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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模糊層級分析法於福州市大學生創業因素之研究 
The Application of FAHP on the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in Fuzhou 

王建驊a    張哲彰b    蔡介原c 

摘要 

目前大學生的創新就業工作不僅關係到大學生個人的職業發展和人生歷練，還關係到國家創新能

力的提升、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甚至還關係到社會的穩定。雖然許多學者們對於創業及相關的衍生

問題做過許多研究，但以家庭環境及個人因素方面的探討，卻寥寥無幾，但其重要性卻不可忽略。因此，

本研究採用模糊層級分析法，以福州市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做深入探討。結果發現，個人能力是創業

的最重要因素。就整體權重而言，團隊合作能力、人際關係能力及父母的教養方式，是大學生創業的

重要準則。 

關鍵字：創業、模糊層級分析法、大學生 

ABSTRACT 

Now the innovative work of college studen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life 
experience of college student,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innovation abil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even the social stability. Although many scholars 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related issues, there are few discussions o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personal factors, but their importance cannot be ignored.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s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AHP) in depth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Fuzhou. The results showed personal abi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nd in criteria, teamwork ability, interpersonal ability and parenting style are important 
criteria for college student entrepreneurship.  

Keywords：Entrepreneurship,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AHP), college students 

 

1. 前言 

由於全球經濟低迷，大學畢業幾乎就是失業

的情況十分嚴重，很多國家都鼓勵「創業」。但是

要一個走出校門的學生去「創業」，必須由社會和

國家大力輔導，才能鼓勵青年人提起「創業」的

信心勇氣。自從中國在十七大裡提出要創業帶動

就業後，對創業的研究則是瞭解大學生創業的特

徵和規律，並促使創業教育更具針對性，更有實

用性。但與其他國家相較之下，中國大學生的創

業現狀基本表現為”三低”的情況－亦即創業率

低、創業成功率低以及創業層次低。 
根據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部勞動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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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針對2001年至2015年中國全國大學畢業生

人數的趨勢進行總結，可以繪製下圖。 
由圖1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國大學畢業生從

2001年的114萬人增加至2015年的749萬人，其增

長了5.5倍之多。雖然2013年還被稱為是“史上最

難就業年＂，但與2015年相比之下；大學畢業生

又增加了50 萬人，再加上之前幾年畢業未工作的

畢業生，中國就業形勢不容樂觀。曾有專家預測：

預計2016至2020年，中國可能新增6000萬失業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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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001年至2015年中國大學畢業生人數(單位：萬人) 

目前中國大力宣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但是

大學生創業成功率依舊偏低，而經驗少、知識掌

握不完全以及工作所要求具備的能力弱是主要原

因。高校裡所教導的創業教育正好是提升大學生

相關能力的一條重要途徑，能幫助學生改變習慣

性接受的被動性，提升學生學習新事物的自主性。

但是目前國內高校的創業教育簡單且相互仿照，

再加上應用時間短，未能實現創業教育與地域特

色結合，以及推動創業教育特色化發展；因而由

創業教育所帶動的創業經濟很難有著重大的突

破。 

截止目前為止，已有許多研究探討著大學生

創業的意願，然而以家庭環境與個人因素的觀點

來探討影響創業因素則寥寥無幾；因此，本研究

以據此要點來進行相關文獻的彙整與分析，初步

擬定創業因素的準則；藉由專家訪談的方式，建

構出影響大學生創業因素的評估架構。其次，透

過模糊層級分析法的應用，分析福州市五所大學

共22位已創業成功的大學生，進而取得大學生創

業因素的影響權重，再據此提供具體建議，以期

望能對大學生成功創業有著實質上的幫助。 

2. 文獻回顧 

由於在校或剛畢業不久的大學生具有年輕、

創造力強、比較欠缺社會經驗等特徵，在創業中

表現出的特質與普通創業者有著很大的差異。如

范巍和王重鳴研究杭州的大學不同學歷層次的大

學生和一些畢業不久的往屆畢業生創業意向的影

響因素，並得出結論，大學生的責任認真性、經

驗開放性和自我功效感的維度對其創業意向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環境因素有差異的個體在創業意

向上也存在顯著差異，個人背景不同創業意向存

在顯著差異(范巍與王重鳴，2004)。而在賀丹所構

建的大學生創業意向的影響因素的概念模型，在

實證研究中把大學生的性別、出生地、科系作為

控制變數來研究性格、態度、經濟條件等因素對

創業者創業意向的差異性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大

學生的性格、態度、決策力、獲取資源便利性、

經濟實力都會影響大學生的創業意向，還提出大

學所在地區是影響其創業意向的主要因素(賀丹，

2006)。在楊永超和章飛的研究裡，他們通過構建

創業意向的影響因素模型研究創業意向的影響因

素，其研究歸納出個體的特質是影響個體創業意

向的基礎因素；個體所處的創業環境是影響個體

創業意向的外部因素；個人背景和個人特質通過

影響創業態度進而影響創業意向，創業意向能對

創業行為合理預期(楊永超、章飛，2010)。 

另外，劉敏以2014級的大學畢業生來分析大

學生創業意向，其結果發現大學生創業意向的水

準不高，處於中等水準；而在創業環境方面因素、

大學生個體方面因素、學校方面因素與家庭方面

因素等都是影響大學生創業意向的顯著要素。但

各個因素對大學生創業意向影響的程度和穩定度

則存在較大的差異；其中，創業環境方面因素與

個體方面因素對大學生創業意向的影響程度較

大，穩定性也較高。而學校方面因素與家庭方面

因素對大學生創業意向的影響程度較小，穩定度

也相對較低(劉敏，2016)。而王建紅則以中國文化

為背景，以上海海外歸國人員為樣本，以個體資

源及特質因素、環境勸導因素作為創業自我效能

的前導因素，以創業自我效能感作為仲介變數，

深入探討海歸創業的自我效能對創業意向之影

響，並提出了“創業自我效能感－創業意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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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機制模型(王建紅，2011)。其中，個體資源狀

況指個體自身所擁有的資源狀況，包括性別、年

齡、學歷、專業、創業經歷、工作經歷、家庭背

景、創業教育狀況等;個人特質包括自主性、適應

性、創新性、成就動機及風險偏好等五個維度;環
境勸導因素包括個體資源環境和行業(或社會)資
源環境，前者主要為個人周邊的環境支持等微觀

層面，後者主要是政府政策、稅收、行業、社會

支持等宏觀方面。然而，對創業意願產生影響的

因素包括很多方面，例如家庭因素、成長環境、

創業教育，社會文化等等。正如黃德祥所言：個

人的智慧、性別角色、道德、人格、自我概念與

生涯等皆是個人因素的影響範疇(黃德祥，2008)。
因此，本研究確信家庭因素與個人因素對於創業

意向有著不可忽視的驅動作用。故本研究也將從

個人因素與家庭因素入手，探討其對大學生創業

意願的影響。 

 2.1. 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這一個創業因素的生成是不容忽

視。吳啟運等人提出，人格特質就是個人心理思

維及行為模式的綜合體，亦是個體對壓力源的感

受或壓力源對個人的主觀意識(吳啟運等人，

2008)。他們在“大學生個人特質對創業傾向影響

的調查研究＂中，選取包括冒險性、風險承擔力、

威信、親和力、創新性、控制力、精力、幹練、

獨立性、經驗、成熟度、社會經歷等12個指標作

為研究個人特質對青年創業傾向影響的調查指

標。在Steve Mariotti一書裡他認為以下這12種素

質是創業者需具備的素質:核心競爭力、適應性、

積極樂觀、團隊協作能力、目標性、踏實肯幹、

領導能力、頑強堅持、溝通交流、冒險精神、接

受能力和廣博的知識面(李璞良，2001)。同時，在

鐘坤峰與萬紅的研究裡表示出創業者獨特的人格

特質，其包括了成就動機、冒險傾向、創新性、

控制欲、自我效能感、領袖氣質、責任感、經驗

開放性等特徵(鐘坤峰、萬紅，2010)；甚至還有學

者研究認為，冒險性、風險承擔力、創新性、領

袖氣質是青年是能否成為成功創業者的重要因

素。 

因此，本研究將擇取與創業比較有關的創新

意識、冒險精神、抗壓能力，三個準則來探討人

格特質。 

2.2. 個人能力 
國內學者大多認為在創業方面的個人能力的

構成主要集中在創業教育領域（如馬月才與王棠

(2003)對個人能力的描述）和創業管理領域（如唐

靖和姜彥福(2008)對個人能力的描述），其相關內

容如表1所示。 

表 1:個人能力的構成要素研究 

研究代表專家 個人能力構成要素 

馬月才、王棠 
(2003) 

決策和決斷能力、理財能力、

行銷能力、談判能力、溝通能

力、創意能力、組織能力、專

業能力 

唐靖、姜彥福 
(2008) 

機會能力與運營管理能力 

在李威龍的研究裡，針對國外的一個研究部

門於1992年對數千名最高管理層人員與企業總經

理的調查結果表明，創業者最重要的十四項素質

與能力如下表，排序方式是按重要程度(李威龍，

2013)，其內容如表2所示。 

表 2:創業者個人能力與素質排序表 

1.財務管理經驗與能力 8.行業及技術知識 
2.交流與人際關係能力 9.領導與管理能力 

3.激勵下屬的能力 
10.對下屬培養與選

擇能力 

4.遠見與洞察能力 
11.與重要客戶建立

關係的能力 
5.自我激勵與自我突破 12.創造性 
6.決策與計畫能力 13.組織能力 
7.市場行銷能力 14.向下級授權能力 

借鑒眾多文獻，因而本研究將個人能力的構

成要素分為執行能力、人際關係能力、團隊合作

能力三個準則。 

2.3. 家庭環境 
家庭環境是一個人出生後直接接觸到生存場

所，屬於社會微觀環境。它直接影響著每個人生

理心理的發展，及滿足著人們最基本發展的需求，

它也是人們與社會這一宏觀環境相連的基礎環節

(何劍，2000)。1986年，美國心理學家R. Moos與
B. Moos提出家庭環境量表(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FES)，從整體上反映出家庭裡各成成員的互

動關係以及家庭環境的整體特徵，其內容有10個
分量表，分別評價家庭的10個方面的特徵，即親

密度、情感表達、矛盾性、獨立性、成功性、知

識性、娛樂性、道德宗教觀、組織性和控制性等

(Moos & Moos, 1986)。1991年以來，中國學者鄒

定輝等人(1999)對家庭環境量表中文版(FES-V)
先後進行三次的修改，已經具備了良好的效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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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一致性，並建立了中國常模。目前關於家庭

環境的研究一般都採用該量表。而在本研究裡，

家庭環境分成隱性因素與顯性因素(汪玉敏，

2014)。隱性因素又稱為家庭軟環境，係指由父母

和孩子所組成的家庭環境，如父母婚姻狀況、父

母教養方式、親子關係及家庭所有成員組成的家

庭環境；主要是指家庭環境量表中所包含的10個
因素。而在本研究裡，家庭隱性因素著重在於分

析家庭控制性、家庭關係性、家庭知識性以及家

庭娛樂性等四項準則。另外在顯性因素方面，又

被稱為家庭硬環境，係指父母親的文化程度、職

業、經濟狀況、家庭類型狀況等。在本研究裡強

調的是家庭環境的外顯因素，故分為對社會資源

掌握、父母的能力、父母的教養方式等三個準則

來進行分析。 

2.5. 模糊層級分析法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是由美國賓州匹茲堡大學Saaty教授所提出的

(Saaty, 1980)，其應用於優先順序的決定、資源規

劃、分配及投資組合等方面。之後更提出一套完

整的方法論，目的在於將複雜的問題有系統化地

加以簡化，利用層級結構將問題作層級分析，並

透過量化的判斷，尋得脈絡加以綜合評估，以提

供決策者選擇適當方案的完整資訊，減少決策錯

誤的風險(鄧振源、曾國雄，1989)。 

其次，Zadeh教授於1965年提出模糊集合理論

(Fuzzy set theory)(Zadeh, 1965)，認為人類有著主

觀的想法、推論及對週遭事物的認知其具有相當

程度的模糊性，因此以模糊邏輯觀念來描述事物

的優劣與情況，以彌補傳統二值邏輯(非0即1之觀

念)描述事物的缺點。模糊集合係用來表示界限或

邊界不分明之特定性質事物之集合，並以隸屬函

數(Membership function)來描述某個元素屬於某

個集合之程度，其數值是介於 0 到 1 之間

(Zimmermann, 1996)。 

有鑑於層級分析法無法克服決策時所伴隨模

糊性之缺點，Laarhoven & Pedrycz (1983)便將層

級分析法加以演化，發展出模糊層級分析法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AHP)；其將三

角模糊數(Triangular fuzzy number)直接代入成對

比較矩陣中，以防在處理準則衡量、判斷等過程

中所產生之模糊性問題。FAHP以區間值(Interval 
value)來取代傳統AHP之精確值(Exact value)，讓

專家於決策時能以較人性化的尺度評估問題，並

給予評估項目比較值 (Laarhoven & Pedrycz, 
1983)。 

3.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3.1.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是採用模糊數學分析法，來針對所收

集的有效問卷 22份資料來進行分析，並以

Microsoft Excel 2010軟體作為資料處理與分析工

具。其問卷裡各項評估指標，利用表3以三角模糊

數之擷取，將每位受訪者所表達的意見加以轉換，

並以Microsoft Excel 2010進行受訪者意見的整合

與計算各項評估指標之模糊權重值，接著進行解

模糊化(Defuzzication)；待獲得解模糊權重值，並

經由正規化(Normalization)處理後，即可得到各項

評估指標之正規化權重值。最後再進行層級串聯，

以求得層級串聯後各項評估指標之相對權重值，

以建立整體評估指標之權重體系。 

3.2. 模糊層級分析法權重體系之建立 
(一) 建立層級架構：藉由彙整相關文獻後，

經由專家訪談後建立出層級架構，如圖2所示。第

0層級表示大學生創業因素之衡量目標，第1層表

示影響主要因素之構面，第2層級表示各構面所涵

蓋的評估準則。 

(二) 設計問卷：以層級分析法之概念，依據

步驟一所建立之層級架構，將問卷設計成因素間

兩兩成對比較之形式，並建立成對較矩陣。 

表 3:兩因素間重要性比較的模糊語意尺度值 

語意變數 模糊數 

同等重要 (1, 1, 2) 
介於二者之間 (1, 2, 3) 

稍微重要 (2, 3, 4) 
介於二者之間 (3, 4, 5) 

重要 (4, 5, 6) 
介於二者之間 (5, 6, 7) 
非常重要 (6, 7, 8) 

介於二者之間 (7, 8, 9) 
極為重要 (8, 9, 9) 

資料來源：謝琦強等人(2008) 

(三) 建立模糊正倒值矩陣：以三角模糊數

ijM
~

來表達每位受訪者意見的語意值，即可進一

步建立模糊正倒值矩陣A。 

[ ]; ( , , ); , 1,2, ,ij ij ij ij ijA A A l m u i j n          (1) 

(四) 群體整合：本研究採用Buckley(1985)所
建議之幾何平均數來整合受訪者之意見，其整合

公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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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算模糊權重值：先計算幾何平均值

iZ
~
，再求取模糊權重。 

niaaaZ n
iniii ,,2,1,)~~~(

~ /1
21     (3) 

1
21 )

~~~
(

~~  nii ZZZZw    (4) 

(六) 解模糊化(Defuzzication)：本研究採用

Teng & Tzeng(1993)所提出之重心法進行解模糊

化。其解模糊權重值的計算過程為： 

ijijijijijij llmluDF
~

3/)]
~~()

~~[(    (5) 

(七) 正規化(Normalization)：其計算過程如

下所示： 

 ijiji DFDFNW /   (6) 

(八) 層級串聯：經由前述步驟，可求得在第

0層最終目標之第1層第i個主要構面的權重以及

第1層第i個主要因素之下第2層第j個評估指標的

權重。若要進一步求得在第0層最終目標下之第2
層第j個評估指標之權重NWj，則必須進行層級串

聯，其串聯方式如下： 

NWj = NWi × NWij  (7) 

3.3. 研究架構之建立 
參考過去的大學生創業之相關文獻(馬月才、

王棠，2003；范巍、王重鳴，2004；賀丹，2006；
唐靖、姜彥福，2008；吳啟運等人，2008；楊永

超、章飛，2010；鐘坤峰、萬紅，2010；王建紅，

2011；陳甦彰、宋明鴻，2011；李威龍，2013；王

國偉，2014；汪玉敏，2014；丁鐸，2015；劉敏，

2016)後，自行先彙整出雛型架構；在所建立的雛

型架構裡共有四個構面，十五個準則。為了使研

究架構能更具有專家效度，便訪談了四位具有帶

領學生創業經驗與參加創業競賽的專家教師群

(工商管理專業教師張老師、工商管理專業教師王

老師、工程管理專業陳老師、福建省平潭市創業

基地負責人吳老師)，並依其雛型架構加以討論、

修改，以建立本研究之正式架構(如圖2所示)。 

3.4. 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共分為四項衡量構面，分別為人

格特質、個人能力、家庭隱性與家庭顯性，共有

13個衡量題項。 

3.5. 研究對象 
由於已創業成功的大學生數量略少，因而以

福州市大學城附近的五個學校為主，其問卷發放

給已創業成功的大學生來填寫，其調查時間為

2017年9月11日至10月20日。 

(一) 發放給福建工程學院已創業成功的大

學生填寫問卷，共發出20分，回收10份，回收率

達50%；其有效問卷僅6份，有效率達60%。 

(二) 發放給閩江學院已創業成功的大學生

填寫問卷，共發出20分，回收11份，回收率達55%；
其有效問卷僅4份，有效率達36%。 

(三) 發放給江夏學院已創業成功的大學生

填寫問卷，共發出20分，回收9份，回收率達45%；
其有效問卷僅3份，有效率達33%。 

(四) 發放給福建師範大學學院已創業成功

的大學生填寫問卷，共發出20分，回收10份，回

收率達50%；其有效問卷僅4份，有效率達40%。 

(五) 發放給福建農林大學已創業成功的大

學生填寫問卷，共發出20分，回收8份，回收率達

40%；其有效問卷僅5份，有效率達63%。 

 

圖2:本研究之正式架構 

4. 分析結果 

經依模糊層級分析法流程操作各步驟分析作

業，即可得到第二、三層級評估構面權重評估及

第三層級準則整體權重排序如表4所列。可發現

「個人能力」構面最受重視，其次為「家庭顯示」

構面，第三為「人格特質」構面，最後才是「家

庭隱性」構面。然而光「個人能力」的構面權重

值就高達0.751，其餘三項的權重值合計僅0.249；
這說明了個人能力是影響大學生創業的最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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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由於創業者對自身能力的增強與認可，不在

創業意向上態度明確，擁有判斷抉擇能力，堅決

果斷，善於分析，具備足夠的創業能力，才會較

大程度上擁有創業意願。相對地，權重值最低的

構面－家庭隱性僅占4.7%；這並不表示該構面影

響大學生的創業意願小。家庭顯性因素伴隨著孩

子的成長，但在資訊化的時代，當孩子隨著時間

慢慢長大，接受的資訊多元而複雜，受外界不同

環境的刺激，家庭顯性因素這一指標與其他因素

融合在一起，對成為青年創業意願的影響力自然

變小。 

至於在整體權重方面，居於前二位是團隊合

作能力與人際關係能力，這都屬於個人能力構面。

因而在創業過程中，創業者擁有團隊合作能力被

認為是創業專案成功的前提。由於所調查的對象

全部是大學生的學歷，透過學校和網路的環境裡

必然接觸許多發散思維，是具有豐富想法的年輕

人。然而，如果人際關係能力不強，或無法組成

有能力的團隊，那麼創業項目存活下來的機會渺

茫。因此，團隊組成及人際關係是創業成功的基

石。其次，排序第三、第四的準則則是父母教養

方式與掌握的社會資源，而這二者是屬於家庭顯

性環境的構面。隨著中國經濟的不斷發展，人民

道德素質和生活水準也有很大的提高；父母大多

溺愛孩子，孩子的要求很容易得到物質上的滿足，

這會令學生在童年時期遇到的挫折較少，缺乏積

極進取的動力。或是在嬌寵環境成長起來的學生

抗壓能力不強，在面對困難時容易產生悲觀的態

度。再加上父母過度的限制干涉孩子的生活，往

往以傳統威權要求孩子按照既定的生活軌跡生

活，或者是父母與孩子缺乏溝通交流，家庭氛圍

呈現緊張狀態。因而在研究裡發現家庭環境的父

母教養方式與所掌握的社會資源，是能影響到大

學生的創業意向。 

另外，從結果裡也發現，父母的能力、家庭

娛樂性、家庭控制性這三項準則是權重值較差的

幾個準則，但這並不能表示這些準則對大學生的

創業意向沒影響。現今社會人際交往頻繁，人類

的生活也離不開群體；再加上網路資訊的發達，

孩子的娛樂性往往可以從身邊朋友、學校或在互

聯網社群等方面體現出來，故此家庭娛樂性相對

重要性融合在其中，無突出表現。同理，互聯網

同樣可以接受到各種各樣的資訊，會逐漸使其價

值觀發生改變；創業的資源除父母外，社會有著

豐富的管道能支持大學生創業。因此在豐富的資

源條件下，使得父母的能力及家庭控制性這兩個

準則對大學生的創業意願影響變得不是特別重

要。 

最後從研究亦發現，抗壓能力、家庭關係性、

執行能力、創新意識、家庭知識性、分居5-9順位，

並且多隸屬家庭隱性及人格特質兩個構面。足見

這兩個構面對大學生創業的影響，雖然沒有居前

位，但其影響力仍不言可喻。且縱然是人格特質，

其仍受家庭因素影響，如果大學生成長於知識性

較高的家庭時，透過自我學習、自我思考，其創

新能力便會增加，也能更勇於嘗試創業，不畏艱

辛。 

表 4:各層級準則之相對權重評估及整體排序表 

第二層級評估構面  第三層級評估準則 層級串聯後整體權重值 整體權重排序 
人格特質 (0.072) 創新意識 (0.250) 0.0179 8 

 冒險精神 (0.085) 0.0061 10 
 抗壓能力 (0.665) 0.0476 5 

個人能力 (0.751) 執行能力 (0.037) 0.0275 7 
 人際關係能力 (0.217) 0.01631 2 
 團隊合作能力 (0.746) 0.5606 1 

家庭隱性 (0.047) 家庭控制性 (0.021) 0.0010 12 
 家庭關係性 (0.826) 0.0390 6 
 家庭知識性 (0.140) 0.0066 9 
 家庭娛樂性 (0.013) 0.0006 13 

家庭顯性 (0.130) 掌握到的社會資源 (0.381) 0.0495 4 
 父母的能力 (0.045) 0.0058 11 
 父母的教養方式 (0.575) 0.0747 3 

註：()內為評估準則正規化權重值。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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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論與建議 

在就業形勢嚴峻的今天，很多擁有創業意識

和創業能力的大學生選擇創業的道路，並通過創

業來取得事業上的成功。然而此方式則能帶動其

他大學生加入至創業的隊伍中，在某種程度上減

輕大學生就業的壓力，同時也能為其他大學生增

加就業的崗位。因而，本文透過文獻彙整，擬定

大學生創業因素的雛型，透過專家訪談的方式，

建構出影響大學生創業因素的評估架構。其次，

使用模糊層級分析法，針對福州市的五所大學已

創業成功的學生進行調查研究，其研究成果能對

大學生創業有著實質的幫助。 

另外，本研究也依調查結果提供下述的建議： 

(一) 個人方面： 

從研究裡發現，個人因素在創業的考量上是

不容被忽視。從表4整體權重可以發現，個人因素

對創業的影響更大於家庭因素些，尤其在個人能

力方面，更受到關注。 

（1）對創業而言，大學生應更注重能力的培

養。這裡指的能力，除了代表各專業能力外，也

強調一般能力。如：領導力、溝通表達力、人際

關係能力或團隊合作能力。學校的相關輔導單位

在開設培訓時，應該針對有創業興趣的大學生，

提供有助於專業能力提升的創業課程培訓，並鼓

勵他們多多參與各項創業比賽。通過創業論壇，

網路管道等與同好溝通交流，收集創業資訊，發

散自身的創新創業思維，關注社會創業動態，以

及政府的政策扶持計畫，已順利完成創業準備。 

（2）家庭因素對創業影響力式微。受多元知

識來源影響，父母的能力或家庭隱性關係對大學

生創業的影響愈來愈不明顯。據相關資料顯示，

被調查的創業群中，無論父母有無創業經歷，大

學生們多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自主汲取創業

資源，思考自身的創業意願。因此，社會應支援

這股趨勢，鍛煉年輕人具有獨立完整人格特質，

與獨立思考的能力，擺脫對家庭的依賴，積極提

供與創業企業先進或創業同好學習交流機會，以

有效養成其創業能力。 

(二) 家庭方面： 

雖說家庭因素對創業的影響微乎其微，但對

所有年輕世代而言，其原生家庭地影響仍是不可

忽視。尤其在家庭隱性因素上，其影響往往是不

知不覺但又根生蒂固。因而本研究建議有二： 

（1）營造良好的成長環境。通過本研究發現：

家庭環境對青年成長的影響，不管是否要創業，

營造一個良好的家庭環境，對年輕人身心健康均

衡發展是很重要的。原生家庭均認知到教養方式

的重要性，並積極採取溝通式教養方式，使青年

人身體與心理的成長都受到均衡健康發展。鼓勵

年輕人積極進取的態度，保持對新鮮事物易產生

好奇心，能與他人產生良好的合作關係，遇到挫

折會有積極樂觀的態度。未來在社會上，能與投

資者、員工或合作夥伴等建立健康協作的人際關

係，同時對各種困難的抗壓能力也會提高。 

（2）以身作則，重視創業教育。我國自古強

調身教重於言教，現代青年好奇心強，敢於接受

挑戰，渴望成就一番事業。但真正的接觸社會，

巨大的競爭壓力以及較低的創業成功率，導致青

年養成逃避責任的習性。父母師長應以身作則，

多多鼓勵支持年輕走自己的路,家長自身也應引

導對知識的吸收與探索，養成獨立思考，自我學

習能力，改變以往權威式的教育模式，以激發其

獨立、創新、自主、冒險、勇於面對困難的人生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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