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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之母體為全世界 196 個國家之中央銀行，以其中 94 個與

我國相互贈送鈔券樣張之中央銀行為樣本，以實證資料分析各國中央

銀行設立貨幣博物館之影響因素。 

第一節 樣本基本特性 

本研究94家樣本母體與68家有效回收問卷樣本在不同地區及不

同所得狀況的分佈情況如表 5-1「樣本母體與有效問卷樣本在不同地

理區分怖情形」及 5-2「樣本母體與有效問卷樣本在不同所得狀況之

分怖情形」所示。 

為檢定回收問卷是否具有樣本母體之代表性，在大樣本且每一類

別的理論次數大於或等於 5 時，即適合利用卡方配適度檢定

（Mendenhall, Beaver ＆ Beaver, 1996）。由表 5-1 及 5-2 的資料

顯示，有效問卷的 68 家中央銀行通過洲際分佈[χ2＝2.144＜χ
 2

4

（0.05）＝9.48]與所得狀況分佈[χ2＝1.374＜χ
 2

3（0.05）＝7.81]

的適合度檢定，因此可得知樣本特性與樣本母體相符，本研究的樣本

具有統計上的代表性。 

5-1 樣本母體與有效問卷樣本在不同地理區分佈情形 

洲      別 美洲 非洲 歐洲 西亞 亞太 總計 

樣本母體之央行數 21 12 31 16 14 94

有效回卷數 17 5 22 12 11 68

理論家數 15 9 22 12 10 68

回卷率（﹪） 80.95 41.67 70.97 75 78.57 72.34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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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樣本母體與有效問卷樣本在不同所得狀況分佈情形 

所得情況 高 中高 中低 低 總計 

樣本母體之央行數 33 22 28 11 94

有效回卷數 25 16 22 5 68

理論家數 24 16 20 8 68

回卷率（﹪） 75.76 72.73 82.14 45.45 72.34

資料來源：本研究。 

 

第二節 結果分析 

為了解各解釋變項間之相關性，本研究首先對各解釋變項進行相

關分析，由附錄二「世界各國中央銀行設立貨幣博物館影響因素之

Pearson 相關分析」資料顯示，除少部分之解釋變數有較高的相關性

以外，大部分解釋變項間之相關程度尚低。因此本研究以不刪減任何

變數的完整模型分析外，亦分別將四個面向之影響因素逐一加入分析

的方法進行分析，並相互檢視模型估計之結果。 

表 5-3 為世界各國中央銀行設立貨幣博物館影響因素之 Probit

分析結果，其中迴歸模型 A是僅考慮國家與央行基本特質之影響因素

所得之估算結果，迴歸模型 B 則是加入博物館功能與特性之影響因

素，迴歸模型 C則是除考慮國性特性及博物館功能與特性之影響影響

因素外，再加入博物館民眾特性之因素，迴歸模型 D則是考慮國家及

央行特性、博物館功能與特性、博物館民眾特性及博物館社會資源等

四大面向之完整模型所得之估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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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各國中央銀行設立貨幣博物館影響因素之 Probit 分析 

迴歸模型 A B C D 

截距項 -0.434825

（0.3158）*

-12.21338

（4.4401）*

-17.44919 

（6.3643） 

-22.65339

（7.4910）

人口數 0.025591

（0.0111）**

0.034412

（0.0144）**

0.029719 

（0.0186）* 

0.039991

（0.0186）*

土地面積 2.50E-08

（1.70E-07）

-5.19E-08

（1.84E-07）

-3.63E-08 

（7.11E-07） 

6.22E-07

（7.11E-07）

地理區域 0.834503

（0.3809）**

1.339329

（0.6502）**

1.429189 

（0.8440）* 

1.596994

（0.8440）*

央行歷史 -0.001580

（0.0008）**

-0.001675

（0.0009）*

-0.001506 

（0.0010） 

-0.001427

（0.0010）

教育普及率 5.933163

（3.0286）**

4.699998 

（4.4133） 

2.234553

（4.4133）

經濟自由度 0.092126

（0.0473）*

0.136050 

（0.0649）* 

0.161917

（0.0649）*

政治自由度 0.272431

（0.1353）*

0.245883 

（0.1722） 

0.113567

（0.1722）

文化（服務業比重） 0.009943

（0.0249）

-0.000943 

（0.034） 

-0.010839

（0.0336）

所得水準 -0.000147 

（7.53E-05）* 

-0.000193

（7.53E-05）*

教育水準 0.000173 

（0.0014） 

1.31E-05

（0.0014）

人力資源  9.332687

（5.1190）*

財力資源  0.002115

（0.0010）*

物力資源  -0.004931

（0.0049）

出口佔GDP比重  0.108536

（0.0802）

註*  為通過百分 90 信賴區間的雙尾檢定 
** 通過百分 95 信賴區間的雙尾檢定 
***通過百分 99 信賴區間的雙尾檢定 

 

由模型 A 所得之實證結果可知，國家人口數之參數估計值為正

數，此與預期符號相同，表示當國家人口數量越多，該國中央銀行設

立貨幣博物館的可能性就越高，且該變數之參數估計值與設立模式間

呈顯著相關（p＜0.1），表示一國之人口數為設立貨幣博物館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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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素。在土地面積方面，其參數估計數為正值，與預期符號相同，

表示一國之土地面積越大，該國央行設立貨幣博物館之可能性越高，

惟其參數估計值未通過顯著性檢定，表示土地面積非貨幣博物館設立

之重要影響因素。另在地理區域方面，國家地理區域位於歐美地區之

參數估計數為正值，此亦和預期相符，因博物館起源於歐美國家，因

此國家地理區域楚於歐美地區者，其設立貨幣博物館之可能性愈高，

且該參數估計值通過顯著性檢定，表示地理區域為貨幣博物館設立之

重要影響因素。另在央行歷史方面，其參數估計數為負值，此與預期

符號相反，表示設立時間較短的新興國家，其中央銀行因觀念較新、

作風較開放，而傾向設立貨幣博物館，該參數估計值通過顯著性檢

定，表示央行歷史是貨幣博物館設立之重要影響因素。 

考慮國家與央行基本特質及博物館的功能與特性之模型B所得實

證結果知，國家人口數、國家地理區域及央行歷史仍然是貨幣博物館

設立之重要影響因素，而在博物館的教育功能方面，其變數的參數估

計數為正值，與預期符號相符，表示當國家教育越普及，政府愈重視

教育，因此該國中央銀行設立貨幣博物館之可能性越高，且該值通過

顯著性檢定，表示教育是貨幣博物館設立之重要影響因素。在博物館

休閒功能方面，經濟自由度之參數估計值為正值，與預期符號相符，

表示經濟自由度越高之國家，其人民重視休閒的程度越高，該國中央

銀行越傾向設立貨幣博物館，且該參數估計值通過顯著性檢定，表經

濟自由度為貨幣博物館設立之重要影響因素。在博物館文化功能方

面，服務業比重之參數估計值為正值，表示服務業比重越高國家，其

設立貨幣博物館的可能性越高，惟其參數估計值未通過顯著性檢定，

表服務業比重非貨幣博物館設立之重要影響因素。在博物館的國家宣

揚特性方面，政治自由度之參數估計值為正值，表示政治越傾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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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設立貨幣博物館的可能性越高，且其參數估計值通過顯著性檢

定，表政治自由度為貨幣博物館設立之重要影響因素。 

加入博物館觀眾特性影響因素的模型 C之實證結果得知，國家人

口數、國家地理區域及休閒仍然是貨幣博物館設立之重要影響因素，

但央行歷史、教育則變成非重要影響因素。在博物館觀眾特性的所得

方面，其參數估計值為負值，與預期符號相反，此表示民眾所得水準

越高，該國中央銀行設立貨幣博物館的可能性反而降低，且該變數參

數估計值通過顯著性檢定，顯示個人所得水準為貨幣博物館設立之重

要因素。就民眾教育水準方面，國民教育程度之參數估計值為正值，

與預期符號相符，表觀眾的國民教育水準越高，該國中央銀行越有可

能設立貨幣博物館，惟該變數參數估計值未通過顯著性檢定，顯示的

國民教育水準非貨幣博物館設立之重要影響因素。 

在同時考慮國家與央行特性、博物館功能與特性、博物館民眾特

性及博物館社會資源等四大面向的完整 D模型實證結果得知，國家人

口數、國家地理區域、休閒及個人所得水準等變項仍然是貨幣博物館

設立之重要影響因素。在博物館社會資源的人力資源方面，預估壽命

之參數估計值為正，與預期符號相同。表預估壽命越長，國家高齡人

口數越多，其義工人數也會越多，博物館的人力資源也越豐富，其設

立貨幣博物館之可能性越高，同時該參數值通過顯著性檢定，表示人

力資源為貨幣博物館設立之重要影響因素。在財力資源方面，出口淨

額之參數估計值為正，與預期符號相符。表出口淨額越高之國家，其

貿易盈餘越高，相對而言，國家之財政狀況愈佳，其設立貨幣博物館

之可能性越高，且該參數值通過顯著性檢定，表示財力資源為貨幣博

物館設立之重要影響因素。在物力資源方面，經貿自由度及出口佔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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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之參數估計值均未通過顯著性檢定，表示物力資源非貨幣博物館

設立之重要影響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