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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態度以「公」為前提，是一種公共德行，包含對公共事務

的關懷、重視、涉入與責任感（蕭揚基，2000）。公民知識與價值

並非到成年才培養，16 歲的青少年已具有相當的認知與社會能力，

能包容多元意見，並會對公共事務展現興趣（Hart & Atkin, 2011）；

且青少年正值發展自我認同和群體認同的時候（Erikson, 1963），認

識與認同公民角色是青少年的發展任務之一，高中階段普遍被視為

公民發展的黃金時間（Flanagan & Faison, 2001; Hart & Atkins, 

2011）。 

Zaff、Kawashima-Ginsberg、Lin、Lamb、Balsano 和 Lerner（2011a）

探究青少年社區參與和公民態度的關係，發現當青少年愈密集涉入

社區事務，愈能認同自己的公民身份。在台灣，升學壓力使青少年

多以課業為優先，能夠分配給公共和社區事務的時間與精力相對較

少；公民培養多落實於學校，國中與高中有必修公民課程，傳授與

自我、家庭、社區／社會、政治、法律、經濟和全球相關的公民知

識，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中明列課

程目標為培養多元的價值關懷與公民意識，和增進參與民主社會的

行動能力（教育部學前及國民教育署，2017）。 

在學校，青少年體驗師生、同儕、班級等經驗，理論上，這些

經 驗 和 公 民 養 成 有 關 （ Youniss, Bales, Christmas-Best, Diversi, 

McLaughlin, & Silbereisen, 2002）；但教育場域與公共領域的本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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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因此學校經驗和公民態度的關聯性尚未有足夠的實證依據（Zaff, 

Kawashima-Ginsberg, & Lin, 2011b）。本研究探究高中學生的學校經

驗，希望理解學校經驗與公民態度的關聯性，並提供啟發公民發展

的具體建議。 

 

 

民主社會的穩定運作與人民的公民素質息息相關。民主社會是

個具有社群意識與公共善的社會共同體，重視保障個人自由和權

利，和保障弱勢族群的平等權益（鄭慧蘭，2002）。民主社會的運

作，仰賴公民倫理，民主社會期待其公民以公共利益為前提，具有

開放胸懷，能尊重包容差異，積極以個人或群體參與公共事務，關

懷社會弱勢和不公義，善盡社會責任，表現以大眾福祉為依歸的態

度（林火旺，1995；Amnå, 2012；Sullivan & Transue, 1999）。民主

社會這個社會共同體，在公領域上存有共同公益的連結關係，在私

領域上卻可能是互不熟識的陌生人；民主治理有賴人民持有與實踐

公民文化的價值觀，張秀雄、李琪明（2002）因應台灣民主社會的

發展，運用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研究方法，結合自由主義、

公民共和主義、社群主義及文化多元主義倡導之公民資質觀，提出

六點符合台灣理想公民文化價值的觀察：首先，公民具有多重角色，

不僅是國家政治成員，且是社群團體成員，公民價值觀不僅實踐於

傳統國家政治場域，並需實踐於個人所屬之人際、社會、世界和生

態範圍；其二，公民價值觀兼顧政治、法律、社會、經濟、文化等

相關的公民知識與公民德行，及與公民知識和公民德行相關的公民

參與行為；其三，儒家思想的倫理規範，如人倫份際，亦包容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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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公民文化價值中，與自由主義倡導之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

交融並存；其四，公民德行包含公民共和主義倡導之認同、關懷、

包容、服務，並包含各個專業領域特有強調的德行，如法律強調守

法與正義；其五，台灣公民文化符合社群主義的概念，兼顧本土與

世界價值，從自我、社區鄉土、國家到世界，包含台灣意識、國家

意識及全球意識；其六，如同文化多元主義，強調理想公民具有包

容多元、欣賞差異、關懷弱勢、重視人權、社會正義等多元民主公

民資質。 

「態度」是基於過去或當下經驗，評估判斷如何回應當下環境

中人、事、物的心理過程，包含對過去或當下經驗，在認知、情感

和行為面的整體評估（Allport, 1935）。公民態度，可說是人民對上

述張秀雄、李琪明（2002）整理之公民文化經驗的認知、情感與行

為傾向，公民態度的展現，表示人民認同自己的公民身份，能包容

異己，且清楚是非倫理，情感上願意關心社會，並在行動上有意願

參與社會、改造社會，願意為社會變遷、政治改革盡力（蕭揚基，

2000；Bobek, Zaff, Li, & Lerner, 2009; Sherrod & Lauckhardt, 2009）。

公民態度可視為適應民主社會的必要條件之一。蕭揚基（2000）的

國科會計畫「台灣中部地區高中生公民意識及相關因素之研究」探

討高中學生的公民意識與公民態度，高中學生雖然在公共如政治、

法律、經濟領域的經驗較少，但已能覺察與認知到自身在公民社會

中的角色及相關的權利與義務；Hart 和 Atkin（2011）使用 1996 年

美 國 全 國 家 戶 教 育 調 查 資 料 （ National Household Educational 

Survey），橫斷式的分析 2,250 位 20 歲到 30 歲的成人資料及 4,217

位 14 歲到 18 歲的青少年資料，發現當青少年屆齡 16 歲時，他們已

不亞於成年人，可以展現如同成年人對公共事務的知識和責任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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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力。蕭揚基（2000）整理相關公民文獻，佐以諮

詢專家學者與高中教師，整理出符合高中階段公民意識的題項，成

功邀請到 11 所高中的 1180 位高中學生填答，經量化分析將高中學

生的公民態度整理為四個面向：公共事務態度、社會關懷態度、社

會責任態度，及時事關心態度。公共事務態度接近自由主義，認為

公民資質即權利，如：我能針對公共事務提出建議，政府能保障人

民權利；社會關懷態度接近文化多元主義，強調容納差異、社會正

義，如：政府應該保障弱勢團體，我會響應賑災，我願意幫助他人；

社會責任態度接近公民共和主義，強調公共善與公共責任，如：我

會納稅、我重視社會整體利益；時事關心態度則代表扮演多重角色

從個人、人際、社會、國家、世界甚而生態公民，對相關周遭的事

的關注態度，如：我會注意媒體資訊的時事報導（蕭揚基，2000）。 

具有張秀雄、李琪明（2002）理想公民資質的人民是國家社會

的重要資本，公民人才的培養有助於民主體制的鞏固、國家經濟的

發展及公民社會的建構，而高中時期是公民培養的關鍵期，Fendrich

和 Lovoy（1988）追蹤一批在學生時期即參與投入社會運動的青少

年，發現這些青少年在 25 年後仍積極的參與涉入公共事務。下段接

著以高中學校為場域探討公民態度的發展。 

 

「態度」的建構無法獨立於經驗，認知、情感、行為傾向是建

構在經驗之上（Allport, 1935）。公民態度所立基的經驗屬於公共領

域，公共領域包括政治、社會、經濟生活（鄭慧蘭，2002）；兒童

與青少年的生活以家庭與學校為主，公共領域的經驗並不廣泛，如

政治選舉之權，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國民年滿二十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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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選舉之權，二十歲之前的青少年因此並沒有實際參與政治或承擔

社會責任。 

Rivero（2007）認為教育場域是公共領域的一種形式。青少年

公民素質培養，可著重類似於公民的社會化經驗，如同社群主義強

調社群意識與認同凝聚，創造類似於公民的社群凝聚與社會參與，

以之作為未來身為公民的前置練習（Sherrod & Lauckhardt, 2009）。

然而，學校經驗和公民態度的關聯性尚無明確驗證。公民教育的教

授學習對政治知識的提升已得驗證（邱師儀，2017），然而，經驗

類型如人際、班級或學校社群經驗，理應會促進公民意識與公民態

度，但目前研究尚沒有獲得一致的研究結果，如：鄭慧蘭（2002）

探究學校社團參與經驗，發現有三年以上幹部經驗者，在公民態度

的得分較高，但出席社團本身對公民態度沒有影響性，代表經驗所

內含的認知、情感、行為或許才是促發公民意識的主因，社團幹部

對社團這個社群的認同、歸屬和投入程度這些經驗值是重要的影響

因素。 

教育場域可說是最接近公民場域的練習場所，但教育場域與公

共領域的本質不同，這些不同或許是至今學校經驗與公民態度沒有

一致性研究結果的原因，如：高中學生在學校依循課綱學習，課綱

並非是由學生自己討論制定的（Quintelier & Hooghe, 2013）；公民

社會的組成是陌生人，但在學校師生同儕一起作息，彼此相當熟識

（蕭揚基，2000；Flanagan, 2003b）；本質上師生關係是上對下關

係，但公民資格應不具有階級、種族、資產等排他性，公民之間相

互平等（林火旺，1995；Flanagan & Stout, 2010）。教育場域的「經

驗」是否能轉嫁到身為公民的公民態度因此尚需要實證研究的努力

（Zaff, Kawashima-Ginsberg, & Lin,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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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生尚未滿 20 歲，尚不是公民。然從社群主義的立場，公

民的培養源自群我關係，個人在群體中共享共事，個人認同群體，

感受屬於群體的歸屬感，彼此信任緊密連結，共同營造群體利益，

形成公民群體意識（張秀雄、李琪明，2002）。高中學生雖然尚不

是公民，然在學校這個社群中，能經驗社群主義形容之群我認同、

歸屬等共同體之經驗，因此高中學校經驗有可能開發高中學生的公

民意識與公民態度，且在 Quintelier 和 Hooghe（2013）針對 14 歲青

少年的跨國研究中，發現影響公眾事務參與意願為主來自青少年自

身的主觀評估，老師或校長的評估與青少年公眾事務參與意願沒有

關聯性，說明公民意識與公民態度的培養有關切身的在群體中的主

觀經驗。本研究嘗試分析高中學生的學校經驗，釐清學校經驗中「個

人」在學校遵循規範、情感歸屬、認知學習經驗，「人際」上與偏

差同儕親近性及師生關係品質，及「班級」社群的民主氛圍，分析

這些經驗值對高中學生公民態度的影響，這些在學校的個人、人際、

班級經驗有關學生在學校的認同、信任、連結、歸屬體驗，預期會

與學生的公民態度有關聯性。 

本研究集結相關教育學、政治社會科學與發展心理學文獻，以

下逐一探討這些面向與公民態度的相關可能： 

1  

青少年在學校的行為、情感、認知學習經驗，可以從規範遵循、

學校歸屬和學習態度三個層次來理解（Fredricks, Blumenfeld, & Paris, 

2004）。青少年在學校是「學生」，一般會期待「學生」遵守校規、

喜歡學校和自主規劃學習。當青少年的行為、情感和學習符合學校

期待，表示青少年認同學校，並認同自己在學校的角色任務。學校

是個集體組織，青少年與學校的關係，類似公民與國家社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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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青少年尊重校規，表示青少年瞭解學校的結構和運作，明白行為

約制的意義；當青少年對學校有歸屬感，表示青少年曾有個體、集

體互為代表的正向經驗；當青少年能自主規劃學習，表示青少年明

白學生的角色責任，且經驗到與角色相關的自主效能。因此，這些

與學校相關的行為、情感、認知學習經驗值，或許會連結到公民對

國家社會的態度。 

2  

在青少年階段，同儕是自我與群體認同的重要參考值（Micucci, 

2009），青少年持續往來的同儕，通常彼此之間有相同興趣和想法。

由於青少年正值發展自我與群體認同的時期，同儕對青少年有決定

性的影響，能多少影射青少年成年後適應社會的程度（Youniss, 

McLellan, & Mazar, 2001）。 

學校同儕的群體文化，可以反映群體與學校的關係（Eccles & 

Barber, 1999），當同儕群體不認同學校時，會對學校所代表的價值

與信念加以排斥，認為學校課程沒什麼用，群體成員會傾向不喜歡

上學。固定群聚的同儕有特定的行為模式。當群體形成的行為模式

傾向打架、惹事等偏差行為，這類型的偏差同儕群體，在團體的你

我分際上有特別僵化的情形，會將父母、老師或其他成人歸類為他

者，強化群體成員彼此之間對學校或社會規範的不認同，甚而是對

規範挑釁的態度，在這樣的群體氛圍下，青少年疏離家庭、學校和

與學校類似的社區組織，難以培養社會責任或社會意識（Schmid, 

2012, Youniss et al., 2001）。 

3  

不若同儕之間平行關係，老師和學生的關係本質是上對下的關

係。若在此不對等條件下，青少年能體驗信任、包容與公正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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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經驗能輔助民主社會普世信任（social trust）的養成（Flanagan & 

Stout, 2010）。在師生關係中，老師是居上位的權威者，當權威者重

視彼此相互信任、溝通的關係，青少年會特別感受到權力的下放，

認知到每個個體在班級中被平等看重、公平對待。人際間的信任、

溝通與包容經驗是普世信任的基石，透過人際經驗的內化，青少年

逐漸形成一套對社會的前置理解模型，普世信任是在互不熟識的狀

況下，相信這個社會是公正互助的一股信念（Flanagan, 2003a）。 

4  

班級可說是最直接能夠練習民主態度的地方。青少年在學校的

作息大部分是以班級為單位且是班級的當然成員。當每個同學在班

級內都能自在的表達意見，每個意見是被同等的聽見和考慮，且班

級內的少數不會因為自己的立場或見解不同而遭到排擠，這樣的互

動方式創造的是包容多元尊重個體的民主風氣，而這樣的氛圍會創

造班級同學之間的互信關係（Flanagan, 2003a; Flanagan & Stout, 

2010），在互信、尊重、包容的基礎下，青少年練習在民主過程中，

有關團體的決定如何達成，如何協調不同意見，達成一個團體一致

同意的決定，感受民主過程的效能感。 

 

青少年公民態度的培養有助於國家社會發展和個人社會適應，

學者們一致認同培養青少年公民態度的重要性（蕭揚基，2000；

Fendrich & Lovoy, 1988；Zaff, Hart, Flanagan, Youniss, & Levine, 

2010）。公民精神的培養不僅止於知識面，需要在日常人與人、人

與環境的互動脈絡中，透過經驗感受（Sherrod & Lauckhardt, 2009）。

學校是青少年日常固定生活與學習的地方，本研究探究學校經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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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態度的關係，希冀研究結果能協助瞭解學校經驗對公共事務、

社會關懷、社會責任及時事關心態度的關聯性。 

 

 

本研究中，學校經驗為自變項，包含在學校的行為、情感、認

知學習經驗（變項：行為困難、情感歸屬、學習態度）、偏差同儕

親近性（變項：偏差同儕）、師生關係品質（變項：師生關係），

和班級民主氛圍（變項：班級民主）六個變項，公民態度為依變項，

包含公共事務態度、社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和時事關心態度。

研究架構依照公共事務、社會關懷、社會責任、時事關心四個依變

項，共有四個模型，分別探討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 

 

本研究以 16 到 17 歲的高二學生為研究對象，以臺北市、新北

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之高中學校為為抽樣單位，於此五個

城市中隨機抽樣三所高中學校參與研究，先以電話聯繫校長室、學

務處或輔導處，介紹研究並洽詢參與意願，若學校表示無意願參與，

再隨機抽取另一學校洽詢其參與意願，直到每個城市都有三所學校

參與為止。每所學校再請學校協助抽取兩班高二學生參與研究。 

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共有 15 個學校 30

個高二班級參與本研究（一個城市三所高中，一所高中兩個高二班

級），由於有一個學校不是以班級而是以社團為單位，因此排除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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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學校於後續的分析中。分析的樣本資料包含五個城市 14 個學校

28 個班級，共 1,111 位學生。女性佔 53.1%，學生的平均年齡為 16.69

歲（SD = .61）；大部分來自雙親家庭，佔 67.2%，其次為三代家庭

（17.7%）、單親家庭（9.6%）；有手足者佔 81.1%；家庭每月總收

入以「五萬以上，七萬以下」為多，佔 25.3%，其次為「三萬五以

上，五萬以下」，佔 22.0%，而「七萬以上，十萬以下」則佔 18.0%；

父親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學歷為多，佔 42.8%，其次為大學學歷，佔

27.4%，國中學歷人數與研究所以上學歷人數相當，各佔 11.7%及

10.9%；母親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學歷為多，佔 49.9%，其次為大學學

歷，佔 26.8%，和國中學歷，佔 9.9%。 

 

本研究使用問卷，在與老師協商適合施測時間後，請班級同學

填寫問卷，問卷施測僅此一次。以下介紹問卷中針對各個變項的測

量工具： 

 

本研究採用 Wang 和 Eccles（2011）使用的量表，測量青少年

在學校的行為、情感與認知學習經驗，包括行為困難、情感歸屬和

學習態度。依據 Wang 和 Eccles（2011），行為困難的內部一致性

信度 Cronbach’s α 值介於.75 和.77 之間，情感歸屬的內部一致性信

度 α 值介於.74 和.77 之間，學習態度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值介於.85

和.88 之間。 

行為困難有 6 題，如：「要專注上課是件困難的事」和「我曾

經干擾班級上課」。情感歸屬有 5 題，如：「我覺得我是學校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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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和「我覺得我和老師同學是親近的」。學習態度有 4 題，如：

「做完作業時，我會思考學到的重點是什麼」和「我會將課堂所學

舉一反三到日常生活上」。這些題項為 5 點量表，無反向題，各面

向題項分數的平均代表在學校行為困難、情感歸屬和自主學習的程

度。本研究呈現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行為困難的 α 值為.73，

情感歸屬的 α 值為.87，學習態度的 α 值為.68。 

 

本研究採用 Murray 和 Zvoch（2011）改編自 Armsden 和

Greenberg（1987）的師生關係量表（Inventory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Murray 和 Zvoch（2011）併用探索性及驗證性因素

分析，確認改編後的的師生關係量表仍包含溝通（communication）、

信任（trust）、疏離（alienation）三個向度。依據 Murray 和 Zvoch

（2011），這三個向度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值顯

示，溝通向度 α 值為.89，信任向度 α 值為.84，疏離向度 α 值為.72。 

師生關係量表中，有 8 題詢問溝通，如：「當我遇到問題和困

難時，我會和老師說」和「我的老師鼓勵我和他談談我遇到的困難」；

有 5 題詢問信任，如：「我的老師接受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和「我

信任我的老師」；有 4 題詢問疏離，如：「我的老師不知道我最近

的狀況」和「我覺得我的老師不懂我」。使用四點量表，信任、溝

通、疏離三個向度分數的加總（疏離題項反向處理）代表師生關係

品質。本研究師生關係的內部一致性信度達.90。 

 

偏差同儕的測量，採用吳明燁（1998）針對台灣青少年同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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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所發展之測量工具，詢問青少年常常一起活動的同儕，是否有「違

反校規」、「惹事生非」或「不太喜歡學校」的狀況，共有 5 個題

項。使用 5 點量表，沒有反向題。題項分數的平均，代表青少年與

偏差同儕的親近性。本研究中，偏差同儕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良好，

Cronbach’s α 值為.80。 

 

班級民主的測量，採用 Fraser、Anderson 和 Walberg（1982）發

展的 Learning Environment Inventory（LEI），LEI 的題目適用於高

中班級，有 7 題和班級民主有關的題項。依據 Fraser 等（1982），

班級民主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67。 

班級民主詢問班級決策的方式，如：「有關整個班級共同的事

務或活動，是由全班一起討論決定的」和「有些同學的意見會主導

整個班級（反向題）」。使用四點量表，反向題項的分數反向處理

後，全部題項分數的加總代表班級民主的程度。本研究中，班級民

主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70。 

 

本研究採用蕭揚基（2000）編制之公民態度量表，乃因此量表

已經歷過許多實測，受過信度與效度的檢測，如邱師儀（2017）、

唐振耀、吳明隆（2012）等。蕭揚基整理相關文獻，佐以諮詢專家

學者與高中教師，經量化檢測後編製之公民態度量表包含四個向

度：公共事務、社會關懷、社會責任、時事關心。依據蕭揚基（2000），

公共事務態度、社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時事關心態度的內

部一致性信度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65、.66、.70 和.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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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態度，共 6 題，如：「我對公共建設可以提出要求或

建議」和「公共事務是大家的事，也就是我的事」；社會關懷態度，

共 6 題，如：「我認為關懷社會是現代公民的基本道德」和「我樂

於利用空閒時間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社會責任態度，共 5 題，如：

「我的行為不應該為所欲為，應該考慮到整體社會利益」和「我認

為社會的好壞是大家共同造成的」；時事關心態度，共 3 題，如：

「我關心時事的程度越高，越能促進社會民主化」和「我會主動關

心候選人的政見和國家的重大事情」。使用五點量表，反向題項的

分數反向處理後，各個向度題項的分數加總代表對公共事務、社會

關懷、社會責任、時事關心的態度。本研究中，公共事務態度、社

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時事關心態度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68、.73、.75、.72。 

 

研究資料輸入與整理使用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for Windows version 21。問卷資料過錄編碼，輸入至 SPSS

資料檔中，進行初步檢查及篩錄。 

為瞭解變項兩兩之間的關係，使用皮爾森相關檢定（Pearson’s 

correlation）檢測公共事務態度、社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時

事關心態度和學校經驗（行為困難、情感歸屬、學習態度、師生關

係、偏差同儕、班級民主）變項之間的相關性。相關檢定並包含性

別變項，由於青少年時期認知與情緒的發展具有性別差異（Lenroot 

et al., 2007; Luna & Sweeney, 2001），因此包含性別變項以瞭解性別

對變項的潛在影響。 

本研究以班級為單位施測問卷，考量到若是同一個班級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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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當他們填答師生關係和班級民主時，多半是評估相同老師，因

此師生關係和班級民主的評估在同一班級學生之間會是近似的，在

不同班級之間卻可能因為老師不同而有差異，為控制班級內師生關

係和班級民主的類同性，本研究採用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one-way random effects analysis of covariace）進行資料分析。隨機

效果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分兩個階層進行分析，第一個階層以個人為

單位（within level），第二個階層是個人所屬的班級單位（between 

level），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分析能處理師生關係和班級民主在

班級內類同及在班級間有差異的情形，由於師生關係和班級民主有

可能隨班級而變化，因此將班級列為隨機效果，使班級對自變項與

依變項關聯性的影響受到統計上的控制。本研究並未探討班級層次

在公民態度上的差異，採用兩個階層的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主要是因為樣本屬於巢狀結構（nested model），為使班級內師生關

係和班級民主類同的情形不影響到個人單位的分析，因此採用此分

析方法。 

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分為兩個分析階層，組內階層以個

人為單位測量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組間階層以班級為單位控制

自變項（師生關係和班級民主）在班級內近似及班級間差異的情形

（Geiser, 2010）。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使用 MPlus 6.1。 

組內（within level）： ijijjjij XY   10  

組間（between level）：
101

000







j

ojj u
 

在組內的模型中， j0 是隨機截距項，會依班級而變化， j1 則

是在控制班級內近似及班級間差異的情形下的迴歸係數。組間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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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顯示組內模型的截距和迴歸係數的來源， j0 會依班級而變化，

j1 則不依班級而變化。 

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模型表格（表二）中包含共線性診斷結

果；為檢視研究樣本與母體之間的差異性，表格中並包含自變項（行

為困難、情感歸屬、學習態度、師生關係、偏差同儕、班級民主）

和依變項（公共事務、社會關懷、社會責任和時事關心態度）之間

標準化迴歸係數及隨機截距項的 95%信賴區間，當以樣本所估計的

數值，用以估計母體的表現時，需包含不可避免的抽樣誤差，因此

會以區間顯示所估計的母體數值，而 95%信賴區間即表示在 95%的

信心水準下，母體數值會落於樣本所估計出的數值範圍內（劉弘煌，

2009）。由於題項有漏答的情況，因此每項分析的觀察值數值一併

報告於表格中。 

 

公共事務態度、社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時事關心態度

和學校經驗（行為困難、情感歸屬、學習態度、師生關係、偏差同

儕、班級民主）變項的描述性資料顯示於表一，表一並呈現各變項

之間的相關係數及顯著性。依據皮爾森相關檢定，各變項之間均達

顯著相關，顯示公共事務、社會關懷、社會責任、時事關心態度和

青少年學校經驗兩兩之間有顯著的關聯。 

另外，皮爾森相關檢定顯示有性別差異的變項為行為困難、偏

差同儕、公共事務態度、社會關懷態度和社會責任態度。在高二的

受試者當中，男生（M = 2.25, SD = .69）比女生（M = 1.86, SD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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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較多的行為困難；男生（M = 2.28, SD = .78）比女生（M = 1.70, 

SD = .61）顯著的較常和會惹事生非的同儕一起活動；公民態度上，

女生（M = 20.73, SD = 3.64）比男生（M = 20.23, SD = 3.58）有顯著

較高的公共事務態度；女生（M = 24.42, SD = 3.40）比男生 （M = 22.65, 

SD = 3.59）有顯著較高的社會關懷態度；女生（M = 19.51, SD = 3.07）

比男生（M = 19.03, SD = 3.38）也有顯著較高的社會責任態度。後

續針對公共事務、社會關懷、社會責任的分析，性別將納入模型中

以瞭解性別和其他學校經驗變項整體對公共事務、社會關懷、社會

責任態度的影響。由於行為困難和偏差同儕是自變項，為避免性別

的影響，後續分析中使用的行為困難和偏差同儕變項會預先排除性

別的變異量。 

使用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以下針對公共事務態度、社

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時事關心態度報告資料分析結果。表

二呈現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的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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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表二，個人在公共事務態度上的變異量有 18%可以由固定

及隨機效果解釋之，即個人在性別、行為困難、情感歸屬、學習態

度、師生關係、偏差同儕、班級民主變項上的差異，及班級在師生

關係和班級民主變項上的差異，能顯著解釋公共事務態度中 18%的

變異量；在固定效果中呈現顯著的變項包含情感歸屬、學習態度、

師生關係，和班級民主。情感歸屬、學習態度、師生關係、班級民

主和公共事務態度呈現顯著正向的關係；行為困難和偏差同儕則不

具顯著性。 

 

依據表二，個人在社會關懷態度上的變異量有 19%可以由固定

及隨機效果解釋之，即個人在性別、行為困難、情感歸屬、學習態

度、師生關係、偏差同儕、班級民主變項上的差異，及班級在師生

關係和班級民主變項上的差異，能顯著解釋社會關懷態度中 19%的

變異量；在固定效果中女性比男性有顯著較高的社會關懷態度，其

他呈現顯著的變項包含情感歸屬、學習態度、師生關係、偏差同儕、

班級民主。情感歸屬、學習態度、師生關係、班級民主和社會關懷

態度呈現顯著正向的關係；偏差同儕和社會關懷態度呈現顯著負向

的關係；行為困難則不具顯著性。 

 

依據表二，個人在社會責任態度上的變異量有 14%可以由固定

及隨機效果解釋之，即個人在性別、行為困難、情感歸屬、學習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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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師生關係、偏差同儕、班級民主變項上的差異，及班級在師生

關係和班級民主變項上的差異，能顯著解釋社會責任態度中 14%的

變異量；在固定效果中呈現顯著的變項包含行為困難、情感歸屬、

學習態度，和偏差同儕。情感歸屬、學習態度和社會責任態度呈現

顯著正向的關係；行為困難、偏差同儕和社會責任態度呈現顯著負

向的關係；師生關係、班級民主則不具顯著性。 

 

依據表二，個人在時事關心態度上的變異量有 15%可以由固定

及隨機效果解釋之，即個人在行為困難、情感歸屬、學習態度、師

生關係、偏差同儕、班級民主變項上的差異，及班級在師生關係和

班級民主變項上的差異，能顯著解釋時事關心態度中 15%的變異

量；在固定效果中呈現顯著的變項包含情感歸屬、學習態度，和班

級民主。情感歸屬、學習態度、班級民主和時事關心態度呈現顯著

正向的關係；行為困難、師生關係、偏差同儕則不具顯著性。 

 

本研究探究高二學生的學校經驗與公民態度的關聯性。高中學

生尚未成年，尚不是公民，學校經驗為何會連結到身為「公民」對

國家社會之事的態度？從社群主義的立場，在學校這個社群中，同

一個學校的高中學生可能透過學校社群體驗到認同歸屬的共同體經

驗，這個經驗和培養公民的群我經驗是類似的。公民的培養不能脫

離群我關係，個人在群體中付出與共享，認同群體，共同營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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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空間，為群體利益努力（張秀雄、李琪明，2002）。公民在群

體中是積極的，這份積極性顯示於公民投入群體的認知、情感與行

為程度，在鄭慧蘭（2002）研究中的高中學生即顯示出席活動本身

對公民態度沒有具體影響，高中學生公民態度的養成尚須包含積極

投入社群的認同、情感成分。本研究更廣泛的探究高中學生在學校

的經驗，包含在學校的行為、情感、認知學習經驗（行為困難、情

感歸屬、學習態度）、親近偏差同儕的程度、師生關係品質，和班

級民主氛圍，預期這些在學校的個人、人際、班級經驗會與高中學

生的公民態度有關聯性。 

本研究公民態度的探討面向採用蕭揚基（2000）：公共事務態

度、社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和時事關心態度，乃因其建制是

以高中學生為樣本，且已經過許多實測（如：邱師儀，2017）。公

共事務態度有關自由主義，講求身為公民參與公眾之事和使用公共

資源的權利，社會關懷態度有關文化多元主義，重視社會正義、服

務社會和包容多元，社會責任態度有關公共共和主義，強調與公民

義務相關的公共善與公共責任，時事關心態度則有關公民多重的個

人、人際、社會、國家甚而全球角色，在多重角色上表現對各類時

事議題的關注。 

以下針對統計分析的結果，延伸討論在學校的個人、人際、班

級經驗與高中學生公民態度的關聯性： 

依據皮爾森相關分析的檢定結果，高二學生的學校經驗，不論

是在學校的行為、情感、認知學習經驗（行為困難、情感歸屬、學

習態度）、親近偏差同儕的程度、師生關係品質和班級民主氛圍均

與公共事務態度、社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和時事關心態度兩

兩之間的關聯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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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分別檢測學校經驗對四種

形式公民態度的影響時，顯示在學校的行為、情感、認知學習經驗、

親近偏差同儕的程度、師生關係品質，和班級民主氛圍對公共事務

態度、社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和時事關心態度有不一的影響。

整體而言，在學校的情感（情感歸屬）與認知學習經驗（學習態度）

普遍能促進四種形式公民態度的表現，而在學校的行為經驗、親近

偏差同儕的程度、師生關係品質，和班級民主氛圍則對某些形式的

公民態度有所影響：在學校不遵循規範的行為經驗（行為困難）易

使學生傾向不認同社會責任，親近偏差同儕會減少學生關懷社會和

認同社會責任的傾向，師生關係品質多能促進對公共事務與社會關

懷的積極態度，而班級民主氛圍能促進公共事務、社會關懷和時事

關心的態度。 

接著針對公共事務態度、社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和時事

關心態度分別進行討論： 

   

公共事務態度反映的是個體身為群體一員，所感受的自我效能

感與權利保障；自我效能感與群體環境的特質有關。依據隨機效果

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的結果，情感歸屬、學習態度、師生關係和班級

民主對公共事務態度有顯著影響，行為困難和偏差同儕則不具顯著

性。可推知，對公共事務的積極態度可培養自對學校的情感歸屬、在

班級的民主體驗、與老師之間的信任溝通，及自主學習的效能感受。 

Bandura（1997）表示當環境提供支持保障的關係和彼此尊重的

氛圍，當個體感受安全與歸屬，這樣的環境特質會促進個體參與涉

入的動機與行為，增進自我效能，成就個體成為積極的行動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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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群體環境，可以是學校、班級或人際群體。當青少年的學校

經驗從學校、班級、人際到個人層次能體驗如 Bandura（1997）所說

的尊重、包容、安全氛圍，且能從自主學習中感受對知識的掌握感，

這些會有助於培養自由主義的公民觀，體驗感受群我權利，及積極

參與公眾之事的態度。 

本研究中偏差同儕對公共事務態度不具顯著影響。同儕群體的

組成可以是二人到多人，若人數過少難以形成群體意識和歸屬

（Brown, 1990）；或許高中時期，同儕的聚合多是透過彼此生活的

近似性，學校之外一起活動的機會不多，使得同儕的社會互動不一

定會形成如學校或班級的集體意識（Brown, 1990; Brown, Clasen, & 

Eicher, 1986）；或許如此，偏差同儕對公共事務態度沒有明顯影響。 

本研究中行為困難對公共事務態度也不具顯著影響。或許行為

困難反映的是青少年行為約制的困難，由於自我控制有關青少年仍

在發展的認知情緒神經系統，這時青少年容易因為外在社會因素而

有衝動行為（Spear, 2013; Steinberg, 2010）。或許由於青少年的認知

情緒尚未完全發展成熟，行為困難是階段性的，因此行為困難與參

與公眾之事的態度沒有明顯關聯性。 

   

社會關懷態度強調包容、正義與群我連結。依據隨機效果單因

子共變數分析的結果，情感歸屬、學習態度、師生關係、班級民主

和偏差同儕對社會關懷態度有顯著影響，行為困難則不具顯著性。

情感歸屬、班級民主、師生關係，這三個在學校、班級與人際層次

的連結有助於社會關懷態度的培養；學習態度反映的是對「學生」

角色的認知連結，個人層次的角色認知連結，在認知上愈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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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角色和「學習」任務，對社會關懷態度也有促進的功能。偏差

同儕對社會關懷態度有顯著負面影響，當青少年常常在一起活動的

同儕多有惹事生非、不遵守校規的情形，這些青少年多半與學校、

班級的連結偏低；Youniss 等（2001）和 Schmid（2012）認為，當

同儕聚合的動力是彼此偏差，挑戰規範的態度會強化偏差同儕的內

聚力，疏離家庭、學校、社區。若青少年在學校、班級中沒有正向

連結經驗，較難以建立服務與關懷社會的態度。 

本研究中行為困難對社會關懷態度不具顯著影響，行為困難指

的是行為表現沒有遵循規範。在高二自我控制尚在發展的時候，沒

能時時遵循規範的青少年，在認知與情感上可能尚不至於疏離學校；

違反規範的行為可能是因為自我控制能力尚未成熟，導致有干擾上

課等情形。或許因為如此，行為困難對社會關懷態度沒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中的男性青少年的社會關懷態度低於女性青少年。社會

關懷態度反映個人與群體的連結，本研究中的男性與女性青少年在

學校情感歸屬和師生關係上卻並未發現顯著差異，或許社會關懷態

度的性別差異和性別在鉅視面的文化差異有關。如呂玉瑕（2011）發

現女性相較於男性有較強的社會意識集體性，男性則多關注於現實的

個人處境，或許這是為何本研究的社會關懷態度有性別差異的原因。 

   

社會責任態度有關與公民角色相關的責任和義務，公民被期待

以社會整體利益為考量，為了社會和諧與發展，遵守法治並善盡義

務。學生也有與學生角色相關的責任義務，如：認真學習、遵守校

規等。 

依據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的結果，行為困難、情感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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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態度和偏差同儕對社會責任態度有顯著影響，師生關係和班級

民主則不具顯著性。在學校的行為、情感、認知學習經驗（行為困

難、情感歸屬、學習態度）有關青少年對公民角色責任義務的看法。

學生角色和公民角色的責任義務雖然不盡相同，然而本篇研究結果

顯示，符合角色期待的行為、情感與認知傾向是可以透過類似經驗

內化轉嫁。偏差同儕的行為，多半和學生角色的責任義務不相符，

愈親近偏差同儕愈容易傾向於忽視角色規範，因此，親近偏差同儕

的學生，愈不傾向具有社會責任態度。 

本研究中師生關係對社會責任態度不具顯著影響。或許因為本

研究師生關係的測量著重於「品質」而非「角色」，測量的是人與

人之間彼此緊密且開放溝通的關係，或許因為如此，師生關係對社

會責任態度沒有明顯關聯性。 

本研究中班級民主對社會責任態度也不具顯著影響。本研究

中，班級民主測量有關班級議題的決議過程，詢問每個同學是否能

充分表達意見，班級事務是否由班上同學共同決定。或許因為班級

民主的測量著重於人人平等的溝通過程，而非於民主過程中個體參

與涉入的角色責任，因此班級民主對社會責任態度沒有明顯關聯性。 

   

時事關心態度是個人身處多重角色，對國家、社會、甚而是全

球時事議題的關注程度。對時事資訊的關心意謂著個體關心社會動

態，認為自己身為社會一員，需要知道國家社會之事，代表著個體

與社會的連結。 

依據隨機效果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的結果，情感歸屬、學習態度、

班級民主對時事關心態度有顯著影響，師生關係、行為困難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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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則不具顯著性。當青少年喜歡學校，覺得自己是學校的一份子，

認同自己學習的角色，又能在班級中體驗班級議題共同決策的過

程，這些有助於時事關心態度的養成。 

本研究中師生關係對時事關心態度不具顯著影響。由於本研究

的師生關係，測量的是師生之間溝通、信任與緊密的關係品質，但

未測量溝通的內容；或許因為老師對時事關心態度的影響，主要是

透過引導討論而非關係品質，因此本研究發現師生關係品質和時事

關心態度沒有明顯關聯性。 

本研究中行為困難對時事關心態度不具顯著影響。雖然行為困

難的學生有不容易專心、干擾上課等行為，但不一定表示他們不關

心自己周遭正在發生的事情。或許因為如此，行為困難對時事關心

態度沒有明顯關聯性。 

本研究中偏差同儕對時事關心態度不具顯著影響。偏差同儕有

排他性的群體特性（Schmid, 2012），若常與偏差同儕活動，容易疏

離老師、學校等與偏差同儕價值相異的人或組織。但或許因為時事

議題牽涉廣泛，有些議題或許是青少年普遍關心的，或許因為如此，

與偏差同儕常常一起活動的情形，不一定會影響時事關心態度。 

 

 

整體而言，公共事務態度、社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和時

事關心態度雖然屬於公共領域的經驗，然而，透過教育場域的學校

經驗能夠影響青少年當下的公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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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蘊含社會對青少年的角色期待，當青少年在情感與認知上

認同學校與學生角色，感受到歸屬和學習的自主效能，這些青少年

走在符合社會期待與常規的軌跡上，隨著成長，他們會持續的傾向

認同社會價值與社會角色，在公共事務、社會關懷、社會責任和時

事關心上抱持著參與涉入的態度。 

老師是兒少學校階段的重要成人，對兒少的發展和適應有關鍵

性的角色（Ladd, 2005）。在青少年階段，師生之間的連結和老師引

導的班級民主氛圍，有助於公共事務態度和社會關懷態度的培養，

當青少年感受到師生之間的信任和開放溝通，或是在老師的引導下

班級能開放溝通共同為班級事務做決定，這些經驗能促進參與涉入

公共事務的自我效能感，和關懷社會的意願；而共同做決定的班級

民主氛圍並能增進青少年對時事關心的態度。 

然而，在高二階段，若青少年常有違反班規、校規的行為，或

常常和違反班規、校規的同學在一起，這些青少年的社會責任態度

有潛在風險。在學校時忽視和不尊重規範，有可能讓青少年對身為

公民所擔負的責任義務也抱持著輕視的態度。若青少年互動的多半

是傾向於不尊重規範的同儕，他們不僅容易輕忽身為公民的責任義

務，且較難形成服務社會、關懷社會的觀念。 

 

承接以上的討論，並結合性別和班級的差異，提出以下針對運

用學校經驗陶冶青少年公民態度的建議： 

 

本篇研究結果顯示，情感歸屬的群體經驗有助於公共事務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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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社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時事關心態度的養成，這符合

Flanagan（2003a）對公民參與行為的觀察，Flanagan 認為公民態度

的培養首重個人與群體的互動感受。人類行為是人在各式系統中互

動循環的結果（Greene, 1991），情感歸屬感受的形成，因此牽涉到

系統中人與人及人與系統的互動依存情形。 

如本研究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學生對學校的情感歸屬，和行

為困難、學習態度、師生關係、偏差同儕、班級民主均有顯著相關，

可知歸屬感的形成，是經由交織的心理社會歷程。歸屬感的形成和

個人、關係、環境經驗有關；個人對自身角色的掌握感和效能感、

個人和他人的互動關係，及整體環境氛圍，這些均會影響個人的歸

屬感受。青少年情感歸屬經驗的促進，需要從「人在環境中」的視

角進行，從學校、班級、人際層次促進歸屬經驗，當青少年在學校

有情感歸屬的體驗，將能促進其公民態度的發展。 

 

本篇研究結果顯示，自主學習的自我效能感有助於公共事務態

度、社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時事關心態度的養成。正向的

角色經驗能陶冶青少年的公民傾向，青少年在學校的角色是學生，

學生的任務是學習，當青少年認同自己在學校的角色，且角色經驗

是帶著樂趣、掌握感與肯定，這份與角色相關的自我效能感受，會

促進青少年的公民態度。教育工作者的課程設計，建議以促進自我

效能為目標，當青少年從學習活動中累積對自己的能力感與自信

心，進而展現自主學習的動機與行為時，這些從學生角色累積的自

我效能經驗，有助於公民態度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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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在學校體驗的民主經驗有助於公共事務態度、社會關懷

態度和時事關心態度的養成。青少年在學校的民主體驗，老師是關

鍵性的推手，從公民知識的傳授，到如「公民養成方案」社會學習

的課程設計（劉秀嫚，2003），目的均在培養青少年的公民技能。

本篇研究結果顯示，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品質和老師帶領班級的方法

本身，即能誘發公民潛能。如 Flanagan（2003a）所言，老師的示範

和引導能促成青少年最真實的民主學習。老師在權威的位置上，以

尊重開放的態度，鼓勵意見表達的開放自由，引導班級或公共議題

的平等溝通，促成信任包容的班級關係，這些均是民主的示範。班

級同學來自不同家庭文化背景，同學間的異質性，是另一個民主體

驗的機會。在班級議題上，同學難免會從自身角度論述，討論過程

所經驗的自由表述、開放包容和尊重集體是另一個形式的公民經驗

學習。 

本篇研究結果顯示師生關係和班級民主具有班級差異，意謂著

青少年在人際和班級間的民主體驗有因班級而不同的情形。如何協

助老師班級經營，使青少年能在高中體驗平等尊重、民主溝通，和

共同做決定的過程，促發老師關鍵性的推手角色，這值得關心青少

年公民議題者共同思考推展。 

 

本篇研究結果顯示，行為困難或常與偏差同儕相處，不利於社

會責任態度或社會關懷態度的養成。協助學生偏差或適應問題是目

前學校輔導工作的主要內容（林萬億，2011）。行為困難是不尊重

學校、班級規範的一種表現，然而造成行為困難的原因有可能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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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制能力的發展有關，也有可能涉及學校、家庭或其他心理社會

因素。 

學校輔導工作可兼融評估學生的個人、家庭和社區，與青少年

和其家庭、社區共同工作，結合一級、二級、三級預防資源，目的

在發展策略，協助青少年適應學校生活（林萬億、王靜惠，2010）。

適時介入有助於適時處理青少年的行為問題，不讓行為困難衍生擴

大，轉而變成心理上對同學、班級或學校的疏離感，或轉而認同有

類似行為問題的同儕。 

行為困難尚屬於行為層次，但當青少年多與偏差同儕一起活動

時，則有可能在認知與情感上趨向於偏差同儕。認知行為理論認為

人類行為有其蘊含的認知基模（schemata）心理架構，認知基模的

形成是透過經驗內化的過程，這個基模會引導個人定位自己與自

己、自己和環境及自己和未來的關係（Vourlekis, 1991）。當經驗內

化到認知和情感的層次，行為改變的困難度會增加。學校輔導工作

能適時介入處理青少年未能遵循班規、校規的情形，透過適時介入，

避免青少年從單一的行為問題，轉變為多與偏差同儕互動，避免青

少年轉而在認知與情感上認同偏差行為。 

本研究中男性青少年比起女性青少年有顯著較多的行為困難，

比較常和偏差同儕一起活動。或許青少年在認知與情緒發展的性別

差異（Lenroot et al., 2007; Luna & Sweeney, 2001），使男性青少年

在高中時期有較高風險容易涉入偏差或違法行為。在楊佩榮、王增

勇（2016）針對國高中生的研究中，發現男性青少年有較低的自我

控制，和較多的外向性打架、作弊、過動、容易分心的行為。男性

青少年在高中時期需要多一些包容、瞭解與協助，引導男性青少年

在體驗自我與群體的可能性時，學習自我的掌控與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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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究高二學生學校經驗和公民態度的關聯性，研究結果

協助釐清學校經驗對公共事務態度、社會關懷態度、社會責任態度

和時事關心態度的影響。學術領域對青少年公民態度的探討較缺乏

有關學校經驗與公民態度的探究（Zaff et al., 2011b），本研究證實

青少年在學校中的行為困難、情感歸屬、學習態度、師生關係、偏

差同儕和班級民主這些經驗和青少年的公民態度具有關聯性，適當

陶冶學校經驗，能促進公民態度的養成。 

本研究中所測量的學校經驗對四種形式公民態度的解釋變異量

介於.14 到.19 之間，意謂著行為困難、情感歸屬、學習態度、師生

關係、偏差同儕和班級民主雖能解釋部分個人公民態度的程度之

別，但尚有其他的影響因素是本研究沒能包含到的。未來研究可再

包含其他與學校生活相關的變項，進一步澄清學校經驗與公民態度

的關聯性；如本研究中師生關係品質對社會責任態度與時事關心態

度沒有明顯關聯性，然這並非意謂著老師對社會責任與時事關心態

度沒有影響力，未來研究可以考慮測量師生互動，測量老師於日常

和課堂上對學生的引導及學生的反饋，研究者認為在正向關係品質

的基礎之上，老師的身教與言教是公民態度的重要推力。另外，本

研究為相關研究設計，並非貫時性研究設計，研究結果僅能推估高

二學生當下的公民態度情形，無法推估學校經驗對青少年成年後公

民態度的影響。 

本研究中的學習態度和公共事務態度的 Cronbach’s alpha 數值

偏低，皆為.68，Kline（1999）表示，當測量的是普遍一般性的行為

時，Cronbach’s alpha 數值接近.70 即符合內部一致性的信度標準，

尤其 Cronbach’s alpha 的計算與題項數量有關，題項少時，Cronb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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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 的數值會偏低。本研究中的學習態度量表有 4 題，公共事務態

度量表有 6 題，依據 Kline（1999），學習態度和公共事務態度內部

一致性信度尚屬可接受範圍。 

本研究仍多有不足之處，有待先進持續探究與倡議。希望本研

究結果能提供教育、輔導、社工等青少年工作者一些促進青少年公

民態度養成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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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ivic attitude might foste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daptation at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igh school 

experiences and civic attitude, hoping that the result might 

provide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civic development during 

adolescence. School experiences and civic attitude were 

collected using questionnaire. School experiences included 

behavioral difficulties, school belonging, learning attitude, 

student-teacher relationship, deviant peers, and democratic 

classroom climate. Civic attitude was examined in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civic activity, social car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urrent affair. There were 1,111 11th 

graders from Taipei, New Taipei, Taichung, Tain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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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ohsiung city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Using one-way 

random effects analysis of covaria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chool belonging and learning attitude fostered civic attitude 

in all four dimensions. Four implications were recommended 

for adolescent civic development in school settings to 

professionals working with adolescents: Foster safety and 

belonging, foster self-efficacy, provide democratic experience, 

and timely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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