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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與資料分析 

綜合前章對博物館的功能與特性、觀眾分析、社會資源等方面之

相關文獻探討及將各國基本資料加以歸納整理，本章將可能影響貨幣

博物館設立因素加以詳細說明，並作為實證分析之基礎。 

第一節 模型設定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與本國中央銀行互有交換鈔券樣張之 94 家中央銀行

為對象，調查各國貨幣博物館設立之情況。結果共收回 78 份問卷，

扣除 9 家未填答問卷，有效問卷共 68 份，有效問卷佔發出問卷總數

之 72.34﹪。 

二、研究工具   

以問卷調查方式，發函詢問 94 個國家中央銀行其貨幣博物館設

立之情形。另從文獻探討中找出各種可能影響貨幣博物館設立之因

素。統計方面分別利用 Eviews 統計軟體，進行處理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為探討各國貨幣博物館設立之情況，試圖了解那些因

素會影響一國貨幣博物館之設立。被解釋變數為貨幣博物館的設立與

否，是個不連續數值，在統計分析方面是把這類型資料以 0或 1來表

示被觀察者不同的行為，分析這種資料的方法通稱為質變量模型

（qualitative response mode），常用的分析方法有下述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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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性機率模型 

一般線性質變量模型，最常見的是線性機率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LPM），乃為應變數之特殊迴歸模型，應變數以虛擬

變數表示，設為 0與 1，並以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來估計模型參數。 

LPM 的模型定義為： 

y i= β1+β2 xi +ui                              （式 4-1）  

其中 y i＝1 表示事件成立；y i＝0 表示事件不成立。 

β1為截距項。 

β2為第 i個解釋變數之參數。 

xi 為第 i個解釋變數之數量。 

ui為誤差項。 

該模型使用時不需要資料轉換，容易使用，惟缺點是只能應用於

二分類選擇之問題，且產生之估計值常會落於 0與 1之外，與機率理

論相違背。為改善此種缺失，後來學者便以事件發生機率需服從某種

機率之分配，最常用的有二種，一為事件發生的機率服從累積 Logistic

分配，此稱之為 Logit 模式；另一為事件發生的機率服從累積標準常

態分配，此稱為 Probit 模式。 

（二）Probit 模型 

兩個以上變數預測一個不連續的二元選擇變數之模型，可採取二

元邏輯斯特迴歸模型（Binary Probit Model）。該模型的應變數不同一

般的線性迴歸模型必須為常態分配之假設，而是一個二項選擇的變數

型態，其反應函數呈現曲線狀態，機率值在 0與 1之間。應變數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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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斥的二元行為，故以虛擬變數設定予以量化，分別以 0或 1來表示

被觀察者的不同行為。Probit 模型之定義為： 

y i*=α+βXi +εi                                 （式 4-2） 

其中 y i 表示無法觀察到預期效用之差距 

α為常數項 

β為第 i個解釋變數之參數 

Xi 為第 i個解釋變數之數量 

εi為第 i個隨機誤差項。 

假設 

If y i* ＞ 0 , then  y i ＝ 1                   （式 4-3） 

If y i* ＜ 0 , then  y i ＝ 0                    （式 4-4） 

y i表示在觀察的樣本中，第 i個國家貨幣博物館設立與否行為，

當被解釋變數大於 0時，表示該國會設立貨幣博物館，即 y i ＝ 1；

反之當被解釋變數小於 0時，表示該國不會設立貨幣博物館，即 y i ＝ 

0。 

若事件之發生機率符合標準化邏輯斯特（Binary Probit Model）

時，以機率分配累積機率函數來轉換 

Prob（Y i ＝1）＝   exp（α+βXi +εi）           （式 4-5） 

 

Prob（Y i ＝0）＝         1                      （式 4-6）    

 

相對機率為將式 4-5 與式 4-6 相除，得下式： 

1+ exp（α+βXi +εi）

1+ exp（α+βXi +ε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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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Y i ＝1）  ＝    exp（α+βXi +εi）        （式 4-7）          

 

取其自然數可得一線性關係函數： 

Log（  Prob（Y i ＝1）  ）  ＝  α+βXi +εi        （式 4-8）   

 

在本研究中，採取 Probit 模型，該模型是用在應變數為二元變數

（binary choice），並採用累積機率函數，可以有效地使應變數落在

（0,1）之間。 

模型定義為： 

P＝Pr（SUBS＝0/1）＝F（b0＋b1＊IND＋b2＊SOC＋b3＊FUN＋b4＊AUD） 

                                              （式 4-9） 

P：設立貨幣博物館（SUBS＝1） 

   未設立貨幣博物館（SUBS＝0） 

b0：截距項 

F：累進常態分配函數 

b1：個別國家與央行基本特質之參數估計值 

IND：個別國家與央行基本特質因素 

b2：社會資源因素之參數估計值 

SOC：社會資源因素 

b3：博物館功能與特性因素之參數估計值 

FUC：博物館功能與特性因素 

b4：博物館觀眾因素之參數估計值 

AUD：博物館觀眾因素 

 

Prob（Y i ＝0） 1 

Prob（Y 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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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型主要目的係為了找出依變項值（0與 1）與一組連續變項

間之關係。在本研究中，試圖評估影響貨幣博物館設立之各因素的影

響性，以提供我國未來設立貨博館之參考。統計軟體是採用 Eviews

軟體進行 Probit 模型二分變項處理分析。 

 

第二節 變數說明及預測 

本研究之被解釋變數、解釋變數及解釋變數所代表的意義及其影

響方向說明如下： 

一、被解釋變數 

被解釋變數為是否設立貨幣博物館，有設立者該變數設定為 1；

無設立者該變數則設定為 0。 

二、解釋變數 

解釋變數分成個別國家及央行基本特質、博物館的功能與特性、

博物館的參觀民眾及社會資源等四方面說明。 

（一）個別國家及央行基本特質 

從各國家人口數量、國家土地面積、國家地理位置及中央銀行歷

史等變項，探討個別國家及央行基本特質因素與貨幣博物館設立與否

之間的關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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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人口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人口數量愈多，其各種不同的教育、文化、

休閒等之需求也愈多，國家為滿足人民各種不同需求，常會舉辦各種

活動及設置不同類型機構，而貨幣博物館的設立正好可滿足人們教育

文化及休閒等方面之需求，因此一個國家人口數量愈多，貨幣博物館

的設立可能性也愈高，國家人口數量與貨幣博物館設立成正相關。 

2. 國家土地面積 

一國之土地面積愈大，其土地資源愈豐富，使用土地之成本相對

較低，博物館設立也相對較為容易，但由於各國貨幣博物館的規模都

不大，又大多附設在中央銀行，且各國中央銀行，因此國家土面積是

否影響貨幣博物館之設立，兩者關係不明確。 

3. 國家地理區域 

就國家所處地區而言，鄰國間常會有相互比較、互相學習之區域

效應，當一國提出新措施、新政策或新組織時，鄰近國家可能基於輸

人不輸陣的心態或學習心態而跟進。貨幣博物館的設立可能有此種區

域效果的存在。以歐洲地區國家而言，歐洲是現代文明的發源地，博

物館亦起源於歐洲的英國，因此當世界上第一個博物館在英國出現

時，歐洲各強權在相互比較與學習情況下，就可能紛紛效尤的設立博

物館，因此若將全世界地理區域分為歐洲地區、美洲地區、非洲地區、

西亞地區及亞太地區等五大區；當某一地區設立貨幣博物館國家愈多

時，該地區未設立貨幣博物館國家可能受其影響而設立，因此國家所

在地理區域，會影響其貨幣博物館之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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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央行歷史 

就中央銀行歷史而言，一國中央銀行歷史愈長久，其歷年所曾發

行之鈔券種類及數量會愈多，也愈有收藏及研究價值，該國為保存及

研究目的，就有可能設立貨幣博物館，因此央行歷史長短與貨幣博物

館設立成正相關。 

 

（二）從博物館的功能與特性面向 

從博物館之功能與特性之面向探討與貨幣博物館設立與否之關

連性。 

 1. 教育普及率 

傳統博物館所具有的收藏、研究、展示與教育四大功能

（Alexander,  1979; ICOM, 1962, 漢寶德，2000），其中研究與展

示為廣義的教育，屬教育的一環，故將之同列在教育因素，當一國愈

重視國民教育，國民能受到教育的情形愈普遍，其教育普及率愈高，

也就越有可能設立貨幣博物館，故一國國民教育普及率與貨幣博物館

之設立正相關。 

2.文化 

傳統博物館的四大功能之ㄧ的收藏（Alexander, 1979; ICOM, 

1962,漢寶德，2000），是指收藏及保存文物資產，因此博物館是文化

產業的一部分，而文化產業又屬服務業的一項，因此當一國服務業比

重愈高，表示該國愈重視文化產業，其文化產業也越興盛，因此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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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有可能設立貨幣博物館，兩者成正相關。 

3. 經濟自由度 

經濟自由度是依美國傳統基金會在 2007 年所公布的「2007 年全

球經濟自由度指數報告」8，該評分由 0到 100 分，分數愈高其自由度

愈高。現代博物館功能之ㄧ休閒（黃光男，1990；陳郁秀與劉萬航，

1990）。隨著社會型態及生活習慣的改變，世界各國已逐漸強調休閒

的必要性即多樣性，而博物館正是可提供國民休閒的另一種選擇，一

國之國民愈重視休閒生活，該國設立貨幣博物館之可能性愈高。一般

而言，經濟自由度愈高之國家，其人民重視休閒生活的程度愈高，設

立貨幣博物館之可能性愈高，因此經濟自由度與貨幣博物館設立，兩

者成正相關。 

4. 政治自由度 

政治自由度是依美國自由之家9所公布 2007 年世界自由評鑑，該

評鑑分為政治權力及公民自由兩部份，各有 7個等級，最自由為 1級，

最不自由為 7級，兩者之合計即為政治自由度的評鑑，分數從最低的

2 分至最高的 14 分（最自由到最不自由）。博物館具有國際宣傳效果

（黃光男，1990），國際間熱衷於最大博物館名稱的競賽，並視它為

國力之展現，有些國家亦常以博物館裡的國家代表性文物送往他國展

示，藉以宣揚國家文化與擴大國際活動空間等，因此越重視博物館宣

揚效果的國家，愈有可能設立貨幣博物館，一般而言，愈是極權的國

家，其政治自由度愈低，國家領導階層相對較越喜歡對外宣揚國威，

因此政治自由度與與貨幣博物館設立，兩者成負相關。 

                                                 
8 美國傳統基金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經濟自由度評分已進行 13 年，原本分數

是由 1-5 分的評分規則，2007 年改採新評分系統，評分規則改為 0-100 分。 
9 自由之家（FreedomHouse）是美國前總統羅斯福夫任 Eleanor Roosevelt 及一批愛好民

主和平的人士所發起，為一非營利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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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博物館的參觀民眾面向 

從博物館觀眾的研究顯示，參觀博物館的觀眾通常具有高教育程

度及高所得水準二大特色（Dimaggio,Ussem and Brown，1977；Kotler，

1998；ＭcCaughey，1984）。 

1. 教育水準 

博物館是一個國家重要的文化產業指標，當一國人民之教育水準

越高，其文化素養也愈高，其對博物館之需求也相對較高，設立貨幣

博物館之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教育水準與貨幣博物館之設立兩者成

正向關係。 

2.所得水準 

博物館觀眾另一個特色是高收入者，在博物館觀眾中，大多數為

高所得者，故所得水準越高之國家，對博物館之需求也會較高，因而

設立貨幣博物館之可能性就越高，因此所得水準與貨幣博物館之設立

兩者亦呈正向關係。 

（四）由博物館之社會資源面向 

分為人力資源、物力資源、財力資源等三方面（黃光男，2000）。 

1. 人力資源 

博物館人力資源，除直接與國家人口數有關外，另一個重要指標

就是可從事義工服務人員之數量。一般而言，國家人民之預估壽命越

長，其退休可奉獻義務工作之人數也會越多，愈有可能設立貨幣博物

管，因此一國人民預估壽命長短與貨幣博物館之設立，兩者成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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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力資源 

外國有許多博物館之設立係由私人收藏捐贈而成立，而許多博物

館也因接受私人之捐贈而豐富其收藏。而這些私人收藏的捐贈大多數

是經商有成的商人。因此當國家從事商業的人越多，該國博物館之物

力資源就越豐富，其設立貨幣博物館可能性越高，兩者成正相關 

3. 財力資源 

各國之貨幣博物館大多附設於該國中央銀行下，由政府預算所支

持。因此當一國政府之財政狀況越佳，越有可能設立貨幣博物館，而

一國之財政狀況往往與國家對外之貿易收支有關，當一國對外貿易盈

餘愈多時，政府之財政狀況愈佳，其設立貨幣博物館可能性越高，兩

者成正向關係。 

茲將前述所提到的各種影響貨幣博物館設立的因素及其影響方

向，彙整如「表 4-1 影響券幣博物館設立因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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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影響貨幣博物館設立因素表 

解釋變數 操作型定義 相關參考文獻 

人口（＋） 一國之人口數量  

土地面積（？） 一國之土地面積  

地理區域（＋） 一國所在地理區域  

央行歷史（+） 一國中央銀行開行時間  

文化（＋） 一國服務業之比重 呂學政（1996）、漢寶德（2000） 

教育普及率（＋） 一國國民平均教育水準 Alexander（1979）Dimaggio,Ussem &Brown（1977）、

Kotler（1998），ＭcCaughey（1984），Burcaw（1970），

呂學政（1996），ICOM（1962）、漢寶德（2000） 

經濟自由度（＋） 一國之經濟自由度指數 黃光男（1990）、陳郁秀與劉萬航（1990） 

經濟自由度（－） 國家之政治自由度指數 黃光男（1990） 

所得水準（＋） 一國國民之個人可支配

所得 

Dimaggio,Ussem &Brown（1977）、Kotler（1998）、Ｍ

cCaughey（1984） 

教育水準（÷） 受高等教育之人口數量 Dimaggio,Ussem &Brown（1977）、Kotler（1998）、Ｍ

cCaughey（1984） 

人力資源（＋） 國民平均壽命 黃光男（2000） 

財力資源（＋） 政府財政狀況 黃光男（2000） 

物力資源（＋）  黃光男（2000） 

註：各項解釋變數右方之正負符號代表模型之參數估計值的預期符號：正號（＋）表傾向設立，負號（－）表

傾向不設立，（?）表關係不明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