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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行為之研究—以高屏地區進行探討  
Analyze the savings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Kaohsiung and Pingtung 

areas 

廖敏治a    邱彥彰b    蔡文豪c    劉富昌d 

摘要 

台灣從 1990 年開始，國民儲蓄毛額及超額儲蓄不斷上升，但是利率卻不斷的往下探，利率與投資、

儲蓄息息相關，理論上利率越低，投資越多、儲蓄越低，事實上卻是利率下跌，超額儲蓄（國民儲蓄毛

額-國內投資毛額）卻不斷地攀升，與理論相反。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分析高雄、屏東地區居民的儲蓄行為，進一步探討在不同背景變數下儲蓄

工具之選擇、儲蓄行為之改變…等。實證分析採取敘述統計分析、複選題分析，將問卷調查取得的資

料運用 SPSS 21 統計應用軟體對初級資料進行分析及檢驗，驗證高雄、屏東地區居民的儲蓄行為之研

究探討。 

研究結果發現，受測者中不論是男女、年齡、婚姻狀況、平均月收入、教育程度、職業、家中養育

小孩年紀，除了收入在 7 萬以上的家庭選擇股票外，其餘使用的理財工具及為達成理財目標所選的工

具，均偏向保守的定存、保險。在預期利率未來會下降之下，在這些家庭的理財規劃中作出的首要考

慮條件，大部分家庭會選擇減少消費及低風險理財工具。 

關鍵字：理財、儲蓄、複選題分析 

ABSTRACT 

Taiwan began in 1990, the national savings and excess savings continue to rise, but the interest rate is 

constantly down exploration, interest rates and investment, savings are closely related, theoretically lower 

interest rates, the more investment, and the lower the savings. In fact, the decline in interest rates, excess savings 

(gross national savings - gross domestic investment) continues to rise, contrary to theory. 

In this stud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avings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Kaohsiung 

and Pingtung areas, and the changes of savings tools and savings behavior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were discusse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used to analyze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the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re analyzed and tested by using SPSS 21 statistical 

application software to verify the savings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Kaohsiung and Pingtung area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ubjects were men and women, age, marital status, average monthly 

income, education, occupation, home child care age, in addition to income in more than 70,000 families choose 

the stock, the rest of the financial tools used To achieve financial goals selected tools, are biased conservative 

storage, insurance. Under the expectation that interest rates will fall in the future, most of the families will 

choose to reduce consumption and low-risk financial management tools in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 of financial 

planning in these families. 

Keywords: financial management, savings, multiple choi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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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今世界存在著各種經濟問題，台灣的經濟

發展也受到許多外在因素的影響，而一個國家的

發展，往往和儲蓄有相當程度的相關性。透過一

個國家的儲蓄率，可以了解到該國的資本累積程

度。 

台灣從 1990 年開始，國民儲蓄毛額不斷上

升，但是利率卻不斷的往下探，在 2000 年的網路

泡沫與國民儲蓄毛額交集，更在 2009 年來到最低

點 0.89%；反觀儲蓄毛額在 2009 年開始上升，此

一現象與理論截然不同，利率越低儲蓄毛額應該

要越來越低，但事實顯示出儲蓄毛額反而越高。 

利率的高低是一國經濟好壞的判斷標準，而

利率與投資息息相關，理論上利率越低投資越高、

儲蓄越低，但事實上是與理論相反(如圖 1、圖 2、

圖 3)，引起我們想研究的好奇心。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期望經由問卷調查能夠達到下述之目

的： 

（1）高屏地區居民對儲蓄的習慣 

（2）儲蓄的目的 

（3）預期利率下降，理財規劃之改變 

1.3. 研究範圍 

本研究礙於經費、時間及人員等因素，僅將

研究範圍限定在屏東、高雄兩地區，以這兩地區

的居民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來了解該地

區的儲蓄行為。 

 
圖 1  國民儲蓄毛額與定存利率歷年趨勢圖(資

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圖 2 國內投資毛額與定存利率歷年趨勢圖(資料

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圖 3 超額儲蓄歷年趨勢圖(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2. 文獻探討 

2.1. 人口結構 

以現在台灣的情形來看，雖然人口老化的程

度尚未像日本一樣嚴重，但是近年來老化比例也

是不斷地在上升中。另一方面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的資料顯示，台灣地區的儲蓄率從 1990 年開始以

來有逐步下降的趨勢，恰好跟台灣邁入所謂的高

齡化社會同時期發生。在台灣地區人口老化比例

超過 7%，開始邁入老化國家時，幾乎在同一時期

開始儲蓄率亦呈緩慢下降之狀態。一般而言，儲

蓄率的高低與否，將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資本累

積程度，而資本的累積為一個國家經濟成長的關

鍵因素。因此，在未來台灣的人口逐步邁向老化

的同時，台灣的經濟很有可能像日本一樣遭受到

衝擊，而衝擊的來源有可能是來自儲蓄率的變動。

人們會因為預期到未來將邁入老年化社會，怕年

老了之後沒有年輕人來撫養，而有計畫地增加儲

蓄；還是認為因為國家會因應老年人口增多而加

強社會福利及醫療照護等，而增加現在的消費而

減少儲蓄，都和未來的經濟發展有著極大的關聯。

因此，本研究藉由觀察近年儲蓄率的變動，是否

跟逐漸增加的老年人口比例之間有關聯性，即為

本文的目的。 

另外，在 Deaton 和 Paxson(2000)所發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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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認為，根據年齡的儲蓄型態以及生命循環假說

(life-cycle hypothesis)，有收入時會考慮沒有收入

時的生活，因此一個人會在有工作所得時會儲蓄

部分的所得，這隱含著一個國家的人口結構將影

響到該國的儲蓄率高低。而在 Deaton 和 Paxson

的文章中也認為，老年人口的儲蓄率不如青壯年

的人口，因為青壯年大部分是工作人口，透過工

作的所得能有一定的收入。因此，在扣除必要支

出後，儲蓄會比較高，且為了往後年老時著想，

也有較強的儲蓄意願；而老年人口中工作人口的

比例不大，所以收入較少，在扣除掉必要支出後

整體的儲蓄率會較低。因此，若一國的人口中，

大部分是由青壯年組成的話，整體的儲蓄率將比

較高；反之，若是一國之中老年人口較多時，總

儲蓄率將會比較低。 

根據廖正宏、蔡宏進(1987)指出，由於工業化

與都市化的結果，使世界人口從高出生率、高死

亡率轉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之轉變過程，則稱

為人口轉型。針對人口轉型而言，于宗先、王金

利(2009)認為大致可以區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

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並存，人口成長呈靜止狀態，

主要是因為環境不佳，醫療科技不普及而導致該

階段的人口成長較緩慢；第二階段，死亡率開始

下降，但出生率維持原先的高水準，人口開始呈

現快速成長，主要是受到人民所得水準提高所影

響，因為所得的提高可以改善環境衛生，進而補

充足夠的營養，此階段可以說是人口成長最快速

的階段；第三階段，生兒育女的觀念開始受到現

代化的影響，再加上不婚主義或是晚婚者逐漸上

升，使得出生率開始下降，一直下降到出生率約

等於死亡率時，人口才趨向穩定的狀態，此時人

口轉型之過程才算完成。 

Deakeun Park(2005)提出人口年齡結構與總

體經濟變數之間的關係，該文主要研究人口老化

對於總體經濟與金融市場的影響，該實證使用

APEC(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的縱橫資料

(panel data)導出迴歸分析，其結果發現扶老比與

儲蓄率、投資率和經常帳對國內生產毛額比率具

有負向的影響。作者的結論支持「消費的生命週

期 收 入 假 說 」 (Lifecycle income theory of 

consumption)，說明了扶老比的增加，使得儲蓄率

下降，而且投資率也是下降，而且因為儲蓄率下

降的幅度大過於投資率下降的幅度，所以經常帳

餘額對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依然是隨著扶老比

的上升而下降，而這也支持了老化的社會仰賴進

口的想法。 

陳淼(2004)利用資料觀察法(data survey)說明

了人口老化對已開發和發展中國家會產生衝擊，

並指出人口老化將直接造成三種影響：一、勞動

人口比例下降將造成勞動供給數量減少。若勞動

產出不變，總產出將因勞動供給數量減少而下降；

二、人口老化將會降低社會吸收新知或新觀念的

速度，創新技術能力因此而下降；三、國民所得

因為大量用於非生產性消費上(如老年看護、醫療

等)，故減少用於生產性投資的比例，在對未來生

產性較無幫助的情況下，總產出和人均國民收入

增加速度因此而下降。 

2.2. 健康醫療支出 

在健康風險相關的部分，民眾會為了未來所

需要的醫療支出預先做出準備，而各種社會保險

制度的出現則補助了許多費用龐大的醫療支出，

因此會有降低一般民眾預防性儲蓄動機的作用，

Feenberg and Skinner(1994)指出突然的醫療支出

風險是很大的，尤其是對於老年族群來說，醫療

支出占老年人消費支出相當大的比例；Guariglia 

and Rossi(2004)使用 1996 到 1998 年間的英國家

計時間序列資料觀察沒有被一般醫療保險涵蓋的

家計個體，發現他們會因為醫療風險而比有醫療

保險的家計單位，有更高的儲蓄傾向；

Palumbo(1999)使用美國家計時間序列資料檢驗

已退休家戶在健康、財富以及消費支出上的狀況，

發現不確定性的現金醫療支出占老年家戶支出很

大比例，這代表未來不確定性醫療支出是影響老

年族群預防性儲蓄動機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Kotlikoff(1986)也發現醫療支出與年紀有很大的

關係，在歷年來年紀較大的族群中，其醫療支出

皆高於平均水平，但是其他年齡族群平均醫療支

出則較小。因此，老年醫療支出能構成預防性儲

蓄動機，私人保險公司與美國政府提供的

Medicare 制度對於醫療支出的給付都對老年儲蓄

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Hubbard 、 Skinner and 

Zeldes(1994)利用美國資料建立了一個生命循環

模型，包含了壽命長度、年所得、醫療支出等不

確定因素，發現社會福利與健康保險制度可以降

低民眾未來遭遇健康風險時所需花費的醫療支

出，因而減少一般家庭預防性儲蓄的額度。 

Martin Feldstein(2014)說明中國的家庭高儲

蓄率反映出幾大因素，包括失業風險和政府養老

金不足…等。但事實上，儘管中國家庭儲蓄總量

相對偏少，比率卻偏高，其主要原因是，當家庭

成員需要動手術或其他住院治療時，家中才有足

夠金錢支付高額醫藥費。也就是說，中國人民積

極儲蓄正是導因於保險不足。中國政府的全民醫

療保險制度非常陽春，私人健康保險普及率也比

較低，因此家庭只能儲存大量現金，以防有朝一

日需要在醫療上花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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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Mason(2007)分析 1978-1998 年的台灣

各年齡層的資料，使用疊代家庭模型(overlapping 

families,OLF)探討何年齡層可因人口紅利(工作年

齡人口 15-64 歲占總人口 7 成以上)而獲利。實證

結果顯示，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的確對台灣的經

濟成長有正向的關係，但是人口紅利卻不是平均

分配在各個年齡層；兒童年齡層和青壯年年齡層

所獲得的利益最大，而老年年齡層則最少；他們

也針對台灣未來的經濟成長做預估，其結果顯示

出人口的老化對象對台灣未來十年的經濟成長是

不利的。 

Bloom 等人(2008)以 49 個國家 1960-2005 年

的追蹤資料，研究亞洲的人口老化是否會對經濟

成長呈現負效果。他們認為老化是過去生育率和

死亡率動態發展的結果，結果顯示，老齡人口比

重的改變在短期對經濟成長會有影響，但是在長

期則沒有影響，幼年人口比重的改變在長期對經

濟的表現則出現負效果。 

2.3. 儲蓄行為 

國民儲蓄來源，亦即國民儲蓄部門的分類，

主要分為三個類型： (一)家庭儲蓄：家庭儲蓄指

家庭(包括家庭及非公司企業)及對家庭服務之非

營利機構的可支配所得減最終消費支出之差額。

(二)企業儲蓄：所稱公司，包括一般法律規定之特

殊實體，以及雖不符合法律規定，惟其營利事實、

組織目標及利益分配型態皆與公司組織相同之其

他實體。其儲蓄之內容包括當期提撥之各類公積

金及未分配盈餘等。(三)政府儲蓄：國民經濟會計

所稱之政府儲蓄乃指經常收入與經常支出之差額

(並非歲計結餘)，因政府支出有屬於經常支出，其

餘額及政府儲蓄，可用於資本支出之財源。國民

儲蓄佔 GNP(國民生產毛額)百分比，稱為國民儲

蓄率，包含家庭儲蓄率、企業儲蓄率與政府儲蓄

率三者之和。 

張詠晴(2015)當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採取低

利率政策，民眾就會想：「反正存錢利息也只有皮

毛，乾脆把錢拿去花吧」。但其實並非如此，民眾

在低利率時代，依然存錢。那麼經濟學家認為，

零利率政策可能對消費者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德意志銀行指出，如果家家戶戶都存錢，以達到

心目中的財富目標水準，好為退休生活做準備，

或把財富留給下一代，那麼儘管存款、財富增加

了，但存款利率將降低。反之，銀行裡的存款減

少了，利率就會升高。換句話說，當利率升高，

或是消費率降低，都會降低經濟需求。存款利率

與財富累積的關係獲得廣泛認可，聯邦公開市場

理事會(FOMC)許多成員也都信奉這套原則。這有

點像是前聯準會主席柏南克(Ben Bernanke)在金

融危機以來，多次談到的「儲蓄過剩」問題。 

廖君雅(2015)台灣人很愛存錢，行政院主計

總處今年九月發布最新統計，國民儲蓄毛額預估

將升至新台幣 6.1 兆元，創下 28 年新高。事實上，

超額儲蓄率飆高，不但是衡量一國閒置資金是否

過多的重要指標，對個人而言，存款過高也會衍

生出潛在問題；因為，在低利率時代，只懂存錢，

不懂養錢，對資產保全及傳承都是一項危機。不

少人認為自己在現階段財務不虞匱乏，因此不願

意冒風險，對保障也毫無概念；然而，他卻沒想

過，萬一有一天失業了，或薪水跟不上物價攀漲

的速度，生活該怎麼辦？相對的，進出私人銀行

貴賓室裡的高資產客戶，對理財的態度反而十分

積極。有錢人之所以有錢，就在於他們知道「養

錢」的重要性！事實上，「存錢」與「養錢」是截

然不同的兩件事；前者只是消極任由存款生息，

後者是為了生活目標，積極達成財富自由，甚至

持盈保泰，安穩地傳承給下一代。「我的醫師客戶

通常有 7、8 成一開始都只做定存，因為他們太忙

又很注重風險，怕投資虧損，因此不敢輕易作決

定，在多家比較後，才漸漸接受我們的規畫，」

這是台新銀行私人銀行部協理陳秀珍的經驗。 

楊少強(2015)「消費是花錢在很快到來的享

受，投資是花錢在日後到來的享受。」換句話說，

投資是明天的消費，它和今天的消費，只不過是

發生的時間點不同而已。明天的投資一定來自今

天的儲蓄，因此儲蓄與投資永遠是同一件事。這

是費雪的第二個洞見。有些專家拿銀行裡的存款

金額，和官方統計的投資金額相減，然後得出所

謂的「超額儲蓄」。事實上銀行只是撮合借、貸雙

方的中介機構而已，它並未改變借貸行為的本質。

若世上沒有銀行，你今天想把錢借給別人，別人

要向你借，你們兩人必定會以彼此都能接受的條

件達成交易。銀行只是把你手上想儲蓄的錢，轉

手再貸放出去給別人而已。這和你自己去找別人，

然後把錢借出，本質完全相同。銀行節省的是借、

貸雙方的交易費用。即使有銀行，也沒有改變「儲

蓄與投資是同一件事」這個本質。消費、投資、

儲蓄，不都是來自收入嗎？不論怎麼移來移去，

今天不消費的就是明天可多消費的。今天不消費

的不就是儲蓄嗎？明天可多消費的不就是投資

嗎？「超額儲蓄」是凱因斯學派的說法。這種說

法主張：「超額儲蓄」是儲蓄大於投資，代表有效

需求不足，因此要由政府花錢來創造需求。 

林美欣(2016)低利率政策邏輯上是要將錢釋

出，藉此刺激消費，不過，這個經濟邏輯在亞洲

許多國家說不通，特別是在台灣。國泰金融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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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5 月國民經濟信心，結果發現國人經濟信心

再度受挫，即使在低利時代，高達 51.9%的人寧

可抱緊存款，以儲蓄取代消費與投資。而這也與

日前南山人壽日前所做的「如何累積夢想金」調

查不謀而合，調查結果顯示，過半（51%）受訪者

最愛以儲蓄定存方式累積財富，其次才是保險

（24%）、股票（10.9%）、房地產（10.2%）。國人

愛存錢的程度，連國際經濟學家也感到訝異。201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大師

論壇中指出，台灣根本就是「儲蓄王國」，「從年

輕到老都要存錢」，儲蓄習慣不受人口結構影響，

完全無法套用「生命週期」的假說，這種現象勝

過也喜歡儲蓄的中國、南韓，並且「原因不明」。

各項經濟數據表現欠佳，致使國人對經濟前景沒

有安全感，雖然錢可能越存越薄，也勝過冒風險

投資，更別說動輒百萬、千萬的房地產， 

彭禎伶(2016)據南山人壽 16日公布的問卷調

查結果，受訪者有 51.3％選擇儲蓄定存，24％的

人會用保單累積資產，選擇投資股票與房地產者

則各有 10％左右。台灣人愛儲蓄，尤其股市波動

時，銀行存款增加速度更快，今年前 3 月銀行已

增加 600 億元存款，保險業前 4 月新契約保費也

近 4,500 億元，民眾有閒錢，就想要放到銀行存

起來，或用保單理財。低利率時期，錢存銀行累

積的速度相對比過去慢，所以現在錢都跑到 6 年

繳費的傳統還本壽險及利變壽險。 

小結：台灣地區的儲蓄率從 1990 年開始以來

有逐步下降的趨勢，台灣人很愛存錢，國民儲蓄

毛額預估將升至新台幣 6.1兆元，創下28年新高。

理論上在低存款利率時，想法是「反正存錢利息

也只有皮毛，乾脆把錢拿去花」。但其實並非如此，

如圖 4 所示，民眾在低利率時代，依然存錢，不

願意冒風險，以存錢達到心目中的財富目標，為

退休生活做準備，前者只是消極任由存款生息，

後者是為了生活目標，積極達成財富自由，甚至

持盈保泰，安穩地傳承給下一代，南山人壽問卷

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有 51.3％選擇儲蓄定存，24

％的人會用保單累積資產，民眾有閒錢，就想要

放到銀行存起來，或用保單理財。 

 

 
圖 4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比率與儲蓄

率歷年趨勢圖(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3. 研究方法 

3.1. 調查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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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是以問卷調查為研究方法，問卷依據

研究目的、文獻探討並參考蘇振惟(2016)、楊婷婷

(2006)、張詠晴(2015)等人之相關問卷量表，編修

之「儲蓄理財調查」為主要研究工具。問卷內容

包含二個部份，第一部份：儲蓄理財調查；第二

部份：基本資料。內容分述如下： 

3.3.1. 儲蓄理財調查 

主要在瞭解受測者的理財行為、認知、看法。

本問卷採用問答式單選題、複選題。 

3.3.2. 基本資料 

本研究問卷之基本資料部份包括性別、年齡、

婚姻狀況、平均月收入、教育程度、職業、家中

小孩狀況等共 7 項基本資料選項。主要目的在瞭

解受測者個人的背景變項資料。 

3.3. 資料收集 

主要以 Google 雲端硬碟傳送電子表單式的

問卷給研究對象，並以紙本問卷為輔，共收到 109

份，有效 105 份，無效 4 份，有效的 105 份中以

有儲蓄習慣的 84 份為研究對象，無儲蓄習慣的

21 份不列入研究對象，篩選後的資料連結 Excel

做數據統整、SPSS 21 軟體分析。 

3.4.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以有經濟能力或有家庭的人為研

究對象，不考慮無工作收入的學生族群，限定在

屏東、高雄兩地區，以兩地區的居民為研究對象，

透過問卷調查，了解該地區的儲蓄行為。 

3.5.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下列分析方法，並使用 SPSS 21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 

3.5.1. 敘述性統計分析 

敘述性統計是用以瞭解受測者儲蓄理財調查、

基本個人資料各部份填答情形，包括性別、年齡、

婚姻狀況、平均月收入、教育程度、職業、家中

小孩狀況等變數以及儲蓄工具、儲蓄目的、達成

理財目標、記帳優點、理財規劃改變等資料，以

個數、百分比的方式統計。藉此瞭解樣本結構及

受測者背景變項分布情況。 

3.5.2 複選題分析 

將基本資料對理財工具進行複選題分析，以

便了解各基本變項其所選擇的理財工具，並進而

探討該高雄、屏束地區民眾的儲蓄行為。 

4. 實證結果分析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法，並依據問卷作為研

究工具，針對高雄、屏東地區居民進行抽樣調查，

以瞭解其基本背景和儲蓄行為的相關性。本章將

對問卷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以敘述性統計分析

說明實證結果。 

4.1. 敘述性統計分析 

4.1.1. 基本資料分析 

針對本研究樣本之基本資料進行描述性統計

分析，本部份為受測者個人基本資料，並對各變

項做樣本次數分配與百分比分析，以了解樣本分

布的情況。本研究共收到 109 份，有效 105 份

96.33%，無效 4 份，有效的 105 份中以有儲蓄習

慣的 84 份為研究對象，無儲蓄習慣的 21 份不列

入研究對象。在個人基本資料分為 7 個變項，包

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平均月收入、教育程

度、職業、家中小孩狀況。 

（1）性別：男性受訪者佔 48.6%，女性受訪者

佔 51.4%，受訪者女性多於男性。 

（2）年齡：受訪者中年齡狀況得知以 41~50歲

佔 43.8%居多，其次為 51~60歲佔 23.8%。 

（3）婚姻狀況：受訪者中已婚佔 72.4%、未婚

佔 26.7%、離婚佔 1%。 

（4）平均月收入：受訪者平均月收入狀況以

18,001~30,000 元居多佔 26.7%，其次為

30,001~50,000 元 25.7%，最少為 18,000

元(含)以下 14.3%。 

（5）教育程度：受訪者中教育程度以大專/大

學居多佔 37.1%，其次為高中 /高職佔

34.3%，最少為國小(含)以下 1.9%。 

（6）職業：受訪者中職業以服務業居多佔

27.6%，其次為軍/公/教佔 21.0%，最少為

家管佔 9.5%。 

（7）家中小孩狀況：家中小孩狀況以最小的

小孩超過 18 歲佔 43.8%，其次為家中無

小孩佔 33.3%，最少為家中最小的小孩在

18 歲以下(含 18 歲)佔 22.9%。 

4.1.2. 單選題有效資料分析 

（1）儲蓄習慣：109 份樣本中有儲蓄習慣的佔

80.7%，沒有儲蓄習慣佔 19.3%。 

（2）每年儲蓄存入佔收入的比例：受訪者中

以 1~25%佔 52.3%居多，其次為 26~50%

佔 38.6%，最少為 76~100%佔 0%。 

（3）薪資所得每增加 1000 元，儲蓄會增加多

少：受訪者中首要以 100~250 及 260~500

並列佔 35.2%，其次為 510~750佔 12.5%。 

（4）平日記帳習慣：受訪者中平日記帳習慣

明顯沒有沒有記帳習慣以 60.2%高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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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帳習慣 39.8%。 

（5）現在的銀行存款利率滿意與否：受訪者

中對銀行存款利率滿意明顯以不滿意

97.7%領先滿意 2.3%。 

（6）假設存款利率未來持續下跌，會改變理

財規劃嗎？：受訪者中在假設存款利率

未來持續下跌，會改變理財規劃佔 79.5%

居多，不會改變理財規劃佔 20.5%。 

4.1.3. 複選題分析 

各基本資料對理財工具的複選題分析如下： 

(1) 性別 

性別中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目前首選的理財

工具是保險。各性別層認為儲蓄的主要目的是為

了退休生活。男性認為達成理財目標首選的理財

工具為定存；女性認為達成理財目標首選的理財

工具為保險。各性別層在假設未來利率會下降，

而理財規劃會做出改變分別為：男性是減少消費；

女性是選擇較低風險的理財工具。各性別層皆認

為記帳優點為可以了解自己的收支狀況。 

(2) 年齡 

任何一個年齡層目前使用的理財工具皆首

選保險。儲蓄的目的皆是為了退休生活。20~30 歲、

51~60 歲認為達成理財目標所選理財工具是保險；

31~40 歲、41~50 歲、61 歲(含)以上是定存。各年

齡層假設未來利率會下降，而理財規劃會做出改

變分別為:20~30 歲、41~50 歲、51~60 歲是選擇

較低風險的理財工具；31~40 歲及 61 歲(含)以上

選擇高報酬的理財工具。各個年齡層皆認為記帳

優點為可以了解自己的收支狀況。 

(3) 婚姻狀況 

已婚目前使用的理財工具首選為定存；未婚

目前使用的理財工具首選為保險。已婚認為儲蓄

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退休生活；未婚認為儲蓄主要

目的是為了存緊急預備金。已婚認為達成理財目

標首選的理財工具為定存；未婚認為達成理財目

標首選的理財工具為保險。各婚姻況狀在假設未

來利率會下降，而會對理財規劃做出改變分別為：

已婚及未婚皆選擇較低風險的理財工具。各婚姻

況狀皆認為記帳首要優點為可以了解自己的收支

狀況。 

(4) 平均月收入 

平 均 月 收 入 在 18,000( 含 ) 以 下 、

18,001~30,000、50,001~70,000 目前首選理財工具

是保險；平均月收入在 30,001~50,000 首選理財工

具是定存；平均月收入在 70,001(含)以上首選理

財工具是股票。各個收入層皆認為儲蓄主要目的

是為了退休生活。平均月收入是 18,000(含)以下

及 18,001~30,000 認為達到目標的理財工具是定

存；平均月收入是 30,001~50,000及 50,001~70,000

認為達到目標的理財工具是保險；平均月收入是

70,001(含)以上認為達到目標的理財工具是股票。

各個收入層在假設未來利率會下降，而理財規劃

會做出改變分別為：平均月收入是 18,000(含)以

下、18,001~30,000、50,001~70,000 會減少消費；

平均月收入是 30,001~50,000及 70,001(含)以上會

選擇較低風險的理財工具。各個收入層皆認同記

帳主要優點可以了解自己的收支狀況。 

(5)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是國小(含)以下及國中目前首選

的理財工具是定存；高中/高職、大專/大學、研究

所(含)以上目前首選的理財工具是保險。各個教

育程度層皆認為儲蓄主要目的是為了退休生活。

教育程度是國小(含)以下、國中、高中/高職認為

達到目標的理財工具是定存；教育程度是大專/大

學、研究所(含)以上認為達到目標的理財工具是

保險。各個教育程度層在假設未來利率會下降，

而理財規劃會做出改變分別為：教育程度是國小

(含)以下、高中/高職、大專/大學會減少消費；教

育程度是國中、研究所(含)以上會選擇較低風險

的理財工具。各個教育程度層皆認同記帳主要優

點可以了解自己的收支狀況。 

(6) 職業 

職業是商業、家管、農/林/漁/牧目前首選的

理財工具是定存；工業、軍/公/教、服務業、其他

目前首選的理財工具是保險。商業、工業、軍/公

/教、服務業、家管、農/林/漁/牧層認為儲蓄主要

目的是為了退休生活。其他則認為儲蓄主要目的

是為了緊急預備金。職業是商業、服務業、家管、

農/林/漁/牧認為達到目標的理財工具是定存；工

業、軍/公/教、其他達到目標的理財工具是保險。

各個職業層在假設未來利率會下降，而理財規劃

會做出改變分別為：職業是商業、工業、軍/公/教、

家管、農/林/漁/牧、其他會選擇較低風險的理財

工具；職業是服務業會減少消費。各個職業層皆

認同記帳主要優點可以了解自己的收支狀況。 

(7) 家中小孩狀況 

家中小孩狀況是最小的小孩在 18歲以下(含

18 歲)目前首選的理財工具是定存；家中小孩狀況

是最小的小孩超過 18 歲、無小孩目前首選的理財

工具是保險。家中小孩狀況是最小的小孩在 18 歲

以下(含 18 歲)儲蓄主要目的是為了子女教育基

金；家中小孩狀況是最小的小孩超過 18 歲、無小

孩儲蓄主要目的是為了退休生活。家中小孩狀況

是最小的小孩在 18 歲以下(含 18 歲)認為達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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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理財工具是定存；家中小孩狀況是最小的小

孩超過 18 歲、無小孩認為達到目標的理財工具是

保險。各個家中小孩年齡層在假設未來利率會下

降，而理財規劃會做出改變分別為：家中小孩年

齡層均會選擇較低風險的理財工具。各個家中小

孩年齡層皆認同記帳主要優點可以了解自己的收

支狀況。 

5.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問卷調查以高雄、屏東地區為主，根據統

計顯示，在高雄、屏東地區青壯年人儲蓄行為中，

樣本主要集中在女性，年齡大多在 41~50 歲，已

婚，平均月收入 18,001~30,000 元，教育程度大專

/大學，職業服務業，家庭中最小的小孩超過 18歲。 

由單選題有效資料分析表調查發現 109 份樣

本中有儲蓄習慣的佔 80.7%，將年收入的 1~25%

拿去儲蓄佔 52.3%居多。假如月收入每增加 1,000

元，增加儲蓄金額以 100~250 元及 260~500 元並

列佔 35.2%，平日記帳習慣明顯以沒有記帳習慣

以 60.2%高於有記帳習慣 39.8%。對銀行存款利

率滿意明顯以不滿意 97.7%領先滿意 2.3%。受訪

者中在假設存款利率未來持續下跌，會改變理財

規劃佔 79.5%居多，不會改變理財規劃佔 20.5%。 

由匯集交叉分析總表調查發現，不論是男女、

年齡、婚姻狀況、平均月收入、教育程度、職業、

家中養育小孩年紀，目前使用的理財工具及為達

成理財目標所選的工具除了收入在 7 萬以上選擇

股票外，均選擇偏向保守的定存、保險，也均同

意記帳可以瞭解自己收支狀況。 

➢ 男女、各年齡層、已婚、各個收入層、教育

程度、除商業、工業、軍/公/教、服務業、家

管、農/林/漁/牧、家中小孩狀況是最小的小

孩超過 18 歲、無小孩認為儲蓄主要目的是為

了退休生活。 

➢ 未婚、職業及其他，則認為儲蓄目的是為了

存緊急預備金。 

在預期未來利率會下降，而男女、年齡、婚

姻、平均月收入、職業、家中小孩年紀大小，會

在理財規劃中做出首要改變為： 

➢ 減少消費： 

 男性 

 平均月收入 18,000(含)以下、

18,001~30,000、50,001~70,000 

 教育程度是國小(含)以下 

 高中/高職、大專/大學 

 職業是服務業 

➢ 選擇較低風險的理財工具： 

 女性 

 20~30 歲、41~50 歲、51~60 歲 

 已婚及未婚 

 平均月收入 30,001~50,000 及 70,001(含)以

上 

 教育程度是國中、研究所(含)以上 

 職業是商業、工業、軍/公/教、家管、農/

林/漁/牧、其他 

 家中小孩年齡不論最小在 18 歲以上或以下 

➢ 選擇高報酬的理財工具： 

 年齡 61 歲(含)以上 

由研究結果可以發現青壯年人中不論是男

女、年齡、婚姻狀況、平均月收入、教育程度、

職業、家中養育小孩年紀，目前使用的理財工具

及為達成理財目標所選的工具除了收入在 7 萬以

上選擇股票外，均選擇定存、保險，反應出 109 份

樣本中有 84 份中偏好定存與保險；對銀行存款利

率滿意明顯以不滿意 97.7%大於滿意 2.3%，但是

在理財工具及達成理財目標上工具首要選擇皆定

存、保險，顯示出大部分人並不滿意銀行存款利

率但是工具上選擇還是把定存納入選擇，或者選

擇跟定存意思相差不遠的保險，圖 1 儲蓄毛額上

升及圖 6 南山人壽問卷調查「如何累積夢想金」

相符民眾偏好定存或保單理財。 

由調查問卷中可以發現不論是男女、各年齡

層、已婚、各個收入層、教育程度、除商業、工

業、軍/公/教、服務業、家管、農/林/漁/牧、家中

小孩狀況是最小的小孩超過 18 歲、無小孩認為儲

蓄主要目的是為了退休生活；未婚、職業：其他，

則認為儲蓄目的是為了存緊急預備金。 

由調查問卷中可以發現在預期利率未來會下

降，會改變理財規劃中以 79.5%佔居多，首要考

慮條件為選擇減少消費及低風險理財工具，僅年

齡 61 歲(含)以上選擇高報酬理財工具；不會改變

理財規劃佔 20.5%，顯示出大部分的人風險偏好

較低，在預期利率未來會下降越要減少消費把錢

留在身邊或者以低風險工具為主。 

5.2. 研究建議與限制 

（一）本研究因受制於相關素考量，本抽樣以

高雄、屏東民眾為範圍，因此建議後續

研究者就地區進行使研究結果更具代

表性及參考價值。 

（二）本研究因受制於相關因素考量，本抽樣

樣本明顯較少，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增

加抽樣樣本數進行使研究結果更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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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及參考價值。 

 

圖 6  問卷調查「如何累積夢想金」(資料來

源：南山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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