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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分析期末報告 

-清大學生金錢使用習慣與經濟獨立程度之關聯 

組員:戴明純 陳渙中 郭亭均 許家銘 林思圻 王晴瑩 王子森 

 

一、研究動機 

       出社會後，對於金錢的花用與賺取都將變得更加獨立，也不再依賴父母，有些人

賺多花多，而有些人雖然賺得少，卻也能存到一筆不小的金額，這些都取決於金錢使

用習慣的不同。然而常常可以觀察到許多有自己打工賺錢的人好像有比較高的比例去

購買奢侈品，或者是因為父母給予的金錢多寡而導致自己每個月的花費會有所不同，

所以我們猜想是否每個人的金錢使用習慣不同會與其經濟獨立程度有關。大學是邁入

社會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常常容易看出一個人對於金錢使用的習慣，所以我們想

藉由問卷調查得知清大學生金錢使用習慣，並探討是什麼因素影響。 

二、簡介 

      許多金錢使用習慣之文獻研究，一般都是為了對某一世代得金錢價值觀進行了

解，通常取樣也以區域、年齡、進行大樣本取樣，然而，本文除受限於時間外，我們

更關注於金錢使用習慣與經濟獨立程度的關聯，所以，研究金錢價值觀瑣事用大範圍

之研究方法，並不一定適用，同時我們亦覺得若對平時生活在周遭的人們使用習慣都

不甚清楚，更遑論對大範圍或是其他群體能提出深刻的研究結果，因此，僅針對學生

所在之學校(清華大學光復校區)進行研究。 

       針對經濟獨立程度，我們主要延伸向幾個面向進行探討其中相互關連性，分別是

奢侈品消費次數、記帳習慣的有無、性別。對此，我們進行了幾項立場預設(1)經濟自

主率越高，購買奢侈品次數越高(2)經濟自主率越高，有記帳習慣(3)男性，通常因為社

會賦予責任，經濟自主率較高(4)有記帳習慣的人，奢侈品消費次數較低(5)女生有較多

人有記帳習慣；這些立場預設是根據一般社會大眾普遍的印象，所提出的，同時本文

主要也是要檢驗這些假設。 

        對於經濟獨立程度一詞，普遍認知是就是經濟上能自給自足不依賴他人的程度，

對此，目前較少人做這方面的研究，也沒有精確對這一個名詞作定義。因此，本文中

將經濟獨立一詞定義為:(工作所得及其他個人額外賺取之收入)/(總收入)，工作所得為

個人之勞動力收入，其他個人額外賺取之收入包括了獎學金、投資理財盈餘或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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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報酬等等，主要是以個人獨立之力獲取的金錢，皆算在其中；而總收入則是加入

父母給予的金錢。 

三、研究方法 

     由上述簡介可知，在選擇研究方法時，我們一開始採用的方法為，閱讀文獻，確認

我們的研究方向與主題，但是由於我們找不到關於經濟獨立程度與金錢使用習慣相關

的研究，所以我們自訂經濟自主率，並且列出我們想研究的四大面向:經濟自主率、性

別、記帳的習慣、購買奢侈品的次數，再根據這四大面向劃出我們的架構圖，以及猜

測面向與面向之間的關係。 

有了此架構圖之後，為證實面相或因素之間的關聯是否符合我們的預期，我們採用的

方法為:發放問卷去收集我們想要的數據，並依據此架構圖設計我們的問卷問題。 



3 

 

(一) 實行方法: 

採用網路匿名問卷，使用平台為 facebook，貼文在靠北清大，或是各組員的係版，並

發放給組員的同學朋友們。 

問卷問題設計: 

1.年級： 

2.性別： 

3.你的記帳習慣如何? 

4.每個月家人給的零用錢(單位:千元)  

5."每個月"自己賺多少錢(單位:千元) 

6."每個月"平均花費多少錢(單位:千元) 

7.你的學費和住宿費是自己付嗎? 

8.你上個月有多少次你覺得高單價的花費? 

9.你這半年以來有多少次你覺得高單價的花費? 

10 你什麼時候體會到賺錢不容易? 

(二)分析工具與方法: 

收集完 Google 表單的網路問卷後，會自動儲存為 excel 的形式，再利用內建的分析工

具: 圓餅圖、長條圖、折線圖、散佈圖等等以及統計的檢定去分析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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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結果與數據分析 

(一) 樣本描述: 

收集樣本:200 

有效樣本:181(剔除極端值) 

發放問卷時間:2016/12/25-2016/12/30 

 

 

      

 

 

我們推敲此次樣本收集與本組男女比例與年紀分布有關，本組女多於男，大三人數最

多，所以取得的樣本數也呈現相同情況。 

(二)樣本的數據分析與關聯性探討 

(1.) 經濟自主率與性別 

    在平常社會觀感下，通常都會預期男性的經濟自主率比女性高，因為男性要比較自

立，於是在這個觀點下，我們將數據做了 hypothesis 分析，假設男性的經濟自主率比

女性高。 

經濟自主率 男性 女性 

平均數 8.06 16.85 

變異數 0.029 0.052 

年級比例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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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ull hypothesis:𝐻0: 𝜇𝑏 − 𝜇𝑔 = 0 

2.     Alternative hypothesis:𝐻1: 𝜇𝑏 − 𝜇𝑔 < 0 

3.     Test statistic: 𝑧0 =
(𝑥𝑏−𝑥𝑔)−(𝜇𝑏−𝜇𝑔)

√
𝑠𝑏

2

𝑛𝑏
+

𝑠𝑔
2

𝑛𝑔

 

4.     Reject H0 if: P-value < 0.5 

5.     Computation: 𝑧0 =
8.06−16.85−0

√
0.052

110
+

0.029

71

=  −295.85 

𝑃 = 𝛷(−295.85) =0 

6.     Conclusion: 因為 P-value < 0.5，所以 reject H0，意思是說，男生的平均經濟

自主率比女生的還要低。 

 

(2.) 性別與記帳 

     在討論有那些因素會影響使用金錢的習慣時，我們列出了主要幾項來進行討論，而

討論時，我們突然好奇幾點: 這幾個因素間，會不會也有什麼關聯呢?於是我們就做了

些分析。 

 女性 男性 

總人數 110 71 

有記帳人數 5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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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符合我們的預期，女性記帳的比率比男性的高。 

(3.) 性別與購買奢侈品次數之間的關係 

     我們預期性別與購買奢侈品次數之間存在一些關

係，例如女性可能在大學階段更喜歡購買奢侈品，

由收集到的數據可知女生人數為 110 人，男生為 71

人，從女生與男生上個月購買奢侈品次數來看，女

生平均是 2，男生則是 1.732394，從較長遠來看，

女生過去這半年購買奢侈品平均次數是 6.854545，

男生則是 6.14593，直觀分析，兩者之間差距並不

大。 

 

拿過去這半年的數據(較穩定)去做統計的的假設檢定時，我們設假設為男女之間在購

買奢侈品次數並無差異，在這樣的假設下，用簡單的 y=ax+b，y 是次數、x 是男女的

dummy variable、a 為 x 的係數、b 為截距項，去跑回歸分析，發現結果為不拒絕假

設，所以男女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以下表格為分析結果。 

判斷依據為: 

X 變數的 t-statistic 

等於 0.626529 這個

值很小，若是用在

95%的水準下 t 必須

大於 1.96，所以不拒

絕假設。 

 

 男 女 

人數 71 110 

 男 女 

上個月次數平均 1.732394 2 

過去半年的平均 6.15493 6.85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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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紀愈購買奢侈品次數之關聯 

    我們預期是年紀越高購買奢侈品次數越多，因為

隨著年紀的增長，物質的需求會越來越高，由收集

到的數據可知(下表)，大五以上的樣本少，此區間

的分析結果可能會受到影響，所以先討論大一到大

四年的紀愈購買奢侈品次數之關係。 

 

我們把購買奢侈品次數依照年紀變成平均次數(如下表顯示)，並作圖探討之間的關係

(如下圖)，縱軸為平均次數，橫軸為年紀，發現隨著年紀的上升，購買次次數竟然隨

之下降，特別的是，在大四時突然上升到最高點亦即平均購買次數為最高，根據大四

組員們的經驗分享:大一一進入大學時，任何事情都很新鮮，勇於嘗試，花在高單價商

品也較多，但是隨著來到大二大三，這個時間剛好是課業最重的時候，漸漸開始收斂

省錢，也較少時間玩樂，但是到了大四會突然開始要進入職場投資自己，或者要準備

畢業旅行等等，花在高單價商品的機會也比之前來的多，此關係的結論雖然不符合我

們當初的預期，隨著時間上升，購買次數也上升，但是卻滿符合我們實際的經驗。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以上或研究

所以上 

44 40 55 29 13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以上或研究所以上 

上個月次數平均 2.022727 1.9 1.709091 1.931034 2.153846 

過去半年的平均 6.863636 6.6 6.254545 7.571429 4.53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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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0.2351x + 4.5725
R² = 0.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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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個月平均花費與半年來的奢侈品消費之關聯 

 

 

 

   

    

 

 我們原先預期每個月平均花費與半年來的奢侈品消費數量之間應該會有正相關的關

係。因此使用散佈圖，將橫軸設定為每個月的平均花費，縱軸設定為半年來的奢侈品

消費數量，並取得回歸直線，我們發現斜率為 0.2351，看似可以符合我們的預期，然

而相關係數 R2 只有 0.0136，使得我們的預期並不能得到較為顯著的肯定。 

推測原因為問卷設計時，對於高額消費採自我定義的方式，另外有許多填答者並沒有

記帳的習慣，也可能使得填答數量時採用記憶中約略的數量，此兩原因可能導致調查

不夠精確。 

(6.) 每月平均收入與何時體會到賺錢不容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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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原先預期越早體會到錢不好賺的人，

比較會去尋求打工或是家教的機會，而能夠

養活自己，因此將不同時候體會到錢不好賺

的樣本分群，並且算出每一群樣本的平均月

收入，如上表所示，為了清楚呈現，另外將

資料轉成長條圖，首先雖然碩士時體會到錢

不好賺的族群平均收入最高，但是因為我們

該族群樣本只有 2 個，並無太高的參考價

值。接著出乎意料的我們發現還沒體會過錢

不好賺的樣本，平均月收是較高的，我們推測可能是因為清大學生有較多機會能夠上

家教，比起單純打工可能只有基本時薪，家教的時薪收入普遍較為優渥，因此並不容

易體會到錢不好賺這件事。 

(7.) 經濟自主率與年紀 

 平均自

主率 

1~0.8 0.8~0.6 0.6~0.4 0.4~0.2 0.2~0 0 

大一 0% 0 0 0 2 4 38 

大二 14% 1 1 2 10 2 24 

大三 12% 0 1 5 10 4 35 

大四 23% 1 0 7 6 2 13 

以上 37% 0 0 0 5 6 2 

 

  我將經濟自主率切成 0.2 的

區間，用不同顏色標明，橫軸是

年級，縱軸是該年級的百分比，

這樣可以看出各年級不同自主率

的比例。從圖表中可以發現，隨

年紀增加，經濟自主率為 0 的比

例規律的減少，且自主率 0.4 以

上的人數漸漸增加（碩士樣本因

為人數較少，故其可信度有限，

在此少做考慮）。 

(8.) 經濟自主率與記帳的關係 

 人數 平均自主率 1~0.8 0.8~0.6 0.6~0.4 0.4~0.2 0.2~0 0 

有記帳人數 76 13.15 1 2 6 14 8 45 

無記帳人數 106 13.55 1 3 10 20 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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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做架構圖時，預計經濟自主率高的人會有記帳的習慣。但圖表中卻沒有看到明

顯趨勢，不管經濟自主率多少，有記帳習慣的比例都在 40%左右，而所有樣本中有記

帳的人大概也占 40%。所以能從圖表中推估，自主率與記帳並沒有明顯關係。 

(9.) 記帳與奢侈品習慣的關係 

次數 30~20 20~10 10~0 0 

有記帳習慣 4 18 91 2 

無記帳習慣 3 21 74 6 

總人數 7 39 165 8 

  我們認為記帳與奢侈品花

費的確有關係，但由於奢侈品

為填卷人自行定義、消費數量

也由填卷者自行回想，所以記

帳習慣的有無可能會影響受試

者填選的消費次數，與實際消

費數量有差異，因此這個問題

只能得到受試者的自評分數。

問卷詢問上個月與近半年消費

次數，是為了要幫受試者回想

出較精確數據。與半年圖表大

致趨勢相同，且從圖表中大致

可以判斷出有記帳習慣者奢侈

品消費數的確比無記帳習慣者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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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1.經濟自主率跟年紀 : 年紀越大經濟自主率越大 

2.經濟自主率與性別  : 女生的經濟自主率較高 

3.記帳跟性別              : 女生記帳較多 

4.性別與購買奢侈品次數     : 沒有關係，男女之間並無差異 

5.年紀與購買奢侈品次數      :年紀越小，購買越多，但在大四會有一個高峰 

綜觀來說，根據我們收集的樣本來看，清

大現在經濟自主率為零的人還是占大多數(右

表)，意思是存在著滿大比例的人是需要靠家

裡金錢上的支助，但是數據也顯示(如右下圖:

在不同時期體會賺錢不容易的人數統計)，清

大的學生大部分都在大一前就知道賺錢不容

易了，我們推測，也許是早就有所體會，所

以更了解要認真念書，才有出頭天的機會，

反而沒有出去打工，另外一個說法是，清大

的學生家境普遍還是較優渥的，家裡給的零

用錢在新竹這麼沒太多玩樂的地方是很足夠

的，所以清大生，普遍沒有額外打工賺錢的

需求。 

我們的總結是，我們發現雖然有一部分的

數據我們發現關聯性不大，跟我們預期的有

很大的差別，甚至更有完全推翻我們假設的

清況出現，我們一開始認為身邊周遭的同學

有很大部分的人都在打工或是兼家教賺錢，

且這些人普遍是男生，但是結果卻顯示大部分的人依然當家裡的伸手牌，且女生的經

濟自主率竟然也比男生高，這是滿令我們驚訝的地方，也有符合我們期待的關聯，隨

著年紀越高，的確經濟自主率也會隨著增高。 

以下各面向之關聯，是我們用統計方式無法判斷出有顯著關係，可能是與我們使用的

方法和收集的樣本不隨機有關: 

1.意識賺錢不容易與購買奢侈品次數 

2.意識賺錢不容易與經濟自主率 

3.經濟自主率與購買奢侈品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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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濟自主率與記帳 

5.記帳跟購買奢侈品次數之間的關係 

六、問題與討論 

問卷問題: 

 碩士樣本數太少，所以碩士樣本數據在呈現時，會有失準確 

 男女比例呈現不能代表清大(清大為男多於女，我們樣本女多於男) 

 奢侈品部分採取自評，沒有記帳的人的數據會有偏差，但是由於奢侈品的定義

複雜，在每個人心中的意義也不一樣，男女也會有所差異，所以為避免複雜

化，我們採取自己”覺得”的高單價商品的次數。 

 問卷設計時沒有考慮確切的統計方法，有很多統計的方法我們最後無法使用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當初並考慮哪些問題設計試用那些統計方法。 

 數字單位的設定，問卷上金錢單位都設為千，這讓數據在做回歸或散佈圖時，

造成數據影離散的效果，並未能有精準分析。 

 

七、專題研究幕後: 

(一) 主題聚焦的心路歷程: 

從一開始的討論的主題為探討清大光復校區與南大校區的學生是否會因為併校而使

男女之間的關係發生變化、還有價值觀差異等問題，變成學校形塑學生價值觀?以大學

必修三學分為例:課業、愛情、社團，在這個階段我們甚至把問卷雛型都設計好了，但

是問題的內容太多，和助教討論的結果是我們範圍太大了，可以試著聚焦，後來我們

根據現有的面向 :課業、愛情、社團再加一個金錢觀的問題去投票猜拳，我們會加這個

問題其實是因為我們認為打工和一些清大內部家庭結構可能會形塑出不一樣的金錢使

用價值觀，最後金錢使用價值觀勝出，所以主題就變成:探討清大光復校區學生使用金

錢的價值觀，我們就開始閱讀相關文獻，發現現在有多套評量價的量表和方法了，可

是這些方法很複雜，很多問卷的設計的問題也不是我們真正想知道的問題，之後跟助

教約了討論，助教當時是建議我們，通常做價值觀的研究，最常用的方法為質性分

析，就是我們要找訪談對象，透過對話的過程，了解我們想要問題，這個方法也比較

可以深入的了解，但是缺點是我們可能需要打逐字稿，或是根據訪談的內容慢慢推測

出清大存有什麼特質的一群人，最後我們捨棄了方法，決定繼續我們的問卷之路，把

主題變成金錢使用習慣與經濟獨立程度之關聯，而不是在探討價值觀了，這對我們來

說似乎比較簡單，然後做出簡而美的架構圖，來扣緊我們當初想知道的問題、回答我



13 

 

們的動機，其實在整個凝聚的過程，可以發現我們主題一直再縮小，問卷也做出了好

幾種版本，然後不斷修改再修改，很辛苦，但是在不同階段我們都從中學到了很多東

西，例如修改主題時，每個人都會試著找出問題，讓主題更貼近我們所想要的!我們這

組也要非常感謝老師和助教，不斷給我們意見和鼓勵，助教也不辭辛勞的和我們一起

討論，雖然每次都很痛苦，因為都要面臨主題大改的抉擇，助教也會丟一大堆的想法

與知識給我們，這些都是很需要時間消化的，但是我們也漸漸知道我們到底該如何前

進! 

(二) 組員心得: 

思圻:在做整個專題研究的時候，我第一次被「如何找到一個題目」給難倒了，因為我

就是一時間都想不到要做什麼?等我們找到一個主題時，卻又發現它的範圍太廣了，於

是我們準備聚焦到某個小範圍，然後討論了老半天，我們決定以猜拳決定，果然命運

真奇妙，選定了「金錢」作為主題，接下來的事情，我一路跌跌撞撞的走到現在，一

路慢慢地成長、茁壯，從什麼該做、該怎麼做，到如何做，一件件、一樁樁，我也知

道了該如何做一個專題研究，這真是個奇妙的課題，讓我學習頗多；也讓我知道光靠

一個人的想法還是有缺失，但當一組人一起想的時候，就會發現之前沒想到的東西都

被大家一一補齊，真是個美好的經驗。 

 

明純:這大概是我到目前做過的小組報告中蠻特別的一次經歷，雖然決定題目的過程真

是坎坷又荒謬得令人莞爾，過去系上的許多課程都需要做報告，但或許因為成員間的

科系相近，想法也差不多，在討論時總是非常快速，頂多就是對知識層面一些意見交

流，大方向不會像這次一樣如此難以抉擇。而這門課小組的組員都來自不同系所與年

級，在討論的時候總能聽到許多以往沒想過的地方，雖然，討論花的時間比較多，但

是，收獲也相對多，即便最後我們的討論內容沒有全部都被採納進專題研究中，整個

過程依然讓我感謝，為即將離開學校生活的我，留下一個深刻的課堂回憶！ 

渙中:一路從 12 月份開始討論，我們提出很多很有趣的議題都與大學生的生活息息相

關，但是我們的問題意識到底是什麼？始終膠著著，經過多次討論才把主題定下來，

這真的是很困難的一步！這學期很愉快可以遇到不同系以及年級的同學在同一組，大

家彼此有著不同的思維碰撞，也讓我的思維不再侷限於理工的想法，大家互相腦力激

盪，想著要怎麼呈現問卷，怎麼將最初的疑惑轉成研究動機，一直到報告上台前也還

在調整內容，也許這也是通識課的收穫之一，可以多多認識不同科系年級的同學們，

彼此激盪出有別於自己的領域的內容，而我也學習到了該怎麼操作關於社會方面的研

究。 

晴瑩:這次的期末專題經驗真的很難得，不同科系不同年級的我們，要一起有共識也起

完成目標，是多麼的不容易，但是真的很開心可以認識大家，不論每一次的課堂討論

或是約出去的討論，我們都很歡樂，也很有默契，沒有人是離群值，大家都會準時出

席，並且提供意見和想法，我想這對於一個通識課的報告來說，是常難能可貴的，對

於這個主題，我覺得非常有趣，從周遭的生活現象，應用社會科學的方式，一步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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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是否與我們觀察的一致，雖然最後大多都與推翻我們的預期，但是這也是最有趣

最值得學習的部分，如果不去研究，我們永遠也不知道真相! 

 

亭均:這是我選過的所有通識課程中，討論過程最熱烈、最有趣的一次了！我們組中同

樣科系的人蠻多的，原本預期大家的想法會很相似，沒想到在議題的討論中發現每個

人對不同的議題都有自己的想法；即使贊同同一種議題的人，對實施方法等詳細項目

也有很多不同的論點可以討論。決定期末題目的過程也很有意思，我們原本想做清大

學生各方面價值觀的討論，後來題目限縮到金錢價值觀的討論，最後決定要用問卷方

式進行研究後，設計問卷時我們又將討論聚焦在經濟自主率的幾個成因與他們之間的

關係，畫出了關係緊密的架構圖。整理各項數據時，也看到大家不同的思考方式和處

理數具的各種方法，讓一直以來都用物理實驗方法處理數據的我相當的驚奇！ 

 

家銘:上了一學期的課覺得十分充實，尤其是這個期末報告，真的是令人印象深刻。想想我們

真的是經歷了許多波折，聽到助教說要重做的那一刻也覺得十分錯愕與不甘，然而現在回頭看

我們走過的路，真的學到很多，也成長很多，雖然一再地重來，但我們卻在每次的過程中都有

所收穫，也從一次次的失敗中修正，最終得到現在的成果。過程中我覺得組員們的團結與堅持

是十分關鍵的要素，面臨一次次的修改，大家雖然覺得辛苦，卻也都十分努力地去檢討、去修

正，想辦法要讓我們的報告變得更好。因為我們都來自不同科系、不同年級，許多想法與觀念

也不雷同，所以我們必須不斷討論來達成共識，但也因如此，在組員們一次次的討論中豐富了

我們的報告，也豐富了我們每個人的眼界，看著我們最後的成果、想起我們的努力，真的覺得

很開心能修到這門課，很開心能認識大家。 

 

子森:「終於結束了。」這是我在課堂報告的第一個想法，總算能鬆一口氣了。從討論主題到

問卷的問題，歷經了好多次波折，甚至現在的主題跟我們一開始想研究的完全不一樣!因為不

斷改變，所以還曾以為時間會不夠，但沒想到後來能越來越順利。或許，就跟助教說的一樣，

每一次的討論，就算不斷重來，也都會成為我們內容的一部份，不斷的充實我們的主題。 

 很感謝同組的學長姐們，看到那嚇死人的統計方法就覺得你們超厲害的。每次的討論也都會

有讓我意想不到的想法，也相處得十分愉快。助教也是為我們付出很多時間，提供了很多意

見，讓我們發現自己的不足，謝謝助教。辛苦老師這一學期的教導，這是我第一門通識，很幸

運能選到這一門真的能學習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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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助教與第 11 週小組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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