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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對全球化社會的劇烈轉變之際，大學校院是培育新一代青年具有全球公民素養的重要

機構，基於此趨向，本研究運用文獻和理論論述、深度訪談與焦點會議等方法，建構研究問

卷後，以全國大學校院學生為對象，進一步以平均數、多變量考驗分析、結構方程模式等統

計策略，分析大學生之全球公民素養的表現與影響情形。研究發現包括：一、大學生全球公

民素養之表現，在不同構面、觀察變項和個別題項上，存在強烈程度不一的情形，當涉及跨

國或全球層次者，得分較為偏低；二、大學生的全球公民素養之認知、德性與行動表現，部

分受到性別、學校類型、學生年級別等背景變項的影響；三、大學生的全球公民素養之認知、

德性與行動表現上，存在影響路徑機制與效果。研究者提供增進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和未來

研究實施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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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一、問題意識 

處於全球化的社會變遷脈絡下，世界政治不再是以民族國家宰制為主導，而是演進至某

種多中心政治的結構中，復因知識和資訊科技的擴張，破除固有的社會距離和疆界。Bauman

（1998）、Beck（1999）、Beck、Giddens和 Lash（1994）、Giddens（1991）等人，界定「全球

化」（globalization）的變遷，係跨國行動者和組織帶來全球層次的發展契機，使得全球化脈絡

下的諸般跨國情境，益發彰顯，例如：職業流動、婚姻流動、經濟發展模式、金融變革、知

識結構的興衰等跨國結構的交互衝擊；跨國組織或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運作，類似世界銀行、

天主教會、國際社會學者協會，日益蓬勃；另一方面，卻也肇始了相當範圍的跨國挑戰，如

氣候變遷、國際疾病、種族衝突、金融危機、戰爭、災難等；而在日常生活世界的範疇中，

則如跨國社群、生活風格、親屬網絡、環保運動、聯合抵制等，也具有全球性質的轉變，此

系列性的變化形成多種效應。 

面對上述全球化的變遷和衝擊，教育機構與組織也積極地因應和調整，力求增進人們認

識世界民主和人權的價值，而唯有對全球化脈絡的社會變遷有充分的認識，才能在教育規劃

與政策的作為上，反映出全球公民的認同與素質（Held, 2003）。 

歐陸學者Masschelein和 Simons（2009）探討高等教育從主動公民走向全球公民的思維與

策略時，說明目前大學在形塑全球公民上所遭遇的現實問題及可能的解決取徑。即使在歐洲

對於高等教育支持社會文化的包容和加強民主政治參與，但 Masschelein 和 Simons 認為目前

為止的討論仍是不夠充分的，特別是在企業績效原則高漲的壓力下，高等教育對於公民培養

挑戰愈來愈大，然而，若從高等教育職能而言，大學校院仍為培養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

能力的場域。 

國內也有學者著手於研提公民行動取向的課程（陳麗華、彭增龍，2007；劉秀嫚、張秀

雄、張佩雯，2006），指出數項結論，包括：（一）培育學生具有積極主動的全球公民素養

（global citizenship）；（二）能以全球架構（global scale）來關懷、思考與探究各種全球議題；

（三）將關懷的潛在能力，轉化為具體的全球公民行動，落實到生活周遭的鄰里、學校、社

區，甚至擴及國家或跨國界的範疇；（四）為解決全球問題盡世界公民的心力，增進「世界乃

一體、四海皆兄弟」的人性力量與公民效能感，以引導學生面對全球化之際，能勇於成為積

極的全球公民。 

概言之，當學生進入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習，實有必要跳脫思維框架，賦予學生全球公民

行動與思考的知能與機會。那麼，在傳統的教育思維之外，高等教育機構應如何放眼未來世

代人才的培育方向呢？對此，2013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公布一份文件名為：「全球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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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中的觀點」，指出全球公民教育應包含瞭解全球議題變化和普世價值，並延伸至批判、創

新、決策和問題解決的思考能力，同時也具有同情、開放、包容與溝通的德性，並能夠投入

和參與行動的能力（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14）。全球公民教育必須培育能夠承擔公民角色的年輕人，且除了培養學生對於國家、地區

與地方的關聯性外，尚包含區域和全球之面向（Heater, 1990）。甚且，以大學生此群體而言，

其在全球公民之素養的學習上，無論主題或內涵之難度或廣度，應有其繼續深化的空間，因

此，本研究以大學生為對象，探討全球公民素養的認知、德性與行動的表現並分析之。 

值得說明的是，本研究所指全球公民素養的概念，係融會 Archibugi 與 Held（1995）、

Beck等（1994）、Peters、Britton與 Blee（2008）及 Schattle（2008）等人的論述而形成的概念

界定，簡約地定義全球公民係指個體居處於全球化的社會變遷與生活轉變脈絡下，具備將自

身的覺醒、責任和關懷，進一步延伸至全球範疇上，以形塑個體展現出全球層次之認知、德

性和行動，藉此能認識、參與並反思具全球關聯屬性的各式思維、現象與議題。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關切的問題在於，我國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的表現情形？我國大學生的全球

公民素養之認知、德性和行動是否有背景變項的差異？我國大學生的全球公民之認知與德性

對其行動影響的機制為何？緣此，本研究具體的研究目的為： 

（一）瞭解當前我國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在認知、德性和行動等構面的表現情形。 

（二）瞭解不同的背景變項（性別、學校類型、學校區域和學生年級別），對於大學生全

球公民素養的影響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三）瞭解我國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之認知與德性對其行動的影響機制。 

（四）依研究發現，提出結論與理論及實務的後續建議。 

貳、文獻探討 

培養大學生具有全球公民素養相關之知識、意識與參與，係高等教育辦學目標及社會職

能之所在，針對培育大學生成為具有全球公民的認知、德性及行動等能力，以我國的進展而

言，當前大學生在高等教育的學習歷程中，其所能獲得或達致的成果與表現之情形如何？是

否有某些特定的趨向或強弱之別呢？以下對焦於相關論述與研究成果之評析。 

一、全球公民素養的內涵與高等教育的回應 

由於經濟、政治、文化等層面全球化現象的急遽發展及衍生新興問題，世界各國莫不藉

由公民教育的課程改革以謀順應或調適之道。故而，全球化社會的公民應具備哪些素養以面

對複雜且變動快速的全球化趨勢？對此，教育機構必須納入適當的概念、技能、態度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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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的教學，以培養有能力適應全球化變動需求的全球公民。換言之，高等教育作為一個具

有全球層次的組織機構，以教育為目的，必須清晰地呈現所欲培養的全球公民之意識和行動。 

Falk（1994）曾明確地從四個層面來剖析全球化脈絡下公民素養的發展內涵。首先，如何

引導公民心靈素質層次的轉變而渴求全球永續、和平、正義的發展，朝向一個美好生活的世

界美景。其次，因全球化現象正逐漸增強中，並朝向全球整合，尤其是經濟整合，因而發展

開闊的全球視野與觀點，愈加必要。第三，對於資源和環境永續發展的重視，應從整體環境

生態的關係網絡中形塑全球公民。第四，增進個體以全球公民採取實際行動的意願，以追求

全球層次的參與實效。顯然可見，全球化對公民素養的影響具有相當的根本與廣泛之處。 

嚴肅地說，若大學生對專業知識和技術能掌握清晰，卻無法看到自身在全球環境中的位

置、挑戰、機會或風險，則恐有見樹不見林的危機，甚至進而折損了專業教育的成效（Zgaga, 

2009）。沈清松（2004）便曾提醒，因任何實際施行的公民課程，不易完全契合某種理想公民

條件的理論描述，亦即，實際的公民教育可能呈現出一種「混雜」兩種立場的策略：例如某

些議題可能是以維護公民個體權利為考量；某些公民教育議題卻又強調集體義務與福祉的重

要性（Rhoads & Szelényi, 2011），這也進一步凸顯出全球公民素養的培養，應以較為明確的推

動和分析架構來作為依據。有鑑於此，如美國強調公益服務和品格教育（Price & Raboy, 

2003）、英國重新檢視公民教育的內涵（Kerr, 2000），皆已多所著墨。 

對此，美國大學院校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AC&U）之

通識教育特別將全球公民相關教育從概念進一步付諸行動，定調為「民主的藝術」（The Arts 

of Democracy），共有 10所大學被選為發揚全球公民之 3年計畫的參與對象。該項計畫從 2007

年起，由不同層次推展以全球為實踐場域的公民教育，包括：在學術社群之間形成全球研究

的新知識、激勵師生更深遠的公民瞭解與社會責任、陶冶教職人員與學生的跨文化能力，以

及促進教職人員與學生對於民主更進一步的知識、辯解與實踐（AAC&U, 2007）。這可作為檢

視高等教育如何增進大眾福祉，以及如何評估與說明其對社會提供的服務。進一步言之，為

了評估這些來自全球公民教育的潛在回饋或利益，必須清楚地建立全球公民的操作性定義。 

再者，加拿大對全球公民的關注，也直接反映在大學教育階段，例如 Alberta大學直接設

置了國際事務與全球教育處（The International Office and Global Education Network, 

Canada），於 2009 年便已有「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執行計畫。該計畫的課程與教學之發展

主旨涵蓋了：將全球公民教育融入現有的高等教育課程中、大學生跨領域全球公民素養的發

展，以及建立全球公民素養學習認證等。該計畫特別指出：全球公民不僅僅是國際覺醒，而

是理解和實踐世界中每個個體獲致公平的、永續的和正義的生活世界，並賦予公民應有的權

利和責任，以及全球認同與連結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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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育全球公民素養的重要性與實徵成果 

在當今跨國經濟、政治、職業、人際、婚姻、文化等之流動頻繁下，全球化脈絡的成形

和擴散，使得個別國家牽涉至諸般全球議題，且往往憑一國之力來獨自因應，而這個過程也

讓國家之內的公民，愈加主動或被動地受到全球變遷與動盪的衝擊，如何培育公民具備適切

理解與因應的全球議題之能力，逐漸成為重要的國內和國際之政治議程（agenda），而對於國

家公民的限定也日益延伸至世界的層次當中，產生全球公民之概念。 

就我國的教育實施情況而言，學者指出理想課程的規劃或轉化為具體教學和教材內容的

活用上，全球公民相關教育仍未獲得普遍重視（王俊斌，2008），進一步言之，針對國內的發

展趨勢，大學校院無論相關系所或通識教育，雖將增進學生的全球移動能力視為是公民素養

的核心能力，然而，我國當前大學生此群體的基礎與實際情況如何，應有更多完整的資訊和

分析來檢視。針對全球公民素養的重要性，相關構成和實徵探討成果，說明如後。 

（一）培育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的重要性 

知名政治學者 Heater（1990）明確指出，全球化脈絡下的政治公民乃兼具兩種屬性，其一

為傳統的民族國家取徑，表述個體在特定的國家之內履行其權利和義務，稱之為國家公民；

其二為具有世界／普同主義思維的取徑，旨在回應於全球化世界的境況，故而亦需發展全球

公民素養，強調個體對全球價值的認同應超越於國家認同，基於此，公民養成的目標，便進

而延伸至個體對他人和全球議題的瞭解與參與，促進全球層次的公民合作和責任關懷。 

那麼，理想全球公民素養的培育如何可能？這個問題的核心是學校課程與配當，如何培

育適應全球化變動需求的現代公民，並透過課程內涵和課程實踐層次加以落實。沈宗瑞

（2000）曾以高等教育通識與必修科目的公民政治教育的內涵來分析，探究六所公立大學（臺

大、政大、師大、清華、成大、中山）、四所私立大學（淡江、元智、東海及東吳）之相關課

程綱要（syllabus），發現各校雖訂有「培養學生自由民主與法治素養、國家觀與世界觀」之相

關教育目標，但課程設計之連結尚稱不足。在面對課程結構與實施之前，若能先掌握學生學

習的現況，將有助於提供適合的學習方案。 

在國外經驗中，對於公民教育在教學現場的實施情況之評估與探討上，Garcia 與 Longo

（2013）分析美國培養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的進展時，指出以美國這樣注重全球議題的國家

而言，對於增進大學生面對全球變遷的預備亦是相當不足。面對此境況，美國大學校院協會

自 2001 年起發動「共享未來」（Shared Futures）計畫，倡議跨國服務學習方案的運作，使學

生參與全球公民素養學習的經驗和比例都有所提升，該文透過焦點座談的研究方法探討後，

也顯示跨國學習經驗所帶來的知識和行動之成長，可對學生產生「轉化的」（transformational）

影響。在在顯示全球公民素養議題的重要性與仍須著墨強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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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公民素養的構成與相關探討 

應該如何在大學校院的學習經驗中，增進其全球公民素養並予以評估呢？Hovland 與

Schneider（2011）認為通識教育是很適合的途徑，該研究也進一步將全球公民素養的評估項

目，如分析思考、文化理解、積極公民、有效溝通、理性統整等項目，從課程端的教學目標

進一步轉化為學生端的核心能力指標，希望藉此將全球公民的學習進階至學生的參與。加拿

大籍的 Massey（2013）指出全球公民素養的學習目標，包括培養學生參與全球勞動市場、世

界觀的養成、全球公民理解的培養、批判素養和全球責任，以及強化以深度思考和公民行動

來減除全球不公，並進一步由學生的觀點進行全球公民素養的研究探討。 

英國的 Oxfam（2006）認為教育機構在培養全球公民素養時，應兼顧知識理解、能力、

價值態度等構面，在知識理解上，如：社會正義和公平、多樣化、全球化與互賴、永續發展、

和平與衝突；在能力上，如：批判思考、有效地論辯、挑戰不公不義、尊重人類和事物、合

作與衝突解決；在價值態度上，如：認同和自尊感、同情、對於社會正義與公平的關切、尊

重差異、關心環境與永續發展、相信改變的力量等，涉及不同構面的學習重點。 

Winn（2005）將全球公民作為高等教育的職能進行實徵研究時，在其發展的指標項目中，

主要是分為環境保護、社會正義、公民參與等三個構面，各構面之下所包含的內涵，如表 1

所示。 

表 1 

全球公民在不同構面的概念內涵 

環境保護論 社會正義 公民參與 

環境 文化接受 公民責任 

更深遠的全球情勢覺察 知覺並尊重他人的人權 世界經濟定位 

全球觀 多元文化觀 小規模的社群活動 

認知到更廣闊的世界 認同多元文化論 瞭解自身公民的角色 

願意以行動促成世界永續發展 尊重並重視文化差異 願意以行動使得世界成

為公正的地方 

污染、全球暖化、自然資源、 

核能與工業廢棄物、共有區域 

（海洋與空氣）以及永續發展 

願意以行動使得世界成為公正的地方 社會、政治與自由市場系

統的參與 

 

實現環境保護 貧窮、人權、接納宗教與文化差異 促進社會正義的誘因 

全球系統與其聯通性的認知 不同社會、政治、宗教系統間的寬容 致力於互助世界中的國

際和平 

註：引自 Global Citizenship as a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Demographic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tes in a Graduate Student Population (p. 78), by J. G. Winn, 2005,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CA。 



 

 

 

 

 

 

 

陳淑敏 219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研究

Hicks（2003）則對於 30年來全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的觀察後，分別從知識與理解、

技能、價值與態度等教育目標，逐次提出相應的學習指標並加以說明之，如表 2所示。 

表 2 

全球教育的目標、指標及說明 

教育目標 指標 指標說明 

社會正義與公平 

理解在社會之間與社會內部的不平等與不公正。具備人

類基本需求和權力以及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所需負擔之

責任的知識。 

全球化與互賴 
全球範疇事務的知識。國家與國家之間權力關係與不同

政治體系之間的連結。理解複雜的全球性問題。 

持續的發展 

如何處理事情的知識。對於地球資源是有限的、珍貴的

以及不平等使用的認知。理解全球所面臨的當務之急是

如何持續的發展。 

多樣性 

理解文化和其他社會內部的多樣性，並且理解他人的生

活以豐富我們的生活。知識本身對於多樣性的偏見和該

如何加以制止。 

知識與理解 

和平與衝突 理解歷史與現今的衝突，並做衝突的調解與預防。 

批判性思維 
有能力以開放的態度和嚴謹的方式來評估不同的觀點

和資訊，並能改變自己的假設，以道德判斷作為結果。 

挑戰不公正和不平等 

現象的能力 

在任何情況下具備辨別不公正和不平等的能力，並選擇

適當的行動。 

有效的辯論能力 能夠找出資料並提出具說服力的理由。 

技能 

合作與解決衝突 
能夠與人分享並能與他人有效的工作，客觀地分析衝突

並找尋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同情 
對於在世界上所有的感受、需求與他人具備敏感度，如

人類共同的意識、共同的需求與權利。 

自我意識與自尊 對自我價值與個性的感受。 

相信人們可以 

有所作為 

體現個人可以採取行動以改善情況，且願意參與並採取

行動。 

關注環境與永續發展的 

承諾 

尊重並關心環境以及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事物。願意考慮

後代子孫的需求，並且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致力於社會公平正義 
關注全球性的問題；對公平的承諾，並願意致力於追求

更公平的世界。 

價值與態度 

價值與尊重多樣性 
欣賞每個人的差異，但是人人是平等的，且我們可以相

互學習彼此的形式。 

註：引自“Thirty Years of Global Education: A Reminder of Key Principles and Precedents,” by D. Hicks, 

2003, Educational Review, 55(3), p. 272. doi:10.1080/001319103200011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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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體實徵的國際相關研究上，國際《高等教育之教與學》期刊在 2010年曾刊登 Lehigh

大學的實踐案例，指出對於增進學生在全球層次的學習與參與上，應積極擴展辦理的規模與

資源，推動全球公民方案架構，以促進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的學習，作法包括提供校園內的

研討課程、海外共同課程或經驗的學習機會、充分整合國內外非營利組織、運作國際連結層

次的實習，甚至規劃進階的總整經驗，透過這些系列性的作為讓大學生成為具有實踐能力的

全球公民（Sperandio, Grudzinski-Hall, & Stewart-Gambino, 2010），提供推動策略的方向；不過，

此文偏重於討論理想類的分析構面及指標，並未真正地進行實徵現象的瞭解。這個部分，是

本研究從評估量表的建立至實徵調查的實施上，可以有所增補之處。對於更進一步針對全球

公民素養表現的分析上，Rideout（2014）將重點置諸於大學生對全球環境變化的知覺上，其

由通識教育的角度探討大學生對於全球環境議題的看法時，發現在 15個調查題項中，大學生

同意程度前二者為：「人類仍受自然界的約束」（89%）、「人類濫用自然環境」（83%），此分

析結果也值得本研究在後續研究工具發展時的參考。 

有關全球公民素養的具體實踐成果，國內實徵研究已有以大學生國際志工服務經驗作為

分析議題者，發現具有國際志工參與經驗的學生，在文化反思較具備跨文化與跨族群的能力，

並於異文化中與他人形成共生和對話的表現（陳巧蓁，2008），進一步來看，若是參與者在行

動實踐過程中啟動「反思」，則學習效果將更為明顯（郭哲宏，2011），而此部分，對於本研究

後續討論大學生的認知、德性和行動之間的交互影響時，可以有所參照。而全球公民的學習

歷程，亦將有助於體會團隊精神與溝通協調的重要性、激發學習語言的動力、學會知福惜福、

經歷不同文化衝擊、增加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判斷力與服務能力等（洪玉雪，2007），該研

究對於能力表述較未具有結構的構面，但若與本研究進行調查題項有所呼應者，將可交互參

照之並考量可進一步深入探索的方向。 

三、小結 

從前述各項對於全球公民素養內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國際上對於大學生相關之全球公

民素養的架構和內涵，大多以知識、德性和行動進行範疇劃分；在議題指涉的範疇上，包含

個別國家層次、跨越國界層次；在內涵上，包括認知議題的瞭解、生態環境、社會正義、公

共參與；而在能力的養成要素上，則包含批判、關懷、尊重差異、多元包容、反思、合作、

衝突解決等。這些指標對於本研究後續調查工具的發展與設計，研訂系統性的調查構面、觀

察變項、個別題項皆有直接參考效果。此外，也可以發現除了學習者自身的參與經驗外，某

些背景變項的影響也將納入調查工具發展與分析的考量。 

概言之，若能重新回到學習者的實徵資料為依據，那麼，將可從證據基礎（evidence-based）

的途徑，解析我國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此教育議題的表徵、受到背景變項的影響，以及不同

能力（認知、德性和行動）之間的影響機制；將可對大學校院培育學生之全球公民素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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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重點和教學實施方面，指出因應策略和參照依據。 

參、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研究假設 

綜合前述全球公民素養之相關論述與實徵進展的發現，據此，本研究探討我國大學生全

球公民的認知、德性與行動等構面的表現，並檢驗學生的背景變項差異後，接著藉由結構方

程模式統計策略的應用，進行各項議題可能影響情形的探討。包括： 

假設 1：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學校類型、學校區域和年級別）的大學生，在全球公民素

養之認知、德性和行動的表現，具有顯著差異。 

假設 2：大學生的全球公民之認知對其全球公民德性之表現，具有正向影響效果。 

假設 3：大學生的全球公民之認知對其全球公民行動之表現，具有正向影響效果。 

假設 4：大學生的全球公民認知，會透過其全球公民德性的中介作用，間接影響大學生的

全球公民行動。 

二、研究工具的建構及變項說明 

（一）研究工具的建構 

本研究之工具為「我國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調查問卷」。研究工具的形成有兩個階段。首

先，參照 Seitz和 Hite（2012）之全球議題（global issues）的類別、Oxfam（2006）指涉的全

球公民之學習層面與 Winn（2005）對大學全球公民的調查架構，由研究者進一步建構三個構

面與 11個項目，分別是：1.認知構面：政治與組織、經濟現象、生態環境、文化擴散；2.德性

構面：多元包容、和平永續、反省反思；3.行動構面：捍衛或維護人權、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

營利組織、採取實際行動追求世界和平、改變生活或消費習慣以維護資源的永續性；並依各

構面與向度發展成調查題項，形成調查問卷初稿（略）。 

研究工具編製完成後，分別進行兩場次的深度訪談，以瞭解研究工具的合宜情形。受訪

之專家學者專長領域，詳如表 3所示。 

表 3 

深度訪談學者之專長領域 

學者別 研究領域 

學者A 
生物科技產業與國家風險管理、基因科技與社會風險、全球化與社會變遷、公民社會

研究 

學者B 教育哲學、後現代與教育、人權與公民教育、生態倫理與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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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焦點座談會議 

本研究之指標系統在進行調查工具之前，為了集思廣益，除個別諮詢專家學者意見外，

亦召開兩場焦點座談會議，針對指標系統的內容、措辭、次序的合宜性，逐一進行討論，以

作為指標系統修正之依據。專家學者之專長領域，詳如表 4所示。 

表 4 

焦點座談會議學者之專長領域 

學者別 研究領域 

學者C 後現代主義與教育、文化研究與教育、批判教學論、人權教育 

學者D 批評與當代理論、女性主義、文學與媒體 

學者E 科學教育、科學傳播、公眾科學理解、科技社會研究 

學者F 大學生成功學習、學校環境與學生發展、服務學習、原住民教育 

學者G 教育社會學、全球化社會學分析、高等教育、社會正義教育 

學者H 高等教育、教育財政、教育評鑑 

學者I 教育社會學、社會正義、技職教育、學生權利 

 

（三）變項說明 

本研究工具分為三個部分，其一為全球公民認知量表、其二為全球公民德性量表，另一

為全球公民行動量表。全球公民認知量表包括：政治與組織、經濟現象、生態環境、文化擴

散等，共計 19題；全球公民德性量表包括：多元包容、和平永續、反省反思等，共計 16題；

全球公民行動量表包括：捍衛或維護人權、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採取實際行動追

求世界和平、改變生活或消費習慣以維護資源的永續性等，共計四題。最後，增列基本資料

題項（含性別、學校類型、學校區域、年級），即以自編之「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量表」（略）

進行調查。本問卷是採用 Likert四點量表的方式，由受試者根據自己的實際狀況作答，受試著

在每一個量表上全部題目得分的總和，即為該份量表的分數。 

三、調查實施、抽樣設計和問卷回收 

調查時間為 2011年 10月～2012年 2月，以臺灣地區大學校院學生為母群，依不同學校

類型（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公立科技大學、私立科技大學）在學學生之比例計算樣本數進

行抽樣，調查母體分層隨機抽樣之樣本數分配表，詳如表 5所示。 

本調查採取紙本郵寄方式，共計發出 2,000份問卷，回收 1,559份，回收率為 78%，有效

問卷 832份，可用率為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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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調查母體分層隨機抽樣之樣本數分配 

公立  私立  

 一般 技職  一般 技職 
合計 

人數 171,911 70,423  286,116 278,154 806,604 
母體

比例 21% 9%  36% 34% 100% 

發放份數 420 180  720 680 2,000 
抽樣

發放比例 21% 9%  36% 34% 100% 

註：(1)本母體抽樣之樣本分配數係依教育部統計處公告之「大專校院校別學生數」計算之。引自

大專校院校別學生數，教育部統計處，2012，取自 https://stats.moe.gov.tw/files/detail/100/100_student. 

xls；(2)本調查實際發放學校數，共計 41所，分別是公立一般學校類型九所、公立技職學校類型六

所、私立一般學校類型 13所、私立技職學校類型 13所，調查對象之樣本來源具有明顯的異質性。 

四、信度與效度的考驗 

在信度考驗方面，本研究採用內部一致性信度 Gronbach’s α予以考驗。在因素分析方面，

則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因素效度的檢驗，以主軸因素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為因素的

抽取方法，選取特徵值大於 1的因素，並以直接斜交法（direct oblimin）進行斜交轉軸。 

在信度分析方面，在認知面向部分，Cronbach’s α 值為 .759；德性面向部分為 .820；行

動面向部分為 .762，顯示出量表項目具有相當的同質性。詳如表 6所示。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面，認知、德性和行動構面的結果，依序：認知構面之球形考驗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具有顯著的相關係數（p ＜ .001），顯示相關係數足以作為因素

分析抽取因素之用，KMO統計量為 .773，並以主軸法抽取因素；政治與組織、經濟現象、生

態環境、文化擴散的因素負荷量依序為 .669、 .686、 .622、 .682，解釋變異量總和為 44.27%；

德性構面之球形考驗具有顯著的相關係數（p ＜ .001），顯示相關係數足以作為因素分析抽取

因素之用，KMO 統計量為  .653，多元包容、公民素養、反省反思的因素負荷量依序

為 .931、 .844、 .574，解釋變異量總和為 63.62%；行動構面之球形考驗具有顯著的相關係

數（p ＜ .001），顯示相關係數足以作為因素分析抽取因素之用，KMO統計量為 .730，捍衛

或維護人權、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採取實際行動追求世界和平、改變生活或消費

習慣以維護資源的永續性之因素負荷量依序為 .589、 .704、 .873、 .507，解釋變異量總和

為 46.53%。整體而言，具有良好的效度，以進行統計分析。 

五、樣本代表性之檢定與分析 

（一）樣本代表性檢定 

在實證研究的方法操作上，當樣本特性與母體存在顯著差異時，便可透過加權途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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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潛在變項、依變項與觀察變項之題數及 Cronbach’s α係數 

 
Cronbach’s α 

係數 
題數 觀察變項 題數

A1政治與組織 5 

A2經濟現象 4 

A3生態環境 5 

認知 

（潛在變項） 
.759 19 

A4文化擴散 5 

B1多元包容 6 

B2和平永續 4 
德性 

（潛在變項） 
.820 16 

B3反省反思 6 

C1捍衛或維護人權 1 

C2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 1 

C3採取實際行動追求世界和平 1 

行動 

（依變項） 
.762  4 

C4改變生活或消費習慣以維護資源的永續性 1 

註：各個觀察變項乃由不同的題項所構成，考量篇幅限制，各觀察變項之下的題項，請查照表 9

所示。 

調查結果具合宜的樣本代表性。據此，本調查採用「比例估計法」（raking ratio estimation）進

行加權處理。首先，將回收之問卷逐一編碼、建檔與輸入，並依據調查樣本之性別與學校類

型兩項之比例，同時進行加權處理，逐項而反覆地對樣本結構進行連續性修正，直到樣本結

構與母群體間的差異未達顯著水準為止，以確認調查樣本具有代表性，如表 7所示。 

表 7 

加權前、後之樣本代表性 χ
2
檢定對照 

加權前 加權後 χ2檢定 

變項 樣本數 期望值 χ2檢定結果 加權後人數 χ2檢定結果 

性別區區    

男區 390 429.4 428 

女區 440 400.6 

χ2＝7.490, df＝1,

p＝ .001 
402 

χ2＝0.009, df＝1, 

p＝ .923 

未答   2     2  

學校區域      

北部 266 388.3 388 

中部 231 219.1 218 

南部 184 193.0 193 

東部 151  31.6 

χ2＝490.737, df＝3,

p ＜ .000 

 33 

χ2＝0.68, df＝3, 

p＝ .995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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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加權前、後之樣本代表性 χ
2
檢定對照（續） 

加權前 加權後 χ2檢定 

變項 樣本數 期望值 χ2檢定結果 加權後人數 χ2檢定結果 

  學校類型    

   公立大學 190 177.3 178 

   私立大學 295  72.6  73 

   公立科大 126 295.1 294 

   私立科大 221 286.9 

χ2＝788.073, df＝3,

p ＜ .000 

287 

χ2＝0.010, df＝3, 

p＝1 

註：本母體抽樣之樣本分配數係依教育部統計處公告之「99學年度大專校院校別學生數」計算之。

引自 99學年度大專校院校別學生數，教育部統計處，2011，取自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 

B0013/overview01.xls 

本調查在進行加權處理後，整體樣本特性已與母群體的分布一致，即加權後的樣本已具

有代表性。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學校類型與學校區域等項，各項組成類屬於加權

後的人數與百分比統計，如表 8所示。 

（二）樣本代表性分析 

分析之研究樣本的代表性，呈現如表 8。 

表 8 

樣本代表性分析 

性別 學校區域 學校類型 

 人數（%）  人數（%）  人數（%） 

男答 428（ 51.4） 北部 388（ 46.6） 私立科大 287（ 34.5） 

女答 402（ 48.3） 中部 218（ 26.2） 私立大學 294（ 35.3） 

未答   2（  0.2） 南部 193（ 23.2） 公立科大  73（  8.8） 

  東部  33（  4.0） 公立大學 178（ 21.4） 

總和 832（100.0） 總和 832（100.0） 總和 832（100.0） 

六、統計分析策略 

描述統計可幫助我們描繪社會事實的圖像，本研究主要以平均數分析進行之。有鑑於本

研究問卷設計中的基本變項有兩個選項及兩個選項以上，故而兼採 t 檢定與變異數分析

（ANOVA），進行平均數與母群差異的考驗。在進行變異數分析之前，先確認變異數同質性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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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假設是否有所違反，若有，則終止進行變異數分析，若無，則進行變異數分析；變異數

分析若達顯著差異者，乃採取 Scheffé事後比較法，檢視受訪者之基本變項組內的顯著差異情

形。一般而言，當變異數分析達到顯著差異，則事後比較亦能進一步分析組內各變項的顯著

差異。然則，因 Scheffé法可控制整體 α值等於 .05，考驗每一對平均數線性組合，而非只是

考驗一對平均數間的差異情形，因此有時變異數分析之 F 值達到顯著，但事後比較時，卻沒

有發現任何兩組的平均數達到顯著差異，這樣的情形亦可能出現在本研究中。為求依循事後

比較方法的一致性，本研究亦呈現此一情形。 

其次，運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處理因果關係模式的統計方法，

將理論模式與實證資料之間做驗證的統計方法學。而第一步驟的模式界定之理論與概念，可

以是特定的理論與概念，也可以是經驗與文獻的推導，不過，最主要的是這些理論與概念，

皆須透過研究假設的辯證與演繹過程來形成檢證的模式（程炳林、陳正昌、陳新豐，2011）。

本研究進一步運用 LISREL 8.80版來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在結構方程模式中主要的潛在自變

項有全球公民認知、全球公民德性等資料，而潛在依變項則以全球公民行動為主要驗證分析。 

肆、分析與討論 

針對調查研究與分析的結果，呈現認知、德性和行動構面之描述統計與推論統計結果後，

再針對整體結構模型之假設進行評估、考驗和檢定，並據以討論統計結果的可能意義。逐項

說明如後。 

一、描述統計、多變量考驗與事後比較分析 

以下由認知、德性和行動等構面，分別依平均數分析、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之結果加

以說明之。 

（一）認知構面 

在全球公民素養各項認知上，從表 9 中可看到認知構面中不同觀察變項的調查題項之平

均數與標準差；各個觀察變項的表現上：「政治與組織」、「經濟現象」、「生態環境」、「文化擴

散」的平均數分別為 2.60（SD＝0.480）、2.65（SD＝0.553）、3.08（SD＝0.508）、2.96（SD＝

0.502）。進一步檢視可以發現，大學生在認知構面中，有關「各國政府間的聯盟」、「戰爭地區

／國家所造成的各種難民的遷徙或流離」、「跨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學生所具備的知能較為

偏低，顯示出跨國組織、國際難民等議題的學習，仍有進步的空間。對於大學生全球公民素

養的成長而言，這些顯示較為不足的題項，值得持續重視。 

變異數分析後發現，在「性別」（t(827)＝2.943, p ＜ .01）、「學校類型」（F(3, 827)＝3.005, 

p ＜ .05）、「學校區域（F(3, 827)＝2.781, p ＜ .05）等項達到顯著差異，採取 t檢定及 Schef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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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全球公民素養之認知構面的平均數分析 

觀察變項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人類追求的普世價值，如民主、人權、和平 2.83 0.595 

各國政府間的聯盟，如聯合國、歐盟、東協 2.54 0.655 

跨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如綠色和平組織、國際特

赦組織、世界展望會 

2.51 0.664 

國際霸權的形成或變動，如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競爭 2.73 0.715 

政治與組織 

2.60（SD＝0.480） 

戰爭地區／國家所造成的各種難民的遷徙或流離，

如敘利亞、阿富汗的難民 

2.41 0.704 

金融市場全球化的運作或風險 2.47 0.704 

資本主義的全球擴散 2.53 0.720 

國家與人民之間貧富差距的擴大 3.00 0.664 

經濟現象 

2.65（SD＝0.553） 

勞動人口的全球流動 2.60 0.740 

生態與自然資源的有限性 3.13 0.611 

人口成長和環境變遷的關聯 2.99 0.617 

工業發展對全球生態環境的衝擊 3.03 0.678 

生態和環境惡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3.06 0.647 

生態環境 

3.08（SD＝0.508） 

人類對維護生態與自然環境的共同責任 3.17 0.643 

大眾／流行文化的全球擴散 3.03 0.635 

西方影像和資訊傳播的殖民現象 2.85 0.707 

依據物質或消費文化來建立自我認同感 2.88 0.719 

觀光客或移民的全球流動 2.82 0.681 

文化擴散 

2.96（SD＝0.502） 

社群網路成為建立與他人連結或關係的媒介 3.20 0.643 

 

事後比較分析差異情形，性別變項中，「男性」在經濟現象的比例明顯高於「女性」，詳如表

10 所示；學校類型變項中，「公立大學」在生態環境的比例明顯高於「私立技職」；而學校區

域變項中，各別區域差異無顯著差異，詳如表 11所示。從結果來分析，男性在經濟表現上的

優勢其成因為何，以及與性別差異的影響值得持續觀察之。而學校類型在「生態環境」上的

顯著差異，也反映出公立大學和私立技職學生的差別，換言之，針對私立技職群體學生在此

題項認知較弱和改善策略的思考，應該有所關注。 

（二）德性構面 

在全球公民素養各項德性上，從表 12可以看到德性構面中不同觀察變項的調查題項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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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大學生對全球公民素養之認知構面的背景變項 t考驗 

題項 基本變項 變異來源 平均數 標準差 t檢定 

男性 2.75 0.53 
經濟現象 性別 

女性 2.64 0.53 
2.943** 

**p ＜ .01. 

表 11 

大學生對全球公民素養之認知構面的背景變項考驗與事後比較分析 

變異數分析 
題項 背景變項 

變異來源 均方和 F值 
事後比較 

組間   2.310 3.005* 4＜1 

組內 210.917   學校類型 

總和 213.227   

組間   2.140 2.781* n.s. 

組內 211.087   

生態環境 

學校區域 

總和 213.227   

註：學校類型：(1)公立大學；(2)私立大學；(3)公立技職；(4)私立技職；學校區域：(1)北部；(2)

中部；(3)南部；(4)東部。 

*p ＜ .05. 

均數與標準差。在全球公民素養各項德性的表現上，「多元包容」、「和平永續」、「反省反思」

的平均數分別為 3.26（SD＝0.480）、3.11（SD＝0.515）、2.85（SD＝0.462），顯示在各項全球

公民德性的表現上，有關「反省反思」此項較不理想。進一步檢視各構面下的觀察變項，「反

省反思」此觀察變項相關題項表現較不理想，特別是「洞察全球層次之爭議性人權議題」、「全

球影響或意義」、「反省集體利益和公共責任」等，而此類德性的養成其抽象程度較高且對教

師教學傳遞亦有難度，若能開展較合宜的學習途徑與方法，則有助於改善。 

經變異數分析後發現，在「性別」（t(816)＝-2.382, p ＜ .05；t(818)＝-2.293, p ＜ .05）

等項達到顯著差異，採取 t檢定分析差異情形，則在「多元包容」和「永續和平」上男性有較

低於女性的情形，且達顯著差異，詳如表 13所示。後續應更加注重此二議題學習和成長上，

兼顧性別差異的情形努力加以弭平。 

（三）行動構面 

在全球公民素養各項行動上，從表 14中可以看到行動構面中不同觀察變項的調查題項之

平均數與標準差；可以發現在「捍衛或維護人權」、「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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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全球公民素養之德性構面的平均數分析 

向度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接納他人的差異、感受與需求 3.27 0.623 

尊重生物多樣性 3.28 0.597 

接受和包容文化差異 3.31 0.572 

與他人合作並相互協調 3.27 0.624 

尊重和維護人權價值 3.24 0.575 

多元包容 

3.26（SD＝0.480） 

學習他人或不同群體的文化或價值 3.21 0.604 

以非暴力的方式解決衝突 3.26 0.654 

承擔公共的角色與責任 3.03 0.697 

致力於追求符合公平正義的世界 3.01 0.716 

和平永續 

3.11（SD＝0.515） 

維護生態環境的永續性 3.16 0.666 

欣賞文化差異並且從中檢視自己的價值觀 3.06 0.606 

調整或改變既有的意願型態並重新做出判斷 2.91 0.586 

反省集體利益和公共責任的發展困境 2.79 0.661 

觀察出事件或現象的全球影響或意義 2.81 0.677 

認同在地文化並致力於本土與全球連結 2.90 0.684 

反省反思 

2.85（SD＝0.462） 

洞察爭議性的人權議題，如童工、人口販賣、

政治難民 

2.65 0.719 

表 13 

大學生對全球公民素養之德性構面的背景變項 t考驗 

題項 背景變項 變異來源 平均數 標準差 t檢定 

男性 3.22 0.49 
多元包容 性別 

女性 3.30 0.46 
-2.382* 

男性 3.07 0.52 
和平永續 性別 

女性 3.15 0.50 
-2.293* 

*p ＜ .05. 

實際行動追求世界和平」、「改變生活或消費習慣以維護資源的永續性」等各變項之平均數，

分別為 2.75（SD＝0.720）、2.41（SD＝0.782）、2.46（SD＝0.774）、2.94（SD＝0.686），其中，

以「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此項的表現最低，而「採取實際行動追求世界和平」亦

不盡理想。整體而言，行動構面的觀察變項之表現，皆未達到 3.0的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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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全球公民素養之行動構面的平均數分析 

向度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採取實際行動追求世界和平 2.46 0.774 

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 2.41 0.782 

捍衛或維護人權 2.75 0.720 

行動能力 

2.63（SD＝0.560） 

改變生活或消費習慣以維護資源的永續性 2.94 0.686 

 

經變異數分析後發現，在「性別」（t(818)＝-2.041, p ＜ .05；t (818)＝-3.161, p ＜ .01）、

「年級」（F(4, 818)＝3.228, p ＜ .01）等項達到顯著差異，採取 t檢定及 Scheffé事後比較分

析差異情形，性別變項中，「女性」在「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和「改變生活或消費

習慣以維護資源的永續性」的比例明顯高於「男性」，詳如表 15所示；「年級」在捍衛或維護

人權的比例雖達顯著差異，但進一步分析事後比較結果各組之間未達顯著，詳如表 16所示。

顯示在行動構面中女性採取行動的能力高於男性，同樣地，增進男性在此行動面向的表現，

亦有挑戰。 

表 15 

大學生對全球公民素養之行動構面的背景變項 t考驗 

題項 背景變項 變異來源 平均數 標準差 t檢定

男性 2.36 0.82 
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 性別 

女性 2.47 0.73 
-2.041** 

男性 2.87 0.73 
改變生活或消費習慣以維護資源的永續性 性別 

女性 3.02 0.62 
-3.161** 

*p ＜ .05. **p ＜ .01.  

表 16 

大學生對全球公民素養之行動構面的背景變項考驗與事後比較分析 

變異數分析 
題項 背景變項 

變異來源 均方和 F值 
事後比較 

組間   6.633 3.228* n.s. 

組內 417.139   捍衛或維護人權 年級 

總和 423.771   

註：年級別：(1)一年級；(2)二年級；(3)三年級；(4)四年級；(5)四年級以上。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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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方程模式之估計、適配度考驗 

（一）常態性檢定與模式估計方法的選擇 

由於 LISREL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作為預設的參數估

計方法，若違反常態分配的假設時，則應採用加權最小平方法（generally weighted least square, 

WLS）（余民寧，2006）。Kline（1998）指出，當偏態（skew）的絕對值小於 3.0，峰度（kurtosis）

的絕對值小於 10.0 時，一般設為單變量常態分配。因此，本研究在進行模式適配度考驗前，

先以 SPSS 12.0版統計套裝軟體檢驗觀察資料是否符合常態分配。 

從表 17中之 11個觀察變項的相關係數來檢視，可以發現所有的相關係數均達統計之顯著

水準（p ＜ .01），表示 11個觀察變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存在。另外，偏態的絕對值若大於

2.0，視為極端偏態，峰度絕對值大於 7.0，表示峰度有疑義（Curran, West, & Finch, 1996）。 

表 17 

各觀察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 

 A1 A2 A3 A4 B1 B2 B3 C1 C2 C3 C4 

A1            

A2 .483**          

A3 .399** .405**          

A4 .446** .453** .454**         

B1 .274** .257** .409** .350**        

B2 .255** .221** .387** .310** .786**       

B3 .440** .394** .404** .476** .533** .479**      

C1 .292** .255** .275** .263** .335** .370** .416**     

C2 .263** .186** .202** .172** .224** .292** .351** .391**    

C3 .261** .160** .179** .200** .266** .328** .383** .512** .637**   

C4 .263** .198** .365** .238** .381** .402** .385** .347** .346** .424**  

M 2.60 2.65 3.08 2.96 3.26 3.11 2.85 2.75 2.41 2.46 2.94 

SD 0.480 0.553 0.508 0.502 0.480 0.515 0.462 0.720 0.782 0.774 0.686 

偏態 -0.080 0.052 0.057 0.098 -0.305 -0.204 -0.140 -0.087 0.278 0.242 -0.350 

峰度 0.736 0.596 0.210 -0.057 0.711 0.397 1.611 -0.295 -0.311 -0.345 0.229 

註：題項說明：A1政治與組織、A2經濟現象、A3生態環境、A4文化擴散、B1多元包容、B2和

平永續、B3反省反思、C1捍衛或維護人權、C2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C3採取實際行動

追求世界和平、C4改變生活或消費習慣以維護資源的永續性。 

**p ＜ .01. 

從研究結果來看，此 11個觀察變項的偏態絕對值介於 0.052至 0.350之間，峰度絕對值介

於 0.057至 1.611之間，均符合常態分配。由上可知，本研究的 11個觀察變項無論是偏態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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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符合檢定標準。基於此，採用ML來進行參數估計與模式適配度考驗。 

表 18為本研究以蒐集資料及利用 LISREL 8.80版進行估計後，初始模式的原始參數，因

素負荷量介於 .29與 .63之間，誤差變異數皆無負值，且皆達顯著水準，因此，符合 Bagozzi

與 Yi（1988）所建議的適配標準，適合進行驗證模式的參數估計。 

表 18 

原始參數估計 

觀察變項 Loading SE t值 

A1政治與組織 .33 .02 19.54 

A2經濟現象 .36 .02 18.58 

A3生態環境 .32 .02 18.10 

A4文化擴散 .35 .02 19.98 

B1多元包容 .42 .01 29.52 

B2和平永續 .44 .02 27.46 

B3反省反思 .29 .02 19.16 

C1捍衛或維護人權 .46 － － 

C2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 .55 .04 15.71 

C3採取實際行動追求世界和平 .63 .04 16.74 

C4 改變生活或消費習慣以維護資源

的永續性 

.38 .03 13.21 

 

（二）結構方程模式之適配度評估 

針對結構方程模式的模型適配度之評估，則透過違犯估計考驗、整體適配度考驗及內在

適配度考驗進行評鑑，可以評估結構方程模式的模型適配度（余民寧，2006；Bagozzi & Yi, 

1988），以下依此逐項呈現如後。 

1. 違犯估計考驗 

由表 19可知，模式的參數估計結果沒有負的誤差變異，亦沒有過大的標準誤，符合「理

論模式沒有負的誤差變異」、「標準誤不宜過大」之評估標準，再者，估計參數間的絕對值並

未出現接近 1的情況，符合檢定標準。 

2. 整體適配度考驗 

整體模式適配度的考驗，包含絕對適配度（measures of absolute fit）、精簡適配度

（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增量適配度（incremental fit measures）等三方面的評估，各項考

驗之檢定值，詳如表 20所示，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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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模式所有估計參數顯著性考驗及完全標準化的估計值 

參數 SS解  標準誤 t值 SC 

λx11 .33 .02 19.54 .68 

λx21 .36 .02 18.58 .65 

λx31 .32 .02 18.10 .64 

λx41 .35 .02 19.98 .69 

λx12 .42 .01 29.52 .88 

λx22 .44 .02 27.46 .84 

λx32 .29 .02 19.16 .63 

λy11 .46 － － .63 

λy21 .55 .04 15.71 .71 

λy31 .63 .04 16.74 .82 

λy41 .38 .03 13.21 .56 

表 20 

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之整體模式適配度摘要 

統計檢定量 
判斷準則 

（p值） 
檢定結果數據 模式適配判斷 

絕對適配度指數    

  χ2 ≧ .05 .000 不適配 

  SRMR值 ≦ .08 .030 適配 

  RMSEA值 ≦ .05 .000 完美適配 

  GFI值 ≧ .90 .900 適配 

精簡適配度指數    

  PGFI值 ≧ .50 .560 適配 

  PNFI值 ≧ .50 .690 適配 

  CN值 ≧200 115.780000 不適配 

增量適配度指數    

  NFI值 ≧ .90 .920 適配 

  NNFI（TLI）值 ≧ .90 .910 適配 

  CFI值 ≧ .95 .930 適配 

 

就絕對適配度考驗而言，本研究所提模型的 GFI為 .90，雖未符合小於 .90之檢定標準，

但尚可接受；其次，SRMR 的指數為 .03，小於 .08 的標準；再者，RMSEA 為 .00 小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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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檢定標準，顯示模型在不同樣本組間契合度的波動性小、穩定性佳，因此，本研究所建構

的模式與觀察資料乃相適配。 

在精簡適配度檢驗上，除了 CN值可能與樣本規模大小有關，而未達大於 200的標準外，

其餘之 PGFI為 .56、PCFI為 .69，皆符合 .50以上的檢定標準，顯示本研究所提出之模式的

精簡適配檢定，大致符合檢定之標準。 

就增量適配度考驗而言，本研究所建構 NFI為 .92、NNFI為 .91、CFI為 .95，皆符合大

於 .90之檢定標準，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所建構的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具有良好的適配度，

可解釋實際的觀察資料。 

3. 測量模式適配度 

就測量模式適配度考驗而言，由表 21可知，所有因素負荷量的估計值皆達 .05之顯著水

準，符合「因素負荷量應達顯著」之評鑑標準，而在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上，三個潛

在變項之變異抽取量依序為 .476、 .626、 .471，認知與行動變項雖未達 .50的標準，但亦十

分接近。 

表 21 

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之測量模式分析摘要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標準化 

係數 

因素 

負荷量

觀察指標

個別信度

潛在變項之

平均變異 

抽取量 

潛在變項之

組合信度 

A1政治與組織 .68 .666 .462 

A2經濟現象 .65 .715 .423 

A3生態環境 .64 .634 .410 
認知 

A4文化擴散 .69 .675 .476 

.476 .784 

B1多元包容 .88 .931 .774 

B2和平永續 .84 .844 .706 德性 

B3反省反思 .63 .574 .397 

.626 .831 

C1捍衛或維護人權 .63 .589 .397 

C2 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

營利組織 

.71 .704 .504 

C3 採取實際行動追求世

界和平 

.82 .873 .672 行動 

C4 改變生活或消費習慣

以維護資源的永續性 

.56 .507 .314 

.471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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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本研究 11個觀察指標中，雖然個別信度並未全部符合大於 .05的檢定標準，但是

潛在變項之組合信度，分別是 .784、 .831、 .777，均達 .60以上的評鑑標準，達到大於 .05

的檢定標準，顯示三個潛在變項具有良好的信度。 

三、結構模式的檢定 

大學生全球公民認知構面中，各個題項的標準化參數值依序為 0.33、0.36、0.32、0.35；

德性構面中，各個題項的標準化參數值依序為 0.42、0.43、0.29；而行動構面中，各個題項的

標準化參數值依序為 0.46、0.55、0.64、0.39，皆已達到統計之顯著水準。顯示，當大學生之

全球公民認知和德性表現愈佳，則其行動表現也愈好。特別說明的是，當進行絕對適配、增

量適配，以及精簡適配檢核時，χ
2
＝483.57，達 .001 之顯著水準，表示理論上的共變數矩陣

與實際調查所得矩陣是不相符的，但是，由於 χ
2
較易受到樣本數大小之影響，因而，在此僅

將 χ
2
值的顯著性當作參考之用。 

概括而言，國內、外相關研究大多已指出全球公民素養構面的發展，乃是涵蓋認知、德

性和行動等面向，不過，未有文獻直接探討究竟彼此之間的影響機制和程度，本研究利用結

構方程模式以我國大學生為對象，估算全球公民的認知和德性對其行動影響之機制與效果，

整體結構方程模型，如圖 1所示。 

 

 

 

 

 

 

 

 

 

 

 

 

 

 

 

 

 

圖1. 大學生全球公民之認知與德性對其行動影響之結構模式路徑關係。χ2
＝483.57, df＝41, p 

＜ .000, RMSEA＝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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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可知，我國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之認知、德性和行動模式中各潛在變項間的關係，

大學生全球公民之認知與德性兩個潛在變項具有  .58 的相關係數，並達顯著水準（p 

＜ .001），表示愈有全球公民認知的大學生，其有關全球公民的德性表現愈好。其次，大學生

的全球公民認知與其行動兩個潛在變項之間具有 .25 的相關係數，顯示，全球公民的認知對

於增進其行動具有正面的影響效果。再者，大學生的全球公民德性與行動兩個潛在變項之間

亦有 .38的相關係數，顯示，大學生的全球公民德性對其行動亦具有正面的影響效果。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先前相關實徵研究結果（沈宗瑞，2000；劉美慧、董秀蘭，2009），

皆指出我國各受教階段學生之公民養成以知識學習為主，表示教育機構與組織中，對於增進

學生的全球公民素養之投入，相當著重認知或知識的學習。但從本研究分析可知，德性構面

的涵養作用比單純的知識灌輸，更能增進公民行動的展現，此研究發現，相當值得重視。 

最後，整體來看，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之認知，可透過德性的作用，進而對其行動產生

的效果也可達 .22，顯示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之認知與德性的積累上，對其行動具有顯著影響

效果。亦即，本研究所提之可能影響機制能夠獲得支持。 

四、綜合分析與討論 

（一）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自覺的分析，可由認知、德性與行動等構面和相關概念

加以建構 

有關大學生對全球公民素養的自覺上，國際相關研究多為理念類型的建構和倡議，如文

獻探討所論及的 Hicks（2003）建構了全球公民教育目標和指標、Winn（2005）對於全球公民

素養的價值分析、Seitz 和 Hite（2012）廣義地彙整全球議題的面向等。相對而言，國內對於

公民教育的探討較少對焦於此議題，亦缺乏全國規模的樣本調查分析。本研究所採取之研究

工具，顯示出透過認知、德性和行動等構面進行探討，乃能具有良好的資料適配程度，表示

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的確涵蓋不同構面，且不同構面可由多項次級概念加以組成。這個發現，

相當程度上可以呼應國際研究中，多由不同構面或概念來界定和分析全球公民素養的視角，

同時，也能夠反映出我國大學生之現況可藉由本研究所發展的認知、德性和行動等構面之研

究工具來加以系統地探討的情形，亦即，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在建構和實施大學生全球公民素

養的探討上，有其基本價值。 

（二）涉及跨國層次的相關題項，大學生的表現較不盡理想；性別和學校類型此兩

背景變項存在顯著差異 

從描述統計結果顯示，大學生從觀察變項而言，以認知構面之「政治與組織」、德性構面

之「反省反思」及行動構面之「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等項最不佳。從個別題項表

現上的內涵來看，如果進一步從大學生自覺評價較為不佳者來看，則大多為涉及跨國層次的

議題、組織或行動等，如認知構面中，「各國政府間的聯盟」、「戰爭地區／國家所造成的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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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的遷徙或流離」、「跨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等；德性構面中，「洞察全球層次之爭議性人

權議題」、「全球影響或意義」、「反省集體利益和公共責任」，以及，行動構面中，「參與在地

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採取實際行動追求世界和平」等。這也凸顯出我國大學生在全球公

民素養的發展上，對於較為直接指涉至全球層次的知識、覺察或參與上，仍有值得精進之處。 

背景變項的差異分析結果，性別變項上，當有顯著差異時，大多為女性表現優於男性，

如：「多元包容」、「和平永續」、「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和「改變生活或消費習慣以

維護資源的永續性」，僅有「經濟現象」的表現男性優於女性；背景變項上，以「生態環境」

的表現上，公立大學明顯高於私立技職類型。而在具體增進或改善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的對

象上，男性和私立技職學校類型者之需求與條件，值得更加地予以關注和強化。 

（三）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自覺之認知、德性和行動具有結構關係 

從國內、外相關研究和本研究的分析中，皆顯示全球公民素養應廣泛地包含不同的學習

重點，如 Oxfam（2006）的認知、情意和行動等範疇，然而，並未有研究對焦於探討這些範

疇之間的結構關係和影響程度。本研究透過文獻理論分析而建構的理論模式，再進入實際調

查實施後所獲得的結構方程模式分析顯示，從實際觀察資料可獲得支持，也進一步顯示潛在

變項和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具有統計意義的顯著性。再者，大學生之全球公民素養之認知，可

透過德性的作用，進而對其行動產生的效果也可達 .22。如同 Caputo（2005）主張學術界應立

足於以證據基礎的事實分析，持續透過研究途徑以為精準地掌握大學生的全球公民素養之表

現，進而系統性地掌握影響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表現的結構和因素。本研究所提出的結構方

程模式之分析，所呈現的認知、德性和行動三者之關係，顯示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之認知與

德性的積累上，對其行動具有顯著影響效果。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我國大學生為對象，採取實徵研究取徑，發展研究工具量表，探討此群體在全

球公民素養的表現、評價和受背景變項影響的情形，進而瞭解大學生的全球公民素養之認知、

德性和行動是否存在結構影響機制，主要透過平均數分析、變異數分析和結構方程模式檢定，

逐一探討之。以下就研究結論說明如後，並進一步提出後續教育實務與研究之建議。 

一、結論 

（一）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之表現，在不同構面、觀察變項和個別題項上，存在強

烈程度不一的情形，當涉及跨國或全球層次者，則得分較為偏低 

整體而言，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之表現，由認知、德性和行動等構面觀察，強烈程度上，

依序為認知、德性、行動；若由所有觀察變項（共計 11項）來看，「政治與組織」、「經濟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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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反省反思」和「行動能力」等較為偏低；若由個別題項（共計 39 題），則「戰爭地區

／國家所造成的各種難民的遷徙或流離」、「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採取實際行動

追求世界和平」等之平均數在四點量表下，得分皆未達 2.5分，表現最為低弱。因此，跨國政

治體系和組織、全球經濟體系的運作等知識性議題，在我國大學生的認識上，仍有挑戰。此

外，能否透過深刻的反省反思洞悉全球事件的意義和公共困境，在此次調查中也發現有所不

足；再者，在行動的積極程度上，可發現參與非營利組織或全球層次行動方面，大學生的表

現也有偏低現象。顯示，我國大學生對於較為直接指涉至全球層次的知識、覺察或參與上，

從其自覺的評價而言，仍有不足和有待精進之處。 

（二）大學生的全球公民素養之認知、德性與行動表現，部分受到性別、學校類型、

學生年級別等背景變項的影響 

針對不同觀察變項以大學生的背景變項進行多變量考驗後，整體而言，在性別因素具有

顯著差異。除了經濟現象此觀察變項係男性表現較女性為佳之外，在「多元包容」、「和平永

續」、「參與在地與全球的非營利組織」和「改變生活或消費習慣以維護資源的永續性」，皆以

女性的表現明顯高於男性，顯示在全球公民素養的表現上，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具有差異情形。

對此，後續大學校院正式、非正式或潛在課程的規劃與教師的教學歷程中，應更重視性別的

影響。此外，「生態環境」變項存在公立大學表現優於私立技職的現象，此一發現提醒了往後

在研擬全球公民素養相關方案時，應更加關注私立技職群的學習需求和資源。最後，在「捍

衛或維護人權」變項上，雖然年級別之間具有顯著差異，但經事後比較則未有顯著差異，此

背景變項的影響程度值得再關注。 

（三）大學生的全球公民素養之認知、德性與行動表現，存在影響路徑機制與效果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策略，探討大學生之全球公民素養的構成，分別是認知構

面、德性構面與行動構面等潛在變項之間的關係與影響效果。可以發現，全球公民認知構面

的學習可以強化其德性構面的表現（影響效果為 .58），且無論認知構面或德性構面皆對其行

動構面產生作用（影響效果分別為 .25 和 .38）。而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中介作用上，

德性構面的表現對於增進全球公民行動的影響比認知構面更為深刻，換言之，培育全球公民

素養的取徑，不應僅強調認知構面之灌輸，更應強化大學生有關全球公民德性的涵育，對於

促進其行動效果具有相當作用，此發現對於教學的規劃與設計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 

二、建議 

對於全球公民素養的培育方向，美國大學校院協會也不斷呼籲應強化大學生之全球公民

素養的培育，並研擬各種學習方案與課程，如通識教育課程革新、服務學習方案、海外遊學

計畫、跨國學程等，藉此以開闊大學生對於全球公民素養之覺察、反省與實踐等。當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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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關高等教育階段大多持續地透過獎勵大學校院教學卓越計畫進行宣導（教育部，2014），

強調大學校院應增進大學生的「國際移動力」，可見全球公民素養具有廣泛性也攸關新世代的

發展前景。從本研究究結果來看，後續相關建議說明如下。 

（一）對於全球公民素養的培育，建議強化全球相關議題、組織與情勢的接觸，增

進德性涵育的學習機會，並建立涵蓋不同背景之全球議題學習小組 

在特定議題上，可以發現我國大學生認知構面的「政治與組織」、「經濟現象」表現也較

為薄弱。此發現亦相當值得重視，表示我國對於全球公民的培養雖強調認知構面的安排，但

有關全球層次的政治、組織、反省反思和採取行動等議題的學習成果，則仍有待加強之處。

對此，有關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的增進，值得強化大學生放眼全球的知識觀或行動力，例如：

提供學生參與國際相關組織的資源和機會、辦理以全球議題為主軸的講座、參與跨國非營利

組織的體驗活動、增進倡議對於全球情勢的覺察等。 

其次，從本研究發現中可看到全球公民之德性構面對於行動的影響較認知構面明顯，且

當具備德性構面相關素養時，則其認知構面所能夠轉化為行動構面的效果也將達顯著影響作

用。因此，大學校院應可朝增進大學生全球德性構面相關涵養的角度，提供相關學習經驗與

活動，例如：體驗飢餓活動、解析相關影片、聯合國角色扮演、進行志願服務等，此類學習

經驗應有助於將大學生的認知與德性之學習成果，轉化至行動有所幫助。 

再者，本次透過以大學生的背景變項檢定其在全球公民素養的表現差異，可以發現，性

別因素的作用較為明顯，且出現經濟現象上男性具有優勢，其他方面則女性較具有優勢，在

此性別結構差異的限制下，如何促進男、女性大學生在此全球議題上的彼此學習與觀摩，具

有關鍵意義。若要達成此一目標，在具體課程或教學實施上，應可鼓勵大學生建立或發展涵

蓋不同性別背景之全球議題學習小組，透過共學、共同研討的學習歷程，弭平性別表現之差

異。 

（二）後續可由調查對象的自覺評估延伸至政策或校園推動成效分析，也可從較長

時間軸線來觀察變化與進展 

在研究設計和對象的選擇上，本研究以大學生的自覺評價作為資料蒐集和分析的來源，

雖可獲得學習主體的意見和態度之實徵資訊，但仍多受限為大學生的自覺。此分析取徑上，

雖然也可看到不同群體的背景變項的確造成某些影響，然而，對於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表現

的分析，除了自覺之外，還可以考量諸多政策或校園推動方案的影響與走向，如各大學校院

教師的看法、國家政策和資源配置的影響、個別學校相關學習課程或方案的實施等，而這些

相關情形的解析，亦可提供諸多參照的資訊，此部分有待後續加以分析之。 

此外，在研究的時間點上，本研究整體屬於橫斷面分析，因此，研究結果雖足以說明某

一個時間點下的母群體適用於此模式，但尚無法說明其他時期的群體也同樣適用。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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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大學生全球公民素養表現之因素仍多，且會隨著時間、政策、社會趨勢的變化而改變，

因此，後續的研究可嘗試進行長期縱斷面分析，或採不同時間點進行施測，甚至比較分析，

應可對於本研究所提出的結構方程模式的理論穩定性與價值有所助益，而這也是研究者後續

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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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vital organizations for cultiva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future 

generations of youths in addressing the dramatic transformations of global society. Regarding this 

movement, this study employed a literature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as well a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 meetings to construct a research questionnaire. The questionnaire was administered 

to undergraduates. The survey data were analyzed through various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ing: 

analysis of variance, t test, and post hoc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explore the 

undergraduates’ global participation achievements and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College students’ achievements in global citizenship competences demonstrated varying 

levels of performance in each studied dimension; some low scores were observed, particularly 

regarding global or cross-national problems. (2) The performance of some of the undergraduates in 

the cognition, virtue, and action dimensions of global citizenship competences were influenced by 

their background variables. (3) The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undergraduates’ 

performance in the cognitive, virtue, and action dimensions of global citizenship competences 

revealed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i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is paper offer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undergraduates’ competencies in global citizenship attainments and for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undergraduate, citizenship,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Corresponding Author: Amy Shumin Chen, E-mail: amyshumin@gmail.com 

Manuscript received: Sep. 15, 2014; Revised: Apr. 16, 2015; Jun. 7, 2015; Accepted: Jul. 20, 2015.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tru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524288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tru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5000440046002800310032003000300064007000690029300D005D0020>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AddBleedMarks tru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true
      /AddPageInfo tru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tru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