以我只會買價格高的商品 3.21 .652 

理財態度 

29 19 如果我能使用信用卡買東西，會覺得很方便而多加使用，付款的事交給父母親就行了 

3.58 .661 

30 20 我認為購買東西時，「想要」比「需要」來得重要 3.07 .845 

34 21 花錢是滿足個人慾望的行為，所以我無須考慮所購買的產品是否會對學校、社會、國家、整體環境產生影響     

3.07 .831 

36 22 我覺得商品壞了或舊了就該淘汰，不需要再去維修或做維護 

3.04 .716 

37 23 錢對我而言是越多越好，所以我覺得不須將多餘的錢捐出來關懷弱勢團體 

3.20 .793 總量表    74.89 7.83 

 

茲根據表 4-2-1B之發現，分面向逐題探討學生理財素養之概況： 

一一一一、、、、就就就就「「「「理財知識理財知識理財知識理財知識」」」」面向而言面向而言面向而言面向而言    

    本面向共計有 5 題，經反向題重新計分後，5 題平均皆超過 3 分。顯示學生在理財知識面向

的情況為佳。 

本面向最高之兩個題目為第 1題（平均得分 3.50），可見得學生對銀行的認知有一定程度，

他們知道將錢存在銀行仍有風險的概念及各家銀行存款利率不盡相同的情形；又第 2 題（平均得

分 3.47），顯示學生對於進行投資前，應先對理財工具有所認識的觀念頗佳。然而本面向較低者

為第 4題（平均得分 3.00）及第 5 題（平均得分 3.01），兩題皆與通貨膨脹相關，顯示學生對於

通貨膨脹的定義還是不甚清楚，教師在教授相關課程時應注意讓學生多瞭解此方面資訊。 

二二二二、、、、就就就就「「「「理財技能理財技能理財技能理財技能」」」」面向而言面向而言面向而言面向而言    

本面向共計有 6 題，經反向題重新計分後，6 題平均皆超過 3 分。顯示學生在理財技能面向

的情況為佳。 

本面向最高之兩個題目為第 6 題（平均得分 3.68），顯示學生對網路詐騙甚為瞭解，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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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個人資料及交易安全方面，同學們多能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又第 22 題（平均得分 3.64），

顯示學生知道金錢有限、慾望無窮，因而對於消費前要先考量到自我負擔能力之觀念皆能有所認

同。然而本面向較低者為第 11題（平均得分 3.29）及第 7 題（平均得分 3.27），此兩題皆涉及

到金錢觀問題，顯示學生在購買商品時，有時不會先考量到自己是「想要」或是「需要」，亦不

見得會與父母和同學商量，衝動性購物仍是存在的。 

三三三三、、、、就就就就「「「「理財態度理財態度理財態度理財態度」」」」面向而言面向而言面向而言面向而言    

本面向共計有 11題，經反向題重新計分後，只有 2 題平均得分介於 2.5～3 分之間，其餘子

題均有 3 分以上之得分，顯示學生在理財態度面向的情況頗佳。 

本面向最高之兩個題目為第 19 題（平均得分 3.58），顯示學生能瞭解個人須對自己的理財決

定負責，而不會將責任推卸到父母身上；又第 16 題（平均得分 3.34），顯示學生對於節儉的意涵

已有清楚的認知，而非單純與小氣、吝嗇劃為等號。然而本面向較低者為第 13 題（平均得分

2.86），顯示學生認為在自己零用錢不多的情形下，暫時未能考慮到儲蓄的事情。又得分次低者

為第 15 題（平均得分 2.85），顯示學生在跟上「流行」、「潮流」的催化下，較可能發生衝動性消

費之情形。 

    以總量表之得分來看，學生之平均數為 74.89，在總量表得分為 92 分的情形下，學生之整體

理財素養屬尚佳情況。但由上述之分析仍可明顯看出學生對於消費、儲蓄、投資理財的部分仍稍

顯不足，而此點正如第四章第一節中，協同研究教師所觀察到的情形相同，是以，本研究之理財

教育課程會特別注意學生之不足，再加以設計。 

 

貳貳貳貳、、、、不同背景變項學生之理財素養不同背景變項學生之理財素養不同背景變項學生之理財素養不同背景變項學生之理財素養    

    在瞭解學生理財素養表現情形之現況後，考量到 A、B國中之間的差異性問題，故接下來所進

行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學校、家庭社經背景）學生之理財素養差異考驗，會以分校的方式來描述。 

一一一一、、、、不同性別學生之理財素養不同性別學生之理財素養不同性別學生之理財素養不同性別學生之理財素養    

（（（（一一一一））））AAAA國中不同性國中不同性國中不同性國中不同性別別別別學生之理財素養學生之理財素養學生之理財素養學生之理財素養    表 4-2-2B  A 國中不同性別學生之理財素養之表現情形（NA＝139） 前測結果  分量表 男生 N＝74 女生 N＝65 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t值 p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p 值 理財知識面向 16.51 2.17 16.45 1.88 1.861 .175 .195 .846 理財技能面向 24.14 3.00 24.18 2.69 1.437 .233 -.102 .919 理財態度面向 34.86 4.97 36.42 4.31 .144 .705 -1.952 .053 總量表 75.51 7.78 77.05 7.52 .002 .969 -1.177 .241 α＝.05，雙尾檢定 

 

由表 4-2-2B可以得知，男生和女生在「理財知識」面向的平均數各為 16.51與 16.45，變異

數同質性的 Levene 檢定未達顯著（F＝1.861，p=.175＞.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

顯差別。而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男生和女生在「理

財知識」面向的平均數無明顯差異（t(137)=.195 , p=.8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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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和女生在「理財技能」面向的平均數各為 24.14與 24.18，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檢定

未達顯著（F＝1.437，p=.233＞.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異數

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男生和女生在「理財技能」面向的平均數無

明顯差異（t(137)=-.102 , p=.919＞.05）。 

男生和女生在「理財態度」面向的平均數各為 34.86與 36.42，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檢定

未達顯著（F＝.144，p=.705＞.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異數

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達顯著，表示男生和女生在「理財態度」面向的平均數無明

顯差異（t(137)=-1.952 , p=.053＞.05）。 

男生和女生在總量表的平均數各為 75.51與 77.05，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檢定未達顯著（F

＝.002，p=.969＞.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

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總量表的平均數無明顯差異

（t(137)=-1.177 , p=.241＞.05），即男生和女生的整體理財素養表現情形並無顯著差異。 

經由上述分析可知，以不同性別而言，男女學生在「理財知識」、「理財技能」、「理財態度」

面向上皆無顯著差異，而以整體理財素養情形而言，男女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是無顯著差異的。 

    

（（（（二二二二））））BBBB國中不同性國中不同性國中不同性國中不同性別別別別學生之理財素養學生之理財素養學生之理財素養學生之理財素養    表 4-2-3B  B 國中不同性別學生之理財素養之表現情形（NB＝142） 前測結果  分量表 男生 N＝71 女生 N＝71 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t值 p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p 值 理財知識面向 16.13 2.29 15.65 2.18 .136 .713 1.276 .204 理財技能面向 24.03 2.90 23.79 2.68 .254 .615 .511 .610 理財態度面向 33.41 5.33 34.14 4.47 2.990 .086 -.888 .376 總量表 73.56 8.41 73.58 7.19 .635 .427 -.011 .991 α＝.05，雙尾檢定 

 

由表 4-2-3B可以得知，男生和女生在「理財知識」面向的平均數各為 16.13與 15.65，變異

數同質性的 Levene檢定未達顯著（F＝.136，p=.713＞.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

差別。而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男生和女生在「理財

知識」面向的平均數無明顯差異（t(140)=1.276 , p=.204＞.05）。 

男生和女生在「理財技能」面向的平均數各為 24.03與 23.79，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檢定

未達顯著（F＝.254，p=.615＞.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異數

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男生和女生在「理財技能」面向的平均數無

明顯差異（t(140)=.511 , p=.610＞.05）。 

男生和女生在「理財態度」面向的平均數各為 33.41與 34.14，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檢定

未達顯著（F＝2.990，p=.086＞.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異數

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達顯著，表示男生和女生在「理財態度」面向的平均數無明

顯差異（t(140)=-.888 , p=.376＞.05）。 

男生和女生在總量表的平均數各為 73.56與 73.58，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檢定未達顯著（F

＝.635，p=.427＞.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

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總量表的平均數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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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0)=-.011 , p=.991＞.05），即男生和女生的整體理財素養表現情形並無顯著差異。 

經由上述分析可知，以不同性別而言，無論是 A國中或 B國中，男女學生在「理財知識」、「理

財技能」、「理財態度」面向上皆無顯著差異，而以整體理財素養情形而言，男女學生在整體理財

素養上是無顯著差異的。 

 

二二二二、、、、不同學校學生之理財素養不同學校學生之理財素養不同學校學生之理財素養不同學校學生之理財素養    表 4-2-4B  不同學校學生之理財素養之表現情形（N＝281） 前測結果  分量表 A 國中 N＝139 B 國中 N＝142 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t值 p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p 值 理財知識面向 16.48 2.03 15.89 2.24 2.732 .099 -2.330* .021 理財技能面向 24.16 2.85 23.91 2.78 .658 .418 -.744 .458 理財態度面向 35.59 4.72 33.77 4.91 1.191 .276 -3.158** .002 總量表 76.23 7.67 73.57 7.80 .213 .645 -2.882** .004 *p＜.05 ,**p＜.01 ,α＝.05，雙尾檢定 

 

由表 4-2-4BBBB可以得知，A國中與 B國中在「理財知識」面向的平均數各為 16.48與 15.89，

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 檢定未達顯著（F＝2.732，p=.099＞.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

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達顯著，表示 A國中與 B國中

在「理財知識」面向的平均數有明顯差異（t(279)=-2.330 , p=.021＜.05）。 

A國中與 B國中在「理財技能」面向的平均數各為 24.16與 23.91，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

檢定未達顯著（F＝.658，p=.418＞.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

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 A國中與 B國中在「理財技能」面向的

平均數無明顯差異（t(279)=-.744 , p=.458＞.05）。 

A國中與 B國中在「理財態度」面向的平均數各為 35.59與 33.77，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

檢定未達顯著（F＝1.191，p=.276＞.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

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達顯著，表示 A國中與 B國中在「理財態度」面向的平

均數有明顯差異（t(279)=-3.158 , p=.002＜.05）。 

A國中與 B國中在總量表的平均數各為 76.23與 73.57，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檢定未達顯

著（F＝.213，p=.645＞.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達顯著，表示 A 國中與 B 國中在總量表的平均數有明顯差異

（t(279)=-2.882 , p=.004＜.05），即 A國中與 B國中學生的整體理財素養表現情形有顯著差異。 

經由以上分析可知，以不同學校所在地而言，兩所國中學生在「理財知識」、「理財態度」及

整體理財素養達顯著水準，「理財技能」則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校所在地學生在「理財知

識」、「理財態度」及整體理財素養上有顯著差異，在「理財技能」面向上無顯著差異。 

三三三三、、、、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之理財素養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之理財素養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之理財素養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之理財素養    

（（（（一一一一））））AAAA國中不同家國中不同家國中不同家國中不同家庭社庭社庭社庭社經背景學生之理財素養經背景學生之理財素養經背景學生之理財素養經背景學生之理財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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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5B  A 國中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理財知識、理財技能、理財態度及整體 理財素養之平均數、標準差（NA＝139） 變項名稱及組別 N M（平均數） SD（標準差） 理財知識 高社經地位 53 16.87 2.05 中社經地位 47 16.53 2.10 低社經地位 39 15.90 1.82 全體 139 16.48 2.03 理財技能 高社經地位 53 24.02 2.81 中社經地位 47 24.13 2.79 低社經地位 39 24.38 3.02 全體 139 24.16 2.85 理財態度 高社經地位 53 34.91 5.65 中社經地位 47 36.17 3.73 低社經地位 39 35.82 4.38 全體 139 35.59 4.72 理財素養 高社經地位 53 75.79 8.53 中社經地位 47 76.83 6.91 低社經地位 39 76.10 7.45 全體 139 76.23 7.67  表 4-2-6B  A 國中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理財知識、理財技能、理財態度及整體理財素養 之 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NA＝139） 
     

 

 

 

 

 

 

由表 4-2-6B 的變異數同質性檢定中，可以得知同質性考驗均為達顯著，符合變異數分析時之重

要假定---變異數同質性，故可繼續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4-2-7B  A 國中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理財知識面向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A＝139）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ω2 統計考驗力 組間 21.338 2 10.669 2.651 n.s. ----- .023 .519 組內 547.367 136 4.025   

變項名稱 F df1 df2 p 值 理財知識 .449 2 136 .639 理財技能 .189 2 136 .828 理財態度 2.130 2 136 .123 理財素養 1.044 2 136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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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38329.000 139      n.s.p＞.05 ,α＝.05 
 

由 4-2-7B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理財知識未達顯著差異

（F值＝2.651；p＝.074＞.05），亦即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理財知識上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進一步從關連強度指數來看，ω
2
的值等於 2.3％，可見家庭社經背景變項與學生理財知識間

乃屬微弱關係。此外，其統計考驗力等於.519，此分析推論犯第二類型錯誤之機率為 48.1％，決

策正確率低。就本研究而言，家庭社經背景變項對學生理財知識的解釋變異量不大。 

 表 4-2-8B  A 國中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理財技能面向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A＝139）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ω2 統計考驗力 組間 3.072 2 1.536 .187 n.s. ----- -.012 .079 組內 1115.446 136 8.202     全體 82242.000 139      n.s.p＞.05 ,α＝.05 
 

由 4-2-8B 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理財技能未達顯著差異

（F值＝.187；p＝.829＞.05），亦即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理財技能上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進一步從關連強度指數來看，ω
2
的值等於 1.2％，可見家庭社經背景變項與學生理財技能間

乃屬非常微弱關係。此外，其統計考驗力等於.079，此分析推論犯第二類型錯誤之機率為 92.1

％，決策正確率很低。就本研究而言，家庭社經背景變項對學生理財技能的解釋變異量很小。  表 4-2-9B  A 國中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理財態度面向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A＝139）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ω2 統計考驗力 組間 42.716 2 21.358 .958 n.s. ----- -.001 .214 組內 3030.910 136 22.286     全體 179137.000 139      n.s.p＞.05 ,α＝.05 
 

由 4-2-9B 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理財態度未達顯著差異

（F值＝.958；p＝.386＞.05），亦即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理財態度上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進一步從關連強度指數來看，ω
2
的值為 0.1％，可見家庭社經背景變項與學生理財態度間乃

屬非常微弱關係。此外，其統計考驗力等於.214，此分析推論犯第二類型錯誤之機率為 78.6％，

決策正確率很低。就本研究而言，家庭社經背景變項對學生理財態度的解釋變異量很小。 

 表 4-2-10B  A 國中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A＝139）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ω2 統計考驗力 組間 27.688 2 13.844 .233 n.s. ----- -.011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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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內 8090.945 136 59.492     全體 815854.000 139      n.s.p＞.05 ,α＝.05 
 

由 4-2-10B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整體理財素養未達顯著

差異（F值＝.233；p＝.793＞.05），亦即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整體理財素養並沒有顯著的

不同。 

    進一步從關連強度指數來看，ω
2
的值僅有 1.1％，可見家庭社經背景變項與學生理財態度間

乃屬非常微弱關係。此外，其統計考驗力等於.086，此分析推論犯第二類型錯誤之機率為 92.4

％，決策正確率很低。就本研究而言，家庭社經背景變項對學生整體理財素養的解釋變異量很小。 

經由以上分析可知，以不同家庭社經背景而言，A國中學生在「理財知識」、「理財技能」、「理

財態度」及整體理財素養上之情形皆無顯著差異。 

 

（（（（二二二二））））BBBB國中不同家國中不同家國中不同家國中不同家庭社庭社庭社庭社經背景學生之理財素養經背景學生之理財素養經背景學生之理財素養經背景學生之理財素養    表 4-2-11B  B 國中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理財知識、理財技能、理財態度及整體 理財素養之平均數、標準差（NB＝142） 變項名稱及組別 N M（平均數） SD（標準差） 理財知識 高社經地位 22 16.09 2.67 中社經地位 52 16.12 2.08 低社經地位 68 15.65 2.22 全體 142 15.89 2.24 理財技能 高社經地位 22 22.73 3.53 中社經地位 52 24.17 2.64 低社經地位 68 24.09 2.56  全體 142 23.91 2.79 理財態度 高社經地位 22 34.09 5.40 中社經地位 52 33.40 5.31 低社經地位 68 33.96 4.47 全體 142 33.77 4.91 理財素養 高社經地位 22 72.91 10.00 中社經地位 52 73.69 7.72 低社經地位 68 73.69 7.15 全體 142 73.57 7.80  表 4-2-12B  B 國中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理財知識、理財技能、理財態度及整體 理財素養之 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NB＝142） 變項名稱 F df1 df2 p 值 理財知識 1.895 2 139 .154 理財技能 3.259 2 139 .051 理財態度 .756 2 139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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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12B的變異數同質性檢定中，可以得知同質性考驗均為達顯著，符合變異數分析時之重

要假定---變異數同質性，故可繼續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4-2-13B  B 國中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理財知識面向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B＝142）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ω2 統計考驗力 組間 7.542 2 3.771 .748 n.s. ----- -.004 .175 組內 700.655 139 5.041   全體 36550.000     n.s.p＞.05 ,α＝.05 
 

由 4-2-13B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理財知識未達顯著差異

（F值＝.748；p＝.475＞.05），亦即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理財知識上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進一步從關連強度指數來看，ω
2
的值等於 0.4％，可見家庭社經背景變項與學生理財知識間

乃屬微弱關係。此外，其統計考驗力等於.175，此分析推論犯第二類型錯誤之機率為 82.5％，決

策正確率很低。就本研究而言，家庭社經背景變項對學生理財知識的解釋變異量不大。 

 表 4-2-14B  B 國中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理財技能面向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B＝142）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ω2 統計考驗力 組間 36.533 2 18.267 2.402 n.s. ----- .019 .478 組內 1057.277 139 7.606     全體 82263.000 142      n.s.p＞.05 ,α＝.05 
 

由 4-2-14B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理財技能未達顯著差異

（F值＝2.402；p＝.094＞.05），亦即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理財技能上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進一步從關連強度指數來看，ω
2
的值等於 1.9％，可見家庭社經背景變項與學生理財技能間

乃屬非常微弱關係。此外，其統計考驗力等於.478，此分析推論犯第二類型錯誤之機率為 52.2

％，決策正確率很低。就本研究而言，家庭社經背景變項對學生理財技能的解釋變異量很小。 

 表 4-2-15B  B 國中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理財態度面向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142）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ω2 統計考驗力 

理財素養 2.088 2 139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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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間 11.584 2 5.792 .237 n.s. ----- -.011 .087 組內 3391.205 139 24.397     全體 165386.000 142      n.s.p＞.05 ,α＝.05 
 

由 4-2-15B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理財態度未達顯著差異

（F值＝.237；p＝.789＞.05），亦即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理財態度上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進一步從關連強度指數來看，ω
2
的值為 1.1％，可見家庭社經背景變項與學生理財態度間乃

屬非常微弱關係。此外，其統計考驗力等於.087，此分析推論犯第二類型錯誤之機率為 91.3％，

決策正確率很低。就本研究而言，家庭社經背景變項對學生理財態度的解釋變異量很小。 表 4-2-16B  B 國中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B＝142）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ω2 統計考驗力 組間 11.386 2 5.693 .092 n.s. ----- -.013 .064 組內 8561.410 139 61.593     全體 777163.000 142      n.s.p＞.05 ,α＝.05 
 

由 4-2-16B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整體理財素養未達顯著

差異（F值＝.092；p＝.912＞.05），亦即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其整體理財素養並沒有顯著的

不同。 

    進一步從關連強度指數來看，ω
2
的值僅有 1.3％，可見家庭社經背景變項與學生理財態度間

乃屬非常微弱關係。此外，其統計考驗力等於.064，此分析推論犯第二類型錯誤之機率為 93.6

％，決策正確率很低。就本研究而言，家庭社經背景變項對學生整體理財素養的解釋變異量很小。 

經由以上分析可知，以不同家庭社經背景而言，B國中學生在「理財知識」、「理財技能」、「理

財態度」及整體理財素養上之情形皆無顯著差異。 

雖然本研究顯示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對學生在「理財技能」、「理財態度」及整體理財素養並未

有影響，但有鑑於目前針對國中生理財認知方面的研究曾論及不同家庭社經背景變項會影響學生

整體理財素養之情形，如王若文（1992）、黃春智（2007），故為將此干擾因素加以排除，本研究

會將家庭社經變項納入共變量作分析，以排除其對研究結果所造成之影響。 

參參參參、、、、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    

為呼應下一節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在進行 t考驗之前，會先行剔除具遺漏值及缺填問卷；再

者，基於目前針對國中生理財認知方面的研究曾提出不同性別及家庭社經背景的國中生在理財認知

表現上有顯著差異（王若文，1992；黃春智，2007），故在進行不同組別學生之背景變項（性別、

家庭社經背景）之檢定後，再分析學生理財素養前測之差異考驗。 

而關於學生理財素養前測之差異考驗結果的呈現會先分面向探討，最後再就總量表，即國中生

整體理財素養來做分析，茲將 A、B國中情形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不同組別學生之背景變項的差異考驗不同組別學生之背景變項的差異考驗不同組別學生之背景變項的差異考驗不同組別學生之背景變項的差異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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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剔除具遺漏值及缺填問卷共 25份問卷（A國中 15份；B國中 10份）後，以 A國中 124份、

B國中 132份問卷來做不同組別學生之背景變項差異分析，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AAAA國中不同組國中不同組國中不同組國中不同組別別別別學生之性學生之性學生之性學生之性別別別別差異考驗差異考驗差異考驗差異考驗    

依據學生的前測資料以獨立性卡方檢定的方式考驗，結果如表 4-2-17B： 表 4-2-17B  A 國中組別與性別的卡方考驗表（NA=124） 組別   性別 實驗組 N=63 控制組 N=61  χ2 值  p 值 個數（期望數） 橫列百分比 個數（期望數） 橫列百分比 男生 32（33.0） 49.2％ 33（32.0） 50.8％ .136 .713 女生 31（30.0） 52.5％ 28（29.0） 47.5％ 
由表4-2-17B可知，χ2（1）＝.136，p＝.713＞.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兩個變項之間

相互獨立，沒有顯著的關聯，即A國中不同組別學生的性別分佈並無顯著關聯。 

    

（（（（二二二二））））AAAA國中不同組國中不同組國中不同組國中不同組別別別別學生之家學生之家學生之家學生之家庭社庭社庭社庭社經背景差異考驗經背景差異考驗經背景差異考驗經背景差異考驗    

依據學生的前測資料以獨立性卡方檢定的方式考驗，結果如表 4-2-18B： 表 4-2-18B  A 國中組別與學生家庭社經背景的卡方考驗表（NA =124） 組別   社經地位 實驗組 N=63 控制組 N=61  χ2 值  p 值 個數（期望數） 橫列百分比 個數（期望數） 橫列百分比 高 28（24.9） 57.1％ 21（24.1） 42.9％ 1.723 .422 中 21（21.3） 50.0％ 21（20.7） 50.0％ 低 14（16.8） 42.4％ 19（16.2） 57.6％ 
由表4-2-18B可知，χ2（2）＝1.723，p＝.422＞.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兩個變項之間

相互獨立，沒有顯著的關聯，即A國中不同組別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分佈並無顯著關聯。 

    

（（（（三三三三））））BBBB國中不同組國中不同組國中不同組國中不同組別別別別學生之性學生之性學生之性學生之性別別別別差異考驗差異考驗差異考驗差異考驗    

依據學生的前測資料以獨立性卡方檢定的方式考驗，結果如表 4-2-19B： 表 4-2-19B  B 國中組別與性別的卡方考驗表（NB =132） 組別   性別 實驗組 N=65 控制組 N=67  χ2 值  p 值 個數（期望數） 橫列百分比 個數（期望數） 橫列百分比 男生 32（32.0） 49.2％ 33（33.0） 50.8％ .000 .998 女生 33（33.0） 49.3％ 34（34.0） 50.7％ 
由表4-2-19B可知，χ2（1）＝.000，p＝.998＞.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兩個變項之間

相互獨立，沒有顯著的關聯，即B國中不同組別學生的性別分佈並無顯著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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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BBBB國中不同組國中不同組國中不同組國中不同組別別別別學生之家學生之家學生之家學生之家庭社庭社庭社庭社經背景差異考驗經背景差異考驗經背景差異考驗經背景差異考驗    

依據學生的前測資料以獨立性卡方檢定的方式考驗，結果如表 4-2-20B： 表 4-2-20B  B 國中組別與學生家庭社經背景的卡方考驗表（NB =132） 組別   社經地位 實驗組 N=65 控制組 N=67  χ2 值  p 值 個數（期望數） 橫列百分比 個數（期望數） 橫列百分比 高 11（9.8） 55.0％ 9（10.2） 45.0％ 5.315 .070 中 28（22.7） 60.9％ 18（23.3） 39.1％ 低 26（32.5） 39.4％ 40（33.5） 60.6％ 
由表4-2-20B可知，χ2（2）＝5.315，p＝.070＞.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兩個變項之間

相互獨立，沒有顯著的關聯，即B國中不同組別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分佈並無顯著關聯。 

二二二二、、、、AAAA 國中不同組別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國中不同組別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國中不同組別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國中不同組別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    表 4-2-21 B  A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前測之平均數、標準差與 t考驗（NA＝124） 前測結果  分量表 實驗組 N＝63 控制組 N＝61 變異數相等的Levene 檢定 t值 p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p 值 理財知識面向 16.52 1.99 16.54 2.00 .100 .752 .048 .962 理財技能面向 24.08 2.76 24.26 2.74 .000 .984 .370 .712 理財態度面向 36.76 4.01 34.52 5.20 1.282 .260 -2.69** .008 總量表 77.37 6.89 75.33 7.96 1.923 .168 -1.53 .130 *p＜.05 ,**p＜.01 ,α＝.05，雙尾檢定 

 

由表 4-2-21B可以得知，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知識」面向的前測平均數各為 16.52

與 16.54，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檢定未達顯著（F＝.100，p=.752＞.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

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實驗

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知識」面向的前測平均數無明顯差異（t(122)=.048 , p=.962＞.05）。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技能」面向的前測平均數各為 24.08與 24.26，變異數同質性

的 Levene檢定未達顯著（F＝.000，p=.984＞.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

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

技能」面向的前測平均數無明顯差異（t(122)=.370 , p=.712＞.05）。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態度」面向的前測平均數各為 36.76與 34.52，變異數同質性

的 Levene 檢定未達顯著（F＝1.282，p=.260＞.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

而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達顯著，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

態度」面向的前測平均數有顯著差異（t(122)=-2.69 , p=.008＜.05）。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總量表的前測平均數各為 77.37 與 75.33，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

檢定未達顯著（F＝1.923，p=.168＞.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

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總量表的前測平

均數無明顯差異（t(122)=-1.53 , p=.130＞.05），即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教學前的整體理財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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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顯著差異。 

三三三三、、、、BBBB 國中不同組別學國中不同組別學國中不同組別學國中不同組別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    表 4-2-22B  B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前測之平均數、標準差與 t考驗（NB＝132） 前測結果  分量表 實驗組 N＝65 控制組 N＝67 變異數相等的Levene 檢定 t值 p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p 值 理財知識面向 15.71 2.39 16.15 2.03 2.609 .109 1.145 .254 理財技能面向 24.08 2.73 23.96 2.77 .007 .933 -.254 .800 理財態度面向 32.55 4.92 35.04 4.74 .027 .869 2.962** .004 總量表 72.34 8.31 75.15 7.20 .902 .344 2.079* .040 *p＜.05 ,**p＜.01 ,α＝.05，雙尾檢定 

 

由表 4-2-22B可以得知，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知識」面向的前測平均數各為 15.71

與 16.15，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檢定未達顯著（F＝2.609，p=.109＞.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

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實驗

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知識」面向的前測平均數無明顯差異（t(130)=1.145 , p=.254＞.05）。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技能」面向的前測平均數各為 24.08與 23.96，變異數同質性

的 Levene檢定未達顯著（F＝.007，p=.933＞.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

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

技能」面向的前測平均數無明顯差異（t(130)=-.254 , p=.800＞.05）。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態度」面向的前測平均數各為 32.55與 35.04，變異數同質性

的 Levene檢定未達顯著（F＝.027，p=.869＞.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

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達顯著，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態

度」面向的前測平均數有顯著差異（t(130)=-2.962 , p=.004＜.05）。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總量表的前測平均數各為 72.34 與 75.15，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

檢定未達顯著（F＝.902，p=.344＞.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

異數相等的 t 值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達顯著，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總量表的前測平均

數有顯著差異（t(130)=2.079 , p=.040＜.05），即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教學前的整體理財素養有

顯著差異。 

經由以上分析可知，就 A國中來看，實驗組學生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知識」、「理財技能」

及整體理財素養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在「理財態度」面向上有顯著差異；就 B國中來看，實驗組

學生與控制組學生在「理財知識」、「理財技能」面向上沒有顯著差異，而在「理財態度」及整體

理財素養上有顯著差異。有鑑於實驗組學生與控制組學生在起始行為上之不同，為排除其對研究

結果所造成的影響，故將學生之前測分數納入共變量中，以排除其干擾。 

肆肆肆肆、、、、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將以上的分析結果加以探討及整理後，可以獲知在實驗教學前，學生整體理財素養之情形。

以學生理財素養各面向而言，學生在「理財知識」、「理財技能」、「理財態度」三大面向的整體情

況皆為佳，但在進行細部探究後，可知學生對消費、儲蓄及投資理財部分觀念仍稍顯不足，如在

消費方面，學生購物不見得會以「需要」為考量，有時仍會因「想要」而發生衝動性購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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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雖然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仍屬尚佳情況，但其實還是限定於認知層面，並無法將其確實

地落實於生活之中，故本研究正欲改變這樣的情形，因此採活動本位教學策略進行理財教育課

程，讓學生藉由參與活動來體驗「做中學」之樂趣，並能於未來將此原則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而第二部分論及不同背景變項學生之理財素養情形，就本次 281位學生之問卷分析可得知： 

一一一一、、、、不同性別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無顯不同性別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無顯不同性別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無顯不同性別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無顯著著著著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此部分乃將 A、B國中分開予以探討，兩所學校學生之情形相同。 

（一）在「理財知識」面向上，男學生與女學生無顯著差異； 

（二）在「理財技能」面向上，男學生與女學生無顯著差異； 

（三）在「理財態度」面向上，男學生與女學生無顯著差異。 

二二二二、、、、不同學校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不同學校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不同學校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不同學校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有有有有顯顯顯顯著著著著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一）在「理財知識」面向上，A國中學生與 B國中學生有顯著差異； 

（二）在「理財技能」面向上，A國中學生與 B國中學生無顯著差異； 

（三）在「理財態度」面向上，A國中學生與 B國中學生有顯著差異。 

三三三三、、、、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無顯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無顯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無顯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上無顯著著著著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此部分乃將 A、B國中分開予以探討，兩所學校學生之情形相同。    

（一）在「理財知識」面向上，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無顯著差異； 

（二）在「理財技能」面向上，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無顯著差異； 

（三）在「理財態度」面向上，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無顯著差異。 

    最後，為呼應下一節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故在進行 t考驗之前，先剔除具遺漏值及缺填問

卷，再行分析，如以 A國中而言，剔除 10份問卷，以 124份問卷來作分析，B國中亦採行相同方

式，以 132份問卷來進行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結果如下： 

四四四四、、、、不同學校不同學校不同學校不同學校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分析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分析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分析學生理財素養之前測差異考驗分析    

（一）就 A國中而言，實驗組及控制組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前測上無顯著差異。 

在「理財知識」面向上，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無顯著差異； 

在「理財技能」面向上，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無顯著差異； 

在「理財態度」面向上，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有顯著差異。 

（二）就 B 國中而言，實驗組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前測上的得分平均數低於控制組學生且達

顯著差異。 

在「理財知識」面向上，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無顯著差異； 

在「理財技能」面向上，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無顯著差異； 

在「理財態度」面向上，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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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理財教學課程的實施成效理財教學課程的實施成效理財教學課程的實施成效理財教學課程的實施成效    

本研究所定位之理財素養包含理財知識、理財技能、理財態度三大面向。故以下先從理財知識、

理財技能、理財態度三大面向來做分析，再就學生之整體理財素養做實驗教學成效之探討。 

而為了提高統計考驗力，減少實驗誤差變異來源，在進行共變數分析之前，會先剔除具遺漏值

及缺填問卷，再針對不同組別學生進行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以檢視是否符合共變數分析的基本假

定，若符合，則可繼續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而因本次實驗教學在兩所學校進行，故以

下結果之呈現會先把兩所學校之結果予以分開討論，最後再進行兩所學校結果之比較，並探究其結

果差異之原因。 

壹壹壹壹、、、、AAAA 國中理財教學課程的實施成效國中理財教學課程的實施成效國中理財教學課程的實施成效國中理財教學課程的實施成效    

一一一一、、、、AAAA 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理財知識理財知識理財知識理財知識」」」」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    

在此分量表中乃以 A國中學生在「理財知識」面向之前測分數及學生社經背景為共變數，其

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1B  A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理財知識之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NA＝124）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迴歸係數同質性（X1*A+X2*A） 4.57 2 2.29 .50n.s. .607 Error（誤差項） 592.10 123 4.81   n.s.p＞.05 
由表 4-3-1B 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結果可知，其 F 未達顯著（F＝.50，p＝.607

＞.05），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假定，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2B  A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理財知識」面向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NA＝124）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共變項 X1（社經背景） .347 1 .347 .077  共變項 X2（前測成績） 31.462 1 31.462 6.954 組間（組別） 17.374 1 17.374 3.840 實驗組未顯著優於控制組 Error 542.914 120 4.524  p＝.052 ,α＝.05  表 4-3-3B  A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理財知識」面向調整後平均數及事後比較摘要表（NA＝124） 調整後平均數 組別 實驗組 （M＝17.193） 控制組 （M＝16.440） 實驗組 --- 
 控制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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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2 ,α＝.05 
由表 4-3-2B、4-3-3B 得知，在排除前測成績及學生社經背景的影響效果後，雖然調整後的

實驗組（M＝17.193）優於控制組（M＝16.440），但兩者並未達到顯著差異，故不同組別對受試

者的「理財知識」面向沒有顯著的影響（F＝3.840，p＝.052＞.05），即在理財知識面向的教學

成效上，有應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實驗組學生與沒有應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控制組學生沒有

顯著差異。 

二二二二、、、、AAAA 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理財技能理財技能理財技能理財技能」」」」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    

在此分量表中乃以 A國中學生在「理財技能」面向之前測分數及學生社經背景為共變數，其

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4B  A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理財技能之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NA＝124）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迴歸係數同質性（X1*A+X2*A） 13.49 2 6.75 1.01n.s. .368 Error（誤差項） 1012.67 123 8.23   n.s.p＞.05 
 

由表 4-3-4B 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結果可知，其 F 未達顯著（F＝1.01，p＝.368

＞.05），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假定，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5B  A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理財技能」面向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NA＝124）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共變項 X1（社經背景） .061 1 .061 .009  共變項 X2（前測成績） 169.638 1 169.638 25.341 組間（組別） 39.676 1 39.676 5.927* 實驗組顯著優於控制組 Error 803.294 120 6.694  p＝.016 ,α＝.05 表 4-3-6B  A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理財技能」面向調整後平均數及事後比較摘要表（NA＝124） 調整後平均數 組別 實驗組 （M＝24.422） 控制組 （M＝23.285） 實驗組 --- 
* 控制組 

* 
--- p＝.016 ,α＝.05 

 

由表 4-3-5B、4-3-6B 得知，在排除前測成績及學生社經背景的影響效果後，不同組別對受

試者的理財技能的確有顯著的影響（F＝5.927，p＝.016＜.05），由事後比較得知，經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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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M＝24.422）優於控制組（M＝23.285），即在理財技能面向的教學成效上，有應用活動

本位教學策略的實驗組學生顯著優於沒有應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控制組學生。 

三三三三、、、、AAAA 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理財態度理財態度理財態度理財態度」」」」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    

在此分量表中乃以 A國中學生在「理財態度」面向之前測分數及學生社經背景為共變數，其

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7B  A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理財態度之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NA＝124）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迴 歸 係 數 同 質 性（X1*A+X2*A） 14.08 2 7.04 .38n.s. .685 Error（誤差項） 3138.84 123 25.52   n.s.p＞.05 
 

由表 4-3-7B 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結果可知，其 F 未達顯著（F＝.38，p＝.685

＞.05），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假定，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8B  A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理財態度」面向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NA＝124）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共變項 X1（社經背景） 48.658 1 48.658 2.646  共變項 X2（前測成績） 759.056 1 789.056 41.277 組間（組別） 124.379 1 124.379 6.764* 實驗組顯著優於控制組 Error 2206.745 120 18.390  p＝.010 ,α＝.05   表 4-3-9B A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理財態度」面向調整後平均數及事後比較摘要表（NA＝124） 調整後平均數 組別 實驗組 （M＝37.121） 控制組 （M＝35.039） 實驗組 --- 
* 控制組 

* 
--- p＝.010 ,α＝.05 

 

由表 4-3-8B、4-3-9B 得知，在排除前測成績及學生社經背景的影響效果後，不同組別對受

試者的理財態度的確有顯著的影響（F＝6.764，p＝.010＜.05），由事後比較得知，經調整後，

實驗組（M＝37.121）優於控制組（M＝35.039），即在理財態度面向的教學成效上，有應用活動

本位教學策略的實驗組學生顯著優於沒有應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控制組學生。 



 191

四四四四、、、、AAAA 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之共變數分析之共變數分析之共變數分析之共變數分析    

為瞭解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成效，本研究以 A國中學生之理財觀問卷第

二部分之前測分數及學生社經背景為共變數，其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10B  A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理財素養之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NA＝124）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迴歸係數同質性（X1*A+X2*A） 10.64 2 5.32 .10 .903 Error（誤差項） 8893.12 123 72.30   n.s.p＞.05 
 

由表 4-3-10B 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結果可知，其 F 未達顯著（F＝.10，p＝.903

＞.05），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假定，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11B  A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整體理財素養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NA＝124）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共變項 X1（社經背景） 53.531 1 53.531 1.043  共變項 X2（前測成績） 2236.953 1 2236.953 43.594 組間（組別） 445.053 1 445.053 8.673** 實驗組顯著優於控制組 Error 6157.584 120 51.313  p＝.004 ,α＝.05  表 4-3-12B  A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整體理財素養之調整後平均數及事後比較摘要表（NA＝124） 調整後平均數 組別 實驗組 （M＝78.677） 控制組 （M＝74.825） 實驗組 --- 
** 控制組 

** 
--- p＝.004 ,α＝.05 

 

由表 4-3-11B、4-3-12B 得知，在排除前測成績及學生社經背景的影響效果後，不同組別對

受試者的整體理財素養的確有顯著的影響（F＝8.673，p＝.004＜.05），由事後比較得知，經調

整後，實驗組（M＝78.677）優於控制組（M＝74.825），即在整體理財素養之教學成效上，有應

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實驗組學生顯著優於沒有應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控制組學生。 

經由上述統計分析可知，A國中學生在分量表一「理財知識」未達顯著差異，而分量表二「理

財技能」、分量表三「理財態度」及總量表「理財素養」上則皆達顯著差異，顯示活動本位教學

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成效對學生在「理財技能」、「理財態度」及整體「理財素養」是佳的。 

研究者認為本次實驗教學之所以對 A國中學生在「理財技能」、「理財態度」及整體「理財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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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造成顯著的影響，在「理財知識」上無顯著改變，主要可從下面兩個地方來加以討論： 

從問卷題目設計來看，「理財知識」的題目設計偏向生活化，學生即使未修習本次實驗課程，

在日常生活中也容易接觸到相關的名詞及概念，例如利率、保險、通貨膨脹…等，甚至，在國小

就曾接觸過相關課程，是以，學生在知識層面上的改變較不明顯，且實驗組學生與控制組學生原

本在「理財知識」面向上即未達顯著差異，在後測上自然而然就較難以有顯著差異。 

從活動課程的實施情形來看，A國中其中一個實驗組班級在公民課的理財大富翁遊戲因時間

關係，並未完整地玩完，訪談教師（AG01）即提到當天活動，學生剛好只碰觸到與「理財技能」、

「理財態度」相關的題目，所以對於理財常識的部分感覺上就沒有被突顯出來，故兩組學生在「理

財知識」上自然無顯著差異。 

從教學方法的運用角度觀之，A國中綜合課一向採用活動本位教學模式進行課程，學生在習

慣活動教學的模式下，上課氛圍愉快融洽，對於課程內容之吸收自然容易，是以，在「理財技能」、

「理財態度」及整體「理財素養」進步得亦較為顯著。 

貳貳貳貳、、、、BBBB 國中理財教學課程的實施成效國中理財教學課程的實施成效國中理財教學課程的實施成效國中理財教學課程的實施成效 

一一一一、、、、BBBB 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理財知識理財知識理財知識理財知識」」」」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    

在此分量表中乃以 B國中學生在「理財知識」面向之前測分數及學生社經背景為共變數，其

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13B  B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理財知識之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NB＝132）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迴歸係數同質性（X1*A+X2*A） 1.44 2 .72 .14n.s. .869 Error（誤差項） 745.30 131 5.69   n.s.p＞.05 
 

由表 4-3-13B 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結果可知，其 F 未達顯著（F＝.14，p＝.869

＞.05），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假定，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14 B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理財知識」面向共變數分析摘要表（NB＝132）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共變項 X1（社經背景） 11.563 1 11.563 2.291  共變項 X2（前測成績） 81.493 1 81.493 16.145 組間（組別） 6.148 1 6.148 1.218 實驗組未顯著優於控制組 Error 646.092 128 5.048  p＝.272 ,α＝.05 表 4-3-15B  B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理財知識」面向調整後平均數及事後比較摘要表（NB＝132） 調整後平均數 組別 實驗組 （M＝16.611） 控制組 （M＝16.169） 實驗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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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組 
 

--- p＝.272 ,α＝.05 
 

由表 4-3-14B、4-3-15B 得知，在排除前測成績及學生社經背景的影響效果後，雖然調整後

的實驗組（M＝16.611）優於控制組（M＝16.169），但兩者並未達到顯著差異，故不同組別對受

試者的「理財知識」面向沒有顯著的影響（F＝1.218，p＝.272＞.05）。 

二二二二、、、、BBBB 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理財技能理財技能理財技能理財技能」」」」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    

在此分量表中乃以 B國中學生在「理財技能」面向之前測分數及學生社經背景為共變數，其

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16B  B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理財技能之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NB＝132）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迴歸係數同質性（X1*A+X2*A） 16.29 2 8.14 1.04n.s. .357 Error（誤差項） 1214.00 131 9.27   n.s.p＞.05 
 

由表 4-3-16B 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結果可知，其 F 未達顯著（F＝1.04，p＝.357

＞.05），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假定，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17B  B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理財技能」面向共變數分析摘要表（NB＝132）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共變項 X1（社經背景） 5.507 1 5.507 .701  共變項 X2（前測成績） 200.328 1 200.328 25.504 組間（組別） 2.757 1 2.757 .351 實驗組未顯著優於控制組 Error 1005.408 128 7.855  p＝.555 ,α＝.05  表 4-3-18B  B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理財技能」面向調整後平均數及事後比較摘要表（NB＝132） 調整後平均數 組別 實驗組 （M＝24.149） 控制組 （M＝23.855） 實驗組 --- 
 控制組 

 
--- p＝.555 ,α＝.05 

 

由表 4-3-17B、4-3-18B 得知，在排除前測成績及學生社經背景的影響效果後，雖然調整後

的實驗組（M＝24.149）優於控制組（M＝23.855），但兩者並未達到顯著差異，故不同組別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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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的「理財技能」面向沒有顯著的影響（F＝.351，p＝.555＞.05）。     
三三三三、、、、BBBB 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理財態度理財態度理財態度理財態度」」」」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面向之共變數分析    

在此分量表中乃以 B國中學生在「理財態度」面向之前測分數及學生社經背景為共變數，其

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19B  B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理財態度之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NB＝132）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迴歸係數同質性（X1*A+X2*A） 2.89 2 1.45 .07 n.s. .936 Error（誤差項） 3209.33 131 24.50   n.s.p＞.05 
由表 4-3-19B 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結果可知，其 F 未達顯著（F＝.07，p＝.936

＞.05），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假定，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20B  B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理財態度」面向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NB＝132）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共變項 X1（社經背景） 8.258 1 8.258 .386  共變項 X2（前測成績） 461.983 1 461.983 21.617 組間（組別） 3.520 1 3.520 .165 實驗組未顯著優於控制組 Error 2735.573 128 21.372  p＝.686 ,α＝.05  表 4-3-21B  B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理財態度」面向調整後平均數及事後比較摘要表（NB＝132） 調整後平均數 組別 實驗組 （M＝35.493） 控制組 （M＝35.835） 實驗組 --- 
 控制組 

 
--- p＝.686 ,α＝.05 

 

由表 4-3-20B、4-3-21B 得知，在排除前測成績及學生社經背景的影響效果後，雖然調整後

的控制組（M＝35.835）優於實驗組（M＝35.493），但兩者並未達到顯著差異，故不同組別對受

試者的「理財態度」面向沒有顯著的影響（F＝.165，p＝.686＞.05）。 

四四四四、、、、BBBB 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之共變數分析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之共變數分析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之共變數分析國中不同組別學生在整體理財素養之共變數分析    

在此分量表中乃以 B國中學生在「理財素養」面向之前測分數及學生社經背景為共變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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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22 B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整體理財素養之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NB＝132）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迴歸係數同質性（X1*A+X2*A） 19.37 2 9.68 .16n.s. .855 Error（誤差項） 9642.63 131 73.61   n.s.p＞.05 
由表 4-3-22B 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結果可知，其 F 未達顯著（F＝.16，p＝.855

＞.05），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假定，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23B  B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整體理財素養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NB＝132）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共變項 X1（社經背景） 74.315 1 74.315 1.222  共變項 X2（前測成績） 1770.570 1 1770.570 29.122 組間（組別） 15.522 1 15.522 .255 實驗組未顯著優於控制組 Error 7782.222 128 60.799  p＝.614 ,α＝.05  表 4-3-24B  B 國中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整體理財素養之調整後平均數及事後比較摘要表（NB＝132） 調整後平均數 組別 實驗組 （M＝76.412） 控制組 （M＝75.705） 實驗組 --- 
 控制組 

 
--- p＝.614 ,α＝.05 

 

由表 4-3-23B、4-3-24B 得知，在排除前測成績及學生社經背景的影響效果後，雖然調整後

的控制組（M＝76.412）優於實驗組（M＝75.705），但兩者並未達到顯著差異，故不同組別對受

試者的整體理財素養沒有顯著的影響（F＝.255，p＝.614＞.05），即在整體理財素養之教學成效

上，有應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實驗組學生未顯著優於沒有應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控制組學

生。 

    經由上述統計分析可知，B國中學生在分量表一「理財知識」、分量表二「理財技能」、分量

表三「理財態度」及總量表「理財素養」皆未達顯著差異，此結果與 A國中不同，以下研究者就

兩所學校之結果差異進行可能原因之探討。 

研究者認為本次實驗教學前後，雖然 B國中學生在「理財知識」、「理財技能」、「理財態度」

及整體「理財素養」在後測上有進步，卻皆未造成顯著差異，可由下列幾項原因來說明： 

    從課程進行領域來看，B國中因課程安排因素（詳第三章研究場域），僅能於公民課中進行實

驗教學，同一單元的概念必須拆成兩天來說明，且中間間隔可能有 2～3 天的時間，導致同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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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堂學到了相關概念後，未能馬上於下一堂課的活動中運用，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吸收在未能

立刻強化的情況下，自然效果不夠顯著。 

   從課程的實施情形來看，B國中在課程進行期間，適逢段考及元宵節，造成同一單元課程的斷

層及拉長實驗教學時間，此點與上述最大的不同在於此處的單元並未能於同一星期進行，而是被

強迫分成兩星期來進行，是以，學生對於「上次教過的內容」的遺忘情形比上述更為嚴重；而實

驗教學時間的延長也是影響研究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者在設計課程的時候，原意是希望理

財的相關課程能盡量於一個月內完成，但 B國中卻因一些突發狀況延滯了半個月，這或許也是造

成研究結果不顯著的其中一項原因。 

    從課程的教授者來看，B國中因未聘滿綜合科相關師資，是以由研究者擔任綜合課兩單元的

授課教師，但因研究者在教學實施前，並未與學生接觸過，導致上課時因彼此熟悉度不夠，導致

一開始上課的氣氛不夠熱絡，但學生熱絡愉快的氣氛是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最大特色之一，故此點

可能亦為影響研究結果原因之一。 

    從學生對活動教學流程的熟稔程度來看，研究者由完全參與觀察的角度觀之，發現 B國中學

生似乎較未能照著活動流程，例如在每一階段的活動期間，學生會有討論學習單的時間，但部分

同學們因未曾有相關的上課經驗，容易有不知從何討論或是分心聊天的情況發生，在此情形下，

學生之學習成效自然不佳。 

    最後，則是由學生之前測得分情形來看，由本章第二節可知，B國中實驗組學生除了在「理

財技能」面向上的得分情形較佳外，在「理財知識」、「理財態度」及整體「理財素養」上皆低於

控制組，尤其在「理財態度」及整體「理財素養」上甚至還達顯著差異，故研究者推測原來實驗

組的學生對於理財相關議題的認識程度本就未如控制組學生高，吸收上可能也未如控制組快速，

畢竟，理財相關議題常常是一環扣著一環，例如若學生本身已有部分投資理財的概念，在提到投

資理財工具時，也較容易瞭解，是以，本次實驗研究之效果才未能達到顯著情形。 

參參參參、、、、AAAA 國中及國中及國中及國中及 BBBB 國中實施成效之差異國中實施成效之差異國中實施成效之差異國中實施成效之差異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由上述討論可知，兩所學校之研究結果明顯不同，故以下研究者就兩所學校之結果差異進行可

能原因之探討，綜合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安排安排安排安排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如第三章研究對象之介紹，A國中之公民科為一星期一節，綜合科則為一星期兩節，且這兩

節課是連堂，因而在進行綜合科單元時，能於第一節先說明概念，包含詳細介紹活動之規則，故

學生在概念上不會有中斷之疑慮，能學習到較完整的概念。而 B國中之公民科與綜合科皆為一星

期二節，但綜合科教師因未聘滿，目前該校的綜合領域課程是一節配課給地理，一節配課給導師，

故關於 B國中之綜合科課程僅能於公民課時教授，且綜合科單元並無法與 A國中一樣，連續兩堂

授課，而是需要分為兩天上課，是以，學生學習理財相關概念較無法如 A國中來得完整，至於公

民科 B國中雖為一週兩節，但未連堂，故學生已習慣課程與活動分開，相較之下，無連堂與否之

顧慮。 

二二二二、、、、突發狀突發狀突發狀突發狀況因素況因素況因素況因素    

本研究之實驗課程共需 335 分鐘，換算為節數則為 7.5節，以 A國中而言，7.5節的課是連

續著上的，即公民科上完兩單元後，再進行綜合科的活動課程，時間約為一個月，中間並無遇到

停課之情形；而 B國中因於教師教授完公民課單元後，適逢段考及元宵節活動，故中間停課兩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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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又開始進行綜合科的活動課程，整體上課時間拉得稍長，約花了 1.5個月，且教師於教授綜

合科的活動期間，又遇到其他科教師臨時調課，是以，其中一單元---「風險與保險」只好被迫

切割成兩個星期上課，造成前一堂課談概念，後一堂課玩活動，造成同一星期同時上到「風險與

保險」及「聰明消費 HAPPY GO」，在學生學習概念的完整性上難免會有些影響，甚為可惜。其後，

又為了不壓迫公民科課程進度，只好佔用到學生的下課時間來做後測問卷，造成部分學生因想下

課而未確實把對理財教育之感受表達出來，此可能是導致 B國中問卷結果不顯著的原因。 

三三三三、、、、教師因素教師因素教師因素教師因素    

    為進行本研究之實驗課程，研究者特別商請 A國中的三位任課教師來幫忙教授，此三位任課

教師與他們的任課班級皆相處了兩年到三年之久，教師與學生之間已具有上課之默契。教師瞭解

學生可能不懂的地方為何，可多加說明，且針對一些特別的問題，也能馬上請幾位學生發表其意

見；而學生清楚教師的個性及上課模式，在上課時也能不害羞舉手發問，與教師做良好的互動，

故學習效果較為顯著。而 B 國中因未聘滿綜合師資，因而在 BG01 教師教授完公民科單元後，由

研究者負責教授綜合科單元，研究者在教授課程之前，並未事先於前兩個星期與學生接觸，BG01

教師在公民科課程結束後已預告有位新教師會來幫同學上課，但研究者認為就教師與學生的熟悉

度而言仍為不足。研究者是在授課當天才與學生見面，考量第一次見面，學生未能清楚教師的個

性及上課模式，因而在上課時顯得較為害羞保守，而教師在授課時亦有類似之情形，教師在不瞭

解學生個性及無法馬上叫出學生姓名的情況下，難免上課會有些綁手綁腳之情形，只能說第一次

見面就是彼此之適應期，在適應期間上課，對研究結果難免會有所影響，甚為可惜。建議未來相

關之研究若有類似情形，研究者應事先去學校與研究參與班級學生先認識，建立起彼此的熟悉度

及默契，會更有利於研究之進行。 

四四四四、、、、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熟悉熟悉熟悉熟悉度因素度因素度因素度因素    

    如第三章研究對象之介紹，A國中本有公民科及綜合科課程，本研究之公民科由公民專業師

資授課，綜合科亦是，故學生在上課時即能明顯區分兩科之差異。以 A國中的綜合課而言，如 AG03

教師所提及，因授課時間充裕（一星期兩節），故長年以來，綜合科即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為主，

教師熟稔活動教學法之技巧與運用，學生對活動的熟悉度也佳，他們清楚何時為聽課時間，何時

為活動時間，對於遊戲規則已瞭然於心，故教師在進行活動時，因同學對活動已有良好的熟悉度，

自然能密切配合，營造出良好的活動氛圍。而 B國中情形則約略不同，雖有公民科及綜合科課程，

但因未聘滿相關專業師資，目前公民課為一星期兩節，綜合科則以配課方式為主。BG01教師提及，

公民課雖為兩節，但考量到教學進度，平常還是以講述為主，很少給他們做活動，故學生對活動

並未有較佳的熟悉度，再加上授課教師（即研究者）並非是以往熟悉的教師，在一方面重新適應

教師，一方面適應新的上課方式的情況下，教學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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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學生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生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生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生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學學學之學習經驗回饋之學習經驗回饋之學習經驗回饋之學習經驗回饋    

壹壹壹壹、、、、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前後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前後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前後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前後，，，，實驗組學生對理財實驗組學生對理財實驗組學生對理財實驗組學生對理財態度態度態度態度之改變顯之改變顯之改變顯之改變顯著著著著性考驗性考驗性考驗性考驗    

一一一一、、、、對對對對「「「「閱讀有閱讀有閱讀有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新聞新聞新聞」」」」的的的的喜歡喜歡喜歡喜歡態度之改變態度之改變態度之改變態度之改變    

欲瞭解實驗組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

的喜歡態度是否改變，研究者採用卡方考驗來檢視其改變的顯著性，首先，研究者於剔除缺填的

問卷後，再根據實驗組學生的前後測資料，將研究問題整理成下表 4-4-1：  表 4-4-1B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後對「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之 態度交叉表（N＝136）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 總和 喜歡 不喜歡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 喜歡 33 3 36 不喜歡 74 26 100 總和 107 29 136 p＜.001 , α＝.05 ,χ2＝63.64 
就細格次數分析，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不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課

程實施後亦不喜歡者有 26 人；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

聞，課程實施後亦喜歡者有 33 人；而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

關的新聞，但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不喜歡者有 3人；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不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

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但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喜歡者有 74 人，其中改變最大者為理財教育

課程實施前不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但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喜歡者（N

＝74）。經 McNemar考驗結果，χ2＝63.64，p＜.001，達到α＝.05的顯著水準，表示學生在接

受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的喜歡態度有顯著的改變，

且理財課程教學實施後，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的學生數有顯著增加。 

二二二二、、、、對對對對「「「「學習理財對國中生學習理財對國中生學習理財對國中生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是否有幫助是否有幫助是否有幫助是否有幫助」」」」態度之改變態度之改變態度之改變態度之改變 
欲瞭解實驗組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是否有幫助」之態度是

否改變，研究者採用卡方考驗來檢視其改變的顯著性，首先，研究者根據實驗組學生的前後測資

料，先將研究問題整理成下表 4-4-2B：  表 4-4-2B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後對「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是否有幫助」之態度交叉表 （N＝136）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 總和 有幫助 沒有幫助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 有幫助 120 3 123 沒有幫助 12 1 13 總和 132 4 136 p=.035 , α＝.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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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細格次數分析，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認為對國中生沒有幫助，但課程實施後亦沒有幫助者

有 1人；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認為對國中生有幫助，課程實施後認為有幫助者有 120人，顯示大

多數學生皆認為理財教育確實是對國中生有所幫助。而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認為對國中生有幫

助，但課程實施後認為沒有幫助者有 3人；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認為對國中生沒有幫助，但課程

實施後有幫助者有 12人。經 McNemar考驗結果，p＝.035，達到α＝.05的顯著水準，表示學生

在接受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是否有幫助」的態度有顯著的改變。 

三三三三、、、、對對對對「「「「是否希望是否希望是否希望是否希望學校教師學校教師學校教師學校教師再多再多再多再多教一教一教一教一些些些些理財課程理財課程理財課程理財課程」」」」態度之改變態度之改變態度之改變態度之改變 
欲瞭解實驗組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是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

之態度是否改變，研究者採用卡方考驗來檢視其改變的顯著性，首先，研究者根據實驗組學生的

前後測資料，先將研究問題整理成下表 4-4-3B： 表 4-4-3B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後 對「是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之 態度交叉表（N＝136）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 總和 希望 不希望 沒意見 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 希望 25 1 5 31 不希望 5 1 7 13 沒意見 54 3 35 92 總和 84 5 47 136 p＜.001 , α＝.05 ,χ2＝44.96 
 

就細格次數分析，理財教育實施前對「是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表示希望的

人，僅有 6人（1+5）在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表達不希望或無意見，百分比為 19.3％；在理財教

育課程實施前對「是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表示不希望，在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

表達希望的學生數有 5人，百分比為 38.5％；改變最大的是在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對「是否希望

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表示沒意見，在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表達希望的學生數高達 54

人，百分比為 58.7％。而經由包卡爾對稱性考驗（ Bowker's test of symmetry）後，χ
2
＝44.96，

p＜.001，達到 α＝.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是否希望學校教

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的態度有顯著差異。 

貳貳貳貳、、、、實驗組學生參與本次實驗教學之學習經驗實驗組學生參與本次實驗教學之學習經驗實驗組學生參與本次實驗教學之學習經驗實驗組學生參與本次實驗教學之學習經驗回饋回饋回饋回饋（（（（量表量表量表量表））））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學習經驗回饋」的部分是希望瞭解學生對活動本位

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學習經驗是否正向，本問卷採李克特式四點量表（Likert type four 

point scAle）方式設計，選項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以及「非常不同意」，以期

填答者能明確表達其態度。而在選項「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以及「非常不同意」分別給

予 4分、3 分、2 分、1分；反向題則反向計分，即題目 1、題目 4、題目 6、題目 9需先進行反向

計分。而在問卷第三部分分數計算之意涵為：得分越高者，代表國中生在該題所指涉之學習經驗越

正向。表 4-4-4B為學生填答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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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4-4B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學習經驗回饋（N＝139） 題號  平均數 標準差 高分排序 1 理財教學課程是令人感到煩悶的 3.17 .787 9 2 每完成一次理財課程教學後，我就能夠將該理財觀念付諸實踐於生活中 3.31 .526 6 3 我覺得老師在教學活動中所舉的理財議題，很值得思考 3.403.403.403.40    .575 3 4 我覺得研讀理財相關課程內容是浪費時間的事 3.28 .750 8 5 經過理財教育課程教學後，我對平常習以為常的事情會有不同的見解 3.36 .617 5 6 當課程中進行理財活動教學時，我常常會做其他的事 3.083.083.083.08    .885 10 7 我能使用理財概念去分析事況及時事 3.30 .649 7 8 我覺得平常課程應該多設計一些理財活動，訓練我們的理財能力 3.38 .611 4 9 對我而言，理財教育是一門複雜且困難的學科 2.992.992.992.99    .796 12 10 我覺得理財教育的相關活動課程是很實用的 3.503.503.503.50    .597 2 11 我覺得課程活動的安排會影響我們對理財教育的學習意願 3.083.083.083.08    .939 10 12 我覺得上課做活動（例如玩遊戲、分享學習單心得...），會讓我對理財教育比較有興趣 3.543.543.543.54    .655 1 總量表 3.28 .391  
由表 4-4-4B可以得知，實驗組學生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學習經驗回

饋」量表上，只有 1題平均得分介於 2.5～3 分之間，其餘各題均有 3 分以上之高得分，總量表平

均數高達 3.28 分，顯示實驗組學生對活動收穫多持正向肯定。 

本量表中得分最高的兩個題目為第 12 題（平均得分為 3.54）及第 10 題（平均得分為 3.50）

及第 3 題（平均得分為 3.40），可見學生對於上課做活動的評價頗高，他們認為活動本位教學（例

如玩遊戲、分享學習單心得...）確實能提升其對理財相關議題的興趣，且在此次的實驗教學中，

他們也覺得在課程中所學到的理財議題不僅值得思考，從活動課程內容中所學到的知識也很實用，

能讓他們實際運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本量表中得分最低的為第 9 題（平均得分為 2.99），但其實平均得分已非常接近 3分，顯示對

於本次實驗教學的課程內容，學生認為不會過於複雜且困難，難易度適中，故未來研究者在做相關

課程內容設計時，可以本研究之課程內容為基準，再加以發展。又本量表中得分次低者分別為第 6

題（平均得分為 3.08）及第 11題（平均得分為 3.08），顯示學生認為課程活動的安排對他們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會影響到他們學習理財教育課程的相關意願，若未善加安排課程活動的進行，

他們在課程進行中，會較容易去做其他的事，而在本次實驗教學課程中，他們對於活動安排還算滿

意，因而當課程中進行理財活動教學時，甚少有一心二用的情形發生。 

由以上量表的整體分析結果可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受到大多數實驗組學

生的喜愛與支持，而此項結果亦可與下列之訪談結果相互印證。 

參參參參、、、、實驗組學生參與本次實驗教學之學習經驗實驗組學生參與本次實驗教學之學習經驗實驗組學生參與本次實驗教學之學習經驗實驗組學生參與本次實驗教學之學習經驗回饋回饋回饋回饋（（（（訪談訪談訪談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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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完後測結果分析，並驗證理財教育之教學成效之後，為進一步瞭解學生對於理財教育活

動課程之實際感受、評價與意見，以及在學習完理財教育課程之後對自我理財方式的影響，研究者

採立意抽樣之方式，根據學生的前後測結果，從四個參與教學實驗的班級中選取進步幅度最大的學

生（AS01、AS02、AS05、AS06、BS01、BS02、BS05、BS06）及退步幅度最大的學生（AS03、AS04、

AS07、AS08、BS03、BS04、BS07、BS08）等兩組進行訪談。訪談結果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傳傳傳傳統統統統講講講講述法的上課述法的上課述法的上課述法的上課情形情形情形情形與評與評與評與評價價價價 

對於以往上一般課程時，學生對於教師採用傳統講述法的上課情形與評價普遍不佳，尤其是

相較於活動教學法，學生認為活動教學法較不易令人覺得課程沈悶、無聊，重要的是玩活動會比

較有參與感，也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因此，在活動課程中，較少有學生睡著的情形。 

會有睡覺啊！但玩活動時應該大部分人都會清醒吧！（AS01-1、AS02-1、AS05-1、

AS06-1） 

會啊！講述課還是有人會睡著…（AS03-1、AS04-1 、AS08-1） 

純講述的課程就會就會有人睡著，綜合、健康、體育就比較不會！（AS07-1） 

應該會睡著，因為很無聊…玩活動比較不會睡著…（BS01-10、BS08-4） 

應該會睡著吧！因為沒有活動吧…（BS02-3、BS03-1、BS05-1、BS06-6） 

睡覺…那個啦！…玩活動比較不會睡著…（BS04-6、BS07-9） 

由上述訪談可知，相較於活動教學法，傳統講述法的確易使學生昏昏欲睡，幾位學生也提到

了導致他們想睡著的因素，並非單純是教師本身關係，主要還是因為傳統講述法過於沈悶的因

素。可想而知，若欲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並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採用適當的教學策略的確

是重要關鍵。 

睡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老師的關係、教法所以才睡著…也有自己聽不懂的…對…然後

就想睡啊…（BS01-10） 

…跟老師沒有關係，只是純粹說課程比較悶…（BS02-3） 

老師上課講話還好…不會很悶…只是上課氣氛太沈悶了…（BS03-1） 

跟老師沒有關係…就是…純粹講述法跟玩活動有差就對了…玩活動會比較有參與感，

比較有興趣…（BS06-7、BS07-9） 

二二二二、、、、學生對於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學生對於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學生對於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學生對於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用用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感受感受感受感受 

    就本次參與實驗課程的 A國中與 B國中的十六位學生，無論是進步組或退步組的學生，皆對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單元有著極高的正面評價，也都認同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確

實能夠顯著提升他們的學習意願及興趣，除此之外，有學生提到，在本次的實驗課程中，平常上

任何課都會睡著的幾位特定學生，在此次玩遊戲的過程中，不但沒有睡著，還參與同學們的討論，

甚至，還肩負了大富翁遊戲活動決定勝負的關鍵人物。 

玩活動時應該大部分人都會清醒吧！（AS01-2、AS02-2、AS05-2、AS06-2） 

有活動就比較不會想睡覺，因為就是….活動讓大家都有參與感，就不會發呆，比較不

會想睡覺…（AS03-1） 

玩活動時，那些特定人就沒有睡著，而且有參與討論，像大富翁遊戲就是因為他，我

們才贏，像猜拳啊！擲骰子啊！（AS04-1） 



 202

玩活動很好啊！同學們根本就不會睡覺！（思考貌）（AS07-1） 

比較不會睡吧！因為有活動…（AS08-1、BS02-3、BS05-1） 

…玩活動比較不會睡著…（BS01-10、BS04-6、BS07-9、BS08-4） 

比較有興趣、會比較快樂。（BS06-7、BS03-1） 

   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核心就是讓學生們從遊戲中學習，從操作中體驗。而將之對照本次參與

實驗課程的學生對於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感受，可看到活動本位教學策略除

了提供學生情境式體驗，也讓學生們學習相互合作、協調溝通的小技巧，發揮了潛移默化的教育

功效，是以，在未來理財教學中，可將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列入考量，來發展相關的理財課程。 

三三三三、、、、學生對本次理財教育活動各學生對本次理財教育活動各學生對本次理財教育活動各學生對本次理財教育活動各單元單元單元單元之評之評之評之評價價價價    

    本次實驗教學課程總共分為四個單元，從訪談學生中發現，學生對於實驗課程的接受度頗

高，且一致認為課程內容與生活相關，因此沒有特別困難或不懂的地方，且當研究者談到他們比

較喜歡哪一單元時，才發現其實每個單元都有各自的擁護者，也有同學（AS02）認為四個單元都

還不錯。以下為訪談學生對本次理財教育活動單元之評價： 

（（（（一一一一））））公民公民公民公民科科科科------------「「「「天哪天哪天哪天哪！！！！錢錢錢錢變變變變””””小小小小””””了了了了」」」」、、、、「「「「贏贏贏贏在理財在理財在理財在理財力力力力」」」」    

「天哪！錢變”小”了」活動在 A、B兩國中皆獲得大多數同學們的正面評價。同學們

認為因為拍賣會是大家經由討論後，才做出競標的動作，是由學生主控的，故相較於其他三

者的不確定性而言，較能激發學生興趣。 

最喜歡拍賣的活動，因為拍賣會的活動比較刺激！（AS07-2） 

拍賣吧！因為其他三個都設定好了，只有拍賣會是大家可以控制的，所以比較好玩！

（AS08-2） 

競標活動...（AS05-3、AS06-3、BS08-4、BS06-7、BS04-7） 

而「贏在理財力」活動因受限於公民科教師授課時數關係，有些班級只進行到一半的活

動就下課，後又因校慶停課及段考之關係，只好中途終止遊戲，僅有部分班級因未受停課因

素之影響，故能順利跑完整個遊戲。而這些順利跑完整個遊戲的班級學生對於大富翁活動是

抱持肯定的態度，他們認為此活動頗富樂趣，由學生之反應可知，若此活動未受限於時數關

係，定能充分發揮其樂趣。 

時來運轉最好玩…大富翁遊戲比較好玩，像我們這組本來是第一名，在選號碼的時候

就有想選 4號跟 10號，可選了 10號就被大家唸，後來還差點被追過…我覺得比較好

玩…（AS03-2） 

大富翁...（AS01-2、BS02-4、BS05-1） 

（（（（二二二二））））綜合綜合綜合綜合科科科科------------「「「「風險風險風險風險與與與與保險保險保險保險」」」」、、、、「「「「聰明聰明聰明聰明理財理財理財理財 HAPPYHAPPYHAPPYHAPPY    GOGOGOGO」」」」    

在本次實驗教學課程中，特意加入「風險與保險」單元，因公民課本僅提到風險和保險

之概念，對於其種類及內容卻未能深入探究，故研究者特別把風險和保險之概念加以擴展延

伸。在此次實驗教學中，雖僅有部分同學表示特別喜歡此單元，但此單元卻是對學生自我理

財方式的影響最大（關於此部分會於下一部分提及），若相關單位未來有意發展理財課程的

內容規劃，可將此單元列入考量。 

保險吧！因為要挑題目，有點難，不過很刺激…（AS04-2） 

我喜歡風險與保險…（BS03-2、BS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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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聰明理財 HAPPY GO」單元主要是利用影片「購物狂的異想世界」來說明消費與信

用之重要性，內容主要融合了公民科與綜合科平時教學之內容，在課程之中，又另外加入「預

算」、「倫理關懷」…等元素，以讓學生學到「用錢」、「珍惜」、「分享」之概念，爾後，再利

用賓果遊戲把主要概念串連起來。有學生表示此遊戲最為他所喜愛，原因如下： 

喜歡賓果遊戲...尤其倫理關懷的部分讓我印象很深...（BS01-11） 

四四四四、、、、參與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對學生自我理財方式的影響參與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對學生自我理財方式的影響參與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對學生自我理財方式的影響參與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對學生自我理財方式的影響 

    學生認為參與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的確有對他們自我理財方式造成影響，除了讓他們學

習到新的知識，如通貨膨脹、投資理財…等概念外，也改變了他們原本對於金融工具的誤解，如

保險。比較特別的是學生們較喜愛的單元與影響他們最大的單元未必是同一個，而就本次理財教

育活動課程來說，大多數學生認為「風險與保險」單元是讓他們學習到最多，也影響他們最大的

單元。茲將學生在參與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之後，對其自我理財方式的影響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天哪天哪天哪天哪！！！！錢錢錢錢變變變變””””小小小小””””了了了了」」」」讓讓讓讓學生認學生認學生認學生認識了拍賣識了拍賣識了拍賣識了拍賣會與會與會與會與通貨膨脹通貨膨脹通貨膨脹通貨膨脹    

   學生們表示本次活動除了讓他們學習到拍賣會的流程與步驟之外，最重要的是讓他們體

會到通貨膨脹的真諦，且在瞭解了通貨膨脹的意義後，就有可能會想去投資來賺錢，以增加

財富的方式來承受貨幣貶值的結果。 

終於知道拍賣會是什麼！（AS07-1） 

從拍賣會中學到了通貨膨脹（BS04-7） 

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就會…聯想到說…喔因為錢的價值越來越少，然後可能就會想

投資（BS06-7） 

（（（（二二二二）「）「）「）「贏贏贏贏在理財在理財在理財在理財力力力力」」」」讓讓讓讓學生瞭解學生瞭解學生瞭解學生瞭解投投投投資理財及分資理財及分資理財及分資理財及分散風險散風險散風險散風險的觀的觀的觀的觀念念念念    

    大富翁活動除了讓學生能在瞭解投資的概念之餘，善用自己所認識的金融工具來作投資

規劃，同時也能體悟到「風險無所不在」的道理，因而，在投資的同時，亦要懂得分散風險。

而透過此次活動中，學生們表示在活動結束後，會更想去瞭解金融工具的使用及未來投資須

注重分散風險的概念。 

知道保險…還有股票的概念（AS07-1） 

有啊！股票吧！知道多一點…（AS08-1） 

本來就喜歡股票，可是上了課之後，會更想去投資，就是去瞭解這個金融工具的東西

（AS01-5） 

影響我最大的是這個活動，因為…可以讓我就是…有分散風險的概念，以後存錢…可

以投資跟分散風險...（BS01-12） 

玩大富翁的時候，會比較知道投資可以賺錢（BS08-6） 

（（（（三三三三）「）「）「）「風險風險風險風險與與與與保險保險保險保險」」」」讓讓讓讓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體悟體悟體悟體悟到到到到保險保險保險保險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    

接受訪談的多數學生原來對保險多持負面看法，僅有一位同學表示，因為受到母親的影

響，因此對保險較不討厭，但其對保險之種類及內容則不甚清楚。除了以上關於保險概念之

澄清外，同學還表示，在教師教授完此單元後，讓他們對保險的種類與內容有了進一步的認

識，不但不再那麼排斥保險，且在他們未來的財務規劃中，也會把保險列為其中一環，因為

他們透過遊戲，能確切體驗到「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的概念及預作準備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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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媽媽本身就是金融業的，小時候媽媽都有講，所以就不會討厭保險，而且我媽

媽幫我保了一堆險，他說什麼有打架險之類的也有保，我也不知道，我媽媽就說有打

架險…（AS03-2） 

保險吧！就保護自己，不過我之前對保險有一個不大好的印象，就是我爸爸開刀，就

跟保險公司說要拿錢，可是保險公司說要心臟開刀才可以拿錢，所以就覺得很不好…

可是上了課之後，對保險比較不會通通都是負面印象，像我媽就幫我保了癌症險，嚇

我一跳…（AS04-2） 

上了課之後對保險比較有正面的感覺（AS05-6） 

就風險與保險，以前不懂保險，現在學到一些它也是一種理財工具（BS02-5） 

四個活動裡面影響我最大的是這個單元，應該說我…會比較小心…如果要保險，我可

能會保火險... 因為現在很多…很多…地方都會發生火災…所以覺得應該買火險吧！

（BS03-2） 

上完課之後會…就是比較知道說…保險有哪些種類（BS04-7、BS05-3） 

保險單元對我的影響最大，改變我以前的觀念，以前覺得他們會…就是…就是跑來跑

去…然後找很多的人啊！去叫他們買保險…現在的概念是覺得我們有時候有意外會發

生…就會有所幫助…（BS06-7） 

有改變我對保險的觀念，就以前…就覺得他們就…叫你保東保西，我也不知道他在保

什麼東西…可是上完之後會…比較瞭解他在保什麼…像現在因為我常常打球，容易受

傷…就會比較想保醫療險...（BS07-9） 

（（（（四四四四）「）「）「）「聰聰聰聰明明明明理財理財理財理財 HAPPYHAPPYHAPPYHAPPY    GOGOGOGO」」」」讓讓讓讓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更懂得聰明消費更懂得聰明消費更懂得聰明消費更懂得聰明消費    

    「消費」一直是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常面對到的一件事，從訪談學生的內容之中，也發現

到家庭確實會對學生的消費行為造成影響。而提及本單元對學生的影響，可分成兩個部分來

作探討，一是針對購買商品前的比價動作，大部分學生們表示自己本來在買東西之前，就會

先進行比價動作，只是沒有實踐地那麼徹底，但上完此單元後，就會更加注意商品的價格，

此外，也會比較知道「需要」跟「想要」的概念。 

恩…本來就只有一點點會比價，然後上了課之後…會更加注意...（AS01-5） 

買東西會多比較跟殺價（AS02-8） 

...小時候媽媽都有講...在消費方面，我本來就會依照自己的能力去決定買多少，而

且會留一部份的零用錢，把它存起來…（AS03-1） 

本來就會去比較那價錢，只是上了課之後，才就是發現一些之前沒有提到的東西...

（AS05-5、AS06-5） 

在消費與信用的單元會比較知道想要跟需要的概念，因為以前雖然知道這個觀念，可

是並不知道那個概念叫做需要跟想要。另外，在消費方面會有比價的觀念，像 pilot

的筆如果太貴，比方說從 26元變成 40元，那我可能就不會買，會透過其他特殊管道

去買吧！因為比較便宜，哈哈...（AS07-1） 

再來，是針對在第一節中就曾提及國中生的預算概念普遍不足的情形，看看在教學完成

後，學生是否能對預算概念更為明白，有幾位同學在接受訪談時，特別提出了關於預算之概

念。 

就是…買東西的時候不要超過自己的負擔能力…（AS01-7、AS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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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計畫好的事情，這只會花到的金錢數目吧！就是先把你要買的東西是什麼，先

稍微估算一下價錢，然後再列出一個清單，然後把他整個價錢算出來再堅持預算。

（AS05-7、AS06-7） 

就是說…假如說某個物品是某個錢，那心裡就會覺得是那個錢，然我在買這個東西，

心裡已經有一個…評估…評估價錢…（BS01-13） 

後在去買的時候，然後再評估自己買的錢，預算吧…（BS02-9、BS03-8） 

就是…你要買一樣物品之前，先鎖定的價錢…（BS04-9） 

經由上述分析可知，「聰明理財 HAPPY GO」不僅讓學生懂得「貨比三家不吃虧」的觀念，

亦讓學生對預算概念更為清楚明白。 

五五五五、、、、學生對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之建議學生對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之建議學生對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之建議學生對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之建議 

    在本次訪談的十六位學生中，大部分學生對於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的內容規劃已認為足

夠，僅在影片欣賞部分表達出希望能完整地看完，但仍有部分學生熱心地對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

程提出相關建議，故研究者就訪談內容分析，將學生建議整理如下： 

（（（（一一一一））））希望能欣賞希望能欣賞希望能欣賞希望能欣賞到到到到完整完整完整完整的影的影的影的影片片片片    

    本建議主要是針對「購物狂的異想世界」這部電影，多數學生表示還是希望能看完整部

影片，畢竟跟上課單元感覺層層相扣，息息相關；僅有一位學生認為影片只要著重於關鍵部

分即可，如此次教學一般，不需要把整部影片看完，同時，他也提出了希望在消費與信用的

部分可以再講得更深入。 

影片要看完，我想看購物狂的異想世界…（AS04-3、AS07-2、AS08-2、BS04-7、BS05-2、

BS06-8） 

影片看那個重要部分就好了啊！…層面應該要再深入一點…（BS01-13） 

（（（（二二二二））））部分單部分單部分單部分單元元元元的的的的遊戲遊戲遊戲遊戲題目及素題目及素題目及素題目及素材材材材可以探討可以探討可以探討可以探討地再深地再深地再深地再深入一入一入一入一些些些些    

    針對「贏在理財力」與「風險與保險」的遊戲題目，部分同學認為題目過於簡單，可以

設計地再困難一些，另外，針對「風險與保險」單元，同學們特別提及保險的情境太少，保

險種類也是，希望此單元的課程內容部分能再豐富一些。 

保險的種類講得太少，覺得儲蓄險跟意外險的部分可以再多講一點…（AS03-3、AS04-3） 

…然後保險可以再難一點…（AS07-2） 

保險的情境太少…就是遇到事情…（AS08-2） 

那個題目都太那個…太簡單了…比如說大富翁的啊！我覺得要難一點...（BS01-14） 

 

從上述分析可知，經過本次理財教學，雖然在前述理財知識面向上，A、B 國中兩組學

生並無顯著差異，但實驗組學生對理財觀點之態度卻是有正向的顯著改變，如理財教學實施

後，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的學生增加了，且認為學習理財對國中生

是有幫助的，同時也希望學校教師能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而由學生學習經驗回饋量表亦可

得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深受大多數實驗組學生的喜愛與支持，他們認

為理財活動不但有趣，且能同時訓練他們的理財能力，此點與學生的訪談結果相互呼應。在

上述針對學生的訪談結果中可看出，相較於原本無採用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課程，如一般傳

統講述方式，確實會讓他們容易感到無聊、煩悶，而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卻能克服這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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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們大都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抱持極高的正面評價，除此之外，學生也覺得本次的理

財活動好玩又刺激，讓他們能從快樂中學習，進而對他們自我理財方式產生影響，如更清楚

保險的真諦及重要性、更懂得如何聰明消費。總體而言，此次的實驗教學在學生部分的學習

成效應算是相當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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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教師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師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師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師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教教教學學學學之觀點之觀點之觀點之觀點 

在實驗教學前後，研究者分別對協同研究教師進行訪談，首先，先請教師們談談實施理財教育

時，他們認為會面臨到哪些教學困境；其次討論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的可行性問

題，並說明本次實驗教學實驗組的上課情形與學生反應，以瞭解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是否能有效提升

學生之學習意願與學習興趣，同時請教師就研究者所設計的理財教育課程及架構提出建議，看是否

有需要補充或刪除的地方，以作為未來相關單位設計理財教育課程時之參考；再來，請教師們分享

參與本次實驗教學，對其本身產生了哪些影響；最後，針對上述教師們之訪談內容，探究有效達成

理財教育教學目標之重點與方針。 

壹壹壹壹、、、、實施理財教育時實施理財教育時實施理財教育時實施理財教育時，，，，教師認為教師認為教師認為教師認為會會會會面面面面臨到臨到臨到臨到的教學的教學的教學的教學困境困境困境困境 

由訪談資料可知，目前教師在教學現場上所遭遇到的困境有下列幾項： 

一一一一、、、、授授授授課時數方面課時數方面課時數方面課時數方面 
對於這次的實驗教學對既有課程教學上的影響，公民科教師與綜合科教師皆提出了他們的看

法，由他們的看法之中可以發現，早在實驗教學前，公民科教師便提出時間上的問題，以公民科

的授課時數而言，一星期為一節課，但教科書內涵蓋的內容卻廣至消費與信用、市場與貨幣、就

業與理財等面向，所以以往進行理財教學時易因侷限於時數關係，對於一些理財知識僅能粗略提

及，未能有進一步地介紹。 

課那麼趕，一節課要講理財、講理財工具...學生有興趣，但是時間不夠...（AG01-1-3） 

沒有時間講那麼多...（AG02-1-4） 

以一節的經驗來說，我覺得就是講得...比較趕，就是我沒有辦法舉很多例子，我可能

就是，整個大概念啊，什麼保險啊、什麼投資的東西那一些，就是大概念的介紹...

對...那反而就是...，我覺得學生可能會比較吃力一點，因為我沒有跟他們舉很多例

子，所以他們有時候可能要硬背啊什麼的，所以我會覺得兩節課應該會比一節課好...

（BG01-1-3） 

而此點在進行實驗教學時，仍面臨到同樣的問題，尤其是 A 國中的公民課程，因其授課時數

維持在一星期一節；而 B國中的公民教師則因一星期有兩節的關係，他覺得這樣的上課內容是可

以接受的，如果因時數關係，而再對內容作刪減的話，他會覺得很可惜。 

我就覺得你的課程設計很適合連排的課程...公民一節課的話，你先上完理財工具概

念...什麼都上完了...再來跑活動...也是會蠻趕的，我覺得 45...以一節課 45 分鐘，

實際運用 40 分鐘來算，是蠻趕的...（AG01-2-1） 

時間不夠...不夠...可是不是我片面之力可以改變的事情...（AG02-2-3） 

恩...我...我...恩...因為我們學校今年本身特殊的條件，我會覺得我剛好有兩節

課，那就是包含正式的一節，然後第八節，所以我有兩節課的時間，那我會覺得這樣

子的內容是可以...可以接受的，因為我也做的完、然後也不用這麼的匆忙，可是會覺

得如果說在現行的制度下，公民只有一節課，其實這樣子做活動下來，會很...還是會

有壓力，因為很趕，因為我們還要趕著上其他課這樣子，但是所以就變成說...可是我

會覺得如果刪減，就又會有一點可惜，因為感覺就不連貫...可是覺得如果學生沒有玩

到遊戲，就很可惜...但是勢必如果我們要做刪減，一定就是先從遊戲的部分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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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01-2-1） 

公民科教師認為若一星期能有兩節的時數，會比較有利於活動的進行及讓學生做事後的省思

與回饋，而關於此時數的問題，也獲得 A國中綜合科教師的認同。 

...一節課很難有活動...我們本來上課，一個主題就是都會...因為活動的關係，本來

就都用蠻久的時間...所以一學期主要大概都兩個主題而已，最多最多可能三個，但是

很少啦！通常主要是兩個主題而已...（AG03-2-1） 

A國中綜合科教師認為一節課的確很難做活動，因為活動是需要時間的，從教導學生到活動

學習、以至課後反思，勢必會運用不少時間，故授課時數實在是關鍵的一點，以綜合課一星期兩

節的時數而言，他們一學期頂多上二至三個主題，因而一個主題約進行八至九週（換算為節數，

則為十六堂至十八堂），所以綜合科在進行活動上較無受到時間上的壓迫。是以，綜合科教師在

進行本次實驗教學前，即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的可行性抱持相當樂觀的態

度。 

可以啊！像我們綜合課都是這個樣子的...（AG03-1-4） 

且因較無授課時數上的顧慮，故在實驗教學後，A國中綜合科教師提及可將本次的活動課程加

以延伸擴大，以更利於學生對理財議題的深入探討。總之，因 A、B 國中公民科的授課時數並不

相同，A 國中公民課為一星期一節，是以，A 國中之公民教師認為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會面臨到教

學時間不足之困境，而 B國中之公民教師則無此類問題，因 B國中公民課為一星期兩節，關於此

點在實驗教學前後皆未改變。在綜合科方面，因時數維持在一星期兩節課，故 A國中之綜合教師

認為時間是足夠的，並可將活動再加以延伸；B國中則因未聘綜合老師，故無法蒐集到其意見。 

    由以上關於授課時數的探討可知，無論是實驗教學前或教學後，時數問題一直是公民科進行

活動教學的一項疑慮，若教育行政機關能對此問題多加關注，或者多給公民科一星期多一節的時

數，應該能解決此項問題，亦能有效達成原本金管會欲從公民科及綜合科推動理財教育之目標。 

二二二二、、、、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安排安排安排安排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在討論到上述關於授課時數，公民科教師所面臨到之困境後，教師們針對此次的實驗教學，

也提出若能增加時數，兩節課程是應安排連排或是分開，提出了不同看法。綜合科因課程連排的

關係，在課程安排的運用上，AG03老師認為是剛剛好，而 A國中有位公民老師也傾向將公民課程

連排，他認為此次實驗教學之課程安排頗適合此種方法；但另兩位公民老師則對課程連排或分開

持中立態度，雖三位公民科教師對課程是否連排意見不盡相同，但在公民科之授課時數上，卻皆

認同需將公民課增加至一星期兩節。 

我就覺得你的課程設計很適合連排的課程...我覺得大富翁好好地跑個兩節，應該還不

錯吧！因為其實很好玩，而且又花了那麼多的時間設計，結果學生竟然只玩到一下下... 

他們應該覺得意猶未盡吧！（AG01-2-1） 

....那是建立在每堂公民課都是活動課程的前提下... 如果今天課程是講述課的話，

我覺得學生連續聽兩堂講述課，應該會覺得很枯燥... 它適合開兩堂，然後再按照這

個教師的教學模式來決定他適不適合連續兩堂連著上...（AG02-2-2） 

恩...其實我....我會覺得連排跟分開都各自有它的好處，那連排的好處就是在於我做

活動的時候，我可以有一個連貫性，譬如我可能連下課時間我都可以拿來運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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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加上最後的整合，可能會比較完整。可是如果像是平常我們在講述課程內容的時

候，不管是...就是直接的講述法，或者是我...我採用媒體教學，有時候兩節課我會

覺得說學生他的吸收上面來說，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困擾，譬如說我可能一個禮拜之

內，如果我剛好連排兩節課，然後把所有的投資的東西全部講完的話，那學生他們也

許不見得能夠這麼快在兩節課的時間內消化，可是如果我不連排的話，譬如說我今天

先講一個段落，我講了兩、三個的投資工具，然後隔一兩天之後，他們再講新的，那

我也許就有時間可以叫他們回去把我今天講得先複習好，然後下一次再上課的時候，

他們也許就不會搞...搞混...我會覺得連排只是有利於我遊戲的活動...對...但是我

並沒有每週都要做活動，其實這樣子對學生來說，也許會有困擾..對...而且很現實的

就是如果這個班的兩節課都放掉了，那我下個禮拜上課，我就會很困擾，那我就要趕

課趕到不行... 我比較喜歡...分開，但我希望公民能有兩節課啦！（BG01-2-2） 

    如上述教師提到，理財大富翁遊戲若能跑完，應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增加學生對理

財工具的理解力，此點與同學的反應相符。在此次活動中，就有好幾位同學就非常喜歡這個活動，

他們認為此活動既好玩又能學到東西，可惜的是因為時間的關係，他們並沒有玩完這個完整活

動。至於究竟課程是否需要連排或分開，因考量教師的教學模式不同，因而目前並無法斷定哪種

方法較好。 

三三三三、、、、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專業專業專業專業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中華民國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秘書長陳琬惠分析，台灣有許多理財顧問、專家，但多以成

人為溝通對象；而以兒童、青少年為溝通對象的，是正統教育出身的老師，未必有財金背景（引

自單小懿，2009）。而這樣的情形，有可能會造成理財教育在未來正式納入課程時，面臨到實施

的困難。而關於此點，亦為參與本次研究教學的教師擔心的問題。 

參與本次實驗教學的協同研究教師，無論是公民科或是綜合科，皆認為理財方面的師資培育

及教師專業是很重要的，目前公民科教師本身專業背景雖可能為法律、政治、經濟、公共行政、

政治、公民教育...等科系，但並非每位教師皆修習過經濟等相關領域課程，或是只曾修習過一

門經濟學科，是以在理財教育實施時，可能會面臨在討論到相關議題時，未能將明確的概念傳達

給學生瞭解；而綜合科教師亦有可能面臨到這樣的困境，因其本身專業背景主要為家政、童軍、

輔導、心理...等科系，而關於此點，可由以下訪談中得知。 

師資培育...（AG01-1-5） 

教師專業，你說我們本來綜合老師，我們本來就是家政老師跟童軍老師嘛！那我們原本

上的課程裡面也沒有理財的部分啊！就我們原本教育學程裡面也沒有理財的部分啊！

所以你說要上多久...還有你要跟國中生上到多深、多廣的範圍，再深入的話，可能就

沒辦法了...（AG03-1-1） 

教師專業的部分要加強，因為其實以我來說，我在大學時候的經濟學根本就...我好像

沒有修過經濟學學分！而是到研究所來念，然後可能對經濟才有...就是更深入一點的

理解...所以我覺得譬如說可以多參加研習啦！或者是你可能回研究所再進修啊、什麼

暑期班之類的，那老師自己如果可以再去進修，那我覺得教學...就是也會有幫助。

（BG01-1-5） 

由此可知，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為推動理財教育的關鍵。台灣的理財教育正在起步，若政府

只是單純地將理財列入考試內容之中，希望藉此讓學生學習到相關知識，但卻未從基本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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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跨界整合財金人才，培養專業師資及制定適合教材，可以預見原本一個立意頗佳的政策反倒

有可能成為令人詬病之地方。 

 

四四四四、、、、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化之化之化之化之落落落落實實實實 
無論是在 A國中或 B國中，公民及綜合課都面臨到配課的情形，公民科常配課給其他領域，

綜合科亦是，在 B國中，甚至面臨了未聘綜合科師資的問題，是以，目前 B國中綜合課是一節配

課給導師，一節配課給地理老師。若教育部確實欲在民國 100年將理財教育列入課程範圍，在教

學是否正常化方面應多加留意，否則可能因此而無法達到理財教育之教學目標。 

教學正常化，一整個年級要上理財教育可能很難，因為有些課會被配出去，而且配課教

師未必會跟我們上同樣的課程內容，再來，有些學校他完全忽略綜合課，那也是會有問

題的。（AG03-1-4） 

我們學校的綜合他是配課出去的，譬如說我們的什麼什麼...家政就上地理課啦！然後

童軍可能拿去上導師，是英文就英文，是數學就數學這樣子，那我們沒有教學正常化的

前提之下，那你有再多的東西，其實學生還是學不到...（BG01-1-5） 

    在升學主義掛帥的情形下，縱使有許多教師願意加入推廣理財教育的行列，但或許會因配課

問題或師資問題，而無法落實這個立意頗佳的政策。A國中教師尚提及了關於配課方面的問題，

他認為若配課教師願意配合，參與相關研習，那倒還無多大問題，倘若他們不願配合上同樣的課

程，那麼即使你有再多的東西，學生還是無法學到，故學校教學正常化之問題，的確亦為落實理

財教育的一大關鍵。 

貳貳貳貳、、、、教師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教師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教師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教師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用用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觀於國中理財教學之觀於國中理財教學之觀於國中理財教學之觀點點點點    

實驗教學前，先請協同研究教師們就以往教學經驗，討論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

學的可行性，再來說明本次實驗教學進行期間，實驗組的上課情形與學生反應，以瞭解活動本位教

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情形。 

一一一一、、、、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可行性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可行性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可行性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可行性    

對於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上，幾位研究參與者提出了他們的看法： 

學生對活動教學法的接受度很高啊！他們現在幾乎都在講授...我們社會科幾乎都是講

授...其實活動很少...他們對於藝能...只要是分組活動性的興趣都很高，很 CRAZY...

（AG01-1-7） 

帶活動吧！讓他們有興趣啊！（AG03-1-4） 

最好的是就是我們可以配合一些譬如說讓學生可以實際操作啦！或者是一些活動，那我

覺得這樣子對他們來說...。恩...可能從做中學會比較好一點，我覺得就是，讓他們除

了講述之外的方法，然後不要說只是硬背啊！應付考試這樣...（BG01-1-3） 

我覺得活動本位教學其實對經濟教育應該是會有正面的影響，因為經濟這個東西它本來

就是很抽象的人文學科，我覺得...所以學生他可能不見得很理解，甚至他沒有興趣，

但通常如果你給他做過活動，或者是除了用講述之外的方法，我覺得他們的了解就會更

多一點，那可能就可以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BG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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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活動本位教學策略除了學生的接受度高、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外，對經濟教育也

會有正面的影響，學生們透過活動的參與，能試著去應用自己在課堂中之所學，來解決活動中所

遭遇的問題，甚至未來在面對類似情境時，也能做出適宜的決策。由以上的訪談內容中，可以發

現教師們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皆具有正面的想法，認同其可行性，同時，也

認為活動本位教學策略能有效提升學生的理財素養。 

二二二二、、、、本次理財實驗課程之教學成效本次理財實驗課程之教學成效本次理財實驗課程之教學成效本次理財實驗課程之教學成效探探探探究究究究    

為了印證教師在實驗教學前所提及活動本位教學策略能有效提升學生的理財素養，故在實驗

課程教學後，再次訪談教師關於學生上課之情形，以下則就本次理財教育實驗教學之成效分為兩

方面探討： 

（（（（一一一一））））顯著顯著顯著顯著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同學的學習同學的學習同學的學習同學的學習興趣興趣興趣興趣與課程參與度與課程參與度與課程參與度與課程參與度    

    關於此點，協同教師們在實驗教學前便有樂觀的態度，認為學生會對此次的活動教學抱

持高度興趣，果不其然，在實驗教學後，無論是在公民科或綜合科，協同教師們提及相較於

原來的傳統講述法，學生在活動之中皆獲得相當大的樂趣與課程知識，甚至，因為活動，有

些原本上課睡覺或不專心的人，也會轉而積極參與課程的活動。 

學生的參與度是很高啊！（AG01-2-1） 

原本教學課程他比較偏向講述，沒有辦法讓學生自己來體驗到，可是今天用玩這個活

動實驗之後，學生他本身對於那種體認啊...或是，人生的那種...你可能股票大漲或

大跌，或是房地產上漲或下降，他都能有那種最直接的認識，他對於以後的實際生活

是比較貼近生活的方式，是比較好的，那比起以前來說，畢竟以前都是老師講完，他

可能甚至覺得無趣，就乾脆不聽了，有的人他對理財沒有興趣就不聽了，但是現在因

為是用遊戲的方式來，還會連帶讓學生們引起動機，增加他對理財教育的興趣...

（AG02-2-1） 

...可以提高那些平時對理財沒有接觸到的同學，或是覺得理財很枯燥、理財很煩悶的

同學，比較讓他們可以提高這堂課的興趣，甚至是平時對公民課都不是很有興趣，那

種放棄學習或是已經有那種...已經覺得學習無所謂的同學都會有那種..有...他們班

有一個啊...他們班有一個那樣的學生...叫做 OOO（人名以代號表示），他平常上課...

他平常上課，小老師跟我說，他的成績是另外打的，因為他是特殊生，就是平常會打

架那一種，然後上課回來睡覺那一種，可是基本上，他這一次有參與這個課程，他不

管是擲骰、或是做決定的時候，他都有參與小組的討論...（AG02-2-1） 

...活動，學生才比較真的有那個...就是說跟他們生活上有連結在一起的感覺...控制

組的話會比較悶一點，因為沒有活動，然後主要都是老師在講，所以他們是有在聽，

但是就是覺得比較悶，然後，舉實際例子的時候，他們才會覺得比較有興趣...就是你

看到學生表情的以後會有點無聊的感覺，他會覺得有點無聊的感覺...相對於控制組而

言，有跑活動的班級學生的學習興趣跟學習意願都是比較高的（AG03-2-2） 

理財這個東西，基本上國中生他並不是很理解，因為那些關鍵詞像不動產啊、股票、

基金什麼的，其實離他們是有一點遙遠的，可是藉由活動的一些設計；然後我們先給

他概念，然後他在實際的遊戲中，可能真正感覺到自己會用到，然後他們就會覺得比

較喜歡...然後成效的部分，ㄜ....基本上我會覺得...其實成效應該也算是加分的，

對...因為就像我剛剛說的，課本的東西總是...就是比較枯燥，那其實一般來說我平

常也是就是以講述為主，所以很少給他們做活動，那這次給他們做活動，他們都會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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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較有興趣...我會覺得他是有成效的，對...而且是比較有趣，而且可以增加學生

的學習意願（BG01-2-1） 

    在上述訪談內容中，可以看到此次實驗教學中，教師有確實感受到學生們的學習意願及

興趣顯著提升，他們認為透過活動的進行，學生能真實地去操作一些理財工具、或因遇到一

些活動中設計的情境，因貼近學生之生活經驗，而較易與自己日常生活作結合，故較能引發

學生之學習興趣。 

（（（（二二二二））））仍能仍能仍能仍能有效增加學生的理財素養有效增加學生的理財素養有效增加學生的理財素養有效增加學生的理財素養    

    在本次實驗教學之教學成效分析中，從量化資料來看，即由學生的角度觀之，A國中學

生的理財素養有提升，且達顯著差異；B國中學生的理財素養在平均上雖有增加，但未達顯

著差異。 

而由教師的角度觀之，A國中的一位公民教師提到理財大富翁遊戲並未完整地玩完，所

以對於理財知識方面的進步較無法看出，顯示活動的完整性其實對學生在課程內容的吸收上

是有影響的。 

從機會可以...從機會當中選擇...選項裡面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理財教育的一些理財

觀念...機會的選項...那命運的選項是比較看不出來...那今天剛好那整個活動都剛

好踩到命運，都沒有踩到機會，所以裡面對於理財常識的部分就...就感覺上沒有那麼

突顯出來...（AG01-2-1） 

而另兩位公民教師則認同活動本位教學策略能有效增加學生理財素養之論述，他們提

到： 

以知識來講的話，其實更能加深到學生對財經的認識，是比較不錯的方法（AG02-2-1） 

...學生對於這一些...就是書本上面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所以在跑活動的時

候，像我們翻到機會什麼的，他們的回答就是正確度也都還蠻高的，對...例如說算投

資報酬率、例如說應該要先儲蓄後，再去規劃他支出的部分。我會覺得ㄜ...也許如果

缺少遊戲的部分的話，也許他們考過可能就忘了，可是我覺得有遊戲他們可能將來就

會記得說...ㄝ...我曾經在大富翁的時候玩過這個東西，至少我可能會知道說，喔...

我自己應該要有一部份儲蓄，然後再去看剩下的錢怎麼去做支出的分配，就這樣...

對...（BG01-2-1） 

在綜合量化資料及質性訪談之結果後，發現就 A國中而言，兩者皆顯示出活動本位教學

策略確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而就 B國中而言，雖然在量化資料上，未能顯示出學生學習

成效顯著進步，但由訪談教師的內容可看出，教師認為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仍然能有效提升學

生之理財素養。 

或許在問卷的施測上，B國中學生整體理財素養的提升，結果並不顯著，但活動課程中

所模擬的情境卻有可能有助於學生在未來遇到類似情況，能將於上課中習得之內容學以致

用，只是，未來的行為無法藉由現在所做的問卷來展現出來。 

 

歸納上述訪談內容分析後，可得出活動學習無論是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或是理財素養之

增長方面皆有良好的教學成效，而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也感受到學生們熱烈參與學習的意

願，且能有效促進某些原本對學習沒有興趣的人其專注力及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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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教師對本次理財教學實驗課程之相關建議教師對本次理財教學實驗課程之相關建議教師對本次理財教學實驗課程之相關建議教師對本次理財教學實驗課程之相關建議    

一一一一、、、、就課程內就課程內就課程內就課程內容容容容部分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的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本次實驗教學主要分為四個單元，分別為「天哪！錢變”小”了」、「贏在理財力」、「聰明理

財 HAPPY GO」、「風險與保險」，前兩個課程單元因配合國中九年級經濟教材，由公民科教師負責

教授；後兩個單元則由綜合科教師負責教授，故以下將分兩大部分來做探討。 

（（（（一一一一））））公民公民公民公民科科科科----「「「「天哪天哪天哪天哪！！！！錢錢錢錢變變變變””””小小小小””””了了了了」、「」、「」、「」、「贏贏贏贏在理財在理財在理財在理財力力力力」」」」    

就此兩單元來說，A、B 國中的公民科教師皆認為教材內容上面無須再做補充或刪減的

情形，若再補充，可能會有時間上的問題；若刪減；則會喪失活動本身的樂趣。 

不錯啊！教材超...超優的...（AG01-2-5） 

...已經很足夠了，如果再補充的話，時間可能會有問題。我覺得沒有刪減必要，因為

基本上課本裡面舉到的例子，其實都是以機會或命運的方式來表達出來，是比較充足

的，如果刪減的話，可能會因為時間活動的關係，然後甚至有些選項、有些機會、有

些命運會重覆到，反而失去這個遊戲的樂趣...（AG02-2-2） 

恩...我...我...恩...因為我們學校今年本身特殊的條件，我會覺得我剛好有兩節

課，那就是包含正式的一節，然後第八節，所以我有兩節課的時間，那我會覺得這樣

子的內容是可以...可以接受的，因為我也做的完、然後也不用這麼的匆忙，可是會覺

得如果說在現行的制度下，公民只有一節課，其實這樣子做活動下來，會很...還是會

有壓力，因為很趕，因為我們還要趕著上其他課這樣子，但是所以就變成說...可是我

會覺得如果刪減，就又會有一點可惜，因為感覺就不連貫...如果學生沒有玩到遊戲，

就很可惜...（BG01-2-1） 

故以公民科而言，此兩單元的教材內容是合宜的，只是在時間的掌控上，教師們仍應多

留意，尤其 B國中的公民老師還是明白地指出關於時間的問題，受限於時間關係，大富翁遊

戲可能就無法完整地上完，這就會有些可惜，正如同之前 A國中老師所提到的： 

...我覺得大富翁好好地跑個兩節，應該還不錯吧！因為其實很好玩，而且又花了那麼

多的時間設計，結果學生竟然只玩到一下下... 他們應該覺得意猶未盡吧！

（AG01-2-1） 

（（（（二二二二））））綜合綜合綜合綜合科科科科----「「「「聰明聰明聰明聰明理財理財理財理財 HAPPYHAPPYHAPPYHAPPY    GOGOGOGO」、「」、「」、「」、「風險風險風險風險與與與與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關於此兩單元，綜合科老師認為這兩個主題很有趣也很重要，是可以再將課程作延長

的，正如前面所提到， 綜合科教師認為若欲將這兩個單元的理財教育置入綜合正式課程中，

預計會需要八至九週的時間，以綜合科一星期兩節而言，總共約為十六至十八週。 

如果要玩這些，其實如果以消費信用跟那個什麼，後面這個風險，八到九週是差不多

啊，八到九週才夠…你看我們活動要討論，然後他們討論前…討論完才玩，對不對？

玩完之後，還要讓他們，就是省思啊！就是討論…就是說你的感覺怎樣啊！或者說什

麼啊！所以其實我們一個活動都需要時間就是這樣…（AG03-2-11） 

以「聰明理財 HAPPY GO」此單元而言，AG03老師認為消費、預算、記帳實乃同一主題

的三大面向，若欲引發學生之學習興趣，除了例子要貼近他們的生活經驗外，也要讓他們真

的有所感觸，所以可以再發展一些關於預算、記帳的小活動，同時，關於影片欣賞的部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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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電影「購物狂的異想世界」），綜合科教師認為在時間充裕的情形下，是可以讓學生看

完整部電影後，再來做反思及寫學習單的部分。 

因為如果我們真的上的話，就是全部讓他們看完……你只有放一些一些…是重點了，

因為至少他知道他看到帳單的時候，然後他之後被戳破的時候，是都有看到重點…不

過我覺得整個都可以看…（AG03-2-11） 

關於此點，部分接受訪談的學生也表示贊同，他們是很想將整部電影看完的，而 AG03

老師也提出他所主張的理由如下： 

...就像我上…前面跟你講那個消費跟信用，他們就是影片都看…因為其實他整個前

後，其實他就一個很好，活生生的例子嘛！說不定真的有人是這樣，很難說，他雖然

是電影，可是說不定真的有人是這樣，然後也許只是比較沒那麼嚴重…也許有人只是

他的一半…三張卡都刷爆…這樣，然後也有可能比他更嚴重，所以影片看完，他自己

已經有那個…然後我們要提的重點，我們通常就會擺在學習單，所以他要寫於學習單

之後，我們之後在分題講解，讓他知道看到的東西，我們用學習單問，然後之後我們

在來寫那個想要跟需要的學習單，討論預算，讓他知道大家的預算不一樣…（AG03-2-3） 

AG03 老師認為要讓學生能真實地感受到預算與個人能力的關係，正如同影片中所探討

的議題。 

...有時候預算跟能力也不見得成正比，有些…就是其實預算這個部分其實就可以討論

很多，有些人是預算跟能力是一樣，阿有些預算和能力是有差距的，他預算很高，但

他能力很低，所以其實光這裡，就可以讓他們討論很久…然後我會覺得說其實這才是

重要，因為你跟他講說要有預算，要有預算…好…預算預算，可是他們沒有感覺…

（AG03-2-3） 

若要讓他們對預算的概念有所感覺， 就要給他們一段時間去討論，AG03老師認為在討

論之後，就能讓同學發現，以同一樣商品而言，個人預算和別人的差異， 經由比較之後，

他才會對「預算」比較有感覺，在預算概念結束後，下一堂課再進行記帳活動。 

所以你如果討論了，然後每個人去發現…ㄝ…你預算那麼高…你預算怎麼那麼低…同

樣的東西，然後再加上說老師的也寫進去，他就會發現，ㄝ阿怎麼差那麼多，所以其

實實際去讓他比，他才知道說原來我擺在這個團體裡面，雖然我們沒有單獨叫他講，

可是他會想，我擺在這個團體裡面，原來我在哪裡，是好的，還是怎樣的…對…然後

之後再讓他們去玩記帳遊戲…（AG03-2-3） 

而這個記帳活動得先由老師限制他們花在某些限定項目，在他們記帳之後，再教他們去

分類，讓他們瞭解到記帳其實就是能藉由檢視自己的消費記錄，來達到「該花則花，該省則

省」的目的。 

…然後後面你再一個記帳遊戲，實際讓他們去記，然後記了之後，你可能…就是題目

設計的時候要注意…就是說你之後再讓他去統計說，喔原來我們玩了這一圈，他花了

哪一類、哪一類跟哪一類這樣…雖然是我們強迫他花，可是他至少就可以分類，然後

順便記，你就可以知道說，喔原來記帳之後是可以分類…可以看自己、去檢討自己說

喔原來哪一個花太多了，哪一個花太少了…或者幹嘛要花這一個…對…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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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03-2-4） 

而原先的賓果遊戲則移至此單元的最後一節，藉此活動來對此單元作一重點式統整，而

在本次活動中，AG03 老師則提到遊戲題目的難易程度應是學生素質來稍做調整，以 A 國中

實施情況而言，她認為題目可以再具挑戰性一些。 

…可能題目可能改一下…要難很多啦！或者是…ㄝ…看地區啦！看地區決定題目啦！

因為那個題目對他們來說真的太簡單了啦！（AG03-2-4） 

是以，關於「聰明理財 HAPPY GO」的部分，AG03老師建議花四週的時間來進行此部分，

第一週是看電影；第二週是做電影的反思回饋並寫學習單「想要跟需要」，並進行預算活動；

第三週進行記帳活動，並將倫理關懷的主題作一結束；最後一週則是利用賓果遊戲，做為此

次單元之統合。 

    而「風險與保險」這邊，AG03 老師認為這個題材很好，且是可以深入探討的議題，若

能將此活動加以延伸，就真的很好玩，因為學生會覺得自己好像真的身歷其境，參與其中，

他們會玩得很高興。 

然後風險這邊…其實…有有有…我覺得題目保險很好，而且其實像下課有同學來問，D

班有同學來問，他很有興趣想要知道我的那個儲蓄險…然後我就跟他解釋一下，所以

其實我覺得你那個保險…那個遊戲可以維持，但是項目變多，而且保險不要一個都兩

千塊...（AG03-2-4） 

我覺得保險議題是可以深入探討的，因為我覺得真的需要，保險真的需要，阿他雖然

沒錢買，可是至少…也許他家長的觀念也沒有很好，因為也沒人教，所以他反而他自

己知道之後，說不定他還可以回去跟家長講，或者甚至他將來有能力的時候，他就會

開始做規劃…（AG03-2-5） 

…阿如果保險就是像…像你第二次這樣，然後像我講的把他延伸，我覺得延伸了就真

的會很好玩，而且他們會玩得很高興，而且我覺得他會真的知道說有關係，而且他真

的會…去買，他也是真的在想說我到底要花多少錢（AG03-2-9） 

而關於課程內容延伸的部分，主要是關於保險項目的部分，但是 AG03老師有說這部分

還是要先視學生的素質而定，只是以他這次上課的經驗，他認為此議題可以再深入探討，將

活動擴大。 

…那個遊戲可以維持，但是項目變多，而且保險不要一個都兩千塊，我會…比如說像

車體險他們是不瞭，然後壽險也不瞭，對不對？可是其實他都要，所以這兩個可以解

釋，但其實這可以擴大，比如說壽險你可以讓他決定你是要花 2000保，3000保，還是

要花 5000保，那效果會不一樣…所以我覺得那裡就真的每一個保險不用都限定 2000，

可以讓他選你是要保多少多少，所以前面這裡光是讓他們去討論要保多少是不是就已

經是一個過程了…（AG03-2-5） 

以 A 國中的學生而言，是可以講到這些的…而且這些保險如果對一般教師來說，也不

會太難，因為其實我們現在一般教師也都有保，然後像車體險，你也可以真的分成甲

式、乙式跟丙式，錢不一樣…但是你出了題目之後，撞倒人對不對？甲式的你不用付…

乙式的你付多少，丙式的就付更多，讓他們知道說喔原來…原來我們保險就是要看我

願意出多少，然後意外發生的時候我的保障是多少…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可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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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很大…（AG03-2-5） 

    因 AG03老師去年曾試著上過金管會所發展之理財教育教材，因而特別請她談談關於這

次的「風險與保險」單元的一些想法，她提到學校綜合科教師們曾一同看過金管會所設計的

保險課程， 但因為都不大懂，因而只講到一些概念，不過，這次的保險教材卻沒有讓她有

這樣的感受。 

關於這次設計的課程不會看不懂啊…金管會的就有點看不懂…哈…那個是參考資料而

已，我們根本沒有照他們上，而且他那個…我們看不懂…哈哈…我們看了好久喔！連

教案都拿出來看了好久喔！喔～大概懂…所以我們上次好像沒有講到保險…可是就是

說可能一點點而已…（AG03-2-9）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這次的課程對公民科而言，在課程內容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對於綜

合科而言，卻略顯不足，最大的癥結在於授課時數的問題，尤其，公民科在有趕課壓力的情

形下， 往往只能將教學進度上完，而無法上到遊戲的部分，甚為可惜，像在理財大富翁遊

戲，A國中教師即提及時間掌控的重要性。 

...就時間的掌控就變得很重要...就是一直趕麻！趕快，快一點，下一組...你看剛剛

一直趕趕趕也才跑了兩輪，如果你要跑到三輪，甚至四輪... 我剛剛跑了兩個...兩輪

大概就花了 25 分鐘，那所以說你要跑 5輪，你是不是要 40 分鐘...（AG01-2-5） 

    若能克服公民科授課時數上的問題，相信學生在愉快的上課氛圍下，定能有效吸收理財

知識，進而內化成個人的理財素養；而綜合科則是尚須注意課程內容延伸部分，視學生素質

而調整課程內容，必能對學生學習理財有所助益。 

二二二二、、、、就就就就教教教教具具具具與學習與學習與學習與學習單單單單之之之之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這次關於貨幣假鈔和學習單部分，研究者在做教室觀察時，發現在貨幣紙鈔交換的過程中，

確實會拖延到一些時間，故綜合科教師特別對此提出看法： 

（（（（一一一一））））簡簡簡簡化化化化貨幣假鈔貨幣假鈔貨幣假鈔貨幣假鈔的的的的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其實如果貨幣，我有想啦！如果你真的要用錢的話，就不需要登記了，因為登記是變

成只有一個人在記，然後其他人就…喔又花了多少這樣，可是你如果拿錢，這個錢發

下去，你就說：好，你們這一組是賠了！要付三萬，三萬拿來…對…他們就真的要拿…

那你就不要記了，就直接給我們三萬塊，然後最後就白花花的銀子拿起來…所以你真

的要用錢，就不要…真的就不用記了…因為記其實也只有一個人在記…（AG03-2-5） 

    AG03老師認為記錄的部分容易變成一人在記，倒不如請同學直接使用貨幣，比較有花

錢的感覺，遊戲結束後，再請同學們清點剩餘款項。 

（（（（二二二二））））簡簡簡簡化學習單化學習單化學習單化學習單格格格格式式式式    

在學習單方面，AG03老師覺得可以稍加簡化，將前面記錄的部分刪掉，直接詢問本次

活動的感想，且不要多人共寫一大張，一人一小張可能有助於活動之程序進行。 

阿學習單我會想，因為每個人輪流寫一張真的會花比較多時間，學習單反而是你半張，

甚至四分之一張，然後把題目寫上去，然後發下去，結束了再發下去讓他寫就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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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前面的部分可能就不用記了…（AG03-2-6） 

三三三三、、、、須給予須給予須給予須給予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充充充充分分分分討討討討論的時論的時論的時論的時間間間間 

除上述課程內容、教具與學習單之討論外，有協同研究教師認為給予時間讓同學們去討論、

去分享是非常重要的事，尤其是在綜合活動，雖然可能會遇到學生爭執、衝突或秩序上的問題，

但教師們認為這也是一種學習的過程，因而應給予學生討論的時間與空間。 

因為其實綜合活動，就是變成你讓他討論的時候彼此有爭執，或彼此有…那才是真的

跟他會有關係…他會說你幹麻花那麼多錢買那個，就會有人這樣覺得，然後就會有人

覺得說，阿這很重要，然後像醫療險你也可以分不一樣啊！然後發生事情的時候賠的

就不一樣…因為實際的保險…實際的保險就是這樣…你要保 10 萬、20 萬、30 萬…對…

阿前面…他們也許前面就搞很久…可是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啊…這樣他…他才跟他有關

係啊！他光討論說他這個險要花多少錢去買，就已經是一個那個小型的那個真的是縮

小版的生活了…（AG03-2-5） 

對…就是討論，我們綜合課就是真的討論過程，就是要讓他們去…吵架也好，隨便啦！

反正就是有吵，才會知道原來別人是怎麼想，我是怎麼想…（AG03-2-9） 

至於討論時間的控制，AG03老師則特別說明要看各班特性而定，而不是統一硬性規定討論時

間，他提出了下列看法： 

…討論時間喔！其實…我們上活動課程就是這樣啦！可能要看班級特性，那當然如果

是新的課程，我們第一班真的…真的就有一點實驗性質，我們可能如果這班討論太久…

可是因為我們會趕啦！如果前面花了太多的時間，我們後面會趕快一點，我們就會趕

快一點，然後讓他至少每一般的進度都一樣，可是如果知道真的花太久，我們下一班

就會稍微把他縮短…（AG03-2-9） 

除了上述三大方面對於此次理財教學活動課程的建議外，A國中公民科教師則提到教師帶活

動經驗之重要性，她認為教師本身最好具備帶活動經驗，如此才能在教學進度及活動進行上會更

有效率，更能有效達成教學目標，像她這次活動就遇到了一些小問題。 

光是整個活動的...剛剛分組、搬桌子...然後再來就是那個...有一些...有一些步驟

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整個活動進行步驟，有一些步驟進行的比我們想像中久... 

（AG01-2-4） 

…如果我們平時就沒有帶活動的習慣的話，那遇到這種活動策略教學法的時候，應用

上可能就會沒有那麼熟悉... 老師會不熟悉，學生也不熟悉吧！像我很久沒有跑活動

了...突然跑活動我覺得好不習慣...（AG01-2-5） 

    若想克服上述問題，可採用綜合科教師所提供之小技巧，如下課時先請同學將課桌椅先行排

好，另活動進行步驟，如交換紙鈔，可請一位小幫手從旁協助， 如此應能讓活動順利進行，不

會有延滯時間之情形發生。綜合言之，教師教學經驗固然重要，但倘若教師們能在活動之初做好

課前準備，及預先思考好活動之進行程序，是可以克服該項問題的。 

肆肆肆肆、、、、參與本次實驗教學對教師本參與本次實驗教學對教師本參與本次實驗教學對教師本參與本次實驗教學對教師本身身身身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    

在課程教學結束後，研究者分別訪談了三位協同研究教師，本次理財教育的實驗教學分別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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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本身產生了哪些影響。 

參與理財....就自己對於理財本身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去理解它，還有說要比較用學生

的角度來看這個東西，不能大概用那種經商、賺錢的手法來分析每一項投資工具，你

要用學生能夠理解的角度、用比較生活化的例子來向學生說明，你每一個投資工具的

用法... 要貼近學生的經驗，所以教師會學著說從另外一個角度，能夠設身處地的說

變成一個學生來上課...（AG02-2-2） 

有啊！（笑），理財真的很重要…上了之後，因為你真的自己要跟學生講，其實你不是

在跟他講，你也在對自己講…（AG03-2-6） 

恩...基本上，就是我會覺得...經濟這一塊本來就是...以我的專業背景來說本來就是

比較不足的地方，可是呢...其實就是參加了這個理財教育的實驗教學，我會覺得我對

於理財這方面有更深的認識，然後可能也許較知道說怎麼去跟學生說這個部分的東

西，然後怎麼樣讓他可以比較生活化一點，對...因為課本上只有一堆的文字，然後甚

至是那個我們學校的那個版本，他對保險，就只有課本寫過去兩個字，叫保險...

（BG01-2-2） 

    經由上述訪談結果之分析，可以確切地感受到「教學相長」的真諦，協同教師們提到在實施教

學同時，不僅是對學生造成影響，同時也對自己的消費觀及消費方式產生影響。甚至，為了讓學生

能更清楚教材內容，教師們也會去找更多在日常生活中常見之事件來做例子，例如在談到破除名牌

迷思時，老師們就會舉到一個侯文詠的例子，侯文詠說：「我不買名牌，因為我就是名牌！」類似

的例子因貼近學生生活經驗，更容易引起學生之共鳴。而教師也在蒐集相關理財資料的過程中，對

理財方面有更進一步地認識及學習，無形之中，亦增加了自我本身的理財素養。 

伍伍伍伍、、、、有有有有效效效效達達達達成理財教育教學目成理財教育教學目成理財教育教學目成理財教育教學目標標標標之重之重之重之重點點點點與方與方與方與方針探針探針探針探究究究究    

經由上述探究可知，若欲有效達成理財教育教學目標，可參酌以下幾點建議： 

一一一一、、、、實施理財教育實施理財教育實施理財教育實施理財教育須有充裕須有充裕須有充裕須有充裕的教學時的教學時的教學時的教學時間間間間 

    如前面所提及，公民科一星期只有一節課，若遇到國定假日或學校校慶，那星期的課就沒了，

光是在有限的時間內要教授完段考範圍就需要另外加課了，更遑論再加深加廣，故在受限於授課

時數不足的情況下，並未能確實地將完整清楚的理財相關知識傳達給學生瞭解。是以，教師們一

致認為實施理財教育首要之務，就是需要有充裕的教學時間。 

二二二二、、、、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需需需需重重重重視視視視師資師資師資師資培培培培育與教師育與教師育與教師育與教師專業專業專業專業 

在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上，前面提及並非每位教師皆修習過經濟等相關領域課程，或是只曾

修習過一門經濟學科，是以在理財教育實施時，當討論到相關議題時，可能未能將明確的概念傳

達給學生瞭解，若欲改善此種情況，一方面可由師資培育下手，在教師的專業學分認證上，可要

求經濟或金融等領域之學分；在在職教師部分，則可鼓勵教師多多參加相關研習或回學校進修，

以增加此方面之專業素養，採取此雙管齊下的方式將能有效達成理財教育教學目標。 

三三三三、、、、學校行學校行學校行學校行政政政政的的的的配合配合配合配合 

    一方面是關於配課問題，若學校行政能確實落實教學正常化，公民課及綜合課皆能如實正常

上課，或是讓配課教師也能跟公民科及綜合科配合，讓學生接受理財的相關課程，相信能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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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教育教學目標之達成；另一方面，倘若學校能再增加公民科的授課時數至一星期兩節，甚至

讓公民科連排，或許學生能學到更有系統、有連貫性之知識。 

我覺得學校行政必須要配合，那更好也許他可以把兩節公民連排之類的，那可能學生可

以學到就是...更有系統性、更完整的知識這樣子...（BG01-1-5） 

四四四四、、、、理財課程內理財課程內理財課程內理財課程內容宜容宜容宜容宜與學生生活經驗相結與學生生活經驗相結與學生生活經驗相結與學生生活經驗相結合合合合 

生活化的教材有助於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故在理財課程內容之設計上應多貼近學生的生活

經驗，以他們日常生活中會接觸到的為主，幾位教師皆提及上課的生活化舉例能有效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 

設計的方向要能夠讓他們以生活化的例子，跟他們會有關係的，他們可以會關切的，而

不是說他們很久以後才會碰到的，或是大人的東西，他們可能...碰不到...（AG02-1-5） 

譬如說你舉到現實生活的例子，譬如說你跟他們講說某某藝人理財不慎啊，所以他破

產...或是說誰誰誰逃稅怎麼樣...像那種就是比較貼近生活，他聽過這個人...然後知

道這些事情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就是比較有學習興趣的...（BG01-1-2） 

    有鑑於此，本次理財實驗課程多以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例子來做說明，並採用影片欣賞，

搭配小組討論的方式，讓學生們從相互討論當中探索出理財的真諦及意義，體會真理愈辯愈明

之感受。 

五五五五、、、、理財教育應理財教育應理財教育應理財教育應有有有有重重重重點點點點、、、、方法與方法與方法與方法與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理財教育應有明確的學習重點、適當的教學方法與步驟。在本次實驗教學之課程設計上，將

重點置於以下面向：貨幣價值、投資理財、消費信用、倫理關懷。教學策略則以活動本位教學策

略為主，由教師帶領學生一步一步從實際活動中，得到最直接的經驗與回饋，透過活動，一來可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學習意願，吸引學生專心投入，二來模擬真實的情境能讓學生將平日所學運

用於活動中，甚至是未來的實際生活中。故若欲有效達成理財教育教學目標，運用適當的教學策

略—讓學生從做中學則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從上述教師的訪談結果分析中可知，教師認為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理財教育確實能顯著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學習意願，且仍能有效增加學生之理財素養，但在教學現場上卻可能面臨

到授課時數不足、課程安排問題、教師專業及教學正常化的困境。若欲從根本改善，有效達成理

財教育教學目標，尚待推動理財教育的相關單位去思考並落實相關重點及方針。 

 

    綜合學生的前後測結果以及對學生、教師的訪談資料，可以發現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

中理財教育之教學成效還算不錯，雖然課程設計中仍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但就整體而言，此

次的實驗教學仍具有相當的成效，不僅能讓學生透過活動來學習到相關的理財概念，提升自我理

財素養，對教師的理財觀念也有相當程度的幫助。是以，研究者衷心希望此次的實驗教學，能提

供未來教師們推動理財教育時之參考，同時，亦期望能藉由此次的理財教學之成效，提醒教育當

局對國中理財教育的重視，並積極地推展國中理財教育。 



 220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究理財教育融入中小學課程教學成效之研究，透過實驗教學，用以瞭解在中小學  

階段實施理財教育的可行性與教學策略。本章將根據研究結果的分析提出結論，並做成相關的建

議，以供未來推動中小學理財教育以及進行相關研究的參考。 

     如第三章所述，由於本研究的實驗教學重點分為二大部分: 探究理財教育可融入之課程（一 

 所小學 及一所國中）以及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進行理財課程之成效（二所國中），是以，本章將 

 以以下方式敘寫:  

     第五章之一   結論與建議（可融入之課程） :黃劍華（小學）、賴韋達（中學）    

     第五章之二   結論與建議（活動本位教學策略）：范禎娠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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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之一第五章之一第五章之一第五章之一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可融入之課程可融入之課程可融入之課程可融入之課程））））    

    本研究旨在探究理財教育融入中小學課程教學成效之研究，研究者首先探討理財教育的意義及

重要性，再對國內外中小學理財教育課程內涵做探究與分析，同時挑選出符合我國國中小學學生的

理財主題來融入本次理財教育課程，最後再對有效達成理財教育教學目標之重點與方針加以探究。

而本研究以研究者自編之「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

做為學生前後測評量之研究工具，研究對象為協同研究者任教之五、六年級各兩班、國中八、九年

級各兩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做為理財課程教學前後測差異分析，最後，再藉由訪談參與實驗教學

的學生及教師來瞭解本次教學成效及對課程的相關建議。本章將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整體性建議，共

分成兩節：第一節就本研究所得量化資料與質性資料研究結果歸納出本研究結論，第二節則根據本

研究之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小學部分小學部分小學部分小學部分】】】】 

協同研究者商請其任教學校之五、六年級各兩班共四位老師，分別將研究者所設計之理 

財教育教學單元融入於數學、社會、綜合活動與國語等學習領域之中，進行實驗教學，教學前後分

別以研究者自編之「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進行施測，並於全部課程實施完畢後，

針對參與實驗教學的四位教師與部分學生進行訪談，以了解在國小階段實施理財教育的成效性，研

究所獲致的結論如下： 

壹壹壹壹、、、、透過透過透過透過樣本學生樣本學生樣本學生樣本學生「「「「理財觀理財觀理財觀理財觀」」」」前後測結果之量化分析前後測結果之量化分析前後測結果之量化分析前後測結果之量化分析，，，，本次理財教育實驗教學的成本次理財教育實驗教學的成本次理財教育實驗教學的成本次理財教育實驗教學的成

效效效效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一、除了前測的第 11、12、24題以外，其他各題的前測、全部題目的後測或是總平均的平均數 

      都超過題項的平均數 2.5，顯示學生的理財觀不管在教學前或是教學後都是趨於正確。 

   二、以前測各題的平均數來看，以「地球上的資源還很多，可以盡量消費，對人類來說不會產 

      生影響。」、「人們在借錢之前應先考慮自己的還錢能力。」以及「我們應該珍惜所購買的東 

      西，讓它可以發揮最大的功效。」的平均數為最高。 

   三、前測各題的平均數較低的是：「能擁有我想要的一切是很重要的。」、「把錢放在撲滿或抽屜 

      裡是最安全又有效的保管方式。」以及「我們可以根據廣告的內容，去決定是否購買該產 

      品。」。這些題目大多是學生日常雖然會接觸到，但卻是似是而非的觀念。 

   四、就後測結果來分析，除第 11、12、24題仍屬偏低（3以下）之外，其他題項的平均分數都 

      超過 3.15以上，甚至有些題目接近滿分 4，顯示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之後，具備了較正確 

      的理財觀念。 

   五、若將前後測的結果相互對照，可以發現各個題目的後測成績以及總平均都高於前測成績， 

      而且一共有 30個題目的前後測差異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後測結果明顯優於前測，由此可推 

      論透過此次理財教育相關課程的實施，對學生的理財觀的成長是具有相當的成效。 

   六、每一項理財教育主題的後測結果都高於前測結果，而且都達到顯著差異的水準，表示後測 

      的結果明顯優於前測結果，也就是代表透過理財教育課程的實施，對增進學生的理財觀念是 

      具有相當成效的。 

   七、、若從理財教育主題的前測結果來看，以有關「投資」、「消費行為」與「儲蓄」方面的理 

      財觀較差，這也表示學生在這方面的先備觀念較為薄弱，這些主題大多是學生較少接觸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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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混淆的理財觀念。 

   八、就理財教育主題的前測結果分析，發現各項理財教育主題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性，而且透 

      過事後檢定也顯示「投資」、「消費行為」與「儲蓄」的前測結果明顯低於其他四項理財教育 

      主題，因此這三項理財教育主題是將來實施理財教育時應該要特別加強的部分。 

   九、從理財教育主題的後測的結果分析，每一項理財教育主題的平均數都相當的高，而且都有 

      相當的進步幅度，各個理財教育主題之間的平均數差異也較前測的結果小，雖然各項理財教 

      育主題的測驗結果之間仍達到顯著差異水準，但事後檢定的結果發現只有「消費行為」的後 

      測結果明顯的低於其他六項理財教育主題，這顯示了透過理財教育的實施，對學生整體的理 

      財觀念的提昇是相當有效的。 

   十、各題項的前測總平均之間會因為學生年級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但後測總平均卻沒有顯 

      著的差異，代表了學生在接受理財教前，因為先備知識的不同，所具備的理財觀念也不同﹔ 

      但在接受理財教育的課程之後，則大家的理財觀念就沒有差異了，顯示理財教育相關課程對 

      五、六年級學生並不會造成學習上的困擾。 

      十一、在接受理財教育相關課程之後，學生對理財教育課程展現了相當濃厚的學習意願，不論  

      是「喜歡老師教導的理財教育課程」或是「希望老師繼續教導理財教育課程」所佔的人數比 

      例都相當的高。 

 十二、絕大多數的學生認為學習理財教育課程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有幫助；認為學習理財教育課 

     程有助於其他科目的學習。 

   十三、學生認為「綜合活動」、「社會」、「數學」、「電腦」較適合融入理財教育課程，至於其他 

      國小現有的學習科目，都有超過 10%學生選填，顯示學生對理財教育的學習興趣，並不會因 

      為融入科目的不同而有太大的差別。 

  十四、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最喜歡的理財教育主題是「儲蓄」、「金錢的使用」、「金錢的保管」，都 

      與零用錢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貳貳貳貳、、、、透過透過透過透過學生訪談結果分析學生訪談結果分析學生訪談結果分析學生訪談結果分析，，，，本次理財教育實驗教學的成效本次理財教育實驗教學的成效本次理財教育實驗教學的成效本次理財教育實驗教學的成效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一、課程中所進行的活動非常有趣，而且都和生活日常生活有關，能引起同學的學習興趣。 

   二、學生更能妥善的規劃零用錢的使用。 

   三、學生能更加的珍惜所擁有的物品。 

   四、學生和家人討論理財相關議題的機會增加許多。 

   五、學生能將課程中所學到的知識與技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六、學生能知道個人必須承擔理財的相關責任。 

 

叁叁叁叁、、、、透過透過透過透過教師訪談結果分析教師訪談結果分析教師訪談結果分析教師訪談結果分析，，，，本次理財教育實驗教學的成效本次理財教育實驗教學的成效本次理財教育實驗教學的成效本次理財教育實驗教學的成效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一、以課程融入的方式進行理財教育並不會造成教學上的太大困擾。 

   二、本次理財教育相關課程的實施對學生未來的理財行為是有幫助的。 

   三、透過閱讀與理財教育相關文章的方式，能讓學生學到正確的理財觀念，但必須妥善規劃文 

      章之內容。 

   四、辦理「跳蚤市場」的活動，有助於提昇學生的理財觀念，但於活動進行前與活動結束後， 

      應進行相關的教學活動，才能提昇其成效。 

   五、透過演算與「理財行為」相關的數學題目，對學生的理財觀念是有幫助，但最好能融入情 

      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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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將理財教育課程融入社會學習領域中實施，是教師認為最可行的做法。 

   七、在理財教育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教師覺得對自己本身的理財觀念也有相當大的幫助。 

【中學部分中學部分中學部分中學部分】 

協同研究者商請其任教學校之八、九年級各兩班共十四位參與實驗教學之老師，分別將研究者

所設計之理財教育教學單元融入於數學、社會、綜合活動、自然與生活科技、國文及藝術與人文等

學習領域之中進行實驗教學，教學前後分別以「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進行施測，並於全

部課程實施完畢後，針對參與實驗教學的十四位教師與部分學生進行訪談，以了解在國中階段實施

理財教育的成效性，研究所獲致的結論如下： 

壹壹壹壹、、、、從從從從量化分析量化分析量化分析量化分析來來來來看看看看，，，，本次理財教育融入國中課程教學之成效本次理財教育融入國中課程教學之成效本次理財教育融入國中課程教學之成效本次理財教育融入國中課程教學之成效    

  一一一一、、、、就整體而言就整體而言就整體而言就整體而言    

（一）從平均數整體來看，各題的前測、後測的平均數都超過題項的平均數 2.5，這顯示學生的

理財觀在教學前即相當正確，在教學後更趨於正確。 

（二）在前測各題的平均數中，以第 7 題「購買網路商品時，我會特別注意賣家的個人資料及交

易安全問題，以避免發生網路詐騙。」（3.47）、第 21題「如果我能使用信用卡買東西，會

覺得很方便而多加使用，付款的事交給父母親就行了。」（3.47）、第 23 題「如果我能使用

信用卡，在消費時，我會先考量自己是否有足夠的還款能力。」（3.43）的平均數為最高，

可能因為這類的理財觀念時常見諸於相關教育宣導資訊或是報章雜誌及大眾傳播媒體上，使

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具備了這方面的觀念。 

（三）前測各題的平均數較低的是：第 2 題「我現在只是學生，零用錢不多，等到開始工作賺錢

的時候，再來規劃儲蓄的事情還來得及。」（2.91）；第 4題「通貨膨脹期間，我應該要把儲

蓄用在購買可以保值的資產。」（2.92）以及第 10 題「要跟上時代潮流，就是購買現在最流

行的東西。」（2.80）。這些題目以反向方式提問，表面看好像與國中學生的日常生活貼近，

但實際上卻包含是似而非的觀念，若沒有經過教師的細心分析與指導，容易造成學生的誤

解，而通貨膨脹的觀念是九年級上學期第二次段考範圍，而研究者的實驗對象為八、九年級，

且在施以前測時皆未教過通貨膨漲概念及相關內容，因此測驗結果就可能較為低落。 

（四）從後測結果來分析，可以發現平均數較高的是第 3 題「人生無常，所以我要把錢存起來以

備不時之需。」（3.62）、第 7 題「購買網路商品時，我會特別注意賣家的個人資料及交易安

全問題，以避免發生網路詐騙。」（3.58）、第 14題「因為人們所擁有的金錢是有限的，所

以應該妥善規劃金錢的使用方式，盡量不要超過自己的能力負擔。」（3.59）、第 21題「如

果我能使用信用卡買東西，會覺得很方便而多加使用，付款的事交給父母親就行了。」

（3.64）、第 23 題「如果我能使用信用卡，在消費時，我會先考量自己是否有足夠的還款能

力。」（3.56），平均數已相當接近滿分 4分，顯示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之後，具備了更正確

的理財觀念，其中第 7 題以及第 21題有關網路詐騙和卡債問題，在上學期初訓導處曾辦理

相關的防詐騙和法治教育宣導，所以在前後測的分數都相當高，可見學校教育對學生正確觀

念建立有關鍵性的角色和地位，是推廣理財教育所不可或缺。 

（五）將前後測的結果相互對照，可以發現各題目的後測成績以及總平均都高於前測成績，而透

過相依樣本 t考驗的統計分析也發現，一共有 29個題目（佔所有題目的 85%）的前後測差

異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後測結果明顯優於前測，由此可推論透過此次理財教育相關課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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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對學生理財觀的成長是具有相當成效。 

  二二二二、、、、就認知而言就認知而言就認知而言就認知而言    

（一）若從理財教育主題的前測結果來看，以有關「儲蓄與投資」與「金錢管理與規劃」方面的

理財觀較差，這也表示學生在這方面的先備觀念較為薄弱，其中「儲蓄與投資」原本就是學

生較少接觸的理財教育主題，而「金錢管理與規劃」主題容易造學生的混淆，以致造成這幾

項理財教育主題的整體平均數較低。 

（二）透過獨立樣本 t考驗，針對前後測的結果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前測的總平均會因為年

級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t＝2.540，p＝0.012＜0.05），但後測總平均（t＝0.343，p＝

0.732>0.05）卻沒有顯著的差異，代表了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前，因為先備知識的不同，所

具備的理財觀念也不同；但在接受理財教育的課程之後，則大家的理財觀念就沒有差異了，

這也顯示了研究者所設計的理財教育相關課程同時適合八、九年級學生的學習，並不會造成

學生學習上的困擾。 

（三）從理財教育主題的後測的結果分析，每一項理財教育主題的平均數都相當的高，雖然「儲

蓄與投資」、「金錢管理與規劃」與「倫理關懷」的平均數仍是相對較低，但都有相當幅度進

步，其中「倫理關懷」是進步幅度較多的理財教育主題，這顯示了透過理財教育的實施，對

學生整體的理財觀念的提昇是相當有效的，也代表了此次理財教育的實施是具有相當的成

效。 

三三三三、、、、就學習態度而言就學習態度而言就學習態度而言就學習態度而言    

（一）在接受理財教育相關課程之後，學生對理財教育課程展現了相當濃厚的學習意願，從「喜

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達 64.5%，經 McNemar考驗結果，χ2＝38.25，

p＜.001，達到α＝.05的顯著水準，表示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閱讀有關理

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的喜歡態度有顯著改變，且理財課程教學實施後，喜歡閱讀

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的學生數有顯著增加，可見學生的閱讀興趣是可以被激

發的，由此也可以證明，透過適當的課程設計與教師悉心指導，將會有效的提昇學生的學習

興趣，而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更有助於其他科目的學習。 

（二）在變項「我覺得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是有幫助」中，就學生本身認為學習理財教育的效用來

分析，有 94.9%的學生認為學習理財教育課程對日常生活有幫助，經 McNemar 考驗結果，p＜.001  α＝.05 χ2＝62.465，達到 α＝.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課程前

後，對「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是否有幫助」的態度有顯著的改變，透過有系統的理財課程融入

教學，可習得如何有效運用金錢。 

（三）在變項「是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理財教育實施前對表示希望的人，僅

有 1人在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表達無意見，百分比為 0.08％；在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對「是

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表示不希望，在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表達希望的學生

數有 55人，百分比為 57.2％；改變比例最大的是在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前對「是否希望學校

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表示沒意見，在理財教育課程實施後表達希望的學生數有 18人，

百分比為 62.0％。而經由包卡爾對稱性考驗（Bowker's test of symmetry）後，χ
2
＝

102.322，p＜.001，達到α＝.05的顯著水準，表示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是

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的態度有顯著差異。 

四四四四、、、、就就就就此此此此次實驗教學的課程本次實驗教學的課程本次實驗教學的課程本次實驗教學的課程本身身身身而言而言而言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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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過理財實驗教學後，以「理財教育融入國中課程教學之學生學習回饋調查表」施以調查，

其中「對於理財課程的內容，你喜歡的程度」喜歡和非常喜歡的比例佔 51.4%；「學習理財

的相關概念後，覺得對自己的行為或態度各方面是否有改變」改變很多和大部分有改變的比

例佔 55.8%；「你覺得理財課程對你有沒有幫助」大部分有幫助和幫助很大的比例佔 67.4%，

可見大多數同學在經過理財實驗教學後，關於理財的態度有顯著轉變，對理財課程接受程度

也提高很多，並認為與日常生活相結合的理財常識對自己的幫助很大。 

（二）此次實驗教學共計有六大領域十項課程單元設計，從學生認為較喜歡理財教育課程和單元

來看，八年級以音樂科-探訪流行風（29.7%）、數學科-乘法公式與多項式（24.6%）、九年級

以公民科-家庭的經濟事務（54.3%）、綜合活動-打造綠色生活（52.9%）選填的人數較多，

都有二分之ㄧ到三分之ㄧ學生選填，因此只要能針對所教授之科目的特性，設計適合融入的

理財教學單元，便可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達到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 

（三）在教學過程活動中最喜歡的學習方式是理財影片欣賞（69.6%）、儲蓄行動（52.2%）、從遊

戲學理財（51.4%），顯示學生喜歡與平時課本不一樣的教材以及教學方式，從活動或是遊戲

中自然而然學習，並印證生活中的各種理財資訊，透過活動彼此相互激盪，進而內化成自己

生活的一部分，教師要能因地制宜，妥善利用機會教育，教導學生正確的理財觀念，學生不

但不會覺得厭煩，反而會更加喜歡理財教育課程。 

貳貳貳貳、、、、學生與教師對融入各科理財教育課程教學的學生與教師對融入各科理財教育課程教學的學生與教師對融入各科理財教育課程教學的學生與教師對融入各科理財教育課程教學的反反反反應應應應    

一、理財課程教學實施前後，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的學生數顯著增加，

學生對理財觀點有正向的改變，經由理財教育融入國中課程教學之學生學習回饋調查表，可

以瞭解到學生對本次學習經驗的想法，從量表分析結果可知學生對活動收穫多持正向肯定，

顯示理財教育融入國中課程教學受到大多數學生的支持，而此項結果亦可與學生訪談結果相

互呼應。接受訪談學生表示，對本次理財單元抱持極高的正面評價，他們覺得本次的理財活

動讓他們能學習理財方式，清楚各種不同的投資理財工具，且懂得如何聰明消費。由此可見，

本次的實驗教學在學生部分應具有相當大的學習成效。 

二、研究者發現後測成績進步較多的學生，和老師、同學的互動都很熱絡，教學活動的參與度也

較高，而成績較低落的學生則是恰好相反，而在實施理財教育之後，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

文章或看相關新聞的比例增加了，對理財態度有正向明顯的改變，知道個人必須承擔理財的

相關責任，更加珍惜所擁有的物品，由此可以再次證明國中階段的理財教育是具有相當成效。 

三、從教師的訪談結果分析中，可以知道教師對此次實驗教學的成效感到相當的滿意，學生在課

堂上也表現出喜歡這些與以往不同的上課方式，顯示在國中階段經由特別設計下，實施融入

式理財教育課程是相當可行的，相關課程以融入方式進行不會造成教學上太大困擾，對學生

未來理財行為是有幫助的，將理財教育課程透過特別設計融入各學習領域中實施，教師認為

是相當可行的做法，且教師覺得對自己本身的理財觀念也有相當大的幫助。 

四、透過學生訪談結果分析，課程都和生活日常生活有關，較能引起同學的學習興趣，學生也能

妥善的規劃零用錢的使用，會更加珍惜所擁有的物品，知道個人必須承擔理財的相關責任，

並將課程中所學到的知識與技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技能和態度方面，根據研究者的觀

察、訪談、和學生回饋等方式收集的資料分析得知，顯示學生在上了理財課程後，消費之前

比較會思考，會想是否真的需要，不會一拿到錢就花光，也懂得體諒父母賺錢不容易，不會

像之前常向父母吵著要買什麼東西，較懂得自制。同學們除了懂得體諒家人工作的辛勞，更

能培養學生知福惜福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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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認為理財課程與生活相當貼近，再加上施測前已告知學生施測的意義與目的，不會增加

額外的考試，且課程與平日上課又大為不同，學生較平日的上課放鬆許多，配合度也較高，

在應對或是處理班級事務時還會運用所教的理財觀念，像是用班費購物會動用關係或是貨比

三家來省錢，會捐錢或是捐多餘的物資給需要幫助的人，這雖然不像實際操作股票投資，風

險雖高但可以迅速看出績效，是賺是賠一目瞭然，但理財觀念、理財責任和倫理關懷的運用

與表現，對國中學生才是最貼近生活且最重要的。 

參參參參、、、、實施融入式理財教育課程之實施融入式理財教育課程之實施融入式理財教育課程之實施融入式理財教育課程之困難困難困難困難與與與與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一、施教過程中發現學生很喜歡以影片欣賞的方式來學習理財課程，但是研究者在課前挑選適合

的影片時，就發覺教育主管機關所提供的相關教學媒體不足，很多影片需研究者上網連結，

或是租影片再運用電腦軟體作剪輯節錄，若要全面性推廣就需要教育單位在這方面多加努

力，做全面而有系統的規劃，設計符合師生需求的教學媒體，節省教材準備時間，提高教師

參加推廣理財教育的動力，讓教師對推廣理財教育視為教學現場的助力而非阻力。 

二、我想印張名片，頭銜是：『晉惠帝培養專家』，這是一位嘉義國小女老師投書聯合報的感嘆，

我們總是給孩子最好的，卻不在乎他有沒有悲天憫人的觀念。現在小孩生得少，大部分小孩

集三千寵愛於一身，教學過程或是班級經營的過程中，對於金錢或是物品的使用，常會聽到

學生許多似是而非，甚至錯到離譜的金錢使用觀念。觀念的養成源於家庭，卻要老師在極短

的時內發揮成效，進而改變學生是有相當困難在，其實家長對理財教育的態度，才是影響學

生成效的關鍵因素，推動理財教育不能忽略家長這一塊，否則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效果勢

必事倍功半。 

三、融入各科的過程中，國文、公民、數學老師都表示上課時間不足，理財教育大可運用彈性課

程時間進行教學，但有基本學力測驗的壓力當前的情況，學校在基測科目的授課時數上，各

科教師都大喊時間不足，教改的好處雖然有讓課程精簡，但該上的東西卻很難精簡或是一言

帶過，加上必要的複習和測驗，因此彈性學習節數就變成兵家必爭之地，選修課程的生活英

語就拿來上英語，科學與實驗拿來上理化，社會教育拿來上地理歷史，在加上學校行事、社

團活動，東扣西扣時間也不夠，又要教學正常化不增加師生負擔學習理財，在實務操作上確

實有其困難。 

四、理財教育在目前九年一貫的課程中，並未有完整且系統的規劃，即使公民和家政科有觸及理

財的相關概念，但卻似孤島獨立而無援，就像股票、外匯、期貨、房地產、債券、銀行存款、

共同基金、黃金、保險、民間互助會課本都有提到，老師也很粗淺的說明，於是學生是否有

機會在每個學習階段學習有系統且可運用於日常生活的理財相關課程，則由學校或教師自行

決定，這樣對學生在理財能力的學習與培養，充滿極大的不確定因素。 

五、在電腦課基本試算表設計、操作及講解就要花很多時間，任教老師反應學生的發表與分享好

像有點忽略，但透過思考讓學生發表想法和感受才是理財教育的重點，另外有些學生因為家

長根本沒給零用錢，或是吃家裡用家裡住家裡根本沒有什麼花費，沒有數據或是時間太短資

料太少，展現出來的圖表根本沒有資料，以至於無法讓學生能有真實而具體的感受經驗。 

六、教改後的九年一貫課程授權教師能更彈性規劃及設計課程，賦予學校及教師主動發展課程、

自編教材的機會，綜合活動課程的彈性是最大的，也沒有基測壓力，但是在師資培育的過程

中，並不是每個老師都有相關的理財教育課程學習或是師資養成背景，在設計課程上要能引

導學習者進行實踐、體驗與省思，並能驗證與應用所知活動精神，並不是所有老師都能做得

到或是切中理財教育的重點，只能靠辦理進修或是研習活動補其不足，而參加研習得自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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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或自付代課鐘點，又降低教師參與的意願，在如此課程專業師資不足情況下，推展融入式

理財教育效果必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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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成果，研究者針對政府及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行政單位、教育工作者、學生

家長及後續研究者，就如何提升中小理財教育的成效以及後續研究方向等面向提出建議，供教育主

管機關和學校行政單位參考，以期能對中小理財教育的推動有所助益。 

壹壹壹壹、、、、對對對對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及教育及教育及教育及教育主管機主管機主管機主管機關的建議關的建議關的建議關的建議    

       一一一一、、、、正正正正視視視視理財教育對國理財教育對國理財教育對國理財教育對國人人人人未來生活的重要性未來生活的重要性未來生活的重要性未來生活的重要性    

      從近年來層出不窮的金融問題來看，個人不當的理財行為，已對社會國家造成重大的影 

      響，在國外政府單位已紛紛借助於理財教育的推展，來提昇人民的理財素養，以期人民有穩 

      定的未來生活。而根據金管會在 2008年進行全國第一次大規模實地調查「國民的金融知識 
      水準」，滿分為 100 分，國人平均金融知識水準得分為 53.87 分，學生族群平均成績更低， 
      其金融知識的平均成績均低於全體平均水準，顯示學生理財能力普遍不足。此外,從研究者 
      前一研究對中小學現職教師的問卷調查結果中也顯示，絕大多數的教師認為政府單位並不重 
      視理財教育，要扭轉此一現象，唯有政府單位能體會到正確的理財行為對個人未來生活的重 
      要性，並瞭解致力於推展理財教育是使國人學習正確理財行為的唯一途徑。 

       二二二二、、、、政府主政府主政府主政府主導民導民導民導民間間間間力力力力量加量加量加量加強強強強推推推推展展展展理財教理財教理財教理財教育育育育    

金管會為加強學生理財知能，曾訂定「金融知識普及三年（95-97）推動計畫」，也特別

建置了「金融智慧網」，但就研究者在教學現場的了解，教師所知不多。 

就研究者收集和參與各家銀行或理財公司推行的理財教育過程中，發現結合活動與媒體

的大力報導，對推展理財教育非常有效果，但深入了解卻發現各家表面上是推廣理財教育或

做社會公益，但實際上卻是針對下一代的客戶推廣自家公司的各項金融產品，畢竟大部分是

有閒有錢的家長才會讓小孩來參加，而人又是從熟悉的情況下建立起信任感，金錢的投資更

是如此。 

    因此，政府何不善用民間力量，統整家各家推廣理財教育企業的力量，深入校園免費替

沒錢卻很有閒的學生族群主動規劃寒暑假，以冬令營或夏令營的方式填補學校教育的空檔，

教導理財甚至印證理財，讓各大金控、企業或是理財公司推廣理財做公益，政府從旁輔導與

監控，企業政府交相利，可彌補公務部門為人詬病的推廣時效問題，企業可樂得找到未來的

客戶，政府又可以最高效率落實與推廣理財教育，爭取企業和社會輿論的認同。 

三三三三、、、、落落落落實實實實將將將將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納納納納入入入入九年九年九年九年一一一一貫貫貫貫課程綱要之中課程綱要之中課程綱要之中課程綱要之中    

  教育部規劃於民國 100年將金融基礎教育納入國中學課程，預計民國 103年列入基本學力測 

  驗考試內容，雖然目前仍在著手實驗階段，且國內輿論對此政策定調不一，然而我國的教育 

是以標準（綱要）為基礎，課程設計是根據課程綱要而來，因此要確保中小學理財教育的推

展，教育主管機關就必須將理財教育的相關能力指標，納入現行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促使

學校及教師重視理財教育的重要性，並將理財教育的相關概念編寫於課程設計之中。因為理

財能力愈早正確累積愈好，缺乏理財知識、不熟悉金融市場很容易造成重大虧損。前幾年金

融海嘯以及投資連動債，讓很多人包含相當多公務人員及教師，將積蓄交給理財專員做投

資，未做審慎規劃和通盤了解，導致血本無歸或是負債累累，是以保持開放的態度不斷學習

理財知識，才能養成清楚成熟的心智，去了解金融市場並作出正確而負責任的理財決策。因

此落實將理財教育納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中是首要之務，從文獻探討所提及英、美、日、

澳的前車之鑑可窺探究竟。當然，更重要的是積極面對的態度，克服相關障礙將理財訴求付

諸於正式政策條文，按部就班去執行，不要讓教師在教授理財課程時，面臨沒有教學依據的

問題，以及不清楚具體的理財課程的內涵為何的窘況，這樣才能從小培養我們下一代的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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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與蓄積國家競爭力。 

四四四四、、、、將將將將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列列列列入教科入教科入教科入教科書書書書的的的的編輯編輯編輯編輯重點要求重點要求重點要求重點要求開開開開發相關發相關發相關發相關配套配套配套配套教教教教學資源學資源學資源學資源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國內在理財課程內涵、教學媒體、教師手冊等教學資源都相當匱乏，

目前我國中小學教師教學時所使用的教科書主要來自於民間出版商，因此除了教育主管機關

投入更多經費在相關資源的開發外，結合及善用民間力量來擴充理財教育相關教學資源，可

以要求出版商必須將理財教育編輯於所出版的教材之中，提供教師及學生充足而完善的網路

學習資料庫，蒐集世界各國理財最新的相關影片，處理剪輯和公播版權相關事宜，讓教師無

後顧之憂，使老師能很順利的進行理財教育的教學活動，並有效達成理財教育的教學目標，

將來教育單位在規劃理財課程時，可納入參考。 

五五五五、、、、落落落落實實實實將將將將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納納納納入校內外相關測驗範圍入校內外相關測驗範圍入校內外相關測驗範圍入校內外相關測驗範圍導引導引導引導引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培訓培訓培訓培訓與與與與供給供給供給供給    

    98年大學指考將公民加入正式考科，各高中無不想盡辦法聘足具備本職專長學能的公

民科教師。以研究者這幾年在師大公領系修課時的觀察，早年高中公民科教師的甄選不僅缺

額少，系上要聽到考取高中公民教師機會少之又少，這一兩年如雨後春筍頻傳佳音，讓教師

供需問題從需求端如實反映到供給端，高中公民課程不僅可以落實，也因為指考甚而扎實，

而將要推廣的理財教育課程也是同理可證。 

在此同時，少子化導致學校教師超額已是未來的趨勢，控管教師員額、不聘正式教師只

聘代課老師，以配課方式處理理財相關課程勢必難以避免，若能作有系統的課程規劃設計，

加深難度及專業性，讓理財相關課程教師如社會科及綜合活動科教師難以被取代，不是每個

科目的老師都敢輕易配到理財相關科目，非專業教師的配課問題相信必可解決大半。也就是

在升學和競爭的教育改革大纛下，用反向思維要求教育主管機關和基層教育單位解決配課以

及教學正常化的問題，故將理財教育的相關概念納入目前的基測甚至學測範圍，定有助於國

人對理財教育的重視，進而更致力於理財教育的推展，進而也造成教師、學生以及家長會特

別注重測驗範圍內的教材內容，勢必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去指導和學習。 

貳貳貳貳、、、、對學校行對學校行對學校行對學校行政單政單政單政單位的建議位的建議位的建議位的建議    

   一一一一、、、、提提提提供供供供老老老老師研習與師研習與師研習與師研習與進進進進修修修修的機會的機會的機會的機會    

          學校的主體是學生，要有效提昇國中學生理財教育成效，必須提昇教師理財教育的教學 

      養，因為師資培育機構在這方面的訓練有限，對大部分現職老師而言，理財知能未必是教師 

      的專長，因此為增進教師理財素養，可透過學校行政單位安排相關的理財研習，讓教師在教 

      學時有更豐富的理財認知，提供學生更正確的學習資訊，在教師訪談過程中不少教師提到教 

      學相長，可從務實面讓老師破除談錢是很俗氣的傳統觀念，從教師投資理財或是財務管理著 

      手，教師理財能賺錢也樂得在課堂分享經驗，學生印象必定深刻，教師除了教得有成就感， 

      更會去反思如何將理財課程教得更好更出色，這樣對理財教育的實施將會有很大的幫助，因 

      此，建議相關單位擴大層面持續舉辦各種理財推廣活動，才能讓效果持續並且加深加廣。 

  二二二二、、、、辦辦辦辦理理財教育的相關教學活動理理財教育的相關教學活動理理財教育的相關教學活動理理財教育的相關教學活動    

      理財教育的內容除了知識的學習之外還包含理財技能與態度的培養，學生在課堂上學習 

      了許多理財知識，如能實際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則對於理財教育的學習將會更加完整。以  

      目前國小學生零用錢的情況來看，雖然不多但已經普遍擁有，所以國小學生於日常生活中使 
      用金錢的機會相當的高，如何使學生學會正確的使用方式，單只是透過知識上的宣導是不夠 
      的，因此學校應適時的辦理理財教育的相關活動，例如跳蚤市場、園遊會、合作社、資源回 
      收、理財小偏方徵文、、活動等，都有助於學生理財智能的學習，而且從本次實驗教學中， 
      學生對於跳蚤市場的熱烈參與程度來看，學校規劃辦理理財教育的相關活動，是有助於學生 
      理財智能之學習。又例如在協同研究者任教的國中，每學年安排防火防災宣導，透過實際操 
      作滅火器滅火、從三樓操作升降梯垂降逃生，非常吸引學生的興趣，因為學生喜歡的就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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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不一樣的上課方式，學校可排理財教育的宣導，由校外專家來為同學進行演講和辦理活 
      動，讓理財教育透過遊戲操作、競爭學習，最後再提供獎勵，增加不同而又多元的學習管道， 
      提升學習興趣。 

叁叁叁叁、、、、對教育對教育對教育對教育工作工作工作工作者的建議者的建議者的建議者的建議    

一一一一、、、、自我自我自我自我精精精精進並進並進並進並主動參與理財教育主動參與理財教育主動參與理財教育主動參與理財教育進進進進修修修修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教育改革後廣開師資培育的大門，教師來源多了，但學生人數因少子化的影響大幅減少

了，流浪教師逐年增加，要達到供需平衡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日，因此現在能在各種甄試錄

取的老師幾乎都是百中選一甚至千中選一的優秀人才，對投入教育工作的認知和自我要求都

必須在一個水準之上，而教師身為知識的傳播者，學習的熱誠更要與時俱進，需不斷的汲取

新知自我精進，並主動參與各種理財教育進修活動以符合教學的需求。從現實面來看，現職

的中小學教師大多數是沒有學過理財教育的相關課程，而師資培訓的教育學程課程內容與理

財教育相關性也非常的少，教師更應主動參與校內外所舉辦的理財教育研習與進修活動，以

增加本身對理財教育的了解程度，並體認理財教育對學生未來生活的重要性，再將理財教育

融入於自己的教學活動之中，如此必能提昇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而培訓理財教育師資要實

務活動與知識傳達並重，向下紮根的同時能夠養成學生紀律和負責任態度，建立能將資訊整

合為知識的能力、思辨能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如此推展理財教育活動才能化解社會對師

資專業程度不足的疑慮。 

    二二二二、、、、針對學習領域特性設計針對學習領域特性設計針對學習領域特性設計針對學習領域特性設計適合適合適合適合融入的理財教育課程融入的理財教育課程融入的理財教育課程融入的理財教育課程    

     雖然目前九年一貫課程之中，規劃有所謂的「彈性課程」提供國中小老師針對學校、學 

      生的個別需求，設計合適教學課程。但以研究者的經驗來看，教育主管當局太多的專案計劃， 

      已讓所謂的「彈性課程」毫無彈性可言（如台北縣政府要求將彈性課程拿來加強學生的國語 

      文、英文），因此希望老師針對理財教育設計單獨的課程來實施，以目前的現況來看可行性  

      不高，而從老師以及學生的訪談與問卷調查結果也顯示，絕大多數的老師與學生都認為以融 

      入的方式來設計理財教育課程是最恰當的。此外，從學生的訪談結果中也發現，學生對於研 

      究者所設計的融入式理財教育課程，都展現非常高的學習意願，學習成效也非常的好。所以 

      只要教師能針對所教授之學習領域的課程特性，設計適合融入的理財教育課程，不僅能增加 

      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能在不增加額外負擔的情況下，有效的推展理財教育。 

    三三三三、、、、結結結結合合合合各領域教師協同設計與各領域教師協同設計與各領域教師協同設計與各領域教師協同設計與開開開開發教發教發教發教材材材材    

經過此次理財實驗教學和各領域教師互動過程，發現僅從社會領域或是綜合領域的相關

課程作理財教育的融入，雖然可提出相當多的主題和內容，但若有其他領域教師加入，更可

提出多元而且可行的教材內容和課程設計方式，且學生會因為感覺與平常的上課方式不同，

例如：連音樂課都可以上理財課程，定會充滿好奇心與新鮮感。協同研究的教師在訪談中都

反應學生的認真與參與度熱烈，更顯示理財教師團隊要廣納各領域教師的重要性，而國內目

前並沒有一套完整的融入式理財教育教材，明確清楚告知教師哪些領域融入何種理財課程？

進度在哪裡？什麼時候該上？進而可以立即供教師教學時選用。若教師都必須自行設計融入

課程與教材，這對教師來說是一項很大的負擔，畢竟一個人的思慮與創意是有限的，要教師

單獨一人研發一系列的理財教材，短期教育熱忱姑且還能支持，長期而言孤掌難鳴，必定難

以維持，故透過理財教育教學研究團隊的成立，教師彼此之間交換教學經驗，或是共同研發

理財教育課程，將有助於減輕教師教學的負擔，而且透過團體力量的推展，將使理財教育的

影響層面更為加深加廣。 

四四四四、、、、善善善善用機會教育教用機會教育教用機會教育教用機會教育教導導導導學生理財觀學生理財觀學生理財觀學生理財觀念念念念    

理財教育的教材一定要能夠深入淺出地介紹觀念並寓教於樂，才能引發學習，特別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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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階段的學生，活潑生動地說明金融知識，寓教於樂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深入淺出地結合

真實市場知識，定期更新最新市場趨勢，令學生在真實金融市場中接受金融理財教育，而非

僅僅在書本和考卷的制式考題中培養金融知識，因此，教師善用機會教育教導學生理財觀

念，配合學校活動推廣理財教育，讓學生從規劃活動中學習人際互動與金錢觀念，以學生為

主體，老師從旁協助，例如：園遊會、慶生會、同樂會、跳蚤市場等，加深學生理財知能的

建立，家政科結合學生家庭生活建立正確的消費態度與金錢觀，公民科可配合讀報教育，教

導學生閱讀財經版或是電視上的財經新聞，如此活化理財課程在課程與班級經營中，不僅能

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能在不增加額外負擔的情況下，有效的推展理財教育。 

肆肆肆肆、、、、對學生家對學生家對學生家對學生家長長長長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    

一一一一、、、、理財要從小理財要從小理財要從小理財要從小做起才能杜做起才能杜做起才能杜做起才能杜絕絕絕絕童童童童年富裕病年富裕病年富裕病年富裕病    

2010年臺灣已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由於家家小孩生得少所以個個都是寶，有

句俗諺「富不過三代」，家族企業的第一代創辦人因為創業維艱，會要求孩子們接班掌管企

業，第三代多數自幼生活安逸無心於事業，例如希爾頓飯店集團女繼承人芭莉絲．希爾頓就

是美國富豪最佳的負面教材，芭莉絲．希爾頓繼承三十八億美元的遺產，正好用來支付穿戴

華服美飾和揮霍無度生活的巨額帳單。所以不應該等到有錢才來學習如何用錢，應從小提供

適切的管道與基礎教材，逐步培養個人正確財富、信用觀念，以及個人經濟生活的規劃能力，

父母親便是其中最關鍵的角色，生而不教或是養而不教都是不負責任，畢竟人不是一出生就

會理財，孩子也不知道哪些基本技能是生活必需的，若父母只有金錢上的供給，財富顯然已

經成為他們健康成長的絆腳石，人們可以通過金錢買到很多東西，但買不回生活經驗，富豪

父母們以為讓孩子有花不完的錢是好事，其實是害了他們。再者，教師在課堂上只能針對普

遍性的理財知識提出說明，無法常常針對某單一理財事件作深入的分析，家長正好可以彌補

此一不足之處，舉凡媒體所報導的各項理財資訊，或是家庭出遊時親眼目睹的事情，都可以

藉由家長第一時間與子女的相互討論，即時的導正子女錯誤的觀念，讓他們學會正確的理財

觀念。 

  二二二二、、、、檢視檢視檢視檢視自自自自己己己己零零零零用用用用錢錢錢錢的的的的給予給予給予給予方式與方式與方式與方式與子子子子女女女女零零零零用用用用錢錢錢錢的的的的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在今日的社會家長給予子女零用錢的現象已經非常普遍，從學生的調查結果中也顯示大 

多數的學生都擁有零用錢，零用錢的擁有是有助於理財教育的推展的，許多的理財教育書籍 
也強調家長可以透過零用錢來教育子女理財，因為有了零用錢學生才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實 
際應用課堂上所學到的理財知識。但零用錢的給予如果流於氾濫或是放任子女隨意使用，有 
時反而會造成子女過度浪費不知節儉的習慣。因此家長必須重新檢視零用錢給予是否合情合 
理，而且要時時關注子女零用錢的使用方式是否正確，從小養成子女正確的理財觀念，這對 
子女未來的生活將有很大的幫助。 

三三三三、、、、掌握掌握掌握掌握機會教育教機會教育教機會教育教機會教育教導孩子導孩子導孩子導孩子精打細算精打細算精打細算精打細算    

在「省水省電大作戰」的童軍科教案中，研究者結合日常生活所設計的理財課程，運用

家庭中的水、電基本開銷，讓孩子知道家庭的開銷有多大，去和父母討論思考如何利用省水

省電來幫家裡賺錢。又好比全家出遊行程規劃和預算擬定，利用每年過年收到的紅包在金融

機構幫小孩開戶教導儲蓄的好處，讓數學課所教到的利息、複利和投資報酬率，可以和現實

生活做印證，或是利用看電視的同時，分析廣告使用的技巧，做個聰明的消費者。父母亦可

拿出銀行投資的資料和信用卡帳單，告知投資是有風險的，不可能只賺不賠，以及循環利息

的可怕。最後也是最重要就是要讓小孩知道，金錢不是萬能，做人做事要有原則，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平常生活中一點一滴的灌輸，孩子對生活中理財的技能，自然而然較為敏銳，生

活中處處皆有父母可與孩子討論的理財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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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親親親親師師師師配配配配合消合消合消合消彌彌彌彌理財教育與理財教育與理財教育與理財教育與投投投投資理財的資理財的資理財的資理財的落落落落差差差差    

研究者在查閱理財相關資料時，發現目前國內理財教育探討方向，大多是在建立正確的

金錢觀念，強調應用儲蓄進而進行投資理財教育的文獻著墨甚少，如實反應國人避談金錢價

值觀的文化，而媒體在探討推行理財教育時，由於傳統觀念使然，幾乎一面倒的認為談錢太

俗氣。然而教師推廣理財教育怎可不談錢，需要知道投資理財其實只是理財教育的一環，越

早談越好，且永遠不會嫌早，而家庭幾乎是孩子目前獲得零用錢的唯一管道，理財教育的成

敗與否，家長的態度佔有決定性角色，家長要體認理財觀念對孩子一生影響的重要性，主動

積極與學校老師共同合作。因此，教師和家長必須當起領頭羊，用簡單的話語和孩子談金錢

使用，經濟要獨立賺錢就必須靠自己，了解投資理財是一體的，是沒有落差的，投資理財是

可以讓小錢變大錢，讓人扭轉貧窮而致富，如此才是一位優秀的現代公民，也才能讓台灣與

國際接軌，提升金融的能見度與國際競爭力。 

五五五五、、、、擺脫貧窮輪迴擺脫貧窮輪迴擺脫貧窮輪迴擺脫貧窮輪迴改改改改善善善善家家家家庭庭庭庭生計生計生計生計    

在研究者實驗教學與訪談過程中，發現有部份家長是從不給小孩零用錢，少部分家境清

寒的同學甚至連三餐都有問題。在國中公民科融入教材：赤貧孟加拉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

努斯」讓全球一億人掙脫貧窮輪迴的故事，使學生知道擺脫貧窮是需要方法的，處於弱勢的

家庭更需要去學習，孩子學會了各種基本正確的理財觀念和技巧，可以帶回家中去影響家

人。不要小看國中學生的影響力，在弱勢家庭裡有些學生可能是家中學歷最高，有些甚至還

須擔負家計，從宛如白紙的國中學生著手，效果更是容易顯現，就如學校與家庭的一道光纖，

傳輸簡單正確的理財觀，知道理財是不需要有大筆資金，可避免經濟弱勢家庭，再陷入更嚴

重的困境，否則雖有政府強力推廣金融基礎知能，如果只是透過媒體宣導、家庭教育或是校

外民間活動，而不透過學校教育系統，讓弱勢家庭和一般家庭甚至和有錢家庭的小孩一同接

受理財教育，如此只會讓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窮人的小孩永遠無法擺脫貧窮的輪迴。 

伍伍伍伍、、、、對後對後對後對後續續續續研究者的建議研究者的建議研究者的建議研究者的建議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實驗教學以及質性訪談的方式來探究理財教育融入國中

課程的策略與實施，在研究過程中，因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未能使研究臻於完美，因此研

究者提出下列幾項建議，以作為後續研究者的參考。 

一一一一、、、、研究對象方面研究對象方面研究對象方面研究對象方面            

受限於時間、人力及研究經費限制，本研究僅以協同研究者所任教國小之五、六年級各

兩班、國中之八、九年級各兩班的學生進行實驗教學，來驗證實施理財教育的可行性與成效，

雖然獲得了相當不錯的成果，但因只侷限於所任教選擇的國中、小學生，並無法推估所有國

中、小學生的學習概況，因此後續的研究者，可以將實驗教學的範圍擴大至國民中小學的所

有年級，增加每個年級的實驗教學班級數，如此一來所獲得的研究結果將會更加完整、更具

代表性，這樣就可以完整呈現在國中、小階段實施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至於協同研究教師

部分，因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理財教育融入國中課程教學之成效，未將教師本身的理財素養考

量於內，是否會影響到學生學習之成效並沒有多做說明，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從此方面著手，

這亦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二二二二、、、、實驗課程設計方面實驗課程設計方面實驗課程設計方面實驗課程設計方面    

本研究僅針對國小數學、社會、綜合活動、國語等學習領域，國中數學、社會、綜合活

動、自然與生活科技、國文及藝術與人文等學習領域設計融入實驗教學的理財課程，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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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中、小學生所學習的課程不只於此，而從老師與學生的調查訪談結果中也顯示，只要

經過特別的設計，幾乎所有的國中、小課程都適合理財教育融入；其中社會領域（公民）-

「扭轉貧窮-建立正確理財生活」、「錢進大世界-理財小秘訣」在授課時數上，因為九年級

公民課程較為艱難，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撥用一節彈性課程給公民科，所以每個星期有兩堂

課，否則時間是絕對不足，因為兩節課的時間光是上完課程內容就不夠了，還設計了作業單

和活動，因此未來研究者可考量延長實驗教學的時間，可以將設計課程的範圍擴大，針對每

一個現有的課程，設計適合融入的理財教學單元，設計系統性及連貫性課程，相信教學成效

應能更為顯著。 

另外，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電腦）-試算表編製課程，任教老師反應學生的發表與

分享受忽略問題，以及有些學生因為家長根本沒給零用錢，或是吃家裡用家裡住家裡根本沒

有什麼花費，沒有數據或是時間太短資料太少，展現出來的圖表根本沒有資料，以至於無法

讓學生能有真實而具體的感受經驗問題。建議可以先把試算表教完，或是學生已經會試算表

後，把檔案分享給學生直接操作，只要輸入記帳數據就可讓電腦跑出圖表，而記帳問題方面，

可以把的時間延長到一個月或兩個月，範圍可擴及父母或是家用，時間越長資料越多越能看

出區別以及成效，更可增加與家人的互動，將理財教育的觀念傳達給家人，有家人的加入更

能事半功倍。 

在融入領域方面，健康與體育領域從國內外文獻探討分析，有相當多的主題是相當適合

將理財教育融入，就研究者與學校未參與本次實驗教學的體育和健教老師訪談，發現大多認

為健體領域提及消費的主題是可擴大與理財教育相結合的，若能加深加廣內容並與生活做結

合，一定可以提供師生一個不同的思考面向及新鮮感，但礙於研究者設計教材的偏廢，未全

面顧及到時效，在著手設計融入主題時，已超過相關主題的課程進度許久，不免有遺珠之憾，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在健體領域課程多做著墨，相信也會有相當不錯的效果。 

三三三三、、、、研究工具方面研究工具方面研究工具方面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編之「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理財觀調查問卷」、「國民中學學生理財觀

調查問卷」作為實驗學生前後測的研究工具，內容僅限於部份的理財教育主題，無法將課程

內涵所包含的所有教育主題納入，因此研究結果僅能呈現國中、小學生部分理財觀念的改變

情況；後建議續的研究可以針對理財教育課程內涵，從理財知識、技能與態度設等面向計更

完整的調查問卷，如此可以更完整的說明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 

四四四四、、、、師生質性訪談方面師生質性訪談方面師生質性訪談方面師生質性訪談方面    

由於研究時間的限制，研究者僅能選取部分參與實驗教學的學生進行訪談，而且訪談的

時間，在盡量不妨礙學生正常學習的前提下，也只能利用早修、午休、放學或是體育課空檔

時間進行，所以每次每位學生訪談的時間都不能太長，僅能針對學生實際接受理財教育課程

的部分進行訪談，因此所能蒐集到的資料也相對較少，無法針對國中、小理財教育作其他更

深入的探究。後續的研究者可以嘗試增加訪談的學生人數，安排更多的訪談時間，並從理財

教育的各個面向，進行更深入的訪談研究，如此必定能對國中、小的理財教育有完整的了解，

也能對國中、小理財教育提出更完善的建議。至於教師訪談部份，受限於教師對訪談錄音及

錄影的排斥，以及研究倫理的規範，研究者只能以筆記和書面回饋紀錄，在訪談之後來作彙

整，因此沒有錄音逐字稿的文字記錄，可能有缺漏與不足，建議未來研究者能盡量克服此類

問題，以求更貼近訪談之真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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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之二第五章之二第五章之二第五章之二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    

   本研究旨在探討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成效。研究者首先探討理財教育的意

義及重要性，之後針對國內外中學理財教育課程內涵做一探究與分析，同時挑選出符合我國國中生

學習情形的理財主題來融入本次理財教育課程，並配合活動本位教學策略設計出相關遊戲與活動，

讓同學能在活動中學習，在操作中體驗，最後再對有效達成理財教育教學目標之重點與方針加以探

究。 

    本研究採準實驗設計，以研究者自編之「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做為學生前後測評

量之研究工具，以 A國中及 B國中各四班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共發出 281份（A

國中 139 份；B 國中 142 份），在前測部分，學生並無請假及缺填之情形，故將全部納入分析；而

在後測部分，則因部分學生有請假或缺填之情形，故在剔除 25 份問卷（A 國中 15 份；B 國中 10

份）後，以 A國中 124份、B國中 132份問卷來做理財教學前後測之差異分析，最後，再藉由訪談

研究參與學生及協同研究教師來瞭解本次實驗教學之成效為何及對課程之相關建議。 

    本章將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整體性建議，共分成兩節：第一節就本研究所得量化資料與質性資料

之研究結果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第二節則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討論來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後

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茲將本次研究結果與分析之結論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國中生理財素養之現況國中生理財素養之現況國中生理財素養之現況國中生理財素養之現況    

    由教學前教師訪談中可知，國中生對理財相關課程頗有興趣，而在提及目前國中生理財素養之

現況時，A國中及 B國中的教師則皆認為兩所國中之學生的理財素養普遍不足，其在消費、儲蓄、

投資概念及相關理財技能，如記帳技巧方面，並未能有足夠的批判能力去做出正確的理財決策；也

未能善用記帳來檢視及反省自我的消費習慣；在儲蓄方面，非為自發性儲蓄，大多還是受父母親所

強迫而存的；在投資理財工具方面多有初步認識，但未能深入瞭解，尤其是保險方面，學生大多還

是抱持著遲疑的態度。而此點與教學前學生理財素養之分析結果相互印證，雖然以學生整體理財素

養來看，學生表現仍屬偏高，但藉由逐題分析仍可察覺學生對於消費、儲蓄、投資理財的部分仍稍

顯不足，尤其是消費方面，青少年在具體購買時，大多還是考慮自己對商品的渴求度，而非價格考

量，可見得國中生在理財相關議題的價值判斷上雖與社會期望一致，但卻未能具體地實踐於生活之

中，由此可見，我國國中生的理財教育乃為一項極待填補的空白，此尚待相關單位進行課程發展及

推廣。 

貳貳貳貳、、、、探討探討探討探討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用用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成效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成效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成效於國中理財教學之成效    

    本研究實驗組與控制組皆以「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量表進行前後測，而因 A、B

國中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差異顯著，且教學環境、氣氛略有不同，為降低實驗誤差，故予以分開討論，

以下為前後測統計結果： 

一一一一、、、、學生理財素養之前後測差異考驗分析學生理財素養之前後測差異考驗分析學生理財素養之前後測差異考驗分析學生理財素養之前後測差異考驗分析    

    在排除前測成績及學生社經背景的影響效果，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對國中生理財素養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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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如下： 

（一）就 A國中而言，在整體理財素養上，實驗組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 

      在「理財知識」面向上，實驗組未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 

在「理財技能」面向上，實驗組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 

在「理財態度」面向上，實驗組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 

（二）就 B國中而言，在整體理財素養上，實驗組未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 

在「理財知識」面向上，實驗組未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 

在「理財技能」面向上，實驗組未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 

在「理財態度」面向上，實驗組未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 

二二二二、、、、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AAAA 國中及國中及國中及國中及 BBBB 國國國國中實施成效之差異原因中實施成效之差異原因中實施成效之差異原因中實施成效之差異原因    

（一）A國中與 B國中課程安排有差異 

    A國中公民課為一星期一堂，綜合課為一星期兩堂且連堂；B國中公民課為一星期兩堂，

非連堂，綜合課為一星期兩堂，但因未聘綜合科教師，故一節配課給地理，一節配課給導師，

本次理財活動教學綜合科部分乃是利用公民課來進行。因課程安排有所差異，如 B國中綜合

科理財部分未能如 A國中一樣連堂上課，學生學習到的概念有中斷後再繼續之情形，故會影

響到本次實驗教學之研究結果。 

（二）B國中因發生突發狀況而需要臨時調課 

    在進行理財教育活動課程期間，B國中因適逢段考及元宵會活動，故中間停課兩週後才

又開始進行綜合科的活動課程，整體上課時間拉得稍長，另因遇到其他科教師臨時調課，故

其中有一單元被迫分成兩個星期上課，對學生學習概念的完整性上難免會有些影響。 

（三）A國中由既有之教師教授課程；B國中則加入新教師進行課程 

為進行本研究之實驗課程，研究者特別商請 A國中的三位任課教師來幫忙教授，此三位

任課教師與他們的任課班級皆相處了兩年到三年之久，教師與學生之間已具有上課之默契。

而 B國中則因學校未聘綜合科教師，故由研究者本身親自參與課程教授，雖然 BG01教師在

公民科課程結束後已預告有位新教師會來幫同學上課，但因研究者是當天授課才與學生做第

一次的接觸，故就教師與學生的熟悉度而言仍為不足，是以，在帶活動的時候，彼此易因不

瞭解雙方的個性及上課模式的關係而對整體活動的教學成效產生影響。 

（四）A國中及 B國中學生對活動熟悉度不同 

    A國中綜合科長年以來的授課方式即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為主，教師熟稔活動教學法之

技巧與運用，學生對活動的熟悉度也佳，故教師在進行活動時，因同學對活動已有良好的熟

悉度，自然能密切配合，營造出良好的活動氛圍。而 B國中則因未聘滿綜合科師資，而以配

課為主，公民課雖為兩節，但 BG01教師提及，為考量教學進度，平常還是以講述為主，很

少給他們做活動，故學生對活動並未有較佳的熟悉度。 

參參參參、、、、學生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學生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學生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學生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用用用於理財教學的學習經驗與於理財教學的學習經驗與於理財教學的學習經驗與於理財教學的學習經驗與反反反反應應應應    

一一一一、、、、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前後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前後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前後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前後，，，，實驗組學生對理財觀實驗組學生對理財觀實驗組學生對理財觀實驗組學生對理財觀點有正點有正點有正點有正向的改變向的改變向的改變向的改變    

（一）理財課程教學實施前後，喜歡閱讀有關理財議題的文章或看相關的新聞的學生數顯著

增加。 

（二）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學習理財對國中生是否有幫助」的態度有顯著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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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財教育課程前後，對「是否希望學校教師再多教一些理財課程」的態度有顯著差異。 

二二二二、、、、本次實驗教學本次實驗教學本次實驗教學本次實驗教學受到大多受到大多受到大多受到大多數實驗組學生的數實驗組學生的數實驗組學生的數實驗組學生的喜愛喜愛喜愛喜愛與與與與支持支持支持支持，，，，且且且且對理財教育活動課程評對理財教育活動課程評對理財教育活動課程評對理財教育活動課程評

價多價多價多價多為為為為正正正正向向向向    

經由「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學習經驗回饋」量表，瞭解到學生本次學習

經驗的想法，從量表分析之結果可知，實驗組學生對活動收穫多持正向肯定，顯示活動本位教學

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受到大多數實驗組學生的喜愛與支持，而此項結果亦可與學生訪談結果

相互呼應。接受訪談學生表示，他們都認為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確實能夠顯著提升他們的學習意願

及興趣，且對本次理財單元抱持極高的正面評價，他們覺得本次的理財活動好玩又刺激，讓他們

能從快樂中學習，並進而對他們自我理財方式產生影響，如更清楚各種不同的投資理財工具、保

險的真諦及重要性、且亦懂得如何聰明消費。由此可見，本次的實驗教學在學生部分應具有相當

大的學習成效。 

肆肆肆肆、、、、教師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教師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教師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教師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用用用於國中理財教學之觀於國中理財教學之觀於國中理財教學之觀於國中理財教學之觀點點點點    

    教師們提及在教學現場中，實施理財教育可能會遭遇到如授課時數不足（公民科）、缺乏專業

師資及未落實教學正常化的問題，而造成教師「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情形，故還是非常期望為來推

廣理財教育的相關單位能解決這些困難。而以本次理財教育活動課程教學成效而言，教師們倒是皆

抱持正面評價，認為本次實驗教學之成效頗為顯著，尤其在課程進行時，可明顯感受到學生們在學

習興趣、課程參與度及整體理財素養皆有提升，而教師們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也對本身理財方式

產生良好影響，正所謂「教學相長」，大抵就是指這樣的情形了。除此之外，教師亦提出關於活動

教學的相關建議及技巧，以使整體的課程設計臻於完善。最後，並對有效達成理財教育教學目標之

重點與方針加以探究，此部分將留於下一節中討論。 

 

    綜合上述量化資料及質性訪談之討論結果，發現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在本次實驗教學之整體成效

如下： 

一一一一、、、、相相相相較較較較於一於一於一於一般傳般傳般傳般傳統統統統講講講講述教學法述教學法述教學法述教學法，，，，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較較較較能提能提能提能提升升升升學生之學習動學生之學習動學生之學習動學生之學習動機機機機及學及學及學及學

習成效習成效習成效習成效    
    由 A、B 國中的質性訪談資料觀之，發現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相較於一般傳統講述教學法，確

實能有效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學生在上課時不但不易打瞌睡，還會熱烈地參與活動，連平常習

慣一上課就睡覺的同學，都不會睡著，而量化資料也顯示理財教學課程實施前後，實驗組學生對

理財觀點有正向的改變，顯見該教學策略成功引發學生之學習興趣。 

另從學生學習成效來看，A、B國中實驗組同學在整體理財素養上的前後測差異其實都高於控

制組同學，雖僅有 A國中實驗組在「理財技能」、「理財態度」上達顯著差異，顯示出活動本位教

學策略能有效幫助學生學習理財之相關知識，其他未達顯著差異，但在與訪談結果對照下，發現

接受訪談學生亦覺得透過活動，能讓他們學習到更多實用的理財概念，是以，研究者認為若當時

能將干擾變項（如突發狀況、課程連排等問題）予以消除，B國中學生之學習成效應當為更佳。 

二二二二、、、、透過透過透過透過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帶帶帶帶入重要的理財概入重要的理財概入重要的理財概入重要的理財概念念念念，，，，讓讓讓讓同學同學同學同學們由們由們由們由體驗中學習體驗中學習體驗中學習體驗中學習，，，，更更更更能能能能強強強強

化其學習化其學習化其學習化其學習到到到到之知識之知識之知識之知識    

    以本研究所設計的理財教育活動課程為例，其中「贏在理財力」、「風險與保險」兩單元的活

動成效最為顯著。以前者而言，「贏在理財力」的活動，讓同學體認到投資的意義，善用投資工

具能讓自己的財富增加，但在投資的同時也別忽略了風險的考量，因為任何投資都是有風險的，

同學能藉由活動的設計，來模擬現實中可能發生的狀況；而後者與前者有異曲同工之妙，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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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為核心概念所設計的活動，讓同學們跳脫以往對它的刻板印象，並

熟悉保險種類，瞭解保險對大眾之重要。 

三三三三、、、、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適適適適度度度度地運用競爭地運用競爭地運用競爭地運用競爭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培培培培養學生養學生養學生養學生團隊合作團隊合作團隊合作團隊合作的能的能的能的能力力力力，，，，並促並促並促並促進活進活進活進活

動參與動參與動參與動參與    

    在本次實驗教學中，四個活動皆運用小組競爭的模式，每組控制在 6-7人，考量學生程度差

異，採異質性分組，以期因運用 Vygotsky 的鷹架作用理論而達到同儕間相互協助成長之目的，

有效解決學生程度不均的問題。在此同時，活動時亦會適度地運用競爭模式，讓每組同學有榮辱

與共的參與感，並提供合作學習之機會，藉此培養學生與群體相處之能力。例如在「聰明理財 HAPPY 

GO」所設計的賓果遊戲，就是讓學生分組討論問題，藉由與同學間之討論去學習合作，以促進活

動參與。 

四四四四、、、、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有助有助有助有助於增於增於增於增強強強強教師對教學技教師對教學技教師對教學技教師對教學技巧靈巧靈巧靈巧靈活活活活運用運用運用運用，，，，同時同時同時同時亦亦亦亦提供教師提供教師提供教師提供教師另另另另一一一一

個個個個評量學生的方式評量學生的方式評量學生的方式評量學生的方式    
    適當的教學技巧有助於活動本位教學策略的進行，在這次尋找協同研究教師的過程中，發現

有些教師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運用並不熟練，尤其是公民科教師常因授課時數關係，為了配合

教學進度而沒有時間做活動，後來漸漸地，上課僅有單調的講述法，只為了多爭取點時間幫學生

檢討作業及複習進度。 

但經由本次實驗研究，教師們看到了學生參與活動的熱情，在教學的同時亦需靈活運用教學

技巧，例如隨時注意學生的學習情形，給予他們討論時間，而非閒聊；或鼓勵學生發言，讓學生

都能學習利用語言來表達自我意思的能力，而在反覆練習下，教師帶活動的教學技巧自然更為熟

練，功力大大增加。除此之外，教師們提到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也提供教師另一個評量學生的方式，

評量標準不再以考試為主，觀察學生在活動中之參與情形成了另一項評分依據。 

 

 

 

 

 

 

 

 

 

 

 

 

 

 

 

 

 

 

 

 



 238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壹壹壹壹、、、、對於對於對於對於政府機政府機政府機政府機關及相關關及相關關及相關關及相關單單單單位的建議位的建議位的建議位的建議    

一一一一、、、、增增增增加公民加公民加公民加公民科科科科授授授授課時數以利理財教育之推課時數以利理財教育之推課時數以利理財教育之推課時數以利理財教育之推廣廣廣廣    

以目前公民科的授課時數而言，一星期為一節課，但教科書內涵蓋的內容卻廣至消費與信

用、市場與貨幣、就業與理財等面向，所以以往進行理財教學時易因侷限於時數關係，對於一些

理財知識僅能粗略提及，未能有進一步地介紹，而此點在進行實驗教學時，仍面臨到同樣的問題，

如「贏在理財力」單元的大富翁遊戲，學生就提出很好玩，但很可惜時間不夠。若政府機關及相

關單位有考量將理財教育併入公民科及綜合科兩領域間施行，那麼，增加公民科授課時數確實是

順利推廣理財教育的關鍵之一。 

二二二二、、、、須多須多須多須多提供教師進修及研習的提供教師進修及研習的提供教師進修及研習的提供教師進修及研習的管道管道管道管道及及及及機會機會機會機會    

以前幾年由金管會與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中華民國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所舉辦的

國中教師理財教育研習營為例，還是多集中於台北縣市，雖然有幾場是在外縣市舉辦的，但多未

能持續，而研習機會亦常在僅有一場及限制報名人數的情況下，無法讓未來負責教授理財教育的

所有教師皆參與到，除此之外，參與研習的教師需自行調課，學校未能幫忙調課，也常讓教師與

該研習擦身而過，為之扼腕。 

事實上，在教師對理財研習的需求部分，從本研究與教師訪談內容可知，教師其實是非常有

心提升自我理財教育之教學素養，只是一來受限於無法順利調課，二來與理財教育相關的研習管

道及機會甚少，若政府機關及學校單位能體恤教師難處，幫忙教師安排調課事宜，並多舉辦與理

財教育相關的進修及研習，增加教師加強自我理財專業素養的機會，對理財教育未來的推廣與實

施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三三三三、、、、加強落加強落加強落加強落實教學實教學實教學實教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化或化或化或化或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相關相關相關相關配套措配套措配套措配套措施施施施    

    在本研究中，A、B國中的公民及綜合課都面臨到配課的情形，公民科常配課給其他領域，綜

合科亦是。研究者推測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在未聘滿相關專業師資下，可能會有配課之情形；二

是在升學主義的主導下，公民科及綜合科極易被忽略，有些人士因不清楚公民科及綜合科課程內

容皆已更新，如公民科內容橫跨社會、政治、法律、經濟、全球化等議題，綜合科則橫跨童軍、

輔導及家政三大部分，需予以尊重並注重其專業，還忽略其重要性，予之配課。像配課這類的情

形亦可能於其他國中發生，是以，研究者主張學校應加強落實教學正常化，倘若因有其他考量因

素而需要配課，也希望學校能發展出相關配套措施，如建議配課教師多參與相關研習或與公民

科、綜合科教師交換教學經驗，共同討論理財相關課程的實施方式，甚或一起設計課程及教學，

如此一來，則必能讓理財教育的成效更為彰顯。 

四四四四、、、、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發展發展發展發展應與現行的教學課程應與現行的教學課程應與現行的教學課程應與現行的教學課程作作作作融融融融合合合合    

    以金管會與中華民國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所發展的「個人理財-國中篇」為例，其設定將

該內容於 6小時內教授完，但卻未進一步說明哪部分由公民科實施、哪部分由綜合科進行。研究

者認為在有限的授課時數下，勢必難以完成此項任務，建議政府機關及相關單位在發展課程應考

量與現行的教學課程作融合，如投資理財部分可於公民科課程內進行，風險與保險部分則於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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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課程內實施；另毋須刻意限制時間，因以「個人理財-國中篇」的課程內容來說，6小時要教授

完所有概念有實踐上的困難，尤其公民科在面臨學測與有限的授課時數情形下，增加課程內容確

實會造成教師的負擔，是以，研究者建議政府機關及相關單位在發展課程時，應多考量教學現場

之情形，畢竟，確切地落實理財教育才是大家最終的目的。 

五五五五、、、、在理財教育實在理財教育實在理財教育實在理財教育實踐踐踐踐同時同時同時同時也也也也應應應應注注注注重理論之研究重理論之研究重理論之研究重理論之研究    

莊衛軍（2001）提及在理財教育實踐的同時還應加強理論研究，以不斷豐富和拓展中學理財

教育的內容，總結出合乎實際的有效的操作方法和評價標準，研究理財教育與其他素質方面的教

育的內在聯繫。而從本研究之文獻探討中可知，目前中學理財教育在美、日、法、澳、英等國家

早已受到非常大的重視，並且頗有成績，而我國卻只是剛起步而已，尤其關於理論探究及課程設

計方面的研究也不大多，若我國政府機關及相關單位能於理財教育實踐的同時，也注重相關理論

之研究，相信在整體理財教育的發展及推廣上必有所裨益。 

貳貳貳貳、、、、對於教育對於教育對於教育對於教育工作工作工作工作者的建議者的建議者的建議者的建議    

一一一一、、、、參與理財教育的相關研習與進修活動參與理財教育的相關研習與進修活動參與理財教育的相關研習與進修活動參與理財教育的相關研習與進修活動，，，，提提提提升升升升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專業專業專業專業能能能能力力力力    

    目前國中的公民科師資除師範與教育大學外，尚包含各個大學科系（法律、政治、社會、公

共行政、地政、經濟、財政），層面極廣；而綜合科師資亦同，其教師本身所研讀的科系尚涵蓋

輔導、童軍、家政，是以，每位教師的專業部分並不相同。而環顧上述各系國中師資培育認證學

分的內容，與理財教育相關的課程並不多，以公民科而言，拿到教師認證並不一定代表修過與經

濟相關之課程，而以綜合科而言，唯一與理財相關之課程為消費者教育。故若政府機關確定將理

財教育於民國 100年時納入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教師們應多參與理財教育的相關研習與進修活

動，提升自我在教授相關課程的專業能力，而教師在吸收新知的過程中，擴展自我之視野之情形

下，必能順利推展理財教育相關課程，有效提升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 

二二二二、、、、成成成成立立立立理財教育教學研究理財教育教學研究理財教育教學研究理財教育教學研究團隊團隊團隊團隊，，，，進行協同教學進行協同教學進行協同教學進行協同教學    

    現在是英雄淡出、團隊勝出的年代，把事情做好得靠群策群力，而國中理財教育的推廣更是

如此。目前國內的國中理財教育課程除了教科書所提到的部分內容外，最完整即為金管會的「個

人理財-國中篇」，雖然該課程可供教師教學時使用，但該課程之內容及所設定的授課時數（6小

時）卻未能符合教學現況，這對授課教師來說是一項蠻大的負擔。為使其原本的美意不被扭曲，

是以，可成立理財教育教學研究團隊，該團隊之成立應有助於解決相關問題，教師可以共同研發

出能融入平日教學的理財教育課程，如公民科與綜合科重疊的部分，可由兩科教師共同協商，討

論出課程內容及上課模式，藉由彼此之間交換教學經驗，將有助於減輕教師教學上的負擔，同時，

透過團隊力量的推展，亦能讓理財教育的影響範圍更深更廣。 

參參參參、、、、對於對於對於對於學生家學生家學生家學生家長長長長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    

一一一一、、、、檢視子女零用錢檢視子女零用錢檢視子女零用錢檢視子女零用錢的的的的使用情形並使用情形並使用情形並使用情形並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討討討討論論論論如何適當地運用零用錢如何適當地運用零用錢如何適當地運用零用錢如何適當地運用零用錢    

理財專家說，給小孩零用錢，可以讓他擁有財務自主權，趁早學習控制欲望、懂得做預算規

畫（方德琳，2009）。但如何透過零用錢來教育子女理財卻是項大學問！許多家長因疼愛小孩，

並未特別注意孩子們零用錢的使用情形，但從花旗集團與婦女救援基金會於 2009年所公布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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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價值觀及理財行為」調查研究中發現零用錢的主要花費，有過半是花在飲料與零食，再來則

是與朋友聚餐、服飾與化妝、保養品等，僅有 3％的學生會存下零用錢，顯示孩子們在零用錢的

使用方式並非那麼地適當及合理，他們在這方面的理財素養尚顯不足。喬治．金德（George Kinder）

在《成熟理財七部曲》一書中提出一項看法，他認為小時候的金錢教育，會主宰個人未來的財富。

倘若家長們能對零用錢這塊領域多加重視，時時檢視子女零用錢的使用情形並與之討論如何適當

地運用零用錢，給予孩子正確的理財觀念，對他們未來的生活勢必會有極大的幫助。 

二二二二、、、、讓子女們讓子女們讓子女們讓子女們對家中的理財對家中的理財對家中的理財對家中的理財規劃多加規劃多加規劃多加規劃多加瞭解瞭解瞭解瞭解    

   從本研究中可看出，學生們對父母如何管理金錢的方式多數集中於「存在銀行或郵局」，而提

到家中的保險規劃時，多數學生則表示不清楚，這都顯示子女們對家中整體的理財規劃其實並不

瞭解。研究者認為家長除檢視子女零用錢的使用情形外，亦可由此部分著手理財教育，先讓孩子

清楚家中的財務情形，再讓孩子瞭解家中的理財規劃，並說明其規劃原因，採循序漸進的方式培

養孩子學習理財的相關概念及原則，以培養他們「存錢有方、花錢有數、賺錢有道、捐錢行善」

的價值觀，進而運用到日常生活中。 

三三三三、、、、多多多多與與與與子女討子女討子女討子女討論與理財相關的議題論與理財相關的議題論與理財相關的議題論與理財相關的議題    

由婦女救援基金會與花旗基金會於 2008 年所做的國中生價值觀及理財行為調查研究中顯

示，僅有 30％的國中生在家中會與家人聊到有關於零用錢/理財/消費方面的議題。但事實上，家

庭方面的理財教育是最不可忽略的，因為學校雖然是學生主要的學習場所，但在考量教學進度及

有限的授課時數情形下，教師有時並無法補充太多理財議題的資訊，僅能針對普遍性的理財知識

提出說明，廣而不精，而家長正好可以彌補此一不足之處，因舉凡媒體所報導的各項與理財議題

相關的新聞事件或資訊，家長都可以在第一時間內與子女們相互討論，並藉此讓他們學習到相關

的理財知識並擁有正確的金錢消費觀，是以，家長應多與子女討論與理財相關的議題，此舉將有

益於子女理財素養之提昇。 

肆肆肆肆、、、、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一一一、、、、就研究對就研究對就研究對就研究對象象象象而言而言而言而言    

受限於時間、人力及研究經費限制，研究者僅能採立意抽樣方式，抽取 A國中及 B國中各四

班學生進行研究，故僅限於說明 A、B 國中學生之情形，無法推論至全國。是以，今後之研究者

可以考量抽取更多的研究樣本，如此一來，所獲得的研究結果將會更加完整、更具代表性。 

而在協同研究教師方面，因本研究主要在探究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理財之成效，為貼近

教學現場之真實情況，是以，未將教師本身的理財素養考量於內，針對其是否會影響到學生學習

之成效並沒有多做說明，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從此方面著手，這亦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二二二二、、、、就研究進行時就研究進行時就研究進行時就研究進行時間間間間而言而言而言而言    

    經過研究者訪談部分實驗組學生後，發現學生對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理財教學有高

度良好的評價，對於能從活動中學習到相關概念的上課模式，覺得刺激又好玩，只是本研究受限

於時間及研究經費的限制，實驗組學生的上課時間僅為一個月，倘若將來時間及研究經費許可，

未來研究者可考量延長實驗教學的時間，例如兩個月、三個月之系統性及連貫性課程，以合乎公

民科與綜合科教學進度及課程內容的方式來施行，相信教學成效應能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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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就就就就實實實實驗驗驗驗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設計設計設計設計而言而言而言而言    

    本次實驗教學分為四個單元，分別為「天哪！錢變”小”了」、「贏在理財力」、「聰明理財 HAPPY 

GO」、「風險與保險」，前兩個單元於社會領域公民科合併原有之課本內容執行，後兩個單元則於

綜合領域進行。以公民科來說，協同研究教師認為在現有授課時數之限制下，此兩單元之內容無

須再做補充或刪減的情形；但以綜合科而言，協同研究教師則認為應可再發展多一點的活動，因

倘若實施理財教育，應會用到半個學期的時間（約八週），故應可在發展預算及記帳的小活動，

許多小概念皆可用活動將其意義彰顯出來，研究結果也會更為顯著。除此之外，協同研究教師也

提出了關於活動技巧的小建議，如簡化學習單，將每組用一張 A4 學習單的方式改為每人皆有一

小張的學習單（約 A4的 1/3或 1/2），讓每位同學都能親手書寫，如此才能讓學生更易融入及專

注於課程活動。在貨幣使用部分，教師們則認為可以刪除，一來是因為學生已由記帳來瞭解金錢

收支情形；二來交換貨幣會拖長上課時間，故較不建議。是以，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再將此課程予

以擴大，讓學生從活動中學到更多的小概念，並簡化學習單及貨幣的使用，此舉將更利於活動之

進行。 

四四四四、、、、就教學模式之就教學模式之就教學模式之就教學模式之運用運用運用運用而言而言而言而言    

    本次課程乃依循活動本位教學策略之教學模式而設計：概念理解與闡釋→→活動介紹與說明

→活動進行與發展→做出適宜的決策→成果分享與評量→概念分析與應用→教師總結與引導，是

一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設計。而本參與研究的協同研究教師在此次的實施課程時，因所有教師都

採用同一份教案及教學程序，故在學習策略、教材教具、活動程序上並未有差異。 

但 AG03 教師在實驗教學後，對本次所採之教學模式提出了另一項看法，認為上述程序較偏

向為公民科上課模式，若於綜合科進行，可能會加以更動為：活動介紹與說明→活動進行與發展

→做出適宜的決策→成果分享與評量→概念理解與闡釋→概念分析與應用→教師總結與引導。若

未來研究者希望將活動本位教學策略應用於其他領域時，亦可更動其程序來進行課程，或許會有

更佳的教學成效。 

五五五五、、、、就研究方法而言就研究方法而言就研究方法而言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採用部分教室觀察、問卷調查及質性訪談之研究方法為主，而在教室觀察部分，因受

限於人力及時間的關係，在 A、B國中授課教學進度雷同的情況下，未能同時觀察到 A、B國中學

生的上課情形，故在本研究中，教室觀察僅於 A國中進行。建議未來研究者能盡量克服此類問題，

例如以錄影方式記錄學生的上課情形，以求更貼近學生學習之真實情形。 

六六六六、、、、就研究就研究就研究就研究工具工具工具工具而言而言而言而言    

    本研究乃利用自編之「國中學生理財觀之現況調查問卷」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但內容僅限

於部分理財教育主題，無法將課程內涵所包含的所有主題納入，因此研究結果僅能呈現部分理財

觀念的改變情形，且對於此次風險與保險的單元題目設計不多，甚為可惜。建議後續的研究可以

針對理財教育課程內涵，從理財知識、技能與態度等面向設計更為完整的量表，關於風險與保險

的題數可以增加，將可以更完整地說明理財教育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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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補助補助補助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v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v 已發表 3篇 □未發表之文稿 □v 撰寫中 1篇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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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關於理財教育學校教學的研究，已有相當多的實證文獻，但國內中小學理財

教育的實證研究多為對學生理財認知與態度的研究，而少數牽涉到課程的研究，

亦僅侷限於某特定理財課程主題與數位化教學的研究。此外行政院金管會雖已擬

定「金融知識普及三年（95-97）推動計畫」，惟金管會對理財教材的編定內容如

何納入課程的方式卻未見有具體的規劃，本研究正可補其不足。因為在已滿檔的

中小學課程中，勢難增加此一新的領域教學，而現行課程中雖然有很多機會可以

從事理財教育，卻沒有一貫的涵蓋那些可以立即被標記為理財素養的重要主題。

是以若無明確的在課程綱要內確認理財素養的要目，是不可能做任何的統合這些

課程領域以加強這方面的學習。 

是以本研究以研究者前一研究（NSC96-2413 -H-003 -024）所建構之我國中小學

個人理財教育的課程綱要，包括範圍與教學順序，做為參照藍本，從實務上探索

以何種教學策略去連結與找出在現存課程中，那些可能的與其他科目內容並存的

理財素養教材，編訂教學計畫，進行實驗教學，俾能發展出具體可行之適切融入

的教學模式，以推廣應用於中小學各學習領域或科目的教學中。 

  本研究以兩年的時間在一所小學及一所國中從事融入課程的實驗教學，探究

理財教育融入中小學現行課程的可行性與做法；另外在一所國中進行「活動本位

教學策略」的實驗教學，探討以適當的教學策略將理財教育融入課程。為使此教

學計畫易於實施，參與教師願意熱誠的融入新的主題教學，本研究依據下列原則

設計教學單元： 

˙透過與教師的諮詢審慎計畫發展出來的。 

˙教材所提供的內容應與原規定的課程一致，僅需調整部分的內容。 

˙說明清楚使用此教材與教師原本預期教授的某部分課程的聯結性。 

˙選擇與實際的、真實的生活經驗連接，足以讓學生認同的教材。 

˙為學生設計學習單或結構化的教學單，以便教師能有效的從事教學準備。 

˙提供適當的評量工具。 

˙提供能與課程連結、易於取得且符合師生的需求的教學資源。 

    而教學單元的設計因融入課程的需求不同，而有完整單元（1-2 節課）或部

份單元（20-30 分鐘）兩種設計。由於秉持這些原則，因之，無論在中小學所發

展出來的教學成果，皆為實際可行的教學單元。 

    此外，以「活動本位教學策略」進行的實驗教學，亦建立了具體可行的教學

模型及教學單元。 

    是以本研究成果，可供政府相關單位與中小學教師未來推動與進行學校理財

教育教學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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