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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人工智慧及機器人的科技快速進步，理財機器人快速進入財富管理的
領域，甚至有許多報告預測理財機器人將會取代理專的工作，許多劵商也開始評
估並採應理財機器人。
本研究目的探討採用理財機器人是否有提升理財專員工作績效，任務及科技
適配對理財專員績效之影響及瞭解理財機器人對工作績效的影響是否會受到員工
個人特質的影響性。研究結果如下：
一、

任務特性顯著影響任務科技配適度

二、

科技特性顯著影響任務科技配適度

三、

自我效能顯著影響使用情形

四、

任務科技配適度顯著影響使用情形

五、

使用情形顯著影響工作績效

六、

部分員工個人特質對理財機器人特性及工作績效具有顯著差異

關鍵字： 行動載具、FinTech、機器人理財顧問、財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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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 technology have progressed
significantly, making robo-advisers enter the area of money management and even
replace financial consultant.

They are also assessed and adopted by many broker

companies.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are to examine whether robo-advisors ca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financial consulta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sk-technology fit.The
task and technology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financial consultant are
studied. Furthermore, the influences of financial consultants’ personal traits are also
investiga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n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ask-technology fit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sks;

2.

Task-technology fit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y;

3.

The use of robo-advisor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self-efficacy of the user;

4.

The use of robo-advisor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fit of task and technology;

5.

The use of robo-advisor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perceived work performance of

financial specialists;
6.

Som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specialists, such as gender and age, had

perceived the task-technology fit of robo-advisors and their work performance.

Key Words: Mobile Device, FinTech, Robo-Advisor, Mone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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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證券市場是企業重要的籌資管道，但是臺灣證券業經營型態正因數位及金融
資訊科技的創新而面臨轉折與改變，經營績效與股市行情及交易量能的關連性相
當高，臺灣證券市場屬淺碟市場大部分證券商營業收入中經紀業務手續費和信用
(融資)交易利息收入占了總收入 70%~80%，又因爭奪市場佔有率而以走低價 2.8
折價格戰策略為主，大幅壓縮原有的獲利空間，近幾年來又因為臺灣證券市場不
合理又偏高的稅費制度影響投資意願，加上境外投資機會增加促使得本土資金大
量外流，臺股的日均量明顯減少直接影響到臺灣證券商的經營績效，且手續費價
格的壓榨空間已有限，過去每日成交量千億榮景已消失殆盡/
國內傳統經紀業務已是一個高度成熟的產業，自民國 77 年起開放，全盛時期
1000 多家到目前 74 家，單 105 年同業經營狀況縮減 53 個營業據點，由剛開始 100%
人工委託交易下單到 2017 年 1 月，人工下單比佔市場成交比率達 52.71%，電子
網路下單比佔市場成交比率達 47.29% (99 年電子網路下單比佔市場成交比率僅占
30%，到了 106 年 1 月網路下單比佔市場成交比率已快速提升至 47.29%)，(交易
所>證券商月報表>)主要原因有下列兩點：
一、

時至今日在行動科技載具和社群媒體的蓬勃發展下，客戶行為和消
費習慣已經轉變，並且對金融機構形成莫大的挑戰，現今全球人口每日
平均花 147 分鐘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台灣更為世界第一，平均每日使
用時間長達 197 分鐘。行動科技的發展改變了消費者的使用習慣，新世
代的消費族群鮮少至金融機構的實體據點，消費者對行動科技載具重度
使用下及依賴，對傳統證券商生態的大幅改變(Millward Brown，
AdReaction，2014) 。

二、

過去兩年證券靠著打 2.8 折手續費低價策略，業績以價取量、佔領
市場佔有率，服務、多元財富商品及海外複委託，溢注獲利成長，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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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力拚轉型證券商財富管理(Money management)業務之主因。
2007~2009 年間的｢經濟大衰退｣ (The Great Recession)及接踵而至的國家主
權債務危機在全球掀起了驚濤駭浪，重創無數的企業與個人，其餘毒依然難解。
這些都是了不起的大事，但沒有一個大過資訊科技產生的影響。
2016 年台股交易量下降，量能創下 15 年新低，許多營業員哀嚎「一整天到
了中午才接到 1 張單，而且是當天唯一的 1 張。」加上金融科技發展，客戶到號
子看盤人數銳減，2016 年國人電子下單比重已達 48％、2020 年更預計可拉高到
70％，券商實體營業處所需要轉型，因此請證交所研究證券商營業據點優化措施，
以降低證券商營運成本並增加收入(證期局，2016)。
上述種種原因，都造就了證券業力拚轉型證券商財富管理業務(Wealth
management)。金管會為券商謀生機宣布，基於國人電子下單比重愈來愈高，券商
據點使用度下降，因此將對券商營業處所放寬兩大項目；一是可以只經營財管業
務、二是可將營業處所分租給異業經營。
資訊科技大浪潮醞釀已久，但近年全速推進，中國大陸互聯網的掘起也見證
了數位科技驚人的發展。反映全球資訊網(WWW)深層變革的｢WEB 2.0｣ 於 2004
年進入大眾的一般用語，掲示出網路內容製造的民主化歷程與應用。2007 年的
iPhone 和 2010 年的 iPad，為蘋果公司(APPLE)的雙重革命，正式為智慧型手機與
平板電腦時代掲開序幕，更實現了人類對行動運算的想像。科技的大躍進真正影
響則是它們對我們生活和工作所帶來破壞性的變革，第一次科技創新為工業革命
之際，蜂擁襲向商業世界,新機器改變了商業、資本主義和人類歷史的軌跡，也因
此現在數位科技的創新也將稱之為｢第二次機械時代｣(新數位力：解密數位時代脫
穎而出的關鍵，2015)。
近年來人工智慧及機器人的科技快速進步，理財機器人快速進入財富管理的
領域，甚至有許多報告預測理財機器人將會取代理專的工作，許多劵商也開始評
估並採應理財機器人。然而，理財機器人是否能夠在財富管理中提供價值，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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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少有相關的研究，因此本論文針對這個問題，由理財專員工作與科技適配的角
度探討理財機器人的採用是否有助於理專的工作績效。
早期資訊管理的相關研究，將任務、科技及個人特性的相關研究歸納為兩類，
第一類的研究強調使用者態度和信念可以預測資訊系統的使用行為，而外在因素
會影響一個人對使用行為的信念；第二類的研究則聚焦在科技和任務之間適配程
度對績效表現的影響，且唯有當所使用的科技能夠支援任務時，才會出現良好的
績效表現。Tjahjono(2009)研究指出，透過使用資訊科技可以顯著提升個人績效，
TTF 一直是資訊管理領域重要理論之一。
在 TTF 一般模式中，科技被認為是用來完成任務的工具，內容除了特定的系
統外，體系中的資訊科技或是電腦相關都納入在科技特性內。本研究因應全球數
位資訊科技的浪潮帶來意想不到的變革，也因網際網路及各項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的成熟與技術蓬勃發展，及行動載具的普及，促使各產業生態鏈也因而改變，科
技正入侵各項產業，國內傳統金融證券資本市場更受為衝擊，且資訊科技數位運
用讓過往資訊傳遞間隔的時間縮短變為更快速，讓資訊更為透明化、即時化並改
善資訊不對稱及不理性的交易之行為，整合金融市場往效率市場趨勢之發展，促
使在金融資本市場證券業所生產的企業價值。
在資訊科技蓬勃發展的環境中，人們常須透過電腦與各種軟體來完成各種不
同的工作與任務，上班時間，投資人忙於處理自己的公事，未必能有時間管理自
己的財富，下班後希望好好理解相關投資業務，但理財專員也已下班、無法聯繫，
加上現在生活壓力愈來愈大，小資族成為投資市場的主要族群，原因在於，除了
國外行之有年外，其投資門檻較為低，且具有隨時隨地皆可以理財之特性，因此
理財機器人（Robo-advisor）的發展便因應而生。此外，理財專員有服務人數上限，
且訓練不易，理財機器人則完全免除證券商的此一困擾，只要科技資訊設備夠強
大，理財機器人一次可服務上萬人，且毫無時間空間的限制。
因此本研究選擇傳統證券商跨轉型財富管理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運用任
務科技配適度探討理財機器人對於員工工作績效之影響，期瞭解現在證券業轉型
3

財富管理業務中，應用創新發想導入理財機器人，會否對員工績效有所提升，並
採用任務科技配適度來加以討論，以作實務營運及後續研究的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期望結論能達到了解國內傳統證券商力拚轉型｢證券商財富管理｣ 在
硬體與政策面(金融資訊科技)發展之同時，能給予台灣證券商轉型之建議採取運
用資訊科技之方向，讓臺灣證券產業再升級時能有其管理知識之依據，也期望臺
灣證券產業能在發展理財機器人的同時，從經紀事業跨足財富管理競爭市場，並
以｢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例，找出其優缺，以利之後發展。主要研究目
的如下：
1.

探討採用理財機器人是否有提升理財專員工作績效。

2.

探討任務及科技適配對理財專員績效之影響。

3.

瞭解理財機器人對工作績效的影響是否會受到員工個人特質的影響性。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下圖所示分成三大階段，首先本研究方法根據過去資料蒐集（資
訊）
：以「文獻分析法」蒐集國內外數位金融發展現況、趨勢建立理論架構，探討
影響員工工作績效之因素，步驟包含了研究主題的確定、相關文獻探討及最後的
理論架構建立。第二階段藉由「問卷調查法」瞭解證券業的員工對於理財機器人
在任務-科技適配模式與工作績效之看法，透過問卷的檢測之後做問卷的調整與修
正。最後階段是研究假設的驗證，針對本問卷的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問卷結果分
析以及最後的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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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流程架構

運用任務科技配適度探討理
財機器人對於員工工作績效
之研究
(研究主題)

理論架構的建立
相關文獻探討
研究架構建立

問卷設計
問卷檢測

問卷設計與調查
問卷設計

問卷調查

研究假設的驗證

實證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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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流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內證券商財富管理業務現況
「證券商財富管理」緣起，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94年7月27日金管會
發布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確立了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的法源
基礎；又緣起於私人銀行(Private Bank)，服務的對象為高淨值資產客戶，一般金融
機構針對此高端的客戶會提供專屬的VIP金融服務，除了提供較為隱私的洽談空間
並透過客製化商品投資組合、稅務專家及私人管家服務，讓高淨值的客戶享有更
尊榮專屬的禮遇。在台灣，金融業通常透過廣大的行銷據點並用相對低的門檻標
準(通常為新台幣三百萬元)來協助客戶做中長期的資產規劃，藉由了解客戶現在金
流及未來的資金運用規劃、風險評估，提出一個完整計畫。當然，財富管理的最
高執照為CFP(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擁有此項證照的理財人員除了專精資產
規畫同時也兼顧保險、稅務、法律、退休金等運用，協助客戶做長期財務計畫。
只可惜，雖然CFP 在台灣推廣已超過10年，但大部分的金融機構仍未把這項執照
當作必要項目，以致擁有這項執照的理財人員仍為少數。
「環顧國內近幾年來金融
市場之發展，在面對國際競爭壓力以及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後金融版圖整併下，證
券業無不在金融創新以及客戶服務上精益求精。為強化證券商之競爭力，逐步擴
大證券商業務經營範圍，放寬證券商與其他相關金融機構之策略聯盟－合作推廣
或共同行銷等規範，以持續貫徹自由化與國際化之目標。惟現行實務，目前證券
商僅能在各業務下銷售商品及服務給客戶，無法涵蓋其所有商品或服務，提供資
產配置或財務規劃等服務，俾滿足客戶之理財需求，開放證券商從事財富管理業
務，以提昇證券商經營競爭能力，並達成鼓勵證券商金融創新之目的。」然而因為
無法與銀行一樣以信託架構發展財富管理業務，故推行財富管理業務遇到許多障
礙直到98年9月28日開放證券商得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讓證券商經營財
富管理業務邁前一大步 (證交專論，635期) 。
證券商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證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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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規定，開放證券商 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
之「金錢信託」及「有價證券信託」業務，並以「特定單獨管理運用」、「特定集
合管理運用」、「委託人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之單獨管理運用」及「委託人指定營
運範圍或方法之集合管理運用」四種方式辦理。
金管會為提升證券商經營競爭力，於2007年9月開放證券商從事金錢信託與有
價證券信託業務，截至今年9月共有十家證券商開辦信託業務，分別有日盛、統一、
元富、兆豐、群益金鼎、凱基、華南永昌、富邦、元大、永豐金等證券，總公司
有10家，分支機構有594家；截至105年12月31日止證券商信託總資產規模高達約
新台幣1,339億餘元；其中金錢信託941億餘元（約占66%）
，有價證券信託約398億
餘元（約占34%）
，開戶數約為24.5餘戶，但是金錢信託金額由今年初645億元成長
至736億元，成長率達14%，主要投資標的為國內外基金。投資人可藉由證券商在
投資專業上的強項，投資國內外金融產品，觀察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信託)業務在
103 年出現大幅度的成長外；105年近期國際股市也出現震盪走勢，但國內資金仍
持續流向海外，其中根據券商公會公布，在今年前7個月券商(複委託)成交值已逾1
兆元，較去年同期成長30.63%，證券商財富管理業務人員人數今年來已增加8%等
來看，各券商積極轉型有成，能滿足客戶投資理財的需求也顯示台灣投資人對於
海外投資仍有相當的布局策略 (證券公會年報，2016) 。
也因投資人以電子式交易比重逐年上升，證券商營業員面臨轉型壓力，近年
來證券商經紀業務收入受到網路單2.8折低手續費的影響，隨著投資人開戶與下單
作業逐步電子化，網路下單、行動下單成為證券商與投資人互動的主要方式，營
業員佣金收入大幅下滑，難以吸引新鮮人投入證券產業，導致營業員平均年齡逐
漸老化及臨櫃業務將大幅縮減，而證券商分公司家數過去幾年也逐漸縮減或減營
業大廳範圍以因應投資人臨櫃業務需求減少，現有營業員在臨櫃業務縮減趨勢
下，轉型的問題已迫在眉睫。從圖2-1顯示，過去六年證券商從業人員變化，可以
看出受託買賣業務人員大幅減少的趨勢，從2011年底至2016年11月，全體證券商從
業人員減少10.5%，然而同期受託買賣業務人員大幅減少17.6%人員。為了提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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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更高附加價值服務，許多營業員開始轉型成為財富管理人員，提供客製化的
理財服務，與金融商品銷售服務為主。
且主管機關自2013年起開放證券商受託買賣業務人員兼任財富管理人員。證
券商財富管理業務人員人數由今年初11,172人至今年9月底增加至12,098人，增加
幅度達8.3%，如圖2-1。

圖2-1

2011 年至 2016 年 11 月證券商從業人員變化趨勢

然目前傳統之證券理財顧問，是以寄送、傳真或電子郵件提供給特定者投資
分析報告及投資建議，或對不特定人以報章、電視媒體、網路，提供證券投資價
值的判斷及投資建議。全權委託投資證券之代客操作服務，則是由具有投資經驗
的投顧經理人，針對客戶需求對談，量身訂做而提供一對一的服務。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及從業人員，均受一定程度之監理及規範，以確保服務的專業品質及證券
市場的秩序。
然投資者分做兩大類，法人等機構投資者以及散戶，大多數的個人投資者(散
戶)會因為自己對市場、投資工具及資訊不對稱等不熟悉，而藉由購買基金等方式
委託投信投顧機構投資人代為投資，但投信投顧機構投資人的績效是否會有所增
加。此外，投信投顧機構所提供的投資組合是否適合投資者，如果投信投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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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所提供的那麼好的績效，是否就不會出現有清算基金之情形，此乃 FinTech
產生之原因。以科技為主的 FinTech，深入探討於研究與發展機器人投資顧問
（Robo-Advisor）
，先以風險偏好模型為散戶投資者找尋屬於自己的風險偏好，再
輔以自動化投資增加投資組合之績效表現，加強投資環境的客製化。投資者不僅
能依自己的風險偏好、資產掌握度進行投資，更可透過透明化的操作工具了解自
己的資金明確方向，金錢何去何從，改變了過往的投資模式，也降低了投資門檻
提升了投資介面，有些團隊提出小額投資的方案，有些團隊針對目前券商的手續
費作為商機，提出手續費減免甚至 0 手續費的策略經營方案，且運用時下正流行
的資訊視覺化（infographing）推出數位優化的服務。

第二節 理財機器人
一、理財機器人簡介
張弘一(2017)指出，根據 INVESTOPEDIA 的定義，理財機器人是一種數位平
台，在幾乎沒有人為監督的情況下，自動地透過演算法提供財務規劃服務，並具
有三大特徵：
(一) 消費者直接使用自動化工具，而不需要其他人(或非常少的人)的協助或
介入。
(二) 演算法可依消費者輸入的資訊來運算並產出結果。
(三) 自動化工具所產出之結果為財務建議。
理財機器人結合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Deep Learning)、大數據(Big Data)
分析、演算法等這些分析方法，其中機器學習為人工智慧的一個分支，理論主要
是設計一些讓電腦可以自動「學習」的演算法，可從已知的巨量資料中分析出規
律，並利用其可從已知的巨量資料中分析出規律，並利用其可從已知的巨量資料
中分析出規律，並利用其律對未知的資料進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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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禮祺等(2016)指出，理財機器人的服務內容包括自動化諮詢模式、以及輔
助理財專員諮詢模式，其使用情境為使用者支付月費後，這些機器人將會提供理
財的建議或是提醒，減少使用者花費在理財上的心力，還能辨別及分析投資者的
條件 (例如年齡、性別、能負擔的投資金額等等)，依據源自大數據相關技術、使
用以往的經驗以及數據資料，主動推薦較為適合該投資者的投資產品組合，讓投
資者可以獲得投資相關資訊，並進一步協助投資者分析金融產品或是投資策略的
優劣得失，甚至預估未來的走向，做為參考依據。理財機器人提供投資者產業或
訊息，還能夠於網路上自動搜尋，協助投資者學習相關知識，讓投資者可以獲得
相近產品之間的差異比較資訊。現階段的理財機器人對於過去發生的事件以及預
測掌握度較高，反而對環境中現正發生的事認知不足，因此，未來的理財機器人
服務除原有的參考過去大數據的現有資料外，也在納入大數據技術，增加蒐集網
路上的言論，兌現正發生的事情進行決策的分析。完整的理財機器人會包含「理
財資訊」、「理財知識」、「理財推薦」三大功能，運用雲端科技巨大且可彈性擴充
的資源池的優勢，建置平台基礎設施，讓使用者隨時隨地能夠取得所需服務。
二、理財機器人的機會與限制
劉哲宏(2017)歸納理財機器人之所以得以發展的原因有下列：
(一) 較低的財富管理進入門檻：機器人理財顧問對投資人參與門檻的要求較
一般傳統理財顧問低，因此，多數投資人皆可把機器人理財顧問服務納
入理財選項。
(二) 較低的顧問費用：機器人理財顧問的費用透明，不只是管理費用，包括:
下單手續費，投資標的的挑選，皆以成本最低為主要考量。
(三) 執行具有效率性：機器人理財顧問主要以合理的程式運算，提供投資組
合的調整建議，因此在調整更為明確與即時。
(四) 較有效的風險分散：對於投資組合目前所承擔的風險是否已偏離投資人
的目標，皆有一套標準控管的方式，而投資組合建構亦考量風險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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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理財機器人相對於傳統投顧，發展上仍有侷限之處。理財機器人可提供
投資組合之標的，得包括各種不同之證券、期貨、基金或其衍生性的商品，但對
於投資標的具有複雜、易被人為操縱、高變動性或資訊無法透明的標的，仍不易
發展為理財機器人之資產組合內容。

第三節 國外證券市場運用「金融科技」發展轉型財富管理之現況
根據花旗銀行 2016 年 3 月發表之「Digital Disruption」研究報告，2015 年，
全球對金融科技領域新創公司之投資金額達 190 億美元，不僅較 2014 年的 120
億美元大幅成長，相較於 2010 年 18 億美元更大幅成長 10 倍以上，而投資領域主
要集中在支付、財富管理等。又根據 KPMG 及 CB Insights 共同發布的 2016 全球
金融科技趨勢報告，預估 2016 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資金額將達到 300 億美元，相較
於 2015 年 191 億美元將成長 57%。2015 年，金融科技投資案件集中在支付業務，
預計 2016 年也會持續發燒，不過，更特別的是，金融科技投資開始瞄準醫療保險
及鑑識技術。該報告同時也指出，隨著科技發展，客戶與銀行之間的往來管道將
轉移到行動端，銀行分支機構及從業人員的需求將越來越少，預計在 2015 ~ 2025
年間，銀行業將裁減 30%的人力。
因此，金融科技新創企業對於傳統金融機構的影響不容忽視，並綜合性其提
供的創新服務之特性：
1.

資本要求低：在金融科技化下，金融業者及非金融業新創業者不必再像
過去經營銀行一樣，至少需要先擁有龐大的資本額才能申請金融商業銀
行執照，許多非金融業新創公司僅只利用開放的巨量資料開發出一款新
的資料分析工具、APP 或新的商業模式，相對於剛起步的新進業者而言，
產業進入障礙大幅下降，也因此對於客戶的開戶條件的要求也不如商業
銀行、證券業者來得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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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臺導向：觀察其他國家數位金融發展趨勢，許多都是由平臺業者導入，
如阿里巴巴與京東商城等以電子商務平臺發展金融服務，騰訊旗下的微
信以通訊軟體為基礎發展第三方支付平臺。平臺業者聚集眾多使用者，
並將金融服務與日常生活結合，如支付寶最初與線上購物結合，而微信
支付以好友間收付款為出發點，發展創新金融服務。因此，金融業者可
能就必須透過與其他產業合作，結合食衣住行育樂，將金融服務融入消
費者的日常生活當中，如此才能有效增加使用者黏著度。

3.

資訊密集：因為目前大多資訊都是透過網路等電子化的傳播，在數位金
融科技發展下，相對於過去，一般大眾不僅能夠更快速地蒐集到所想要
的資訊，資料的種類來源也更加多元，因此要如何能夠將這些訊息堆中，
以最快的速度找出真正有效有意義的資訊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除了要給
與客戶專業的投資建議外，也必須具備更多資訊處理能力。

4.

降低成本：相對於傳統金融業多以人力提供服務，數位金融科技可以將
諸多業務內容移至網路，客戶可以透過自動化的服務即可完成，對於雙
方都減少不少成本，客戶不須親自到券商辦理服務，券商也可以減少相
關業務的人力需求，如此可以將節省下來的資源，投入開發出其他多元
服務。

目前國外已有轉型成功之案例，如：美國 Charles Schwab (嘉信理財)，自
FinTech 發展以來，國外領先市場已有不少券商成功轉型財富管理，其中美國
Charles Schwab 的案例相當值得借鑒，分析其發展歷程及轉型策略作為案例分享
參考之依據。
Charles Schwab 為一間總部設在舊金山的金融服務公司，創立於 1970 年 local
當地小證券商，提供銀行、證券及資產管理等服務，其線上交易平台銷售各式金
融投資商品，包含股票、期貨、基金及固定收益投資等，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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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並晉身為美國金融市場上金融服務的領航者，30 年間經歷了數次的轉型及
業務改革創新，透過歸納 Charles Schwab 營運策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階段一：1975-2001 推出低價策略(低手續費率 )搶佔市場
在 1970 年代初期美國政府開放券商自由調整手續費率後，剛成立的 Charles
Schwab 即利用客服中心的「集中化接單策略」減少傳統營業員人工接單成本及錯
帳風險，大幅壓低成本，推出低於其他券商約 50%的交易手續費，透過低廉手續
費與其他券商建立區隔，快速拓展市場，開戶數大幅提升，同時不斷擴張線下據
點，以觸及新的地理區域，數位發展後，將客服中心的接單服務轉向線上交易平
台，持續以低廉手續費搶佔市場，至 2001 年 Charles Schwab 的數位交易已提升到
超過 80%，線下據點擴張至接近 400 家。
階段二：2001-2011 線下發展財富管理
2000 年美國市場發生網路泡沫化事件造成股市重挫，交易量驟減，波及到當
時的所有券商，Charles Schwab 為了突破困境展開轉型，大幅裁撤實體據點，從
2001 年接近 400 家分行的高峰，縮減到 2004 年僅剩下不到 250 家，接著重新擬
定線上與線下通路的定位，一般的交易行為往線上平台導引，線下據點則轉以提
供財富管理服務。
2002 年 Charles Schwab 推出兩個全新品牌 Schwab Private Client 與 Advisor
Network，針對投資金額超過 50 萬美金的顧客提供線下財富管理服務，前者由內
部的專業團隊組成，以達成顧客的理財目標出發，規劃專屬的投資組合及資產配
置，並提供即時的諮詢服務，後者由地區性的資深理財顧問，提供在地顧客專業
且個人化的理財諮商，兩者的成立宗旨皆是為了提升線下通路的附加價值。
自從 2002 年推出上述兩個財富管理品牌之後，在短短的 5 年間 Charles
Schwab 的資產管理總量就成長將近翻倍，從 0.76 兆攀升到 1.4 兆美金。
階段三：2011 至今 輕型據點加盟計畫
因設立直營據點成本高且速度慢，Charles Schwab 於 2011 年推出輕型據點加
盟計畫，在中小型城市以加盟的方式迅速拓展線下據點，運作模式為與深耕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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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FA（獨立理財顧問）聯手，IFA 不需要加入公司，即可運用 Charles Schwab
的理財產品及後端支援（系統及客服）
，為既有客群提供深度的理財管理服務，包
含複雜商品銷售、投資諮詢及資產配置等等，Charles Schwab 在 2016 年設有約莫
340 間線下據點，目標在 5 年內透過此類輕型據點快速展店至 500 間。
整體來看，Charles Schwab 的核心轉型策略─將線下通路定位為財富管理中
心，鎖定中高資產顧客提供包含投資諮詢及資產配置的客製化服務，並因應人口
結構的變化，提供人生各階段所衍生之金融服務，如退休規劃、資產繼承、法務
／稅務諮詢等，銷售的商品則以較為複雜的投資商品為主；後期推出的加盟式輕
型據點同樣以推廣線下的財富管理服務為目的，但是比起直營據點擁有低成本且
易擴張的優勢，在短時間內吸收中小型城市的高資產客群。
從結果來看，Charles Schwab 的管理資產量自 2002 年開始一路攀升，至 2015
年高達 2.5 兆美元，十年間的年複合成長率 7.68%，營收方面，營收佔比當中，
交易手續費雖然因商業模式改變而從 60%下降至 13%，但因為資產管理費與利息
大幅提升，總營收的成長仍然相當驚人，自 2006 年的 16.8 億增加至 2015 年的 24.6
億美元，顯見 Charles Schwab 已逐步自券商轉型為財富管理業者，成果相當顯著。
借鏡 Charles Schwab 的轉型之路，在交易以線上為主後，線下據點即轉為提供財
富管理服務及建立顧客關係，以此方向展開創新及組織調整，回顧台灣市場，證
券電子下單成交筆數至 2017 年 1 月已達 51.8%，各家券商陸續將交易轉向線上平
台進行，但線下則除了朝向縮減據點的方向發展，相對尚未出現明確的因應策略，
可見台灣至今仍停留在交易導向線上的轉型初期。隨著數位趨勢不斷發展，顧客
投資行為改變，排除障礙及接單等標準化業務將逐漸被數位通路及智能服務取
代，對台灣的券商來講，能否引領創新展開轉型，躍升成為證券市場的先行者，
此時此刻將是關鍵，尤其是擁有龐大線下據點的大型券商更應該及早因應，市場
的變化將來地很快。
其中透過金融科技發展運用了機器人投資顧問（Robo-Advisor）
，改變將原本
客戶的理財需求，其服務流程被重新拆解並自動化，透過先進的演算法來完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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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必須用人力提供的顧問服務，透過機器人投資顧問的發展使投資建議及財富管
理服務門檻降低。一般小額投資需求無法負擔昂貴的服務成本，然而機器人投資
顧問由於不須實體的通路以及廣泛的配置理財專員，其得以較低廉的成本提供具
有一定品質的投資建議及管理服務。
針對機器人投資顧問（Robo-Advisor，或譯為自動化理財投資顧問）之定義、
服務範圍等內涵目前並無一較正式的參考依據，一般係指線上財富管理服務，提
供自動化、以財務演算為基礎之投資組合管理服務。截至 2014 年底，全球主要機
器人投資顧問業者的資產管理規模已達到 190 億美元 67，儼然成為投資顧問或財
富管理產業中新興的金融創新類別。
國外的「理財機器人」已經崛起，美國目前出現的 Betterment、Wealthfront
和 FutureAdvisor 等金融公司，利用演算法為客戶進行投資管理，提供所謂「機器
人理財顧問服務」智能投資管理的平臺，這些人工智能平臺的的出現使投資變得
科學、明瞭、簡單，高效。
而名列 2015 前幾名的 Fintech 公司 Wealthfront，在用戶首次使用 Wealthfront
時，平台會提一系列的問題，用以評估用戶能接受的風險程度。而後根據評估結
果為用戶量身打造一個投資計劃。平台會將適合的基金（ETFs）推薦給用戶。同
時平台會隨時監控投資動態，並定期向客戶更新投資組合計劃，以維持用戶所能
承受的風險水準。Wealthfront 的執行長 Adam Nash 表示，客戶以長期投資為考
量，設定好帳戶後就不再管它，由機器人顧問全盤操控。Betterment 的行為金融
和投資負責人 Dan Egan 也點出，大多數 Betterment 的客戶都使用「機器人顧問」
服務，機器人幫助客戶進行投資管理，投資者不必親自看管帳戶，也不必因為短
期市場波動而焦慮。
這些新創公司使用電腦自動化的建議，與傳統財富管理公司做出區別；更因
為投資門檻低、服務費便宜，為請不起理財顧問的人提供新選擇，受到千禧世代
小資族青睞。但缺點則是無法高額投資，或做數目龐大的遺產規劃及稅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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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金融科技(FINTECH)
一、金融科技的定義
金融科技（英語：Financial technology，也稱為 FinTech）
，是指金融（Finance）
和科技（Tecnology）兩字的結合，國家數位研究中心把金融科技定義為將創新的
元素融入金融服務的一種金融服務創新，以科技來為金融服務提供解決方案的商
業活動。因而發展出新形態的金融服務和商品，讓金融服務更有成本效益、讓顧
客感覺更友善與透明，也被認為是解密改變貨幣流通的新名詞，過往全球主要銀
行通路依舊主導著金融服務業的版圖，運用它所提供的存放款及信用相關工具，
但即將快速的會改變及分解過往所提供的金融服務價值鏈。
賓州大學華顿商學院的金融科技俱樂部(Wharton FinTech Club)定義 FinTech
為：由一群使用科技來增加金融系統效率的公司所組織成的經濟體，強調的創新、
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的精神，正體現 FinTech 所謂的分享分權的精神。(金融科技
聖經,2016) 廣泛應用科技的領域，例如：前端的消費性產品、金融業者與新加入
非金融業者的競爭、創新式破壞的科技領域，比特幣…等。金融科技是基於大數
據、雲計算、人工智慧、區塊鏈等一系列技術創新。
FinTech 的掘起改變了金融業務生態,其中包含第三方支付、悠遊卡小額消
費、P2P 借貸平台等，以不同於銀行的模式提供金融服務，過去難以解決的問題
透過科技得到解決方案，FinTech 將可能透過下列三大改變我們的金融生活。
(一)、交易模式的改變
交易模式朝虛擬的方向發展是一直以來的趨勢，信用卡的廣泛發行是上一次
虛擬貨幣革命，欲解決的問題是大額現金消費以及預先消費；其次是網路虛擬貨
幣的出現，如點數、比特幣等有真實價值但流動性尚低的虛擬貨幣；此次 FinTech
的虛擬貨幣革命是以小額消費、異地消費為主要目標。交易模式的改變，是 FinTech
建立在交易不方便的痛點上取得之商機，除了上述兩大方向，信用卡的刷卡地域
限制、網路交易的認證安全等問題都有團隊提出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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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貸模式的改變
目前的貸款模式，是存款人把錢存在銀行獲取利息，借款人從銀行借錢支付
利息，銀行賺取其中的利息差以及手續費。FinTech 對於該貸款模式的效率提出
改善方案，推出 P2P 的借貸模式，以優惠的利率（較高的報酬）吸引借貸者（放
款者）
，並針對每一對借貸關係制定客製化的方案。這是目前 FinTech 能瓜分華爾
街多少利基最重要的模式，一旦使用者對 P2P 借貸擁有足夠信心，既有銀行業務
將會失去大量客源。
(三)、投資模式的改變 （Robo-Advisor，或譯為自動化理財投資顧問）
投資者分做兩大類，法人等機構投資人以及散戶，奉科技為旨的 FinTech，
致力於研究機器人投資顧問，先以風險偏好模型為投資人找尋屬於自己的風險偏
好，再輔以自動化投資增加投資組合之績效表現，加強投資環境的客製，協助投
資門檻的降低，小額投資方案，投資者不僅能依自己的風險偏好、資產掌握度進
行投資，更可透過透明化的操作工具了解自己的金錢何去何從。
進而解決大多數的個人投資人會因為自己對市場、投資工具等不熟悉及交易
成本過高等相關問題。
此外，金融科技這一、二年來成為產官學界極為關注的焦點，民間企業推動
著政府往前走，在共享經濟、行動經濟的驅動下，將會侵蝕及威脅現有業者的品
牌，造就金融市場重新大洗牌，數位產業在顛覆了各行各業後，終於敲起金融業
的大門，成就數位經濟的最後一塊拼圖。
二、金融資訊科技創新策略矩陣
二維矩陣指出企業是否投資資訊科技必須針對兩方面來探討，一方面為可行
性(Viability)另一方面為配適度(Fit)。可行性會依不同的企業特性而有不同的衡量
項目，例如此項金融科技(FinTech)應用的價值創造出潛能商品服務價值、人力資
源需求、需耗費多少資金需求及法規的高度保護之下，金融業壟斷所有的金融服
務，任何人想從事金融業務，都必須接受高度監管並且具有特許執照主管機關適
法性的問題等。企業衡量此項資訊科技所耗費的資源為評估標準，當所需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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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少則可行性越高。配適度中經常性使用的衡量項目為資訊科技應用是否符合商
品組織的核心能力、與商品組織架構是否具有相容性及商品組織所創造更高的價
值或文化是否相容等等。
創新矩陣（Innovation Matrix）由 Tjan,A.K.(2001)所提出，主要概念是根據創
意程度不同，以二維矩陣進行分類，提供企業衡量資訊科技投資的合適與否，其
二維矩陣如下：

高
售出
(Sell or Spin out)

可
行
性

投資
(Invest)

重新設計
(Redesign)

刪除
(Kill)
低
低

配適度

圖2-2

高

金融資訊科技創新策略矩陣圖

( 資料來源：Tjan,A.k.；2001)
分別以此矩陣的兩個面向說明如下：
1.

可行性(Viability)：可行性評估的是國內證券財富管理之金融科技的應用
與使用之間的配適度，衡量項目有以下三點：
(1) 經濟環境
經濟面考量的是一項科技應用是否可以達到成本效益，例如金融科
技的運用在國內證券財富管理及應用是否可以有效的降低使用者的交易
成本，或是可以明顯提升投資組合相關報酬。並其交易成本包含受法令
規範之監督管控成本及互為溝通需達成共識之成本。交易成本理論是由
Willianson 在 1975 年所提出。國內證券財富管理評估運用及應用金融資
訊科技前可列下列相關問題確定金融資訊科技的採用是否可帶來預期的
相對利益;此項金融科技所支授的是否為經常性工作? 此項工作流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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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牽涉了高度不確定性?目前的設備與金融科技架構否合適於所要提供
的運用及應用?使用此項金融科技的成本高或低?使用此項金融科技的適
法性是否合於相關法令規範?主要影響交易成本的因素含概了交易頻繁
程度，不確定性以及資產特用性。
(2) 組織環境
組織面主要探討使用投資者的使用意願及使用投資者的能力。國內證
財富管理業者可針對此方面的相關關鍵問題加以探討，如使用投資者必須
耗費多少時間才能學習一項新的資訊科技?此項新科技需組織的資源重分
配?採用此項金融科技有想聚焦在哪些客群或產品?此項金融科技的採用必
須要有主管機關及高階管理者的支持?
(3) 社會基礎環境
社會面探討採整體環境在採用新科技時的整備度，例如國內證券財富
管理業採用金融科技應用之設備的完備度，證券商可探討詢問下列之相關
問題：使用此資訊科技的普遍性高? 使用投資者願意接受使用此項新科技?
使用投資者能接受信任機制在此項科技運用下將看不見?此項新金融科技
是否仍有其他更為普及的替代金融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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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用金融科技之整備度指標

配適度 (Fit)：採用任務科技配適度理論(Task-Technology Fit Model)。研
究 中 金 融 科 技 兩 大 特 性 ， 分 別 是 機 動 性 (Mobility) 與 可 達 性
(Reachability)。其中在可達性中，學者提出五項金融科技的特性：
(1) 跨界、跨境與跨業之商業模式-以客戶為核心，以服務為手段。
(2) 平台化與虛實整合應用-新客群、新載具、新平台、以及新通路。(行
動科技重度使用者) 並具備彈性與客製化的空間。
(3) 應用於金融科技價值鏈-配合消費型態的改變，創造具核心價值、快
速便捷且交易透明的金融服務是產業目前追求的目標(隨時、隨地、
即時、快速、便捷)
(4) 連結性及便利性。(過往依靠銀行授信的模式，如今在 P2P 商業模式
(peer-to-peer，個人對個人，點對點 )，債 權 轉 讓 P2P（ 網 路 借 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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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台 ）這 亦 也 是 數 位 銀 行 業 者 正 與 實 體 銀 行 爭 奪 客 戶 的 存 放
款業務，關鍵在於連結性與便利性。
(5) 以數位貨幣為主要貨幣。
上述五項特性描述出幾項標準：跨業、客製化、快速便捷且交易透明化;若是
任務需求符合以上三項標準，則此任務與科技間的配適度高，反之，其配適度為
低。
因此任務科技配適度可藉由以下問題來衡量：
1.

使用投資者，以投資非金融產業跨業平台時，是否對此商品之信任與否?

2.

若是使用投資者無法及時快速便捷的獲取到產品或相關服務，此項產品
或是服務的價值是否大幅降低，亦或是對此項產品產生不佳的印象?

3.

因客製化對於不同的使用投資者，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否不同?

Tjan(2001)指出，組織在衡量時必須考量本身的條件，例如對於大型公司而
言，文化、組織環境等環境研究是較為重要的，也就是說創新應用必須符合組織
能力與組織架構等組織環境面。相反的，對於一些必須承受資源有限的小公司，
例如人力需求、回收期間等的量化研究是較為重要的，意指小公司應多方考量公
司因創新所需建置的經濟面。
Liang & Wei(2004)提出行動科技策略矩陣(Fit-viability Model)：必須同時衡量
任務(Task)、科技(Technology)之間的任務科技配適度，其中，配適度為衡量行動
科技符合任務需求的程度，可行性為衡量組織的探討及環境時令合適於何種科技
上之運用及應用。因此可將應用分為四個象限，其中科技的使用必需衡量在高度
配適度與高度可行性上。對於配適度高但組織可行性低的應用，組織必須試著再
導入新的行動科技前將組織重整，以檢視是否可以提高可行性。對於配適度低的
應用，組織應廣泛地找尋其他可行性高之科技，而並不是急於忙投入此行動科技
的潮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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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其他合適的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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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重整

放棄

低
低

圖2-4

配適度

高

行動科技配適度-可行性架構

資料來源： Liang & Wei , (2004)

三、金融之資訊科技創新策略採用：
企業採用資訊科技，經常被視為一種組織創新(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或
是一種組織的變革(change)的過程(Robbins,1992)。金融科技重塑了數以百萬人們
和全球企業今日的金融體驗，並強烈改變未來對金融服務的認知與快速發展，台
灣金融業為了維持或提升市場競爭之優勢，投入大量資金為了因應金融產業革命
新科技所帶來破壞性創新。
組織創新可分為三個階段，起始、採用及實施，分述如下：
起始階段，企業面臨到市場環境大幅改變時，在初期，企業是否因採用了創
新的資訊科技可能會受到外在環境壓力的影響，如 Xue et al.(2008)的研究中指
出，外部的競爭壓力會驅使組織加快決策讓企業現有相關資訊科技資源能快速的
分配到企業受到競爭壓力的地方；或是強制與規範的壓力，將迫使組織投資一些
已知的資訊科技。企業會受到組織內部因素的影響，如 Grover and Goslar (1993)
指出每個階段需要資訊科技處理的需求不同，當組織環境處於複雜且快速變遷
時，更需要資訊科技做強大的後盾。
在採用階段，組織為創新的需求，企業必須判斷做出是否投資新資訊科技需
求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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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當經由決策投入且在實施階段時，為了使資訊科技發揮最大效用，Poon
and Wagner(2001)說明高階主管在資訊科技實施階段必須投入相當的時間與心
力，推動新科技的建置，並與執行相關部門有良好的溝通，且協助其他部門使用
新的資訊科技；市場或企業新科技的導入可能造成企業內部權力關係之衝突與改
變，有效管理並防範不必要事件的發生，才能使團隊組織的實施情況順利發展。

第五節 任務-科技配適度理論
最常應用於組織階層之理論模式為科技-組織-環境架構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ramework, TOE) 與 配 適 - 可 行 性 模 式
(Fit-Viability Model, FV Model)。常應用於組織中個人層級之理論包含科技接受度
理論 (Technolory Acceptance Theory)、整合性科技接受使用理論(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 計 劃 行 為 理 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理性 行為 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配 適 - 專用性理論
(Fit-Appropriation Theory)科技-任務配適度理論(Task-Technology Fit)。
其中，科技-任務配適度理論由 Googhue & Thompson(1995)所提出，並將任務
-科技配適度定義為「科技協助個人完成某些任務的程度」，是以科技、任務、個
人能力三者對於績效表現有顯著影響為基礎，認為個人會運用科技來支援員工在
任務上的績效，而使用者的一些特性會影響到科技使用的程度 (如員工訓練及資
訊科技經驗與動機)，因此，當任務要求、個人能力和科技功能三者間的相符合時，
任務-科技配適度會上升。其中，｢任務｣是使用者為了將輸入轉成產出所執行的一
些動作。｢科技｣是為了使用者完成任務所提供的工具。
Goodhue(1998)認為，科技特性應從下列四個構面來看：
1.

系統整合程度：系統應能提供標準資料呈現方式與資料內容，以滿足組
織內各部門需求，幫助使用者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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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站普及程度：指終端機或個人電腦數目。若數量 越多，使用者就能
有更多的機會使用資訊系統以獲取所需資訊。

3.

協助人員的人數比例：包含資訊部門人員、顧問與其他非資訊部門二者
的人數比例。協助人員數越多，使用者就能夠越快的解決問題，可減少
工作延遲、等待援助的時間。

4.

協助人員的分散程度：分散程度高，協助人員與使用者的接觸機會增加，
有助於彼此的溝通，並縮短問題處理的時間。

任務則可區分以下幾種：
1.

例行性(所需資料較固定，不確定性低)、或非例行任務(需要新資料)。

2.

相互依賴性高的任務，可能需確認、整合不同部門或不同系統的資料。

3.

實際動手的任務，須使用者自行操作系統以獲得。

任務科技配適度理論核心的概念為科技績效鏈(Technology to Performance
Chain,TPC)。

Task-Technology Fit

Task

Technology

Task-Technology Fit

Individual

圖2-5



Task-Technology



Task- Individual



Technology- Individual

Performance

Task-Technology Fit Model

(資料來源：Goodhue and Thompson,1995)

此理論措描述了一個使用的觀點與科技任務配適間的關係，學者認為科技特
性(如：高品質的系統)，會影響使用者的態度(如：有用性、滿意度)。而使用者的
態度也會依社會規範及其他綜合之因素，所產生使用者的意圖及最終的使用。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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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TPC 假設資訊科技要對個人績效產生有正向之影響，但前提是資訊科技要被使
用，並且科技必須與任務的需求有很好的配合，因此任務特性、科技特性、個人
特性三者間的配適會影響到任務科技配適，進而影響到個人績效。
因為使用者的使用有時是非自願性的，一個不好的系統可能因為社會因素、
習慣及可取得性而被高度使用。因此使用的觀點對於績效有可能產生負面效果，
這也是因為任務與使用者之間一個低的配適度(a poor Fit)所導致。

任務特性

任務科技配適

Task
Characteristics

Task-Technology Fit
績效影響
Performance
Impacts

科技特性

使用

Technology

Ut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圖2-6

Subset of the TPC

對於顧客或是員工而言，持續使用的先決條件在於任務科技配適度的高低，
當任務科技配適度高時，則顧客或員工使用度就會高，因此資訊系統所呈現的成
效則較佳，故資訊系統的設計得站在使用者的角度進行衡量(陳至柔、吳如娟、林
松江，2016)。
此外，專家學者在其研究中指出，使用者對相關技能知識的缺乏，會導致｢
創新科技｣導入時的過程中，可能會讓使用者產生抗拒(Kwon and Zmud,1987)。然
而 Thatcher and Perrewe (2002)認為使用者技能與知識的能力會受到不同的個人特
質的影響，學者因此將個人特質分為：
1. 個人資訊科技接受度：指個人嘗試新科技的意願度與否
2. 負面情感：具有負面情感的人，思緒容易朝向悲觀如挫敗及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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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焦慮特質：面對挑戰時容易產生焦慮的特質。
研究當中現，負面情感及個人資訊科技接受度對電腦焦慮會造成影響。而個
人的電腦自我效能也會受到電腦焦慮及個人資訊科技接受度的影響。其研究模式
如下：
個人對資訊科技
的創新

負面情感
電腦焦慮
焦慮特質

電腦自我效能

圖2-7

影響自我效能的研究模式

第六節 工作績效
一、工作績效的定義
績效(Performance)一詞就字面上的意義，是指「表現的程度」
，但在管理學的
激勵理論中，則將之解釋為「一個員工完成一件工作」
，張淼江(2003)即指出，就
績效字面上的意義來看，即指對特定目標達成度的衡量，而在組織行為上，績效
指的是效率(Efficiency)、效能(Effectiveness)與效力(Efficacy)三方面的整體表現(林
天印，2008)，個人的工作績效往往是組織中最重要的依據之一，個人為組織的一
部分，因此個人績效高低一般對組織都會有所影響(陳孟修、 周德光、 李绣芬、 林
麗芬，2011)。
有關工作績效的定義，各學者的認定略有不同，Boyatzis(1982)定義工作績效
為員工從事特定的行動以達成工作要求，並能維持或符合組織環境的條件、政策
及程序。Borman & Motowidlo(1993)將工作績效定義為所有與組織目標有關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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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藉由個體對於組織目標貢獻度的高低加以衡量，並將工作績效區分為下列
兩種：
(一) 任務績效：員工工作上的結果與組織所期望或指認的任務有關，類似角
色內之行為。
(二) 脈絡績效：可視為員工自由心證的行為或表現，而非透過組織內部正式
系統加以控制。
Schermerhorm (1999)指出，工作績效指員工或組織，任務達成質與量的表現，
必需搭配組織成員的能力與努力，再加上組織的支持，才有良好的工作績效，其
中又以能力最為重要。Byars & Rue (2006)指出，工作績效是組織成員努力將能力
與角色認知、任務認知調整，因此，工作績效可視為組織成員能力、努力、及角
色認知(或任務認知)間的交互關係之結果。連淑君、余德成(2004)認為，工作績效
是為多數或群體達成目標的效益項目，如：生產力、營收成長率、市場佔有率、
預算控制、提昇品質、縮短時效、降低成本…等，皆屬之。李正鏞(2007)則將工
作績效定義為：員工有能力在特定期間內，對其職務上的各項工作目標所完成的
行為表現，而且這些行為是個人必須對其所屬組織之目標有所貢獻。林誠、高振
源(2010)認為，工作績效是指員工在特定期間內，達成組織工作目標的程度。林
勝聰(2010)指出，個體在特定期間內對於個人所擔任之職務內的各項工作完成的
品質與數量，或是工作目標達成的程度，即為工作績效。劉佑 、潘咨螢(2011)認
為工作績效主要是評估工作者對於工作的熟練度稱之，當對於工作熟練度越高，
則工作績效越好。鍾紹熙、王櫻樺(2016)指出工作績效乃是根據員工對於組織的
貢獻度用以衡量，此行為會受到激勵制度的影響。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工作績效定義為工作者對於組織所指派的工作的完成
度，包括成果的質與量，以及過程中的態度與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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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績效之影響因素
Herzberg et al. (1959)在雙因子理論(Two-factor Theory)時即提出，激勵因子和
保健因子對員工自我在工作上的滿意有影響，工作滿意程度愈高，工作績效就愈
好。Korman (1977)認為，員工的工作績效會被工作動機(work motivation)、技巧和
能力(skill＆abilities)、角色知覺(role perceptions)…等三個因素所影響，其中工作
動機受個人工作態度影響，進而影響個人工作表現及績效；技巧與能力則指個人
是否具備完成工作的能力，包括語言能力、電腦能力、創造能力…等，而完成工
作的程度亦影響工作績效；最後角色知覺即個人是否能精確感受工作所需角色，
如個人可將角色扮演得當，則工作績效良好，反之，當個人無法扮演其工作角色，
即使有再高水準的工作動機及能力，亦無法完成工作，工作績效不好。此外，倘
若員工對工作感到滿意，即會激發工作動機與工作意願，進而影響工作效率及工
作績效。值得留意的是，技巧和能力與工作績效間，並非為直接影響關係，必須
經由員工工作態度的轉化作用，才能產生合宜的因果關係。
Blumberg & Pringle (1982)認為，員工的工作績效會受員工個人因素與員工工
作滿意度所影響，而決定工作績效的因素可分為下列三點：
(一) 潛能因素：包括能力、年齡、教育水準…等
(二) 意願因素：包括動機、工作滿意度、工作狀況…等
(三) 機會因素：包含工作條件、領導行為、時間…等。
工作績效，是上述三種因素交互作用後的結果，由此可知，工作者個人的能
力與意願，對工作績效的影響相當深遠，然由於環境的變化，組織對員工績效的
影響日益顯著，Pfeffer(1987)即主張，組織結構即是決定工作績效的主要因素，
Campbell (1990)則認為，影響工作績效的因素有直接與間接二種因素，包含組織
管理方法、個別差異以及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而 Baytos & Kleiner (1995)強調好
的工作環境品質才會有較高的工作績效，因此需從改善工作設計、個人心理、和
社會需求，來增加生產力、提高工作績效。Robbins(1996)認為，工作績效受個人
因素及環境因素影響，其中個人因素即知識、技能、動機、態度…等變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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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則為工作性質、激勵、領導…等變數，而個人因素中，又以個人的認知能力
是為影響工作績效最重要的變數之一。
另黃素瓊(2005)整理各學者對於影響工作績效的因素，認為工作績效的影響
因素可分為個人因素及環境因素，其中個人因素包括工作動機、技巧與能力、態
度、學習角色知覺、潛能、意願、個人特質、認知、背景變項、人格特質…等，
環境因素則包括機會因素、工作性質、間接因素、激勵、領導…等。鍾娉華(2006)
指出，工作績效最常見的類型有角色內行為(in-role behavior)與角色外行為
(extra-role behavior)，角色內行為即正式的或體制所規範的行為(Katz and Kahn，
1978)，認為組織會設立一份標準作業流程，並據達成水準進行績效評估；而角色
外行為則可視為員工自由心證的行為。此外，Golec & Kahya(2007)認為，工作等
級和環境條件會影響工作績效，較不佳的工作條件，如：需要勞力付出、環境條
件差、容易發生意外…等，都會降低員工的工作績效。
三、工作績效的衡量構面
由於各行各業的屬性不同，適用的工作績效評估方式也不相同，Porter &
Lawler(1965)認為工作績效應具備三個構面，即：績效的量、績效的質、及對工作
的盡力程度。Schermerhorn(1989)認為，組織的人力資源在適當的支持下，具備完
成工作的能力，並願意付出，才能有良好的工作績效，其中又以能力為首要。一
般而言，工作績效是組織行為之重要依變項，用於升遷、資遣、獎懲、考核、及
調薪…等等管理措施，同時亦滿足員工自我需求、自我實現，甚至結合個人與組
織目標之規劃。
Venkatraman & Ramanunjam (1986)認為，工作績效的三個衡量面應為下列：
(一) 財務績效：達成企業經濟目標的程度
(二) 事業績效：為財務績效與作業績效之總合
(三) 組織效能：達成組織 各種相互衝突之目標，以及各種關係人之目標滿足。
Borman & Motowidlo(1993)將工作績效分為任務績效(task performance)及情
境績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二種，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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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務績效：指個人在工作上的結果，也就是個體人在工作上的產出，直
接與報酬或升遷有關，判斷準則在於個人是否合乎正式角色的要求，一般績效評
估主要針對任務績效進行衡量。
(二) 情境績效：指員工本身自願執行非正式規定的活動、堅持完成任務的熱
誠、願與別人合作並幫助別人、犧牲小我遵從組織規則及程序，同時能夠贊同、
支持及防衛組織目標的行為或表現，即客戶的滿意度或是主管與同事的評價，並
非透過組織內部的正式系統控制(如升遷制度、薪資管理系統)。
Robbins(1998)則將工作績效的衡量項目分為下列三類：
(一) 工作成果：包括生產量、生產單位成本、營業額或客戶開發量…等，皆
是工作成果面的衡量項目，其所著重的並非工作的過程，而是單就結果論。
(二) 工作行為：即指組織成員在工作過程中的行為表現。
(三) 個人特質：是為衡量工作績效效果最低的因素，並與任務成果無直接影
響，但因簡便，因此仍廣為採用。
而蔡雅竹(2006)將工作績效分成三個層面來分析，分述如下：
(一) 任務績效：指工作者能貢獻於組織技術核心的活動所表現的工作熟練度。
(二) 脈絡績效：指工作者的脈絡活動，此種行為構成一環境使技術核心得以
運作的背景。
(三) 工作積極度：指工作者對一些工作或任務在主動性的人格特質、態度與
心理層面的衡量。
蔡蕙竹(2011)統整工作績效評量的分類，綜合出任務績效、脈絡績效之兩大
構面，以及效率、效能、品質之三大構面，其中任務績效、脈絡績效如上所述，
而效率、效能、品質三大構面分述如下：
(一) 效率指標：產出率、在限期內工作任務達成的程度。
(二) 效能指標：目標達成率、提案率。
(三) 品質指標：錯誤率(精確度)、訴怨率(抱怨率)、上級滿意度、顧客滿意度
以及同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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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內容，可發現工作績效的衡量，各學者仍有不同的想法，可依研究
主題不同而自行修正，但不外乎為工作的效率、成果、品質、工作熱忱…等，亦
有學者認同人格特質可影響工作績效，本研究遂將工作績效的衡量分為下列構面：
(一) 任務績效：指工作者完成組織的交辦任務時，所表現的工作效率與熟練
度。
(二) 工作品質：指工作者完成組織的交辦任務時，能與其他同仁合作，並能
適時適切的處理，即任務的成果展現。
(三) 工作熱忱與創新：指工作者在能愉快地勝任組織交辦的工作，並能滿足
於工作的完成，同時能留意細節，提出特別及創新的建議。

第七節 任務科技配適度和工作績效的相關研究
探討任務科技配適度和工作績效的相關研究，任務科技配適度主要是強調資
訊科技對於支援任務需求是否有效率，若任務科技配適度高，則使用者藉由使用
系統便能有效提升工作績效，反之，則會降低其頻率，對於工作績效也會有所影
響(王舒民、林娟娟、簡子晴、鄒仁淳，2016)。根據顏奕仁、周惠文、林裕勛(2010)
指出，好的任務科技配適模式有助於個人工作績效的提升，研究結果說明電腦自
我效能對個人工作績效雖無直接影響，但會透過任務科技配適度間接的影響個人
工作績效。此外，較於任務特性與科技特性，個人電腦自我效能對任務科技配適
度的影響最顯著。
而黃意文(2013)進行國小教師對學務系統採用滿意度及對工作績效影響之研
究，結果發現任務科技適配度對於使用滿意度及工作績效皆具顯著影響。周致中、
黃正魁、胡明強（2013）研究結果顯示，任務-科技適配度對於工作績效有顯著的
影響性，當使用者對於任務科技配適度有較高的使用知覺時，便會主動使用資訊
系統，進而提升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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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任務科技適配度對於工作績效具有一定的影響性。因此本研究採
用此理論來分析理財機器人對工作績效的影響是合理可行的方向。

32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根據研究目的與範圍，擬訂研究架構中的各變數，闡述其操作型定義，
以及問卷設計和抽樣方法，並擬定統計分析方式來分析其問卷資料。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探討任務-科技配適度與工作績效的相關因素，主要以某公司員工為
主，其層面包含「任務-科技配適度」、「自我效能」、「使用情形」及「工作績效」
等，用以瞭解「任務-科技配適度」
、
「自我效能」
、
「使用情形」及「工作績效」間
的關係，提供業者相關之建議，本研究擬定的研究架構圖如下所示：

任務
特性
任務科技
配適度
科技
特性

工作
績效
使用
情形

自我
效能

圖3-1

研究架構

綜合上述之文獻及研究探討，瞭解到組織在導入新資訊科技之時，必然會受
到許多可控與不可控之因素的影響。本研究終旨在探討瞭解任務科技配適度對於
工作績效造成的影響。Goodhue and Thompson (1995)在過往學術研究探討中有關
資 訊 科 技 與 個 人 績 效 配 適 度 理 論 核 心 的 概 念 為 科 技 績 效 鏈 (Technology to
Performance Chain,TPC)，並以 Subset of the TPC 為主要參考模型。另新資訊科技
的導入若要讓績效產生正向的表現影響，除了企業導入新資訊科技要能被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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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使用之外，同時，當科技的特性與任務的需求之配適度程度愈高時，則國內
證券商導入新資訊科技愈能有效地幫助企業完成組織任務，進而提升工作效率達
成率(Gebauer and Shaw, 2004)。然而，新資訊科技還要與使用者兩者任務之間要
有良好的配適度程度；配適度高時，愈容易吸引使用者使用並接受此項新資訊科
技。故本研究假說如下所示：
1.

H1: 任務特性對任務科技配適度有顯著影響。

2.

H2: 科技特性對任務科技配適度有顯著影響。

3.

H3: 自我效能對使用情形有顯著影響。

4.

H4: 任務科技配適度對使用情形有顯著影響。

5.

H5: 任務科技配適度、使用情形對工作績效具有顯著影響。

第二節 問卷變項定義與衡量
本研究以人口變項之因素衡量，下述為各層面之操作性定義：
一、 背景資料：
1.性別：男、女
2.年齡：30 歲以下、31-40 歲、41-50 歲、51 歲以上
3.教育程度：國中(含)以下、高中/高職、專科/大學、碩/博士以上
4.婚姻狀況：未婚、已婚、離婚、其他
5.部門：營業部、財富管理通路部
6.職位：主管、營業員、理財專員、財富管理輔導人員(FC)
7. 服務年資：1 年以內、1-5 年、6-10 年、11-15 年、16 年以上

二、任 務-科技配適度
本研究任務特性和任務科技適配參考 Goodhue and Thompson (1995)、科技特
性參考 GeBauer, Shaw, and Bribbins ( 2010)，依據研究目的進行修改。
34

本量表衡量方式採用李克特五等尺度量表(Likert Scale)予以評分。問卷題目
如表 3-1 所示：

表3-1.

任務-科技配適度之衡量題項

構面

題目
1.

投資理財的決策時我經常會面臨模糊而無法用標準程序
處理的狀況

任務特性

2.

投資理財的工作經常是非常動態的變化而需要考慮很多
因素

3.

做投資理財決策我經常會面臨過去沒有遇到過的客戶問
題

4.

做投資理財工作我往往需要和其他同事進行跨部門的合
作

5.

投資理財決策的結果經常會面臨不確定性

6.

投資理財決策的時間急迫性是非常高的

7.

我必需針對不同客戶的投資屬性提供並規劃不同投資建
議相關需求的業務。

8.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提供多方面的理財資訊。

9.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可以協助我跟顧客之間溝通

10.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可以提供理財建議
科技特性

11.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系統的操作介面相當清楚易懂。
12. 無論我在哪裡都可以使用理財機器人處理相關的金融業
務。
13. 我可以很有彈性的調整運用理財機器人的各項功能
14. 我覺得理財機器任提供的理財資訊是很即時的

任務科技適配

15.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提供的理財資訊，如淨值、匯率、股市
等，是正確且高品質的。
16.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提供給我符合顧客特性的最
佳資產配置。
17.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的使用非常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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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題目
18. 使用理財機器人可以減少我許多資料整理的時間，讓我很
快得到想要的答案。
19. 公司所導入的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與其他系統相容或整
合。
20. 公司所導入的理財機器人系統十分穩定。
21. 我可以快速上手理財機器人系統。
22. 我可以和公司其他人合作，使用理財機器人一起分析投資
方向。

三、自 我效能
本研究自我效能參考 Lin and Huang (2008)，依據研究目的進行修改。本量表
衡量方式採用李克特五等尺度量表(Likert Scale)予以評分。問卷題目如表 3-2 所
示：
表3-2.

自我效能之衡量題項

構面

自我效能

題目
1.

我有很好的能力來使用理財機器任來完成理財工作。

2.

我對如何使用理財機器人有很好的理解。

3.

我有很高的信心會使用理財機器人。

4.

我可以很輕鬆的使用理財機器人。

5.

整體而言，我有很好的技巧能使用理財機器人來達成理財工
作要求。

四、使用情形
本研究使用情形參考 McLean and Sedera (2010)，依據研究目的進行修改。本
量表衡量方式採用李克特五等尺度量表(Likert Scale)予以評分。問卷題目如表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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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使用情形之衡量題項

構面

題目

使用情形

1.

對於理財機器人所包含的功能，我經常使用的程度。

2.

當我分析理財相關決策時，我會使用理財機器人的頻率。

3.

我使用理財機器人的某個功能時，會使用到這項功能裡面的
細項功能的數量。

4.

理財機器人在我的工作中扮演的角色。

五、工作績效
本研究主要參考鄭惠心(2002) 、蔡雅竹(2006)和鍾紹熙、王櫻樺(2016)提出工
作績效量表。衡量方式採用李克特五等尺度量表(Likert Scale)予以評分。問卷題
目如表 3-4 所示：

表3-4.

工作績效之衡量題項

構面

題目
1. 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更快速增加客戶數。
2. 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更容易達成公司賦予的業績目標
3. 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更即時快速的完成提供客戶投資需
求相關建議的工作。

任務績效

4. 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獲得更有品質的金融資訊。
5. 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時，能夠更清楚的記錄客戶相關需
求
6. 使用理財機器人可以節省查詢客戶投資交易記錄資料的
時間。
7. 理財機器人推薦給客戶之理財規劃投資方向更為準確，
讓客戶獲得更好的報酬率。
8. 我認為操作理財機器人系統讓我的工作更有效率。
9. 我認為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讓我與客戶的溝通更順暢。

工作品質

10. 我認為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後，提供給客戶的資料更為
準確。
11. 我認為理財機器人幫助我減少錯誤判斷投資方向。
12. 我認為理財機器人有幫助我減少工作流程的缺失。

工作熱忱與創新

13. 我不擔心理財機器人會取代我的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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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題目
14.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協助我進行判斷。
15.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幫忙我提升專業能力。
16. 理財機器人能為我的專業形象加分。
17.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幫我開拓更多的客戶
18.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幫我擴大服務範圍，在下班後服務
更多的客戶。

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資料收集採用問卷調查的方法，研究對象為在劵商服務的員工；問
卷經過前測及正式問卷調查。本研究利用 Google 網路問卷進行調查，請劵商服
務的員工進入系統進行填寫，預試問卷調查時間為 106 年 12 月 05 日至 12 月 06
日止，共回收 67 份。而正式問卷調查時間為 106 年 12 月 08 日至 12 月 10 日止，
共回收 400 份，其有效問卷為 384 份。回收資料利用 SPSS for Window 22.0 和 Smart
PLS3.0 兩套體進行分析與檢定。

第四節 資料結果
本研究任務科技配適量表的 KMO 值為 0.63，小於 0.8，Bartlett’s 球形考驗
的卡方值達顯著，代表母群體的相關矩陣有共同因素存在，還算符合標準，故尚
可進行因素分析。
此量表共可分為三個子構面，因素一的解釋變異量為 24.48%，因素負荷量值
介於 0.74 ~ 0.92，所包含題目「我覺得理財機器任提供的理財資訊是很即時的」、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提供的理財資訊，如淨值、匯率、股市等，是正確且高品質
的」、「我覺得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提供給我符合顧客特性的最佳資產配置」、
「使用理財機器人可以減少我許多資料整理的時間，讓我很快得到想要的答案」、
「公司所導入的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與其他系統相容或整合」、「公司所導入的
理財機器人系統十分穩定」、「我可以快速上手理財機器人系統」等七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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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理財機器人的使用非常容易」、「我可以和公司其他人合作，使用理財機器
人一起分析投資方向」故因素一命名為「任務科技適配」。
因素二的解釋變異量為 19.68%，因素負荷量值介於 0.70 ~ 0.88，所包含題目
投資理財的工作經常是非常動態的變化而需要考慮很多因素」、「做投資理財決
策我經常會面臨過去沒有遇到過的客戶問題」、「做投資理財工作我往往需要和
其他同事進行跨部門的合作」、「投資理財決策的結果經常會面臨不確定性」、
「投資理財決策的時間急迫性是非常高的」、「我必需針對不同客戶的投資屬性
提供並規劃不同投資建議相關需求的業務」等六題，「投資理財的決策時我經常
會面臨模糊而無法用標準程序處理的狀況」、「故因素二命名為「任務特性」。
因素三的解釋變異量為 17.11%，因素負荷量值介於 0.83 ~ 0.86，所包含題目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可以提供理財建議」、「公司的理財機器人系統的操作介面
相當清楚易懂」、「無論我在哪裡都可以使用理財機器人處理相關的金融業務」、
「我可以很有彈性的調整運用理財機器人的各項功能」等四題，「公司的理財機
器人系統可以提供多方面的理財資訊」、「公司的理財機器人可以協助我跟顧客
之間溝通」、故因素三命名為「科技特性」。
表3-5.

任務科技配適調查表之因素分析表

問
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投資理財的決策時我經常會面臨模糊而無法用標準程序處
理的狀況
0.79
投資理財的工作經常是非常動態的變化而需要考慮很多因
素
0.88
做投資理財決策我經常會面臨過去沒有遇到過的客戶問題
做投資理財工作我往往需要和其他同事進行跨部門的合作

0.70

投資理財決策的結果經常會面臨不確定性

0.78

投資理財決策的時間急迫性是非常高的

0.87

我必需針對不同客戶的投資屬性提供並規劃不同投資建議
相關需求的業務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提供多方面的理財資訊

0.88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可以協助我跟顧客之間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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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項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可以提供理財建議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0.86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系統的操作介面相當清楚易懂

0.85

無論我在哪裡都可以使用理財機器人處理相關的金融業務

0.86

我可以很有彈性的調整運用理財機器人的各項功能

0.83

我覺得理財機器任提供的理財資訊是很即時的

0.88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提供的理財資訊，如淨值、匯率、股市等， 0.82
是正確且高品質的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提供給我符合顧客特性的最佳 0.92
資產配置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的使用非常容易
使用理財機器人可以減少我許多資料整理的時間，讓我很快 0.76
得到想要的答案
公司所導入的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與其他系統相容或整合 0.88
公司所導入的理財機器人系統十分穩定

0.81

我可以快速上手理財機器人系統

0.74

我可以和公司其他人合作，使用理財機器人一起分析投資方
向
5.38
特徵值（轉軸後）

4.33

3.76

解釋變異量 (％)

24.48

19.68

17.11

累積解釋變異量 (％)

24.48

44.16

61.26

任務科技適配總量表之信度分析結果信度達 0.79；各分量表信度分別為「任
務特性」信度為 0.91、「科技特性」信度為 0.89、「任務科技適配」信度為 0.79，
表示量表題項具有內部一致性。
表3-6.

任務科技適配總量表信度分析

層面
任務特性
科技特性
任務科技適配
任務科技適配總量表

題數

Cronbach’s α 係數

6
4
7
17

0.91
0.89
0.93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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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自我效能量表的 KMO 值為 0.71，小於 0.8，Bartlett’s 球形考驗的卡
方值達顯著，代表母群體的相關矩陣有共同因素存在，還算符合標準，故尚可進
行因素分析。
此量表共可分為一個子構面，因素一的解釋變異量為 62.55%，因素負荷量值
介於 0.78 ~ 0.84，所包含題目「我有很好的能力來使用理財機器任來完成理財工
作」、「我對如何使用理財機器人有很好的理解」、「整體而言，我有很好的技
巧能使用理財機器人來達成理財工作要求」等四題，「我有很高的信心會使用理
財機器人」、「我可以很輕鬆的使用理財機器人」故因素一命名為「自我效能」。
表3-7.

自我效能調查表之因素分析表

問
項
我有很好的能力來使用理財機器任來完成理財工作

因素一
0.80

我對如何使用理財機器人有很好的理解

0.84

我有很高的信心會使用理財機器人
我可以很輕鬆的使用理財機器人

0.84

整體而言，我有很好的技巧能使用理財機器人來達成理財工作要求

0.78

特徵值（轉軸後）

3.13

解釋變異量 (％)

62.55

累積解釋變異量 (％)

62.55

自我效能總量表之信度分析結果信度達 0.84，表示具有良好一致性。

表3-8.

自我效能信度分析

層面
自我效能

題數

Cronbach’s α 係數

5

0.84

本研究使用情形量表的 KMO 值為 0.73，小於 0.8，Bartlett’s 球形考驗的卡
方值達顯著，代表母群體的相關矩陣有共同因素存在，還算符合標準，故尚可進
行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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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量表共可分為一個子構面，因素一的解釋變異量為 59.05%，因素負荷量值
介於 0.72 ~ 0.86，所包含題目「對於理財機器人所包含的功能，我經常使用的程
度」、「當我分析理財相關決策時，我會使用理財機器人的頻率」、「我使用理
財機器人的某個功能時，會使用到這項功能裡面的細項功能的數量」、「理財機
器人在我的工作中扮演的角色」等四題，故因素一命名為「使用情形」。
表3-9.

使用情形調查表之因素分析表

問
項
對於理財機器人所包含的功能，我經常使用的程度

因素一
0.72

當我分析理財相關決策時，我會使用理財機器人的頻率

0.75

我使用理財機器人的某個功能時，會使用到這項功能裡面的細項功能的
數量
理財機器人在我的工作中扮演的角色

0.86

特徵值（轉軸後）

2.36

解釋變異量 (％)

59.05

累積解釋變異量 (％)

59.05

0.73

使用情形總量表之信度分析結果信度達 0.76，表示具有良好一致性。
表3-10. 使用情形總量表信度分析
層面
使用情形

題數

Cronbach’s α 係數

4

0.76

本研究工作績效量表的 KMO 值為 0.79，小於 0.8，Bartlett’s 球形考驗的卡
方值達顯著，代表母群體的相關矩陣有共同因素存在，還算符合標準，故尚可進
行因素分析。
此量表共可分為三個子構面，因素一的解釋變異量為 24.56%，因素負荷量值
介於 0.71 ~ 0.91，所包含題目「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更容易達成公司賦予的業績
目標」、「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即時快速的完成提供客戶投資需求相關建議的工
作」、「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獲得更有品質的金融資訊」、「使用理財機器
人系統時，能夠更清楚的記錄客戶相關需求」、「使用理財機器人可以節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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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投資交易記錄資料的時間」等五題，
「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快速增加客戶數」
、
故因素一命名為「任務績效」。
因素二的解釋變異量為 22.22%，因素負荷量值介於 0.81 ~ 0.85，所包含題目
「我不擔心理財機器人會取代我的專業性」、「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協助我進行
判斷」、「理財機器人能為我的專業形象加分」、「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幫我擴
大服務範圍，在下班後服務更多的客戶」等四題，「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幫忙我
提升專業能力」、「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幫我開拓更多的客戶」、故因素二命名
為「工作熱忱與創新」。
因素三的解釋變異量為 22.14%，因素負荷量值介於 0.75 ~ 0.88，所包含題目
「我認為操作理財機器人系統讓我的工作更有效率」、「我認為使用理財機器人
系統讓我與客戶的溝通更順暢」、「我認為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後，提供給客戶
的資料更為準確」、「我認為理財機器人幫助我減少錯誤判斷投資方向」、「我
認為理財機器人有幫助我減少工作流程的缺失」等五題，「理財機器人推薦給客
戶之理財規劃投資方向更為準確，讓客戶獲得更好的報酬率」、故因素三命名為
「工作品質」。
表3-11. 工作績效調查表之因素分析表
問
項
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快速增加客戶數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更容易達成公司賦予的業績目標

0.71

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即時快速的完成提供客戶投資需求相
關建議的工作
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獲得更有品質的金融資訊

0.77

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時，能夠更清楚的記錄客戶相關需求

0.86

0.91

使用理財機器人可以節省查詢客戶投資交易記錄資料的時 0.84
間
理財機器人推薦給客戶之理財規劃投資方向更為準確，讓客
戶獲得更好的報酬率
我認為操作理財機器人系統讓我的工作更有效率

0.87

我認為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讓我與客戶的溝通更順暢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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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0.75
我認為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後，提供給客戶的資料更為準確
我認為理財機器人幫助我減少錯誤判斷投資方向

0.80

我認為理財機器人有幫助我減少工作流程的缺失

0.88

我不擔心理財機器人會取代我的專業性

0.81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協助我進行判斷

0.85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幫忙我提升專業能力
理財機器人能為我的專業形象加分

0.85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幫我開拓更多的客戶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幫我擴大服務範圍，在下班後服務更多
的客戶
4.42
特徵值（轉軸後）

0.85
4.00

3.99

解釋變異量 (％)

24.56

22.22

22.14

累積解釋變異量 (％)

24.56

46.78

68.92

工作績效總量表之信度分析結果信度達 0.78；各分量表信度分別為「任務績
效」信度為 0.89、「工作品質」信度為 0.91、「工作熱忱與創新」信度為 0.92，
表示量表題項具有內部一致性。
表3-12. 工作績效總量表信度分析
層面
任務績效
工作品質
工作熱忱與創新
工作績效總量表

題數

Cronbach’s α 係數

5
5
4
14

0.89
0.91
0.92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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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根據研究架構及假設進行驗證，問卷共發放 400 份，其回收問卷數為 398
份，其中扣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數為 384 份。

第一節 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樣本結構概況，探討如表 4-1 所示：
(1) 性別：本研究對象的樣本中，性別為男生的受訪者人數有 97 人，占全體的
25.19%；女生的受訪者人數有 288 人，占全體的 74.81%。
(2) 年齡：本研究對象的樣本中，年齡為 30 歲以下的受訪者人數有 198 人，占全
體的 51.43%；31-40 歲的受訪者人數有 90 人，占全體的 23.38%；41-50 歲的受訪
者人數有 51 人，占全體的 13.25%；51 歲以上的受訪者人數有 46 人，占全體的
11.95%。
(3) 教育程度：本研究對象的樣本中，教育程度為高中/高職的受訪者人數有 107
人，占全體的 27.79%；專科/大學的受訪者人數有 185 人，占全體的 48.05%；碩/
博士以上的受訪者人數有 93 人，占全體的 24.16%。
(4) 婚姻狀況：本研究對象的樣本中，婚姻狀況為未婚的受訪者人數有 120 人，
占全體的 31.17%；已婚的受訪者人數有 255 人，占全體的 66.23%；離婚的受訪
者人數有 10 人，占全體的 2.60%。
(5) 部門：本研究對象的樣本中，部門為營業部的受訪者人數有 285 人，占全體
的 74.03%；財富管理通路部的受訪者人數有 100 人，占全體的 25.97%。
(6) 職位：本研究對象的樣本中，職位為主管的受訪者人數有 13 人，占全體的
3.38%；營業員的受訪者人數有 269 人，占全體的 69.87%；理財專員的受訪者人
數有 32 人，占全體的 8.31%；理財管理輔導人員的受訪者人數有 71 人，占全體
的 18.44%。
(7) 服務年資：本研究對象的樣本中，服務年資為 1 年以內的受訪者人數有 114
人，占全體的 29.61%；1-5 年的受訪者人數有 172 人，占全體的 44.68%；6-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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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者人數有 80 人，占全體的 20.78%；11-15 年的受訪者人數有 16 人，占全
體的 4.16%；16 年以上的受訪者人數有 3 人，占全體的 0.78%。

表4-1

樣本資料特性分析
變項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

部門
職位

服務年資

男生
女生
30 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高中/高職
專科/大學
碩/博士以上
未婚
已婚
離婚
營業部
財富管理通路部
主管
營業員
理財專員
理財管理輔導人員
1 年以內
1-5 年
6-10 年
11-15 年
16 年以上

次數
97
288
198
90
51
46
107
185
93
120
255
10
285
100
13
269
32
71
114
172
80
16
3

百分比
25.19
74.81
51.43
23.38
13.25
11.95
27.79
48.05
24.16
31.17
66.23
2.60
74.03
25.97
3.38
69.87
8.31
18.44
29.61
44.68
20.78
4.16
0.78

第二節 敘述統計分析
在任務特性層面，在「投資理財決策的結果經常會面臨不確定性」的平均數
為 3.51，標準差為 0.87；在「做投資理財工作我往往需要和其他同事進行跨部門
的合作」的平均數為 3.49，標準差為 0.89；在「投資理財決策的時間急迫性是非
常高的」的平均數為 3.39，標準差為 0.93；在「做投資理財決策我經常會面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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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沒有遇到過的客戶問題」的平均數為 3.39，標準差為 0.82；在「投資理財的工
作經常是非常動態的變化而需要考慮很多因素」的平均數為 3.36，標準差為 0.93；
由此可知，受訪者最同意「投資理財決策的結果經常會面臨不確定性」。

表4-2

任務特性變項同意程度之平均數、標準差
依變項

投資理財的工作經常是非常動態的變化而需要考慮很多因素
做投資理財決策我經常會面臨過去沒有遇到過的客戶問題
做投資理財工作我往往需要和其他同事進行跨部門的合作
投資理財決策的結果經常會面臨不確定性
投資理財決策的時間急迫性是非常高的

人
數
385
385
385
385
385

平
均
數
3.36
3.39
3.49
3.51
3.39

標
準
差
0.93
0.82
0.89
0.87
0.93

在科技特性層面，在「公司的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提供多方面的理財資訊」
的平均數為 3.90，標準差為 0.72；在「我必需針對不同客戶的投資屬性提供並規
劃不同投資建議相關需求的業務」的平均數為 3.85，標準差為 0.74；在「公司的
理財機器人可以協助我跟顧客之間溝通」的平均數為 3.74，標準差為 0.70；由此
可知，受訪者最同意「公司的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提供多方面的理財資訊」。

表4-3

科技特性變項同意程度之平均數、標準差
依變項

平 標
人 均 準
數 數 差
我必需針對不同客戶的投資屬性提供並規劃不同投資建議相關需求的業務 385 3.85 0.74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提供多方面的理財資訊
385 3.90 0.72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可以協助我跟顧客之間溝通
385 3.74 0.70
在任務科技配適度層面，「我可以很有彈性的調整運用理財機器人的各項功
能」的平均數為 3.80，標準差為 0.93；在「公司的理財機器人系統的操作介面相
當清楚易懂」的平均數為 3.75，標準差為 0.81；在「我覺得理財機器任提供的理
財資訊是很即時的」的平均數為 3.72，標準差為 0.83；在「無論我在哪裡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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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理財機器人處理相關的金融業務」的平均數為 3.66，標準差為 0.87；在「我
覺得理財機器人的使用非常容易」的平均數為 3.64，標準差為 0.90；由此可知，
受訪者最同意「我可以很有彈性的調整運用理財機器人的各項功能」。

表4-4

任務科技配適度變項同意程度之平均數、標準差
依變項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系統的操作介面相當清楚易懂
無論我在哪裡都可以使用理財機器人處理相關的金融業務
我可以很有彈性的調整運用理財機器人的各項功能
我覺得理財機器任提供的理財資訊是很即時的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的使用非常容易

人
數
385
385
385
385
385

平均 標準
數 差
3.75 0.81
3.66 0.87
3.80 0.93
3.72 0.83
3.64 0.90

在自我效能層面，在「我有很好的能力來使用理財機器任來完成理財工作」
的平均數為 3.78，標準差為 0.81；在「整體而言，我有很好的技巧能使用理財機
器人來達成理財工作要求」的平均數為 3.77，標準差為 0.90；在「我有很高的信
心會使用理財機器人」的平均數為 3.77，標準差為 0.80；在「我可以很輕鬆的使
用理財機器人」的平均數為 3.73，標準差為 0.85；在「我對如何使用理財機器人
有很好的理解」的平均數為 3.72，標準差為 0.84；由此可知，受訪者最同意「我
有很好的能力來使用理財機器任來完成理財工作」。

表4-5

自我效能變項同意程度之平均數、標準差
依變項

平 標
人 均 準
數 數 差
我有很好的能力來使用理財機器任來完成理財工作
385 3.78 0.81
我對如何使用理財機器人有很好的理解
385 3.72 0.84
我有很高的信心會使用理財機器人
385 3.77 0.80
我可以很輕鬆的使用理財機器人
385 3.73 0.85
整體而言，我有很好的技巧能使用理財機器人來達成理財工作要求 385 3.77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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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情形層面，在「當我分析理財相關決策時，我會使用理財機器人的頻
率」的平均數為 3.82，標準差為 0.90；在「對於理財機器人所包含的功能，我經
常使用的程度」的平均數為 3.66，標準差為 0.88；在「我使用理財機器人的某個
功能時，會使用到這項功能裡面的細項功能的數量」的平均數為 3.42，標準差為
0.87；在「理財機器人在我的工作中扮演的角色」的平均數為 3.34，標準差為 0.85；
由此可知，受訪者最同意「當我分析理財相關決策時，我會使用理財機器人的頻
率」。

表4-6

使用情形變項同意程度之平均數、標準差
依變項

平
均 標準
人數 數 差
385 3.66 0.88
385 3.82 0.90

對於理財機器人所包含的功能，我經常使用的程度
當我分析理財相關決策時，我會使用理財機器人的頻率
我使用理財機器人的某個功能時，會使用到這項功能裡面的細項
385 3.42 0.87
功能的數量
理財機器人在我的工作中扮演的角色
385 3.34 0.85

在工作績效層面，在「理財機器人推薦給客戶之理財規劃投資方向更為準確，
讓客戶獲得更好的報酬率」的平均數為 3.69，標準差為 0.92；在「使用理財機器
人系統可以獲得更有品質的金融資訊」的平均數為 3.54，標準差為 0.97；在「我
認為操作理財機器人系統讓我的工作更有效率」的平均數為 3.53，標準差為 0.93；
在「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快速增加客戶數」的平均數為 3.42，標準差為 0.80；在
「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即時快速的完成提供客戶投資需求相關建議的工作」的平
均數為 3.33，標準差為 0.88；由此可知，受訪者最同意「理財機器人推薦給客戶
之理財規劃投資方向更為準確，讓客戶獲得更好的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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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工作績效變項同意程度之平均數、標準差
依變項

平 標
人 均 準
數 數 差
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快速增加客戶數
385 3.42 0.80
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即時快速的完成提供客戶投資需求相關建議的工作
385 3.33 0.88
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獲得更有品質的金融資訊
385 3.54 0.97
理財機器人推薦給客戶之理財規劃投資方向更為準確，讓客戶獲得更好的報酬率 385 3.69 0.92
我認為操作理財機器人系統讓我的工作更有效率
385 3.53 0.93

第三節 個人特性的差異分析
本節旨在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探討不
同背景變項的受訪者在任務特性、科技特性、任務科技配適度、自我效能、使用
情形及工作績效上的差異。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 F 檢定達顯著（設α = .05），
則以 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
由表 4-8 可知，不同性別的受訪者在「任務科技配適度」上有顯著差異（p
< .05）
：在「任務科技配適度」上，以女生得分(M=3.82)高於男生得分(M=3.41)。
不同性別的受訪者在「任務特性」
、
「科技特性」上無顯著差異（p > .05）
，代
表男生與女生在這二個層面的分數皆相同。

表4-8

不同性別的受訪者在任務科技配適度各層面之差異分析

任務特性
科技特性
任務科技配適度

性別
(1)男生
(2)女生
(1)男生
(2)女生
(1)男生
(2)女生

個數
97
288
97
288
97
288

平均數
3.38
3.45
3.85
3.82
3.41
3.82

標準差
0.77
0.66
0.65
0.61
0.95
0.59

t值
-0.78

p值
0.436

0.31

0.757

-3.99*

0.000

*, p<0.05
由表 4-9 可知，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任務特性」
、
「科技特性」
、
「任務科技
配適度」上達顯著差異（p < .05）
：經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在「任務特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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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歲以下的受訪者得分（M = 3.56）高於 41-50 歲（M = 3.05）及 51 歲以上（M =
3.19）的受訪者；31-40 歲的受訪者得分（M = 3.49）高於 41-50 歲（M = 3.05）
的受訪者；在「科技特性」上，30 歲以下的受訪者得分（M = 3.94）高於 41-50
歲（M = 3.55）的受訪者；在「任務科技配適度」上，30 歲以下的受訪者得分（M
= 4.23）高於 31-40 歲（M = 3.56）及 41-50 歲（M = 3.05）及 51 歲以上（M = 2.53）
的受訪者；31-40 歲的受訪者得分（M = 3.56）高於 41-50 歲（M = 3.05）及 51 歲
以上（M = 2.53）的受訪者；41-50 歲的受訪者得分（M = 3.05）高於 51 歲以上（M
= 2.53）的受訪者。

表4-9

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任務科技配適度層面之差異分析

平 標
人
層面
分組
均 準 F值 p值
Scheffé法事後比較
數
數 差
任務特性
（1）30 歲以下 198 3.56 0.70 10.29* 0.000 1>3、4；2>3
（2）31-40 歲 90 3.49 0.61
（3）41-50 歲 51 3.05 0.70
（4）51 歲以上 46 3.19 0.56
科技特性
（1）30 歲以下 198 3.94 0.54 6.89* 0.000 1>3
（2）31-40 歲 90 3.73 0.70
（3）41-50 歲 51 3.55 0.70
（4）51 歲以上 46 3.83 0.53
任務科技配適度 （1）30 歲以下 198 4.23 0.42 320.36* 0.000 1>2、3、4；2>3、4；3>4
（2）31-40 歲 90 3.56 0.29
（3）41-50 歲 51 3.05 0.29
（4）51 歲以上 46 2.53 0.46
*, p<0.05
由表 4-10 可知，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在「任務特性」、「科技特性」、「任
務科技配適度」上無顯著差異（p > .05）
，代表教育程度在這三個層面的分數認知
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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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在任務科技配適度層面之差異分析

層面

分組

任務特性

（1）高中/高職
（2）專科/大學
（3）碩/博士以上
科技特性
（1）高中/高職
（2）專科/大學
（3）碩/博士以上
任務科技配適度 （1）高中/高職
（2）專科/大學
（3）碩/博士以上
*, p<0.05

人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107
185
93
107
185
93
107
185
93

3.39
3.47
3.39
3.79
3.85
3.82
3.58
3.76
3.78

0.67
0.71
0.66
0.62
0.63
0.59
0.74
0.72
0.69

F值

p值

0.68

0.509

0.39

0.679

2.66

0.071

Scheffé
法事後
比較

由表 4-11 可知，不同婚姻狀況的受訪者在「任務特性」
、
「任務科技配適度」
上達顯著差異（p < .05）：經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在「任務特性」上，兩兩組
別彼此並無顯著差異；在「任務科技配適度」上，未婚的受訪者得分（M = 4.10）
高於已婚（M = 3.54）及離婚（M = 3.54）的受訪者。
不同婚姻狀況的受訪者在「科技特性」上無顯著差異（p > .05）
，代表婚姻狀
況在這一個層面的分數認知皆相同。

表4-11

不同婚姻狀況的受訪者在任務科技配適度層面之差異分析

層面
任務特性

分組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科技特性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任務科技配適度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 p<0.05

人數
120
255
10
120
255
10
120
255
10

平均數 標準差
3.54
3.37
3.72
3.88
3.81
3.73
4.10
3.54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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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0.68
0.58
0.61
0.62
0.52
0.54
0.74
0.13

3.55*

Scheffé
p值
法事後
比較
0.030 N.S.

0.75

0.472

F值

29.16*

0.000 1>2、3

由表 4-12 可知，不同部門的受訪者在「任務科技配適度」上達顯著差異（p
< .05）
：在「任務科技配適度」上，以營業部得分(M=3.77)高於財富管理通路部得
分(M=3.55)。
不同部門的受訪者在「任務特性」
、
「科技特性」上無顯著差異（p > .05）
，代
表營業部與財富管理通路部在這二個層面的分數皆相同。

表4-12

不同部門的受訪者在任務科技配適度各層面之差異分析

部門
任務特性
(1)營業部
(2)財富管理通路部
科技特性
(1)營業部
(2)財富管理通路部
任務科技配適度 (1)營業部
(2)財富管理通路部
*, p<0.05

個數
285
100
285
100
285
100

平均數
3.42
3.45
3.83
3.82
3.77
3.55

標準差
0.70
0.65
0.61
0.63
0.68
0.80

t值
-0.40

p值
0.687

0.22

0.823

2.64*

0.009

由表 4-13 可知，不同職位的受訪者在「任務科技配適度」上達顯著差異（p
< .05）
：經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在「任務科技配適度」上，營業員的受訪者得
分（M = 3.78）高於主管（M = 2.86）的受訪者；理財專員的受訪者得分（M = 3.67）
高於主管（M = 2.86）的受訪者；理財管理輔導人員的受訪者得分（M = 3.65）高
於主管（M = 2.86）的受訪者。
不同職位的受訪者在「任務特性」
、
「科技特性」上無顯著差異（p > .05）
，代
表職位在這二個層面的分數認知皆相同。

表4-13

不同職位的受訪者在任務科技配適度層面之差異分析

層面
任務特性

分組
（1）主管
（2）營業員
（3）理財專員

平 標
Scheffé法事後
均 準 F值 p值
比較
數 差
13 3.28 0.62 1.91 0.127
269 3.42 0.70
32 3.69 0.60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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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人
數

分組

（4）理財管理輔導人員
科技特性
（1）主管
（2）營業員
（3）理財專員
（4）理財管理輔導人員
任務科技配適度 （1）主管
（2）營業員
（3）理財專員
（4）理財管理輔導人員
*, p<0.05

71
13
269
32
71
13
269
32
71

平 標
Scheffé法事後
均 準 F值 p值
比較
數 差
3.39 0.67
3.97 0.69 0.34 0.795
3.82 0.61
3.88 0.63
3.83 0.63
2.86 0.50 7.31* 0.000 2>1；3>1；4>1
3.78 0.68
3.67 0.87
3.65 0.74

由表 4-14 可知，不同服務年資的受訪者在「任務特性」
、
「任務科技配適度」
上達顯著差異（p < .05）：經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在「任務特性」上，1 年以
內的受訪者得分（M = 3.57）高於 6-10 年（M = 3.22）的受訪者；在「任務科技
配適度」上，1 年以內的受訪者得分（M = 4.18）高於 1-5 年（M = 3.82）及 6-10
年（M = 3.11）及 11-15 年（M = 2.41）的受訪者；1-5 年的受訪者得分（M = 3.82）
高於 6-10 年（M = 3.11）及 11-15 年（M = 2.41）的受訪者；6-10 年的受訪者得
分（M = 3.11）高於 11-15 年（M = 2.41）的受訪者。
不同服務年資的受訪者在「科技特性」上無顯著差異（p > .05）
，代表服務年
資在這一個層面的分數認知皆相同。

表4-14
層面
任務特性

科技特性

不同服務年資的受訪者在任務科技配適度層面之差異分析
平 標
人
分組
均 準 F值 p值
Scheffé法事後比較
數
數 差
（1）1 年以內 114 3.57 0.74 3.64* 0.006 1>3
172 3.45 0.65
（2）1-5 年
80 3.22 0.64
（3）6-10 年
（4）11-15 年 16 3.24 0.67
（5）16 年以上 3 3.67 0.61
（1）1 年以內 114 3.95 0.50 2.10 0.081
172 3.80 0.66
（2）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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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標
人
層面
分組
均 準 F值 p值
Scheffé法事後比較
數
數 差
80 3.71 0.65
（3）6-10 年
（4）11-15 年 16 3.81 0.56
（5）16 年以上 3 4.00 1.00
任務科技配適度 （1）1 年以內 114 4.18 0.49 68.51* 0.000 1>2、3、4；2>3、4；3>4
172 3.82 0.57
（2）1-5 年
80 3.11 0.60
（3）6-10 年
（4）11-15 年 16 2.41 0.57
（5）16 年以上 3 3.27 0.12
*, p<0.05
由表 4-15 可知，不同性別的受訪者在「自我效能」、「使用情形」、「工作績
效」上達顯著差異（p < .05）
：在「自我效能」上，以女生得分(M=3.86)高於男生
得分(M=3.44)；在「使用情形」上，以女生得分(M=3.62)高於男生得分(M=3.39)；
在「工作績效」上，以女生得分(M=3.66)高於男生得分(M=3.04)。

表4-15

不同性別的受訪者在自我效能、使用情形和工作績效層面之差異分析

自我效能
使用情形
工作績效

性別
(1)男生
(2)女生
(1)男生
(2)女生
(1)男生
(2)女生

個數
97
288
97
288
97
288

平均數
3.44
3.86
3.39
3.62
3.04
3.66

標準差
0.96
0.58
0.92
0.59
0.76
0.51

t值
-4.01*

p值
0.000

-2.33*

0.021

-7.48*

0.000

*, p<0.05
由表 4-16 可知，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自我效能」、「使用情形」、「工作績
效」上達顯著差異（p < .05）：經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在「自我效能」上，30
歲以下的受訪者得分（M = 3.90）高於 51 歲以上（M = 2.91）的受訪者；31-40
歲的受訪者得分（M = 3.78）高於 51 歲以上（M = 2.91）的受訪者；41-50 歲的受
訪者得分（M = 3.91）高於 51 歲以上（M = 2.91）的受訪者；在「使用情形」上，
30 歲以下的受訪者得分（M = 3.69）高於 51 歲以上（M = 2.70）的受訪者；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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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受訪者得分（M = 3.67）高於 51 歲以上（M = 2.70）的受訪者；41-50 歲的受
訪者得分（M = 3.66）高於 51 歲以上（M = 2.70）的受訪者；在「工作績效」上，
30 歲以下的受訪者得分（M = 3.59）高於 51 歲以上（M = 2.90）的受訪者；31-40
歲的受訪者得分（M = 3.60）高於 51 歲以上（M = 2.90）的受訪者；41-50 歲的受
訪者得分（M = 3.55）高於 51 歲以上（M = 2.90）的受訪者。

表4-16
層面

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自我效能、使用情形和工作績效層面之差異分析
分組

自我效能 （1）30 歲以下
（2）31-40 歲
（3）41-50 歲
（4）51 歲以上
使用情形 （1）30 歲以下
（2）31-40 歲
（3）41-50 歲
（4）51 歲以上
工作績效 （1）30 歲以下
（2）31-40 歲
（3）41-50 歲
（4）51 歲以上
*, p<0.05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98
90
51
46
198
90
51
46
198
90
51
46

3.90
3.78
3.91
2.91
3.69
3.67
3.66
2.70
3.59
3.60
3.55
2.90

0.62
0.61
0.61
0.85
0.62
0.58
0.56
0.74
0.63
0.59
0.54
0.55

30.14*

Scheffé法事後
比較
0.000 1>4；2>4；3>4

34.25*

0.000 1>4；2>4；3>4

17.78*

0.000 1>4；2>4；3>4

F值

p值

由表 4-17 可知，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在「自我效能」、「使用情形」上達
顯著差異（p < .05）
：經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在「自我效能」上，專科/大學的
受訪者得分（M = 3.84）高於高中/高職（M = 3.59）的受訪者；在「使用情形」
上，專科/大學的受訪者得分（M = 3.66）高於高中/高職（M = 3.32）的受訪者；
碩/博士以上的受訪者得分（M = 3.63）高於高中/高職（M = 3.32）的受訪者。
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在「工作績效」上無顯著差異（p > .05）
，代表教育程
度在這一個層面的分數認知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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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在自我效能、使用情形和工作績效層面之差異分

析
層面

分組

人數

自我效能 （1）高中/高職
（2）專科/大學
（3）碩/博士以上
使用情形 （1）高中/高職
（2）專科/大學
（3）碩/博士以上
工作績效 （1）高中/高職
（2）專科/大學
（3）碩/博士以上
*, p<0.05

平均數 標準差

107
185
93
107
185
93
107
185
93

3.59
3.84
3.77
3.32
3.66
3.63
3.40
3.54
3.55

0.78
0.69
0.67
0.72
0.63
0.72
0.68
0.63
0.60

4.10*

Scheffé法
事後比較
0.017 2>1

8.98*

0.000 2>1；3>1

2.04

0.132

F值

p值

由表 4-18 可知，不同婚姻狀況的受訪者在「使用情形」、「工作績效」上達
顯著差異（p < .05）：經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在「使用情形」上，未婚的受訪
者得分（M = 3.71）高於已婚（M = 3.48）的受訪者；在「工作績效」上，兩兩組
別彼此並無顯著差異。
不同婚姻狀況的受訪者在「自我效能」上無顯著差異（p > .05）
，代表婚姻狀
況在這一個層面的分數認知皆相同。

表4-18

不同婚姻狀況的受訪者在自我效能、使用情形和工作績效層面之差異分

析
層面

分組

自我效能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使用情形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工作績效 （1）未婚
（2）已婚

Scheffé法
事後比較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120
255
10
120
255
10
120
255

3.87
3.70
3.78
3.71
3.48
3.88
3.60
3.44

0.64
0.75
0.68
0.60
0.72
0.67
0.59
0.66

2.48

0.085

6.00*

0.003

1>2

4.17*

0.016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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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分組
（3）離婚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0

3.88

0.55

F值

p值

Scheffé法
事後比較

*, p<0.05
由表 4-19 可知，不同部門的受訪者在「自我效能」、「使用情形」、「工作績
效」上無顯著差異（p > .05）
，代表營業部與財富管理通路部在這三個層面的分數
皆相同。

表4-19

不同部門的受訪者在自我效能、使用情形和工作績效各層面之差異分析

自我效能
使用情形
工作績效

部門
(1)營業部
(2)財富管理通路部
(1)營業部
(2)財富管理通路部
(1)營業部
(2)財富管理通路部

個數
285
100
285
100
285
100

平均數
3.77
3.71
3.59
3.47
3.50
3.50

標準差
0.70
0.76
0.68
0.72
0.64
0.64

t值
0.68

p值
0.494

1.47

0.143

0.11

0.916

*, p<0.05
由表 4-20 可知，不同職位的受訪者在「使用情形」上達顯著差異（p < .05）：
經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在「使用情形」上，營業員的受訪者得分（M = 3.59）
高於主管（M = 3.04）的受訪者；理財管理輔導人員的受訪者得分（M = 3.64）高
於主管（M = 3.04）的受訪者。
不同職位的受訪者在「自我效能」
、
「工作績效」上無顯著差異（p > .05）
，代
表職位在這二個層面的分數認知皆相同。

表4-20
層面

不同職位的受訪者在自我效能、使用情形和工作績效層面之差異分析
分組

自我效能 （1）主管
（2）營業員
（3）理財專員
（4）理財管理輔導人員

人數
13
269
32
71
58

平均
數
3.43
3.76
3.64
3.83

標準
差
1.10
0.69
0.84
0.67

F值

p值

1.44

0.231

Scheffé法
事後比較

層面

分組

人數

使用情形 （1）主管
（2）營業員
（3）理財專員
（4）理財管理輔導人員
工作績效 （1）主管
（2）營業員
（3）理財專員
（4）理財管理輔導人員

13
269
32
71
13
269
32
71

平均
數
3.04
3.59
3.38
3.64
3.23
3.50
3.54
3.55

標準
差
0.92
0.67
0.84
0.63
0.64
0.64
0.74
0.59

3.65*

Scheffé法
事後比較
0.013 2>1；4>1

0.96

0.410

F值

p值

*, p<0.05
由表 4-21 可知，不同服務年資的受訪者在「自我效能」、「使用情形」、「工
作績效」上達顯著差異（p < .05）
：經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在「自我效能」上，
1 年以內的受訪者得分（M = 3.92）高於 6-10 年（M = 3.57）及 11-15 年（M = 2.85）
的受訪者；1-5 年的受訪者得分（M = 3.81）高於 11-15 年（M = 2.85）的受訪者；
6-10 年的受訪者得分（M = 3.57）高於 11-15 年（M = 2.85）的受訪者；16 年以
上的受訪者得分（M = 4.27）高於 11-15 年（M = 2.85）的受訪者；在「使用情形」
上，1 年以內的受訪者得分（M = 3.72）高於 11-15 年（M = 2.50）的受訪者；1-5
年的受訪者得分（M = 3.61）高於 11-15 年（M = 2.50）的受訪者；6-10 年的受訪
者得分（M = 3.43）高於 11-15 年（M = 2.50）的受訪者；16 年以上的受訪者得分
（M = 3.83）高於 11-15 年（M = 2.50）的受訪者；在「工作績效」上，1 年以內
的受訪者得分（M = 3.68）高於 6-10 年（M = 3.30）及 11-15 年（M = 2.98）的受
訪者；1-5 年的受訪者得分（M = 3.53）高於 11-15 年（M = 2.98）的受訪者。

表4-21

不同服務年資的受訪者在自我效能、使用情形和工作績效層面之差異分

析
層面

分組

自我效能 （1）1 年以內
（2）1-5 年
（3）6-10 年

人
數
114
172
80

平均
數
3.92
3.81
3.57

標準
F值 p值
Scheffé法事後比較
差
0.61 10.77* 0.000 1>3、4；2>4；3>4；5>4
0.68
0.73
59

人
數
16
（4）11-15 年
（5）16 年以上 3
使用情形 （1）1 年以內 114
172
（2）1-5 年
80
（3）6-10 年
16
（4）11-15 年
（5）16 年以上 3
工作績效 （1）1 年以內 114
172
（2）1-5 年
80
（3）6-10 年
16
（4）11-15 年
（5）16 年以上 3
*, p<0.05
層面

分組

平均
數
2.85
4.27
3.72
3.61
3.43
2.50
3.83
3.68
3.53
3.30
2.98
3.60

標準
F值 p值
Scheffé法事後比較
差
0.86
1.10
0.59 13.49* 0.000 1>4；2>4；3>4；5>4
0.65
0.75
0.50
0.72
0.60 7.34* 0.000 1>3、4；2>4
0.63
0.65
0.43
0.69

第四節 信效度分析
在分析研究模式之前，先要檢定模式中資料的信效度，本研究採用 SPSS 20.0
及 Smart PLS 3.0 軟體進行檢測。
一、信度及因素分析
針對信度部分的驗證，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測量問卷的一致性，由於本
研究採用李克特五點量表，故適合使用 Cronbach’s α 進行驗證。依據 DeVellis
（1991）的建議，當 α 值低於 0.6 完全不接受；介於 0.6 至 0.65 之間最好不要接
受；介於 0.65 至 0.7 為最小接受值；介於 0.7 至 0.8 相當好；介於 0.8 至 0.9 非常
好。
此外，本研究採用因素分析進行分析，其目的在於簡化量表題目，萃取出最
具有代表性的題項來測量受測者之特質，以建構量表效度。本研究採用的因素分
析法係以「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進行因素抽取，採行
直交轉軸法（orthogonal rotation）中的最大變異數法，其原理在於讓所有變項在
同一因素的負荷量平方的變異量達到最大，以簡化對因素的解釋（吳明隆，2006）
。
當因素負荷量值低於 0.7 時，則將該題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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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22 顯示，由於任務特性第一題(TA1)、科技特性第四題(TE4)、任務
科技配適度第四題(TTF4)、第五題(TTF5)、工作績效第二題(WP2)、第五題(WP5)、
第六題(WP6)、第九題(WP9)、第十題(WP10)因素負荷量低於 0.7，故予以刪除。
刪除後的信度分別為任務特性信度值 0.83、科技特性信度值 0.82、任務科技
配適度信度值 0.88、自我效能信度值 0.91、使用情形信度值 0.80、工作績效信度
值 0.83，顯示各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表4-22

信效度分析

構面

代號

因素負荷量

Cronbach’s α

任務特性

TA1

0.64

0.83

TA2

0.75

TA3

0.71

TA4

0.82

TA5

0.76

TA6

0.73

TE1

0.84

TE2

0.85

TE3

0.74

TE4

0.66

科技特性

任務科技配適度 TTF1

0.75

TTF2

0.80

TTF3

0.79

TTF4

0.80

TTF5

0.54

TTF6

0.60

TTF7

0.78

SE1

0.86

SE2

0.87

SE3

0.85

SE4

0.84

SE5

0.85

UT1

0.78

UT2

0.80

UT3

0.80

自我效能

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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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

0.88

0.91

0.80

構面
工作績效

代號

因素負荷量

UT4

0.77

WP1

0.72

WP2

0.69

WP3

0.76

WP4

0.74

WP5

0.10

WP6

0.69

WP7

0.77

WP8

0.74

WP9

0.10

WP10

0.09

WP11

0.85

WP12

0.89

WP13

0.88

WP14

0.87

Cronbach’s α
0.83

二、效度分析
關於結構方程模型的效度分析，包含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所謂收斂效度是
表示構面的一致性要較高，而區別效度則表示構面間的關係程度必須小於構面內
的關係程度。
進一步了解，收斂效度的驗證包含三個指標，如下所述：
1. 單一構念檢定(Unidimensionality)：用以衡量問卷題項之內部一致性，其
檢測依據為各題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 且具有顯著。
2. 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透過各構面的問項中
萃取出變異量，檢測依據為各構面的 AVE 均大於 0.5；另各構面間的問項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的檢測依據為 CR 均大於 0.7。
3. 組合信度(Component reliability) ：用以衡量問卷題項之內部一致性，其檢
測依據為 CR 皆大於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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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收斂效度，結果顯示工作績效 AVE 低於 0.5，故將各問項因素負
荷量較低者刪除，分別為 WP11、WP12、WP13、WP14。刪除後的結果如表 4-3
所示。
根據表 4-23 顯示，任務特性 CR 值 0.87、AVE 值 0.57；科技特性 CR 值 0.88、
AVE 值 0.72；任務科技適配 CR 值 0.92、AVE 值 0.68；自我效能 CR 值 0.93、AVE
值 0.73；使用情形 CR 值 0.87、AVE 值 0.62；工作績效 CR 值 0.84、AVE 值 0.51，
其 CR 皆大於 0.7，AVE 均高於 0.5，顯示該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表4-23

構面之信效度分析彙整
構面

CR

AVE

任務特性

0.87

0.57

科技特性

0.88

0.72

任務科技適配度

0.92

0.68

自我效能

0.93

0.73

使用情形

0.87

0.62

工作績效

0.84

0.51

接著探討區別效度，區別效度的檢測依據為各構面的 AVE 平方根必須大於各
構面相關係數。根據表 4-24 顯示，任務特性、科技特性、任務科技配適度、自我
效能、使用情形及工作績效的 AVE 平方根均大於相關係數，由此可知，各構面具
有良好的區別效度。

表4-24

區別效度結果
任務特性 科技特性 任務科技適配度 自我效能 使用情形 工作績效

任務特性

0.75

科技特性

0.12

0.85

任務科技適配度

0.29

0.19

0.83

自我效能

0.13

0.02

0.38

0.85

使用情形

0.11

0.01

0.36

0.69

0.79

工作績效

0.13

-0.10

0.19

0.39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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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第三節 研究模型與假說驗證
本研究採用 SmartPLS 3.0 分析研究架構中各構面之路徑分析，用以驗證研究
假設是否成立。由於 PLS 並不提供整體模型配適度，而是以解釋力作為結構路徑
之預測。
此外，本研究在估計部分採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所謂拔靴法乃是無母數
的估算方式之一，透過對於樣本的重新抽樣，作為估計統計量分配，本研究設定
重抽的次數為 500 次(Chin, 1988)。另可藉由拔靴法得知各構面路徑之 t 值，當 t
值大於 1.96，表示具有顯著性。
根據圖 4-1 顯示，任務科技配適度解釋力為 0.16、使用情形解釋力為 0.54、
工作績效解釋力為 0.42。進一步探討發現，任務特性對任務科技配適度路徑值為
0.34、科技特性對任務科技配適度路徑值為 0.17、自我效能對使用情形路徑值為
0.69、任務科技配適度對使用情形路徑值為 0.11、使用情形對工作績效路徑值為
0.64，上述路徑值均具有正向顯著性；僅任務科技配適度對工作績效無明顯正向
顯著性存在。
任務
特性

科技
特性

自我
效能

0.34***
(8.14)

0.17***
(4.02)

任務科技
配適度
(R2=0.16)
0.11**
(2.83)
使用情形
(R2=0.54)

0.69***
(19.26)

圖4-1

0.03
(0.66)

路徑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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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
(12.33)

工作績效
(R2=0.42)

根據表 4-25 顯示，任務特性對任務科技配適度、科技特性對任務科技配適
度、自我效能對使用情形、任務科技配適度對使用情形、使用情形對工作績效均
具有顯著性，僅任務科技配適度對工作績效無顯著性。故假說成立與否部分，僅
任務科技配適度對工作績效不成立外，其餘假說均成立。
表4-25

路徑分析

路徑
任務特性->任務科技配適度
科技特性->任務科技配適度
自我效能->使用情形
任務科技配適度->使用情形
任務科技配適度->工作績效
使用情形->工作績效
表4-26

路徑係數
0.34
0.17
0.69
0.11
0.03
0.64

T值
8.14
4.02
19.26
2.83
0.66
12.33

顯著性
顯著
顯著
顯著
顯著
不顯著
顯著

假說成立與否

假說內容
任務特性->任務科技配適度
科技特性->任務科技配適度
自我效能->使用情形
任務科技配適度->使用情形
任務科技配適度->工作績效
使用情形->工作績效

成立與否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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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根據研究目的進行分析，以券商員工為研究對象，其結論與建議如下所
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任務特性顯著影響任務科技配適度

本研究認為，理財專員對自我的任務理解及認知，將影響其操作理財機器人
的方法，若理財專員能更加理性的依數據進行判斷，即可能在自己的專業性及理
財機器人間找出一個平衡點，讓自己人性化的經驗加上理財機器人的大數據，整
理出一個更專業、準確性更高的理財建議，也會更加用心的去了解理財機器人的
操作方式，以便能更快速的找到自己想要的資訊，因此任務特性顯著影響任務科
技配適度假說成立。

二、

科技特性顯著影響任務科技配適度

本研究認為，理財機器人能提供更多的資訊及數據，供理財專員參考，前提
是理財專員必需了解該如何查閱及解讀，若理財專員的理解正確，理財機器人所
提供的資訊將有助於理財專員進行判斷及提供理財建議，因此科技特性顯著影響
任務科技配適度假說成立。

三、

自我效能顯著影響使用情形

本研究認為，人是情感的動物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理財專員在進行給客戶的
投資理財資訊及規劃時，可能仍會受到自己的情感因素影響，包括對客戶的感受，
或對商品的喜好，而影響對走勢的判斷，因此若理財專員過於相信自己的判斷，
則可能忽略理財機器人所提供的部份資訊；又，若理財專員相信理財機器人的判
斷，並能夠在理財機器人的數據資訊中，應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得出最適理財建
議及投資方向，將能使理財機器人發揮最高效用，因此自我效能顯著影響使用情
形假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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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任務科技配適度無法影響工作績效

本研究認為，任務科技配適度無法影響工作績效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為
理財專員在工作過程中被要求一定要達到一定程度的績效，而無論其本身對自我
的任務理解或其科技特性為何，都需在公司要求下達到工作績效，因此，任務科
技配適度無法成為影響工作績效的原因；其二，可能影響理財專員工作績效的因
素較多，其他因素的影響可能外任務科技配適度高出許多，因此相較下，任務科
技配適度的影響即不這麼明顯，因而研究結果影響任務科技配適度無法影響工作
績效。

五、

任務科技配適度顯著影響使用情形

本研究認為，理財專員如能理解自我不足之處，並善用理財機器人，補足自
己的不足，同時多充實自我，以更能判斷理財機器人所提供的資訊，將有助於理
財專員提供正確的投資建議，提升績效；而理財專員想利用理財機器人得到何種
結果，將影響理財專員操作理財機器人的方向及參閱的資料，因此研究結果顯示
任務科技配適度顯著影響使用情形假說成立。

六、

使用情形顯著影響工作績效

本研究認為，理財專員的工作績效會受到其使用理財機器人的資訊與習慣影
響，其給予客戶的理財建議，有部份資訊是透過理財機器人而來，但理財專員也
有自己對於趨勢的判斷，若理財專員在搜尋資料時忽略部份關鍵資訊，只看到自
己想看到的部份內容，將可能忽略理財機器人提供的客觀投資資訊及建議，過於
相信自己的判斷，而該判斷又投入過多個人情感因素時，即可能影響其給予客戶
的投資理財建議的正確性，因此使用情形顯著影響工作績效假說成立。

七、

部分員工個人特質對理財機器人特性及工作績效具有顯著差異

另在受訪者個人不同背景變項與各層面的差異分析方面，茲將研究結果簡化
整理如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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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受訪者背景變項與任務科技配適度、自我效能、使用情形、工作績效之差
異情形
教育
婚姻
服務
性別
年齡
部門
職位
程度
狀況
年資
任務特性
╳
○
╳
○
╳
╳
○
科技特性
╳
○
╳
╳
╳
╳
╳
任務科技配適度
○
○
╳
○
○
○
○
自我效能
○
○
○
╳
╳
╳
○
使用情形
○
○
○
○
╳
○
○
工作績效
○
○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透過上表，可清楚看出受訪者的不同背景變項與各研究項目間之差異情形，
在性別方面，可發現性別與任務特性、科技特性並無顯著差異，與其他變項皆存
在顯著差異，並得分皆以女性高於男性，本研究認為，可能由於現今女性在職場
上已有機會獨當一面，讓女性在職場上更有自信，因此在任務科技配適度、自我
效能、使用情形、及工作績效上，都存在顯著差異，且女性得分皆比男性高；而
在任務特性與科技特性上，並無顯著差異產生的原因，本研究推論，可能由於任
務特性與科技特性是與投資理財決策及理財機器人相關，而不論男女，都能透過
經驗與專業知識進行投資判斷，而男女性在專業知識及經驗上可能都有一定的程
度，因而無顯著差異。
將年齡與服務年資共同討論，年齡與所有研究變項皆有顯著差異，服務年資
則僅在科技特性無顯著差異，其他皆有顯著差異，本研究認為，可能由於年齡與
服務年資皆與工作經驗及對科技的接受度與熟悉度相關，年齡較長、服務年資較
長者，可能較習慣於沒有科技來輔佐其工作，反觀年齡較輕者，可能因成長過程
一直都在接觸不同的科技發展，因此對於理財機器人及其使用的接受度較高，對
其功能的掌握也可能較完善，因此理財機器人能提供年齡較輕、或服務年資較短
者更多的協助。
教育程度只與自我效能、使用情形存在顯著差異，且皆以專科/大學的受訪者
得分高於高中/高職的受訪者，而其他各層面則無顯著差異；本研究認為，可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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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理財專員的職務多與專業知識吸收及經驗值的累積有關，當吸收的專業知識達
一定水準，也累積足夠的經驗值，則多能妥善的處理客戶問題及協助客戶進行投
資理財決策，因此在多數層面並無顯著差異；而在自我效能、使用情形上以專科/
大學的受訪者得分高於高中/高職的受訪者的原因，本研究推論，可能與受訪者個
人自信心有關，教育程度較低者，可能直覺對自我的信心不足，連帶影響其自我
效能，又，因自我效能不足，而影響了受訪者使用理財機器人的情形，因此在此
兩層面呈現顯著差異。
就婚姻狀況而言，在任務特性、任務科技配適度、使用情形、及工作績效存
在顯著差異，而在科技特性及自我效能則無顯著差異。其中任務科技配適度層面
以未婚者的得分高於其他兩組，本研究認為，可能因未婚者的時間較為自由，較
有機會能夠投入工作，因此在任務科技配適度的得分較高，而婚姻狀況也影響受
訪者可投入工作的時間及心力，一般而言，已婚者或離婚者可能因有家庭及小孩
需分心照顧，因此在工作上較難以隨時配合加班，上班時也可能因小孩的事而影
響工作，因此在多數層面存在顯著差異；然儘管已婚者或離婚者可能因家庭或小
孩而部份影響其工作，但其在工作上仍是在可能的情形下，投入全副心力，因此
與理財機器人的操作及應用亦是達客戶及自我的要求，因此在自我效能及科技特
性上並無顯著差異。
將部門與職位合併討論，可發現兩者在各層面的差異情形幾乎相同，唯使用
情形不同；部門與職位皆在任務科技配適度呈現顯著差異，其餘層面皆不存在顯
著差異，唯職位在使用情形呈現顯著差異。本研究認為，可能由於各部門與職位
需要操作理財機器人的機會與動機可能有所不同，加上面對的客戶群族也可能不
一樣，造成受訪者接觸理財機器人的立場即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兩者皆在任務科
技配適度層面呈現顯著差異，而職位在使用情形呈現顯著差異的原因，可能由於
各職位面對的是不同需處理的事件，因此影響對理財機器人的使用目的，因而呈
現顯著差異。至於兩者在多數層面皆無顯著差異的原因，本研究認為，可能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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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部門與職位不同，但所處理的事務仍是與投資理財相關，因此在任務特性、
科技特性、自我效能、及工作績效方面，兩者皆不存在顯著差異。
綜合而言，任務科技配適度顯著影響工作績效不成立的原因，本研究認為，
可能由於受訪者在提供客戶投資理財建議時，除理財機器人的資訊外，仍會依自
己本身的經驗與判斷來審視並提供客戶建議，因此受訪者的工作績效可能不全由
因理財機器人的資訊，部份仍受到自我的觀念及意識影響，因此任務科技配適度
未能顯著影響工作績效。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證券公司、理財專員、及後續研究，分別提
出下列研究建議：
一、

針對證券公司的建議：
(一) 轉型證券商財富管理可作為營運方向之一：
由本研究結果發現，理財機器人的使用情形顯著影響工作績
效，而理財專員的工作績效即可能影響客戶對於其投資建議的信任
度及客戶本身的投資績效；本研究證實理財機器人的使用情形顯著
影響工作績效，由此可知，若在理財機器人的輔佐下，轉型證券商
財富管理是為可考慮的營運方向之一。
(二) 導入完善的理財機器人是必要的：
本研究結果證實科技特性顯著影響任務科技配適度，任務科技
配適度顯著影響使用情形，而使用情形又顯著影響工作績效，因此
理財機器人的方便操作及資訊的正確性，可能影響理財專員的專業
判斷，進而影響給予客戶的投資建議，又進一步影響客戶的投資績
效，由此可知，理財機器人的資訊完善性及方便操作的特性，將影
響理財專員的使用，因此建議證券公司應仔細、完善的規劃功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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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理財機器人，給予理財專員良好的使用工具，才能有效協助理
財專員給予客戶正確的投資建議。
二、

針對理財專員的建議：
(一) 應提升自己的專業性：
本研究結果說明理財專員的自我效能顯著影響使用情形，理財
機器人能提供更多的資訊及多方比較的功能，因此理財專員雖不可
能把所有資訊記在腦中，但仍應提升自己的專業性及自我效能，讓
理財機器人處於輔佐自己的角色，而非過於依賴理財機器人的投資
建議，失去自己的專業。
(二) 應熟悉理財機器人的操作：
本研究結果顯示任務科技配適度顯著影響使用情形，且使用情
形顯著影響工作績效，對理財專員而言，理財機器人雖然能夠提供
更多的資訊，並整合更多方的資源，提供更精準的理財建議，但畢
竟理財機器人並不是人，無法判斷客戶的疑慮或喜好，因此理財專
員仍必需正確操作，才能得到想要的結果，避開客戶的地雷區，才
能提供客戶更完美的投資理財建議。
(三) 應在自己的判斷與理財機器人的建議中尋找平衡點：
本研究結果說明部分員工個人特質對理財機器人特性及工作績
效具有顯著差異，理財機器人所給予的投資建議是絕對理性並經過
多方資訊比較後的結果，但理財專員能夠親自跟客戶接觸，了解客
戶喜好，因此能提供理財機器人無法提供的、有溫度的服務，此為
理財機器人無法取代的部份，但理財專員仍需有極高的專業性，才
能正確吸收並操作理財機器人，給予客戶正確的投資建議，因此理
財專員必需發現理財機器人所提供的建議是否符合客戶需求，本研
究結果亦說明自我效能顯著影響使用情形，在自己的專業判斷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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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機器人的建議中尋找平衡點，才能提供讓客戶滿意、且確實能提
供報酬的投資建議。
三、

針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 可以不同案例對象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此次以｢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例進行研究，研
究結果無法套用於所有證券公司，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不同案
例對象進行研究，並與本研究結果相比較、討論。
(二) 可提出不同的研究假說：
本研究結果發現任務科技配適度顯著影響工作績效不成立，因
此建議後續研究可提出不同的研究假說，或提出不同見解，以求得
更綜觀之研究結果。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有限的時間、人力、及經費限制下，力求達到客觀、綜觀的研究結
果，但不免受到環境的限制，使研究結果受限以下列因素：
一、抽樣限制
本研究依研究對象｢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理財專員進行研究，因此研
究結果僅可反映｢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情形，無法一併涵蓋於其他證券公
司或產業。
二、時程限制
本研究僅能反映研究進行期間時的現況，無法反映長時間或以往的情形，研
究結果可能隨時間的累積而有所變化或不足。

第四節 未來研究方向
經本研究此次進行期間，發現部份後續可供探討的議題，謹以研究者的立場
與後續研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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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變項
本研究結果顯示部分員工個人特質對理財機器人特性及工作績效具有顯著差
異，受訪者個人不同特質可能影響任務科技配適度，進而影響工作績效，若後續
研究有意朝此議題進行研究，可多考量可能影響任務科技配適度之個人背景變
項，加以討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空間、人力、經費…等因素，僅能以｢台新綜合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做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無法延伸至其他產業或證券公司，若後續研究
有意朝證券公司進行研究，可參考本研究之架構與問卷設計，並與本研究進行比
較；若後續研究為其他產業之公司，建議重新設計與研究對象較為相關之問卷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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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理財機器人對於理財專員工作績效之影響
調查問卷
各位受訪者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參與此問卷的填答，本問卷探討理財機器人對於理財專員工
作績效之影響，此為純學術性之研究，填答的答案並沒有「對」與「錯」，請依
照您最真實的感受與狀況回答，問卷採不具名方式，僅供學術研究之用，填答內
容絕對保密，敬請安心填答。對於您的協助，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敬祝
身體健康 事事如意！
國立中山大學 高階經營碩士班
指導教授：梁定澎 博士
研究生：張儷瑜敬上

第一部分 任務科技配適
請依照您的感受與狀況在適合的選項打勾 V。

構面

題目

完不 無同
全同 意意
不意 見
同

完
全
同
意

意
23. 投資理財的決策時我經常會面臨模糊而無法
□□ □□ □
用標準程序處理的狀況
24. 投資理財的工作經常是非常動態的變化而需
□□ □□ □
要考慮很多因素
任務特性

25. 做投資理財決策我經常會面臨過去沒有遇到
□□ □□ □
過的客戶問題
26. 做投資理財工作我往往需要和其他同事進行
□□ □□ □
跨部門的合作
27. 投資理財決策的結果經常會面臨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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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構面

題目

28. 投資理財決策的時間急迫性是非常高的

完不 無同
全同 意意
不意 見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 □□ □

29. 我必需針對不同客戶的投資屬性提供並規劃
□□ □□ □
不同投資建議相關需求的業務。
30.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提供多方面的理
□□ □□ □
財資訊。
31.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可以協助我跟顧客之間溝
□□ □□ □
通
32.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可以提供理財建議
科技特性

□□ □□ □

33. 公司的理財機器人系統的操作介面相當清楚
□□ □□ □
易懂。
34. 無論我在哪裡都可以使用理財機器人處理相
關的金融業務。

□□ □□ □

35. 我可以很有彈性的調整運用理財機器人的各
□□ □□ □
項功能
36. 我覺得理財機器任提供的理財資訊是很即時
□□ □□ □
的
37.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提供的理財資訊，如淨
值、匯率、股市等，是正確且高品質的。

□□ □□ □

38.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提供給我符合顧
□□ □□ □
客特性的最佳資產配置。
39.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的使用非常容易
任務科技適配

□□ □□ □

40. 使用理財機器人可以減少我許多資料整理的
□□ □□ □
時間，讓我很快得到想要的答案。
41. 公司所導入的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與其他系
□□ □□ □
統相容或整合。
42. 公司所導入的理財機器人系統十分穩定。

□□ □□ □

43. 我可以快速上手理財機器人系統。

□□ □□ □

44. 我可以和公司其他人合作，使用理財機器人
一起分析投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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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二部份 自我效能
請依照您的感受與狀況在適合的選項打勾 V。

構面

題目

6.

我有很好的能力來使用理財機器任來完成理
財工作。

自我效能

第三部份
1.
2.
3.
4.

完全 不 無 同 完
不同 同 意 意 全
意 意 見
同
意
□

□ □□ □

7.

我對如何使用理財機器人有很好的理解。

□

□ □□ □

8.

我有很高的信心會使用理財機器人。

□

□ □□ □

9.

我可以很輕鬆的使用理財機器人。

□

□ □□ □

10. 整體而言，我有很好的技巧能使用理財機器
□
人來達成理財工作要求。

□ □□ □

使用情形

請依照您使用理財機器人的程度，回答下面問題，並在適合的□內打勾 V。
對於理財機器人所包含的功能，我經常使用的程度是
只用很少數功能 □ □ □ □ □ 全部都使用
當我分析理財相關決策時，我會使用理財機器人的頻率是
很少使用 □ □ □ □ □ 每次都使用
我使用理財機器人的某個功能時，會使用到這項功能裡面的細項功能的數量
使用少數選項 □ □ □ □ □ 全部選項都會使用
理財機器人在我的工作中扮演的角色是
可有可無 □ □ □ □ □ 無可取代

第四部份 工作績效
請依照您的感受與狀況在適合的選項打勾 V。
構面

任務績效

題目

19. 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更快速增加客戶
數。
20. 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更容易達成公司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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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不 無 同 完
全 同 意 意 全
不 意 見
同
同
意
意
□ □ □ □ □
□ □ □ □ □

構面

題目

完 不 無 同 完
全 同 意 意 全
不 意 見
同
同
意
意

予的業績目標
21. 使用理財機器人讓我更即時快速的完成
提供客戶投資需求相關建議的工作。
22. 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可以獲得更有品質
的金融資訊。

□ □ □ □ □

23. 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時，能夠更清楚的
記錄客戶相關需求。

□ □ □ □ □

24. 使用理財機器人可以節省查詢客戶投資
交易記錄資料的時間。

□ □ □ □ □

25. 理財機器人推薦給客戶之理財規劃投資
方向更為準確，讓客戶獲得更好的報酬
率。

□ □ □ □ □

26. 我認為操作理財機器人系統讓我的工作
更有效率。

工作品質

□ □ □ □ □

□ □ □ □ □

27. 我認為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讓我與客戶
的溝通更順暢。

□ □ □ □ □

28. 我認為使用理財機器人系統後，提供給
客戶的資料更為準確。

□ □ □ □ □

29. 我認為理財機器人幫助我減少錯誤判斷
投資方向。

□ □ □ □ □

30. 我認為理財機器人有幫助我減少工作流
程的缺失。

□ □ □ □ □

31. 我不擔心理財機器人會取代我的專業
性。

□ □ □ □ □

32.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協助我進行判斷。

□ □ □ □ □

33.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幫忙我提升專業能
力。
工作熱忱與創
新
34. 理財機器人能為我的專業形象加分。
35.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幫我開拓更多的客
戶
36. 我覺得理財機器人能幫我擴大服務範
圍，在下班後服務更多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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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部分、基本資料
1.性別：□男、□女
2.年齡：□30 歲以下、□31-40 歲、□41-50 歲、□51 歲以上
3.教育程度：□國中(含)以下、□高中/高職、□專科/大學、□碩/博士以上
4.婚姻狀況：□未婚、□已婚、□離婚、□其他
5.部門：□營業部、□財富管理通路部
6.職位：□主管、□營業員、□理財專員、□財富管理輔到人員(FC)
7. 服務年資：□1 年以內、□1-5 年、□6-10 年、□11-15 年、□15 年以上

問卷至此填答完畢，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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