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依據前述研究方法，將問卷調查所得資料進行統計分析，以解答本研究

所提出的問題。所有研究結果與分析分別在以下四節中加以說明：第一節、公民

參與態度調查結果分析；第二節、公民參與態度差異分析；第三節、各種變項對

公民參與態度的預測分析；第四節、學生對提昇公民參與意願的觀點分析。 

第一節 公民參與態度調查結果分析 

由表4-1可知，在941名受測者當中，公民參與態度量表平均得分為137.26，每

題之平均得分為3.61，超過五等分量表各題平均值3.00；再從標準差為.5195來看，

每題平均得分在3分以下者，在常態分配下，其人數不超過12%，顯示臺灣中部三

縣市進修學校學生之公民參與態度趨向於正向(積極)。 

進一步分析，研究者將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程度分為三級：高度參與態度(平均

得分≧4分；亦即平均在「同意」以上)、中度參與態度(平均得分≧3分，但＜4分；

亦即平均在「無意見」以上，「同意」以下)，以及低度參與態度(平均得分＜3分；

亦即平均在「無意見」以下)。從表4-2可知，大多數(66.6%)同學的公民參與態度屬

中度參與，如從公民政治參與四種主要理論來看，應屬多元論或公民論的觀點；

也有一部分(24.4%)屬高度參與，應屬參與論的觀點；只有少數(8.9%)屬低度參與，

可歸屬菁英民主論的觀點，或屬對政治較為冷漠者。如從公民資質相關理論的公

民參與觀點來看，具高度公民參與態度的學生，比較屬於公民共和主義或社群主

義的觀點；具中、低度公民參與態度的學生，則相對可能屬於自由主義或多元文

化主義的觀點。 

本研究結果，就同以學生為對象的相關研究而言，與鄭慧蘭(2001)、曾欣儀

(2001)、陳現義(2002)、陳怡伶(2003)及陳南州(2006)之研究相符。從研究者蒐集文

獻來看，以學生為對象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態度以

傾向積極正向者居多，此結果是否為學校中實施公民教育的成果，抑或有其他原

因，值得作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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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學生公民參與態度得分分析表 

分量表 題數 平均數 標準差 
1.理想的公民活動 10 3.5844 .583 
2.政治菁英與一般民眾的關係 10 3.5485 .634 
3.參與政治的好處 10 3.6968 .569 
4.個人政治參與對政治體系的影響 8 3.6200 .565 
Total 38 3.6120 .520 

N=941 

 

表4-2 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程度次數分配表 

程度 次數 百分比 

高度 230 24.40 

中度 627 66.60 

低度 84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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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民參與態度差異分析 

本節將分析在十種不同背景變項上學生公民參與態度是否呈現顯著差異，茲

將十種背景變項歸納為四類：個人變項(包括性別、年齡二變項)、家庭變項(包括

語言族群、父母管教方式、家庭社經地位三變項)、學校變項(包括就讀類科、幹部

經歷、校園民主氣氛三變項)及社會參與變項(包括社會服務經歷、職場經歷二變

項)。 

壹、個人變項與公民參與態度 

一、性別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差異分析 

本研究男、女生有效樣本數分別為：男生523人，女生418人。男、女學生

公民參與態度上的差異摘要如表4-3： 

 

表4-3 性別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t檢定摘要表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p η2 統計考驗力

男生 523 135.36 20.65 -3.353 .001 .012 .911 

女生 418 139.62 18.28     

 

由表4-3可知：在整體公民參與態度上，男生的平均數為135.36，標準差為

20.65；女生的平均數為139.62，標準差為18.28，可見女生得分高於男生，且分

數較為集中。經t檢定結果，t值為-3.353，p=.001，達到統計上顯著差異水準，

亦即男、女生的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差異，且女生的公民參與態度較男生積極

。從關聯強度η2 =.012來看，性別變項僅能解釋學生公民參與態度變項1.2%的變

異量，此種推論裁決正確率為91.1%。 

本研究結果，就同以學生為對象的相關研究而言，與鄧毓浩(1992)、廖添富

(1993)、陳秋燕(1994)、黃景裕(1994)、廖添富等(1997)、曾欣儀(2001)、鄭慧蘭

(2001)、陳穆瑩(2002)、陳怡伶(2003)、陳南州(2006)等之研究相符；但與袁頌西

(1972)、羅瑞玉(1989)、廖添富(1994)、廖添富等(1998)、楊志賢(2000)等之研究

發現男、女生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態度無顯著差異的結果不同，也與張雪君

(1995)的研究發現男生的政治參與傾向略高於女生的結果不同。導致這些研究結

 101



果殊異的原因，也許是因為研究對象性質不同，或是研究工具不同所導致，其

確切原因尚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另就研究者蒐集之相關研究文獻來看，其於性別變項差異達顯著者，大多

數結果為女生較男生積極正向，研究者以為女性公民參與態度的提昇可能與近

年來社會的多元，性別平等、兩性平權觀念逐漸被接受與認同有關，因此學校

教育及社會與家庭也鼓勵或不再限制女性參與政治及其他公共事務，所以公民

參與不再是男生的特權。加以，研究者以為，我國近年來性別權力測度(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 GEM)的提昇，女性參與政治日益普遍或在各行各業中掌

握領導權力的社會氛圍，對促進女性公民參與均有助益。然而，造成女性公民

參與態度「顯著」較男性積極的原因，則值得進一步探討。 

二、年齡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差異分析 

由於本研究之對象－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部分已成年，且年齡分布較為

分散，故本研究將年齡變項概分為「未滿18歲」和「已滿18歲」二類。經實測

，不同年齡學生有效樣本數分別為：未滿18歲520人，已滿18歲421人。不同年

齡學生公民參與態度上的差異摘要如表4-4： 

 

表4-4 年齡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t檢定摘要表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p 

未滿18歲 520 136.27 19.44 -1.703 .089 

已滿18歲 421 138.47 20.06   

 

由表4-4可知：在整體公民參與態度上，未滿18歲學生的平均數為136.27，

標準差為19.44；已滿18歲學生的平均數為138.47，標準差為20.06，可見已滿18

歲學生得分略高於未滿18歲學生，但分數也略為分散。經t檢定結果，t值為-1.703

，p=.089，未達統計上顯著差異水準，亦即年齡不同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並無顯

著差異。 

本研究結果，就同以學生為對象的相關研究而言，與廖添富(1994)對臺灣地

區日間部大專學生民主態度的研究相符，然與陳忠慶(1980)、陳文俊(1982)、鄭

慧蘭(2001)、陳怡伶(2003)及陳南州(2006)等的研究，發現年齡與公民參與(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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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參與))態度有顯著相關的結果不同。就研究者蒐集之相關研究而言，本研究

結果與多數研究結果不符，究其原因，也許是因為研究對象性質不同，或是年

齡分類不同，或是研究工具不同所導致，其確切原因尚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 

此外，從研究者蒐集的相關研究文獻來看，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態度似

乎多隨著年齡增長而加強(更形積極、正向)，與Dannis等(1973)比較美國、西德

、義大利和英國學童的政治社會化，發現大部分兒童隨年齡的成長，而趨向於

選擇民主的研究結果相符，此現象或許可解釋為社會化的結果，也是家庭、學

校和整個社會公民教育、民主教育的成果。 

貳、家庭變項與公民參與態度 

一、語言族群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差異分析 

本研究「語言族群」變項係以家庭中主要溝通語言作為區分的依據，原問

卷分為閩南語、客家話、國語、原住民語及其他語言五族群。經實測結果，有

效樣本941人中，家庭中使用閩南語為主要溝通語言者有485人(佔51.5%)，使用

國語者有414人(佔44%)，使用客家話者僅30人(佔3.2%)，而使用原住民語者更只

有12人(佔1.3%)。由於使用客家話和原住民語為家庭中主要溝通語言之學生人數

相對於使用閩南語和國語者其比率上均相去甚遠，故研究乃將使用此二種語言

學生歸類為「其他語言」者(共42人，佔總有效樣本數4.5%)，以進行後續統計分

析。 

不同語言族群學生公民參與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摘要如表4-5： 

 

表4-5 語言族群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p  
1 閩南語 
2 國語 
3 其他語言 

485 
414 
42 

136.01 
138.87 
135.74 

20.62 
18.86 
16.89 

2.473 .085 
 

 

從表4-5得知，雖然在平均數上使用國語者高於使用閩南語者，使用閩南語

者又略高於使用其他語言者，但因F=2.473，其p=.085未達顯著水準，故在公民

參與態度上，不同語言族群學生並沒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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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就同以學生為對象的相關研究而言，與袁頌西(1972)及羅瑞玉

(1989)等的研究相若，但與袁頌西(1974)、陳忠慶(1980)及陳文俊(1982)等研究發

現族群(省籍)與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態度有顯著相關的結果不同。本研究結果

與部分研究者蒐集之相關研究相若，但也與部分不同，究其原因，也許是因為

研究對象性質不同，或是族群定義不同，或是研究工具不同所導致，其確切原

因尚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研究者以為，臺灣社會雖有各種不同族群，但隨著長時間共同生活，在交

流、互動及通婚等因素的促進下，族群間異質性似已逐漸減少，族群的界線似

也愈形模糊44，因此，晚近以族群作為研究自變項，理性上而言，應較難獲得與

依變項具有顯著相關的結果，故本研究的結果，研究者以為甚為合理。再者，

只注意(甚至強調)族群的差異，在講求民主、平等與人權的社會中，對於族群間

的和諧非但並無助益，甚至可能造成傷害，因此，晚近研究似乎也較少以省籍

或族群別作為變項，部分研究或改以「母語」或「家庭中主要溝通語言」作為

判準。至於以類似「族群」作為自變項的相關研究，其結果如與依變項具有顯

著相關，則其確切原因值得相關研究進一步探討。 

二、父母管教方式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差異分析 

本研究父母管教方式係依受測學生對其父母(或監護人)對其日常生活中行

為表現所作的「回應」與「要求」情形的知覺(得分)，分成積極型、權威型、關

懷型和放任型四種類型。經實測結果，有效樣本941人中，父母管教方式屬積極

型者有472人，屬權威型者有266人，屬關懷型者有37人，屬放任型者有166人。

不同父母管教方式學生公民參與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摘要如表4-6： 

 

表4-6 父母管教方式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p Scheffe法 ω2 統計考驗力

1 積極型 
2 權威型 
3 關懷型 
4 放任型 

472 
266 
37 
166 

139.35 
136.57 
136.51 
132.56 

18.76 
18.97 
20.01 
22.68 

5.094 .002 1>4 .013 .921 

                                                 
44 雖然臺灣地區族群間異質性似已逐漸減少，族群的界線似也愈形模糊，然族群意識，尤其是「本

省人∕外省人」或「臺灣人∕中國人」的區辨，這幾年來受政治氛圍的影響，似反有提高的現象，

而具此種意識者，其國家認同或政治信任感等即可能有所差異；吳俊瑤(2003：120-121)的研究即

有類似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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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4-6得知，在平均數上父母管教屬積極型者高於屬權威型者，屬權威型

者又略高於屬關懷型者，屬關懷型者又高於屬放任型者，其F=5.094，p=.002達

顯著水準，表示不同父母管教方式學生間其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差異，故再以

Scheffe法進行事後多重比較。經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父母管教方式屬積極型

之學生，其公民參與態度顯著較屬放任型之學生積極(p=.002)；其他各類型相互

間，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從關聯強度ω2 =.013來看，父母管教方式變項僅能

解釋學生公民參與態度變項1.3%的變異量，此種推論裁決正確率為92.1%。 

本研究結果，就同以學生為對象的相關研究而言，與陳義彥(1977)、黃景裕

(1994)、鄭慧蘭(2001)、陳現義(2002)、陳怡伶(2003)等之研究相類似，但與陳南

州(2006)之研究發現家長管教態度與其子女公民參與態度無顯著相關的結果不

同。本研究結果與絕大部分研究者蒐集之相關研究相類似，至於極少數研究其

父母管教方式與學生態度間並無顯著相關的情形，究其原因，也許是因為研究

對象性質不同，或是管教方式定義不同，或是研究工具不同所導致，其確切原

因尚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與文獻中大多數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在父母較積極或民主管教下的

子女具有較積極的公民(或政治)參與態度。此結果研究者以為乃因父母本身的行

為模式與價值觀，往往會在身教中無形的影響其子女；實行較積極、民主式管

教的父母，基本上應對本身職能和民主的價值有較高的肯認，也可能對公民參

與抱持比較積極的態度，因此在淺移默化中其子女也有較積極的公民參與態度

。 

三、家庭社經地位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差異分析 

本研究家庭社經地位係依受測學生父母之教育程度及職業等級計算而來，

分高社經地位、中社經地位和低社經地位三種類型。經實測結果，有效樣本941

人中，家庭屬高社經地位者僅有23人，屬中社經地位者也只有117人，而屬低社

經地位者有801人。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公民參與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

摘要如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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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家庭社經地位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p  
1 高社經地位 
2 中社經地位 
3 低社經地位 

23 
117 
801 

140.13 
136.98 
137.21 

25.15 
18.86 
19.71 

.256 .774 
 

 

從表4-7得知，在平均數上，家庭屬高社經地位者高於屬中社經地位者和屬

低社經地位者，屬低社經地位者也略高於屬中社經地位者，惟其F=.256，p=.774

未達顯著水準，表示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間其公民參與態度並沒有顯著差異

。 

本研究結果，就同以學生為對象的相關研究而言，與羅瑞玉(1989)、陳秋燕

(1994)、廖添富等(1998)、曾欣儀(2001)、鄭慧蘭(2001)45及陳南州(2006)等的研

究相符，但與張雪君(1995)、蕭揚基(2000)及陳義彥(1977)等研究發現家庭社經

地位與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態度有顯著相關的結果不同。本研究結果與大部

分研究者蒐集之相關研究相符，但也與部分不同，究其原因，也許是因為研究

對象性質不同，或是研究工具不同，甚至是家庭社經地位計算方法及分類不同

所導致，其確切原因尚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家庭社經地位不同意味著物質與精神生活上可能不同，但從本研究蒐集之

相關文獻來看，其與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態度呈無顯著相關者仍居多數，本

研究結果亦同，此情形對民主社會來講似乎是一種好現象，因為公共(或政治)

事務的參與不是有錢、高學歷或有身分、有地位的人的專利。然而，也有部分

研究結果顯示家庭社經地位與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態度具有顯著相關，而且

幾乎都是正向相關，亦即家庭社經地位較高者，其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態度

也較積極，此現象的合理解釋，研究者以為是，就目前的現實來講，公共(或政

治)事務的主導權主要仍是掌握在社經地位較高的一群人手中，公共(或政治)事

務的參與上，仍是以社經地位較高者其影響力較大，因此，這一群掌握較大公

共(或政治)權力者，自然也較願意鼓舞其子女參與公共(或政治)事務。 

                                                 
45 鄭慧蘭(2001：187、191)對臺北市公立高中學生公民參與態度與行為的研究顯示，家庭社經地

位不同者，其公民參與態度總體表現並無顯著差異；然而，家庭社經地位的不同，其公民參與行為

總體表現則有顯著差異(高社經地位背景者較低社經地位背景者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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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校變項與公民參與態度 

一、就讀類科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差異分析 

本研究在學生就讀類科變項上係將原高中職進修學校七大類科別－普通類

、農業類、工業類、商業類、家事類、海事類及藝術類－歸併為三大類：商業

類、工業類及其他類。經實測結果，有效樣本941人中，商業類有550人，工業

類有279人，其他類有112人。不同就讀類科學生公民參與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結果摘要如表4-8： 

 

表4-8 就讀類科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p Scheffe法 ω2 統計考驗力

1 商業類 
2 工業類 
3 其他類 

550 
279 
112 

138.29 
132.30 
144.52 

17.71 
22.35 
19.44 

17.750 .000 3>1>2 .034 1.000 

 

從表4-8得知，在平均數上就讀其他類學生高於就讀商業類及工業類學生，

就讀商業類學生高於工業類學生，其F=17.750，p=.000達顯著水準，表示不同就

讀類科學生間其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差異，故再以Scheffe法進行事後多重比較

。經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就讀其他類之學生，其公民參與態度顯著較就讀商

業類之學生積極(p=.009)，也顯著高於就讀工業類學生(p=.000)；就讀商業類學

生又顯著較就讀工業類學生積極(p=.000)；亦即就讀其他類學生>商業類學生>工

業類學生，且均達統計上顯著水準。從關聯強度ω2 =.034來看，就讀類科變項僅

能解釋學生公民參與態度變項3.4%的變異量，此種推論裁決正確率則高達100%

。 

本研究結果，就就讀類(系)科與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態度具顯著相關而

言，與陳忠慶(1980)、田秀萍(1987)、廖添富等(1997)、陳怡伶(2003)、陳南州(2006)

等之研究相符，但與廖添富(1994)、王錦雀(1995)等之研究，發現學生就讀類(

系)科與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態度並無顯著相關的結果不同。本研究結果與部

分研究者蒐集之相關研究相符，但也與部分不同，究其原因，也許是因為研究

對象性質不同，或是類(系)科分類不同，或是研究工具不同所導致，其確切原因

尚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107



本研究發現就讀工業類學生其公民參與態度明顯低於商業類及其他類學生

，其原因之一也可能是因為工業類科多為男生，且較之商業類及其他類，男女

生比值均高出甚多46，而本研究結果顯示，女生的公民參與態度顯著較男生積極

，故而工業類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顯著低於商業類及其他類學生；同理也可說

明其他類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為何高於商業類學生。此共線性(colinearity)問題

使得統計分析結果不易判定差異究竟主要是因為就讀類科不同所致，或是因為

性別因素所造成，值得後續研究注意。 

二、擔任幹部經歷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差異分析 

本研究幹部經歷係指學生從國中至問卷作答時曾擔任班級或學校社團幹部

的累計時間，共分為無、1-2學期、3-4學期、5-6學期及超過6學期五種。經實測

結果，有效樣本941人中，無幹部經歷者有230人，具1-2學期幹部經歷者340人，

3-4學期者206人，5-6學期者87人，超過6學期者78人。具不同幹部經歷學生公民

參與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摘要如表4-9： 

 

表4-9 幹部經歷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p Scheffe法 ω2 統計考驗力 
1  無 
2  1-2學期 
3  3-4學期 
4  5-6學期 
5  超過6學期 

230 
340 
206 
87 
78 

132.67 
137.50 
140.55 
140.44 
137.47 

19.81 
19.29 
18.54 
20.62 
21.38 

5.215 .000 3>1,4>1 .018 .970 

 

從表4-9得知，在平均數上具3-4學期幹部經歷學生>5-6學期學生>1-2學期學

生>超過6學期學生>無幹部經歷學生，其F=5.215，p=.000達顯著水準，表示具不

同幹部經歷學生間其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差異，故再以Scheffe法進行事後多重

比較。經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無幹部經歷之學生，其公民參與態度顯著低於

具3-4學期幹部經歷之學生(p=.002)，也顯著低於具5-6學期幹部經歷之學生

(p=.042)；至於其他不同幹部經歷組別相互間，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從關聯

強度ω2 =.018來看，幹部經歷變項僅能解釋學生公民參與態度變項1.8%的變異量

，此種推論裁決正確率達97%。 

                                                 
46 三大類別男女生比值(男：女)為：工業類 8.09，商業類 0.84，其他類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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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就學生幹部經歷與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態度具顯著相關而

言，與鄭慧蘭(2001)、陳現義(2002)、陳南州(2006)等之研究相符，與蕭揚基(2000)

之研究，發現高中生的公民認知(對整體公共事務的認識)不因幹部經歷不同而有

顯著差異的結果不同。本研究結果與大部分研究者蒐集之相關研究相符，但也

有不同者，究其原因，也許是因為研究對象性質不同，或是幹部經歷的定義與

分類不同，或是研究工具不同所導致，其確切原因尚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就研究者蒐集之相關研究結果來看，幹部經歷與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態

度具顯著相關者，均為正相關，符合一般理論觀點47。本研究之結果發現，具不

同時間之幹部經歷者其公民參與態度均較未曾擔任幹部者積極，基本上與前述

相關研究之結果相符，惟具幹部經歷者之公民參與態度平均得分以具3-4學期經

歷者最高，超過3-4學期者卻反隨著經歷的增長而下降，其原因則值得進一步探

討。 

三、校園民主氣氛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差異分析 

本研究所稱校園民主氣氛係指學生在校園民主氣氛量表上的得分，包括學

校「校務行政上的民主程度」與教師「教學上(對學生)批判性思考的訓練」二面

向，得分愈高(低)表示學生知覺的校園民主程度愈高(低)。經實測結果，臺灣中

部三縣市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所知覺的校園民主氣氛得分如表4-10： 

 

表4-10 學生校園民主氣氛得分分析表 

分量表 題數 平均數 標準差 
1.學校校務行政上的民主程度 4 3.4421 .7042 
2.教師教學上(對學生)批判性思考的訓練 5 3.3847 .8619 
Total 9 3.4102 .7060 

N=941 

 

由表4-10可知，在941名受測者當中，校園民主氣氛量表平均得分為30.69，

每題之平均得分為3.41，超過五等分量表各題平均值3.00；再從標準差為.706來

看，每題平均得分在3分以下者，在常態分配下，其人數最多約28%，此結果顯

                                                 
47 例如江美慧(2003：68)認為透過班級幹部的實務經驗，可以培養學生的公民責任感，以及體驗

自由民主國家中民主法治的意義與重要性，更有助於培養學生公民參與的傾向，學習合作服務與建

立良好的群己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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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臺灣中部三縣市進修學校學生所知覺之校園民主氣氛趨向於正向(積極)。 

校園民主氣氛與公民參與態度之相關，經以皮爾遜積差相關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分析後，學生所知覺之校園民主氣氛與公民參與態度

之皮爾遜積差相關係數為.381，p=.000，達顯著水準，且兩者呈正相關，表示學

生所知覺之校園民主氣氛愈強(得分愈高)，其公民參與態度也愈積極；反之，若

學生認為其校園愈不民主，則其公民參與態度也就愈消極。 

本研究結果，就校園(或班級⁄教室)民主氣氛與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態度

具顯著相關而言，與陳義彥(1977)、段盛華(1988)、曾欣儀(2001)、鄭慧蘭(2001)

、陳怡伶(2003)、陳南州(2006)等及國際教育成效評鑑協會(IEA)1999年的跨國研

究(Torney-Purta, et al., 2001)結果相符，且本研究與文獻中相關研究的結果均顯

示，校園(或班級⁄教室)民主氣氛與學生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態度呈正相關，

符合一般學者(如林水波，1973：18-19；張秀雄，1993：56；江美慧，2003：73)

之觀點。 

肆、社會參與變項與公民參與態度 

一、參與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經歷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差異分析 

本研究對於參與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經歷僅概分為「未曾參加」和「曾經

參加」二類，經實測，不同社會服務經歷學生有效樣本數分別為：未曾參加社

會服務團體或活動學生662人，曾經參加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學生279人。不同

社會服務經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上的差異如表4-11： 

 

表4-11 社會服務經歷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t檢定摘要表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p η2 統計考驗力 

未曾參加 662 136.35 19.66 -2.179 .030 .005 .586 

曾經參加 279 139.41 19.80     

 

由表4-11可知：在整體公民參與態度上，未曾參加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學生

的平均數為136.35，標準差為19.66；曾經參加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學生的平均

數為139.41，標準差為19.80，可見曾經參加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學生之得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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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未曾參加學生。經t檢定結果，t值為-2.179，p=.030，達到統計上顯著差異水

準，亦即參與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經歷不同之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差異

，且曾經參與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較未曾參與學生積極。

惟從關聯強度η2 =.005來看，社會服務經歷變項僅微乎其微的解釋學生公民參與

態度變項0.5%的變異量，此種推論裁決正確率也僅有58.6%。 

本研究結果與廖添富等(1997)、李明珠(2004)等之研究相符。在研究者蒐集

之相關研究文獻中，以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之參與經歷為自變項者篇數不多，

而從相關研究的結果來看，參與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對公民參與(或政治(參與))

態度的影響雖難定論，但以正向者居多；本研究之結果與多數相關研究相符。

研究者以為，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之參與仍屬(廣義)公民參與之範疇，故研究

結果與公民參與(或政治)態度呈現正相關，有其合理性。 

二、職場經歷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差異分析 

本研究職場經歷係指學生截至問卷作答時曾利用課餘或非上學期間在社會

上工作(含正職及工讀，但不包括學校內的工讀)的累計總時間，分為無、二年以

下及二年以上三種。經實測結果，有效樣本941人中，不具職場經歷者僅有135

人，具二年以下職場經歷者有361人，具二年以上職場經歷者有445人。不同職

場經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如表4-12： 

 

表4-12 職場經歷不同學生公民參與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p  
1 無 
2 二年以下 
3 二年以上 

135 
361 
445 

135.81 
137.70 
137.33 

21.41 
18.90 
19.91 

.458 .633 
 

 

從表4-12得知，在平均數上，有職場經歷者高於無職場經歷者，而具二年以

下職場經歷者和具二年以上職場經歷者則相當接近，其F=.458，p=.633未達顯著

水準，表示具不同職場經歷學生間其公民參與態度並沒有顯著差異。 

以職場經歷作為研究自變項係研究者針對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特殊情形所

設計，研究結果雖與公民參與態度未達顯著相關，但從得分平均數來看，具職

場經歷學生仍略高於無職場經歷者；至少，研究結果使研究者了解職場經歷並

非有效影響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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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種變項對公民參與態度的預測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本研究所探討的各個自變項(包括性別、年齡、語言族群、父母

管教方式、家庭社經地位、就讀類科、幹部經歷、校園民主氣氛、社會服務經歷

及職場經歷)對公民參與態度(依變項)的預測力，亦即哪些是預測臺灣中部三縣市

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有效因素。 

本研究以逐步多元迴歸(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法進行分析，由於本研究

探討之自變項除校園民主氣氛外，均為類別變項(categorical variable)，在進行迴歸

分析之前，須將其轉換成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使其具有連續變項的特性48。 

本研究自變項預測公民參與態度的迴歸模式為： 

y=b0+b1x1+b2x2+b3x3+b4x4+b5x5+b6x6+b7x7+b8x8+b9x9+b10x10+b11x11+b12x12+b13x13

+b14x14+b15x15+b16x16+b17x17 

y=公民參與態度；x1=男生虛擬變項；x2 =已滿18歲虛擬變項；x3 =國語虛擬變

項；x4 =其他語言虛擬變項；x5 =父母管教方式關懷型虛擬變項；x6 =父母管

教方式權威型虛擬變項；x7=父母管教方式積極型虛擬變項；x8 =就讀工業類

虛擬變項；x9 =就讀其他類虛擬變項；x10 =幹部經歷1-2學期虛擬變項；x11 =

幹部經歷3-4學期虛擬變項；x12 =幹部經歷5-6學期虛擬變項；x13 =幹部經歷超

過6學期虛擬變項；x14 =曾經參加社會服務虛擬變項；x15 =2年以下職場經歷

虛擬變項；x16 =2年以上職場經歷虛擬變項；x17 =校園民主氣氛。 

預測分析結果如表4-13： 

 

表4-13 預測公民參與態度多元迴歸分析表 

步驟 R R2 R2改變量 F p 
1 .381a .145 .145 159.279  .000 
2 .405b .164 .019 21.783 .000 
3 .413c .171 .006 6.938 .009 
4 .419d .176 .005 5.642 .018 

a.預測變數：校園民主氣氛 
b.預測變數：校園民主氣氛, 就讀工業類虛擬變項 
c.預測變數：校園民主氣氛, 就讀工業類虛擬變項, 幹部經歷3-4學期虛擬變項 
d.預測變數：校園民主氣氛, 就讀工業類虛擬變項, 幹部經歷3-4學期虛擬變項, 國語虛擬變項 

 

由表4-13可以得知，四個對公民參與態度預測力達顯著之預測變項，其多元相

                                                 
48 本研究之類別變項轉換虛擬變項情形請參考附錄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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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數為.419，其決定係數為.176。可見，「校園民主氣氛」、「就讀工業類虛擬

變項」、「幹部經歷3-4學期虛擬變項」、「國語虛擬變項」四個變項共可解釋公

民參與態度變異量的17.6%。在進入迴歸模式的四個自變項中，以「校園民主氣氛」

的解釋變異量最大，其對公民參與態度單獨解釋變異量為14.5%，其餘三者均甚薄

弱。 

上述四個變項是對臺灣中部三縣市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公民參與態度最具預

測力的變項，見表4-14保留變項的有效變量值中，因保留變項中校園民主氣氛、就

讀工業類虛擬變項、幹部經歷3-4學期虛擬變項、國語虛擬變項皆達到統計水準予

以保留，其餘未選取的統計量，因不具有統計預測力而予以刪除。 

 

表4-14 預測公民參與態度有效變量計量表 

變項名稱 B SE B Beta t p 

常數 101.418 3.009    
校園民主氣氛 1.156 .092 .372 12.513 .000 
就讀工業類虛擬變項 -5.753 1.288 -.133 -4.465 .000 
幹部經歷3-4學期虛擬變項 3.780 1.420 .079 2.662 .008 
國語虛擬變項 2.802 1.180 .070 2.375 .018 

 

從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除「就讀工業類虛擬變項」的Beta係數為負值外，其

餘的Beta係數均為正，表示「校園民主氣氛」知覺愈正向者，其公民參與態度也愈

積極；與非就讀「工業類」學生相較之下，就讀「工業類」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

較消極；與非具「3-4學期」幹部經歷學生相較之下，具「3-4學期」幹部經歷學生

的公民參與態度較積極；與非使用「國語」為家庭主要溝通語言者相較之下，使

用「國語」者的公民參與態度較積極。 

從B值及Beta值可知，臺灣中部三縣市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公民參與態度＝

101.418＋1.156×(校園民主氣氛)－5.753×(就讀工業類虛擬變項)＋3.780×(幹部經歷

3-4學期虛擬變項)＋2.802×(國語虛擬變項)。 

本研究結果顯示，就本研究所採用自變項而言，對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僅「校

園民主氣氛」具些許預測力(14.5%)，其餘均微乎其微，四個保留變項的決定係數

也僅為17.6%，而就研究者蒐集之公民參與態度研究來看，亦多有類似情形。廖添

富等(1998：83-84)對國中學生議題中心教學對公民參與態度之影響的研究中，保

留的二個自變項的預測決定係數為23.9%；同樣廖添富等(1997：136)對我國師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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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學生公民參與態度對其公民教育觀點的影響研究中，保留的五個自變項對預測

公民參與態度的決定係數則僅為5.07%；江美慧(2003：138)以高雄市國中三年級學

生為對象的公民知識與態度研究中，進入迴歸方程式的四個變項，其聯合解釋變

異量為29.2%；陳南州(2006：85)對臺中市高中職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研究中，六

個預測變項的總解釋變異量為25.3%。此種預測變項解釋(預測)力有限的現象，正

反映了影響公民參與態度之因素的多元而複雜，吾人僅能就理論研析與實際經

驗，選擇可能較具影響力，或是較適合個人研究目的之因素，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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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生對提昇公民參與意願的觀點分析 

本節將從「負責主體」、「有效途徑」及「決定性因素」三層面分析臺灣中

部三縣市進修學校學生對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之意願的觀點。 

壹、學生對提昇公民參與意願之負責主體的觀點 

本問卷中「提昇公民參與意願調查表」將提昇公民參與意願之負責主體分為

「政府」、「政黨」、「社會團體」及「公民本身」四者，臺灣中部三縣市進修

學校學生對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之負責主體的觀點統計量如表4-15所示。從

表4-15中可知學生傾向於認同「政府」、「政黨」、「社會團體」及「公民本身」

均是負有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之責任的主體之一(平均數均>3.00)，而其作

為負責任之主體的重要性依序為「公民本身」、「政府」、「政黨」、「社會團

體」；亦即認為對於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的意願，「公民本身」要負最大的責

任，其次是「政府」，再其次是「政黨」，而相對負較少責任的是「社會團體」。 

表4-15 學生對負責主體之觀點的統計量及卡方檢定摘要表 

  負責主體 

  政府 政黨 社會團體 公民本身 
x2 

個數 194 119 116 207 157.261*** 
很同意 

百分比 5.2*** 3.2*** 3.1*** 5.5***  
個數 415 361 317 432  

同意 
百分比 11.0** 9.6 8.4*** 11.5***  
個數 253 342 401 260  

無意見 
百分比 6.7*** 9.1* 10.7*** 6.9***  
個數 68 100 93 30  

不同意 
百分比 1.8 2.7*** 2.5** .8***  
個數 11 19 14 12  

很不同意 
百分比 .3 .5 .4 .3  

平均數 3.76 3.49 3.45 3.84  
標準差 .90 .92 .88 .85  

*p<.05; **p<.01; ***p<.001 

 

此學生觀點，如就公民政治參與理論來看，似較符合公民論和參與論的觀點；

如就公民資質理論來看，則似較屬公民共和主義和社群主義的觀點。而就「政府」

作為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的重要性僅次於「公民本身」，此觀點反映了學

生對「政府」在提昇公民參與中也具重要角色的肯認，此與Rosenbaum(1978: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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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公民參與的最大障礙來自於官僚的抗拒似可相呼應。 

從標準差及次數分配來看，學生觀點的分散情形以對「公民本身」最小，其

次是「社會團體」，再其次是「政府」，而以「政黨」一項最大；亦即學生對應

負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之責任的主體的觀點，以「公民本身」應負責任一

項意見較為一致，而對「政黨」應負責任則意見最為分歧。 

此結果反映了學生對公民本身應參與公共事務之重要性的普遍肯認，而對政

黨作為責任主體之一意見較為分歧，可能多少與對政黨的意義、角色、功能等認

知有所差異所致。至於相對認為社會團體比較不是應負責任的主體，其原因可能

是相對於政府與政黨，社會團體較不具有「政治性」，所以不必與政府和政黨負

相等的責任；不過，社會團體作為主體之一的平均數仍達3.45，顯示學生仍傾向於

認同社會團體仍應對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的意願盡一分力量。 

至於各負責主體間學生觀點的差異情形，經百分比同質性卡方檢定結果摘要

如表4-15。學生對不同負責主體之觀點的整體差異之x2值等於157.261，達顯著水

準，表示學生對此四個負責主體之觀點間有顯著的不同。其中對「公民本身」和「政

府」作為負責主體表示「很同意」的百分比顯著的高於「政黨」和「社會團體」；對

「公民本身」和「政府」作為負責主體表示「同意」的百分比也顯著的高於「社會團

體」；對「公民本身」作為負責主體表示「不同意」的百分比則顯著的低於「政黨」

和「社會團體」。可見整體上學生仍傾向於認為「公民本身」應對提昇公民參與意願

負最大的責任。 

貳、學生對提昇公民參與意願之有效途徑的觀點 

本問卷中「提昇公民參與意願調查表」將提昇公民參與意願之有效途徑分為

「法制途徑」與「教育途徑」二種，臺灣中部三縣市進修學校學生對提昇公民參

與公共事務意願之有效途徑的觀點統計量如表4-16所示。從表4-16中可知學生傾向

於認同「法制途徑」與「教育途徑」均是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的有效途徑

之一(平均數均>3.00)，而其作為有效途徑的重要性依序為「教育途徑」、「法制

途徑」；亦即認為對於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的意願，「教育途徑」要比「法制

途徑」來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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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學生對有效途徑之觀點的統計量及卡方檢定摘要表 

  有效途徑 

  法制途徑 教育途徑 
x2 

個數 140 230 200.360*** 
很同意 

百分比 7.4*** 12.2***  
個數 289 468  

同意 
百分比 15.4*** 24.9***  
個數 375 229  

無意見 
百分比 19.9*** 12.2***  
個數 105 13  

不同意 
百分比 5.6*** .7***  
個數 32 1  

很不同意 
百分比 1.7*** .1***  

平均數 3.43 3.97  
標準差 .98 .74  

***p<.001 

 

學生對「透過教育讓公民了解參與公共事務的價值與重要性」為提昇公民參

與意願之有效途徑的肯認，與Cary(1970:145)認為參與必備條件之一就是公民要有

「參與的意願」，K. L. Smith(n.d.)認為「義務感」(obligation/commitment)是引發

公民對社區活動之參與的要素之一，以及Macpherson(張明貴譯，1993：117-118)

認為「參與者的冷漠」也是公民參與論者尚無法解決的論題的觀點可相呼應。 

至於對「透過法律規定來獎勵積極參與的公民」為提昇公民參與意願的有效

途徑，學生整體上仍傾向於肯認，此與K. L. Smith(n.d.)認為「效益的獲取」(Benefits 

to be Gained)是引發公民對社區活動之參與的要素之一，Kathlene和Martin(1991:46)

認為公民參與的限制中民眾本身的限制之一就是「成本效益的考量」的觀點仍可

相呼應。 

從標準差及次數分配來看，學生的觀點在「教育途徑」上分散較小，亦即學

生對有效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之途徑的觀點，以對「教育途徑」意見較為

一致，而對「法制途徑」則意見相對較為分歧。 

此結果反映了學生對「教育途徑」在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之功能及重

要性的普遍肯認，而對「法制途徑」意見較為分歧，可能是部分學生認為參與公

共事務本應是公民的義務，或者認為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本身即可能因而獲得利

益，故並不需透過法規及政策再一次給予(與)獎勵或報酬。不過，「法制途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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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數仍達3.43，顯示學生仍傾向於認同透過法規及政策的制定，適當組織、動員

民眾，並給予積極參與者某種形式與一定程度的獎勵，仍是有效提昇公民參與公

共事務意願的有效途徑之一。 

至於二有效途徑間學生觀點的差異情形，經百分比同質性卡方檢定結果摘要

如表4-16。學生對二有效途徑之觀點的整體差異之x2值等於200.360，達顯著水準，

表示學生對兩個有效途徑之觀點間有顯著的不同。其中對「教育途徑」作為有效途徑

表示「很同意」或「同意」的百分比均顯著的高於「法制途徑」；相反的，對「教育

途徑」作為有效途徑表示「不同意」或「很不同意」的百分比則均顯著的低於「法制

途徑」。可見整體上學生傾向於認為在提昇公民參與意願上「教育途徑」要比「法制

途徑」重要而有效。 

參、學生對提昇公民參與意願之決定性因素的觀點 

本問卷中「提昇公民參與意願調查表」將提昇公民參與意願之決定性因素分

為「具備充分的參與知識與能力」、「認為參與公共事務具有價值與意義」、「資

訊公開且充分」及「管道普及且暢通」四者，前二者屬「內在因素」，後二者為

「外在因素」，臺灣中部三縣市進修學校學生對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之決

定性因素的觀點統計量如表4-17所示。從表4-17中可知學生亦傾向於認同「具備充

分的參與知識與能力」、「認為參與公共事務具有價值與意義」、「資訊公開且

充分」及「管道普及且暢通」均是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平

均數均>3.00)，而其作為決定性因素的重要性依序為「管道普及且暢通」、「資訊

公開且充分」、「認為參與公共事務具有價值與意義」、「具備充分的參與知識

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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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學生對決定性因素之觀點的統計量及卡方檢定摘要表 

  決定性因素 

  
知識與

能 力

價值與

意 義

資訊公開

充  分

管道普及 
暢  通 

x2 

個數 130 196 183 198 100.679*** 
很同意 

百分比 3.5*** 5.2 4.9 5.3*  
個數 380 434 450 450  

同意 
百分比 10.1*** 11.5 12.0 12.0  
個數 342 265 283 270  

無意見 
百分比 9.1*** 7.0* 7.5 7.2  
個數 72 40 21 19  

不同意 
百分比 1.9*** 1.1 .6*** .5***  
個數 17 6 4 4  

很不同意 
百分比 .5*** .2 .1 .1  

平均數 3.57 3.82 3.84 3.87  
標準差 .89 .83 .77 .77  

*p<.05; ***p<.001 

 

學生認為「管道普及且暢通」是提昇公民參與最決定性的因素，此觀點與林

水波和王崇斌(1999：178)認為一個有效的公民參與系統必須包含三個相互影響的

要素，其中之一即為「直接平等的參與管道」；以及Kathlene和Martin(1991:46)認

為公民參與的限制中民眾本身的限制包括「接近官方及技術資訊的管道」及「接

近決策過程重要關鍵的管道」等的觀點可相呼應。 

學生認為「資訊公開且充分」是提昇公民參與的第二決定性因素，此觀點與

林水波和王崇斌(1999：178)認為一個有效的公民參與系統必須包含三個相互影響

的要素，其中之一為「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以及徐千偉(2000：22)認為

在公民參與的過程中，參與者必須擁有充分且完整的資訊的觀點可相呼應。 

學生肯認「認為參與公共事務具有價值與意義」是提昇公民參與的第三決定

性因素，其重要性略大於「具備充分的參與知識與能力」，此觀點反映了學生整

體上傾向於認為「有沒有心參與」比「會不會參與」重要。研究者以為，凡事往

往是因為認為它具有價值與意義才會產生行動的意願，甚至於產生義務感，也因

此減少了冷漠，因此「認為參與公共事務具有價值與意義」應是公民願不願意參

與公共事務最根本的動力來源，惟學生觀點統計分析結果，本因素卻退居於第三

重要，其原因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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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肯認「具備充分的參與知識與能力」仍是提昇公民參與具決定性的因素

之一，此觀點與丘昌泰(1995：374)認為公民參與公共事務的先決條件是具備高度

的參政或專業知識；Cary(1970:145)認為參與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其中之一為「有

參與的能力」；以及K. L. Smith(n.d.)認為「豐富的知識」(better knowledge)是可以

引發公民對社區活動之參與的條件之一的觀點可相呼應。 

從標準差及次數分配來看，學生觀點的分散情形以對「資訊公開且充分」及

「管道普及且暢通」二項較小(標準差同為.77)，其次是「認為參與公共事務具有價

值與意義」，而以對「具備充分的參與知識與能力」一項較大；亦即學生對提昇

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之決定性因素的觀點，以「資訊公開且充分」及「管道普

及且暢通」二項意見較為一致，而對「具備充分的參與知識與能力」一項則意見

最為分歧。 

此結果反映了學生對「外在因素」(含「資訊公開且充分」及「管道普及且暢

通」)對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之決定性的普遍肯認與重視，而對「具備充分的參

與知識與能力」作為決定性因素之一意見較為分歧，且重要性不如前三者的原因，

可能是學生對「會不會(can or can’t)參與」的重要性看法不同，且相對多數學生認

為「願不願參與」比「會不會參與」重要；此外，似乎學生也認為，如果無法獲

得公共事務的資訊，以及沒有普及且暢通的參與管道，即使有知能、也有意願參

與，結果也是徒勞。不過，「知識與能力」作為決定性因素之一的平均數仍達3.57，

顯示學生仍傾向於認同具備充分的參與知識與能力仍是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

願的重要因素之一。 

至於各決定性因素間學生觀點的差異情形，經百分比同質性卡方檢定結果摘

要如表4-17。學生對不同決定性因素之觀點的整體差異之x2值等於100.679，達顯著

水準，表示學生對此四個決定性因素之觀點間有顯著的不同。其中對「管道普及暢通」

作為決定性因素表示「很同意」的百分比顯著的高於「知識與能力」；對「知識與能

力」作為決定性因素表示「同意」的百分比則顯著的低於「管道普及暢通」、「資訊

公開充分」及認為參與具有「價值與意義」；對「知識與能力」作為決定性因素表示

「不同意」或「很不同意」的百分比則顯著的高於「資訊公開充分」和「管道普及暢

通」。可見整體上學生傾向於認為「管道普及暢通」和「資訊公開充分」是較具決定

性的因素，相對的，是否具備充分的「知識與能力」則較不具有那麼大的決定性。 

如果將「具備充分的參與知識與能力」及「認為參與公共事務具有價值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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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合併為「內在因素」，將「資訊公開且充分」及「管道普及且暢通」合併為

「外在因素」，則兩因素間得分49的差異情形及百分比同質性卡方檢定結果摘要如

表4-18： 

 

表4-18 學生對內、外在因素之觀點的統計量及卡方檢定摘要表 

  決定性因素 

  內在(本身)因素 外在因素 
x2 

個數 89 141 81.653*** 
完全同意 

百分比 4.7*** 7.5***  
個數 87 64  

很同意 
百分比 4.6* 3.4*  
個數 280 391  

同意 
百分比 14.9*** 20.8***  
個數 193 94  

有點同意 
百分比 10.3*** 5.0***  
個數 249 234  

無意見 
百分比 13.2 12.4  
個數 29 9  

有點不同意 
百分比 1.5*** .5***  
個數 11 7  

不同意 
百分比 .6 .4  
個數 1 1  

很不同意 
百分比 .1 .1  
個數 2 0  

完全不同意 
百分比 .1 .0  

平均數 7.39 7.71  
標準差 1.39 1.38  

*p<.05; ***p<.001 

 

從表4-18得知，學生對內、外在因素之觀點的整體差異之x2值等於81.653，達

顯著水準，表示學生對內、外在因素之決定性的觀點間有顯著的不同。其中對「外在

因素」具決定性表示「完全同意」或「同意」的百分比均顯著的高於「內在因素」；

然而，對「內在因素」具決定性表示「很同意」或「有點同意」的百分比卻又均顯著 

                                                 
49 內、外在因素各包括二題項，得分 10 分為「完全同意」；得分 9 分為「很同意」；得分 8 分為「同

意」；得分 7 分為「有點同意」；得分 6 分為「無意見」；得分 5 分為「有點不同意」；得分 4 分為「不

同意」；得分 3 分為「很不同意」；得分 2 分為「完全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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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於「外在因素」；在不同意的觀點上，僅有對「內在因素」具決定性表示「有點

不同意意」的百分比顯著高於「外在因素」，其他屬不同意的觀點上則均未達顯著水

準。從考驗結果來看，整體上學生仍傾向於認為在提昇公民參與意願上「外在因素」

要比「內在(公民本身)因素」更具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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