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分為二部分，第一節乃以研究結果與分析為基礎，作成結論；第二節則

根據文獻探討、研究發現、結論與個人心得等提出建議，以供教育相關單位、教

育工作者、為人父母者、政府、政黨、社會團體，以及後續有意從事相關主題之

研究者參考。 

第一節 結論 

本節依據第四章對臺灣中部三縣市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現況、

不同變項上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差異、各種變項對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預測力，

以及學生對提昇公民參與意願不同問題的觀點的分析，提出如下結論。 

壹、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現況 

整體而言，臺灣中部三縣市進修學校學生之公民參與態度趨向於積極，與本

研究蒐集相關研究多數結果類似，可見夜間上課且體制上不同50的高中職進修學校

學生，其公民參與態度與日間高中職學生並無明顯差異。 

臺灣中部三縣市進修學校學生之公民參與態度量表平均總得分為137.26(共38

題)，每題之平均得分為3.61，超過五等分量表各題平均值3.00(沒有意見)，接近

4.00(同意)，傾向於積極。然從標準差為19.74來看，每題平均得分在3分以下者(亦

即態度傾向於消極者)，其人數接近12%；此外，每題平均得分在3分以上、4分以

下(亦即在「沒有意見」到「同意」之間)的學生，人數仍多達65%。故整體上，尤

其從參與論和社群主義的觀點來看，在培養學生積極的參與態度方面，公民教育

仍有努力的空間。 

貳、不同變項上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差異 

一、在個人變項上，不同性別學生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差異，不同年齡層學生

公民參與態度則無顯著差異。 

女生的公民參與態度顯著較男生積極，此現象研究者以為對民主政治

的發展具有正面意義，而近年來社會對性別平等、兩性平權的肯認或許是

                                                 
50 高中職進修學校適用補習及進修教育法，高中適用高級中學法，高職則適用職業學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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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女生願意且能夠積極參與公共事務的原因之一，至於其他可能的原

因，值得進一步探討。 

在年齡背景上，已滿18歲者與未滿18歲者的公民參與態度並無顯著差

異。年齡的增長代表心智的更加成熟和各方面知能的累積，而本研究所蒐

集之相關研究多數也發現公民參與態度似乎隨著年齡的增長而更形積極正

向，因此臺灣中部三縣市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公民參與態度並不因年齡不

同而有顯著差異的原因，值得再探討。 

二、在家庭變項上，父母管教方式不同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差異，不同

語言族群及家庭社經地位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則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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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類型相互間，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此結果與研究者所

蒐集之多數文獻研究結果相類似，說明了為人父母者身教的重要。 

以閩南語、國語、或其他語言為家庭中主要溝通語言的學生之間，以

及不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之間，其公民參與態度並無顯著差異。此現象

研究者以為具有正面的意義，顯示高中職進修學校的學生，無論是語言族

群或社經地位不同，其對公民參與的價值均較趨於肯認，因此將有助於民

主政治的發展。 

三、在學校變項上，就讀不同類科別、具不同幹部經歷及知覺的校園民主氣氛

程度不同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均有顯著差異。 

就讀其他類科(商業類、工業類外)學生公民參與態度顯著較商業類學生

積極，而就讀商業類學生又顯著較工業類學生積極。造成此結果的原因之

一可能是與性別的共線性，而本研究結果女生的公民參與態度顯著較男生

積極，因此影響到以就讀類科為變項的結果。至於是否還有其他影響的因

素，尚待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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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顯著低於具5-6學期幹部經歷之學生。此結果也與多數研究者蒐集之

相關研究相符，也肯認了擔任幹部也是一種民主的學習。不過本研究結果

出現具3-4學期幹部經歷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最積極，但超過3-4學期者卻反

隨著經歷的增長而下降，其原因值得再探討。 

學生所知覺之校園民主氣氛與其公民參與態度呈顯著正相關，亦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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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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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結果

符合一般教育理論之觀點，也與本研究所蒐集相關文獻相符，更支持了應

繼續落實校園民主的理念。 

四、在社會參與變項上，參與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經歷不同學生的公民參與態

度有顯著差異，不同職場經歷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則無顯著差異。 

曾經參與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顯著較未曾參與學

生積極，因此為提昇學生參與公共事務的意願，似可從鼓勵學生參加社會

服務團體或活動開始。 

職場經歷不同的學生間，其公民參與態度並沒有顯著差異。就研究者

蒐集之國內相關文獻中，並未有納入此變項的研究，本研究結果雖未呈現

顯著差異，但仍有其意義，顯示職場經歷對臺灣中部三縣市高中職進修學

校學生而言，並非有效影響其公民參與態度的因素，也可作為後續研究的

參考。 

參、各種變項對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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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國語虛擬變項」四個變項對臺灣中部三縣市進修學校學生公民參與態度具

有預測力。 

依本研究結果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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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國語虛擬變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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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三者解釋(預測)力均

甚薄弱。綜觀研究者蒐集之相關研究，研究自變項對公民參與態度之整體預測(解

釋)力多屬有限，此現象顯示影響公民參與態度之因素的多元而複雜。 

肆、學生對提昇公民參與意願的觀點 

一、在負責任主體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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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其作為負責任之主體的重要性有所不同。 

「政府」、「政黨」、「社會團體」及「公民本身」作為提昇公民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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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意願之負責主體的重要性依序為「公民本身」、「政府」、「政

黨」、「社會團體」。 

學生對四個負責主體之觀點間有顯著的不同，而整體上則傾向於認為「公

民本身」應對提昇公民參與意願負最大的責任。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肯認政府、政黨和社會團體在民主社會中的角色，

也認為其應負提昇民眾參與公共事務意願的責任，不過卻更認為「自己」

是應負責的主體，此結果反映了學生普遍肯認參與的價值，也體認個人在

民主體系中參與的重要性，這是值得肯定的。 

二、在有效途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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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作為有效途徑的重要性有所不

同，學生明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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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認為要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的意願，教育途徑和

法制途徑都很重要，尤其是透過教育的途徑更為重要；蓋教育途徑可使民

眾了解民主的價值與參與的重要，而法制途徑則具有鼓(獎)勵和規範的作

用，二者可相輔相成。 

三、在決定性因素上，學生傾向於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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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作為決定

性因素的重要性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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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提昇公民參與公共

事務意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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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對四個決定性因素之觀點間有顯著的不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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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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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學生明顯認為「外在因素」比「內在因素」在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

願上更具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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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根據文獻探討、研究發現、研究結論與個人心得等提出建議，以供教育

相關單位、教育工作者、為人父母者、政府、政黨、社會團體，以及後續有意從

事相關主題之研究者參考。 

從文獻探討中研究者確信，民主政治的落實與提昇，需要公民一定程度、適

當方式的理性參與，本節建議亦係建立在此一學理基礎上所提出，合先敘明。 

壹、對教育相關單位及教育工作者的建議 

一、落實校園民主，提昇校園民主氛圍 

本研究結果及文獻探討中學者(如曾欣儀(2001)、鄭慧蘭(2001)、陳怡伶(2003)

及陳南州(2006)等)的研究發現，學生所知覺之校園民主氣氛與其公民參與(或政

治)態度呈顯著正相關，雖嚴謹上並不能確認校園民主氣氛是因，公民參與(或政

治)態度是果，但落實與提昇校園民主總是有可能提昇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而

且這也是時代潮流的趨勢。建議作法如下： 

(一)加強教育工作者的民主知能，並提昇其民主素養 

透過教育訓育、觀摩研習等，增進教育工作者的民主知能，提昇其民主

素養，使其能夠將民主理念運用、落實在校務行政及教學與輔導上，並能以

身作則，言行展現民主風範，讓學生隨時、隨處能夠知覺到學校流露出的民

主氣息，營造出高度校園民主的氛圍。 

(二)建立法制、成立組織，讓學生學習、體驗民主 

本研究發現，學生傾向認同「法制途徑」是有效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

意願的途徑之一，所謂法制性途徑意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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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育行政

主管機關及學校應檢視相關法規是否符合民主理念與精神，包括其「結果」

與「程序」，以使規範、指導師生的「遊戲規則」本身即符合民主。此外，

應參依理想民主政治的運作模式，在校園中建立類似的機制(如學生獎懲、申

訴評議制度)、成立相關的組織(如學生自治(議)會)等，使學生在校園中不僅能

感受到民主，還能學習、體驗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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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公民教育，提高學生公民參與知能及對參與價值的認同，並強化其實踐的能力 

本研究於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之有效途徑上發現，雖然學生傾向認

同「法制途徑」為途徑之一，但相對卻更重視「教育途徑」。所謂教育性途徑

是指透過各種階段與不同形式的教育，讓公民了解參與公共事務的意義、價值

與重要性，從而培養積極的參與態度與有效的參與知能。基此，學校應透過「班

會」、「公民與社會」及其他相關課程，增進學生對民主及參與的意義、價值

與重要性的了解與認同，並增進其參與的知識與能力；非相關課程也可相機與

公民參與相結合，以公民參與作為課程的附學習(concomitant learning)，全面加

強公民教育，提高學生公民參與知能及對參與價值的認同。本研究結果發現，

就讀「工業類」科別學生相對於「商業類」及「其他類」學生其公民參與態度

明顯較為消極，因此民主與參與教育對工業類科學生尤須予以加強。 

此外，在目前教育環境下，對於引導學生從理論到實際，從教室到社區參

與的機制仍極為缺乏；學生或許知道一個好公民必須有正義、寬容、理性溝通、

愛國心、服務、投票及參與公共事務等德行與能力，但卻缺乏行動的動機、意

願和實際參與的能力(鄭慧蘭，2001：52)。因此，今後公民教育上也應重視「知」

與「行」的合一，以強化學生實踐參與的能力。 

三、重視並落實幹部制度，給予學生幹部經歷 

本研究結果顯示，無幹部經歷學生和具不同幹部經歷學生相比較，其公民

參與態度得分均較低，且和部分具不同時間幹部經歷學生間差異達顯著水準，

可見使學生獲得幹部經歷可能有助於提昇其公民參與態度。 

幹部制度可以讓生從角色中學習領導統御、溝通表達能力及人際關係的技

巧(蘇澄鈺，2004：119-120)。幹部角色使學生作為同學與學校間橋樑，對內經

由計畫、溝通與協調，領導同學完成班級或社團應辦事項；對外透過與師長溝

通，並一定程度參與校務行政決定的作成，以為班級同學或社團成員服務，此

種經歷的類化可能有助於其對公共事務的參與。因此，學校應重視並落實幹部

制度，在班級及各種學生社團中依事務性質與分工的需要，設置各種幹部，並

給予一定程度的授權(empowerment)，增強其服務職能，以期學生獲得更充實的

幹部經歷；此外，也應建立適切的選舉與輪換機制，讓更多同學有參與服務的

機會，也能獲得不同職務上的經驗與歷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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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服務學習課程，增加學生社區服務機會 

本研究結果顯示：曾經參與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顯著

較未曾參與學生積極，可見使學生獲得社會服務經歷可能有助於提昇其公民參

與態度。因此，學校除了可成立類似「志工社」等志願服務性社團外，也應積

極規畫服務學習課程，全面、制度化提供學生社區服務機會與管道，讓學生累

積社會服務經歷；過程中並透過課程計設，使學生將相關理論與服務實務相結

合、相驗證，以期學生除提供「服務」外，更能從服務中增進參與社會事務的

知能，提昇參與公共事務的意願，達到「學習」的目標。 

貳、對家庭教育的建議 

一、實施積極管教，要求、尊重與關懷並重 

本研究結果顯示，父母管教方式屬積極型學生，其公民參與態度較屬其他

類型(權威型、關懷型、放任型)學生均來得積極，尤其是與屬放任型學生的差異

更是達顯著水準。本研究「積極型」之定義係指日常生活中學生父母對其行為

表現所作的「要求」與「回應」平均均在中等(五等分量表得分三分(含))以上者，

故父母管教屬積極型者，表示除了對子女行為能善盡督導與要求責任外，也能

正視其子女需求，給予關懷與尊重。職是，建議為人父母者對其子女應實施積

極型管教，除了將民主與人權理念應用在管教中外，其方法上則應要求與關懷

並重，切勿流於放任。 

二、以身作則，積極參與公共事務 

家庭教育是教育重要的一環，家庭教育中又以父母的身教、言教對其子女

影響最鉅，其理應無庸議。為人父母，如欲其子女能有積極的公民參與態度，

本身即應以身作則，積極參與公共事務，作為子女的榜樣，以收上行下效之功。 

參、對政府、政黨及社會團體的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學生雖認為公民本身是應負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

之責任的最重要主體，但也傾向於認同政府、政黨及社會團體亦均同為應負責

任的主體。因此，如果我們認同民主是(或者至少目前仍是)政治應走的道路，則

政府、政黨及社會團體就應勇於承擔使命，負起一定程度的提昇公民參與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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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意願的責任。 

對於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的有效途徑，雖然本研究結果顯示，學生

認為「教育途徑」要比「法制途徑」來得重要(有效)，且其觀點的差異達顯著水

準；然而，研究結果也顯示，學生也傾向於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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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議政府、政黨及社

會團體在提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的作法上能教育途徑與法制途徑並重，一

方面藉由不同階段與形式的教育，讓公民了解參與公共事務的意義、價值與重

要性，從而培養積極的參與態度與有效的參與知能；另一方面也透過法規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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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過程雖力求完善，然仍不免受到若干客觀條件的限制，致部分研究構

想未能完全付諸實施。檢討整個研究過程，研究者提出下列幾點建議，以供後續

有意從事相關主題之研究者參考。 

一、擴大研究地域範圍 

本研究受限於人力、時間及經費等因素，僅以臺中縣、臺中市及南投縣為

範圍，雖包括了城市和鄉鎮型學校，但至少未能包含較都會型的北、高二市學

校，因此研究結果並不能推論及於全國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上，未來研究如欲

求結果更具全面推論性與代表性，自應擴大研究地域範圍，使研究對象之分布

更為廣泛，並能含蓋都會型、城市型及鄉鎮型學校；甚至，因為各國政治文化

背景不同，如果各種條件許可，也可從事跨國界的泛文化間比較研究，其結果

將別具意義與參考價值。 

二、多樣化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為對象，雖屬截至目前為止相關主題研究中

唯一者，但仍是以學生為對象。綜覽文獻，有關公民參與態度之國內研究仍多

以學生為對象，以非學生為對象者相對闕如。因此，未來研究可以跳脫學生身

分的限制，以特定群族(例如原住民、新移民)或不同層面成人(例如農民、勞工、

軍警或公務員)為對象，多樣化研究對象，提供更多元而豐富的研究成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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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更有助於對我國公民參與態度的全面性了解。 

三、兼採質性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屬量化研究，雖是一種客觀的研究方法，能數字化

明確表達研究結果，有助於了解變項間的相關，但仍有其限制(例如問卷題數不

宜過多、題項內容陳述不宜過長、以封閉型題目以獲得可量化數據，以及相對

較無法瞭解與掌握受測者作答時的心態是否認真等)，以致獲得之結果可能部分

「失真」，獲得的資料也往往缺乏廣度與深度。今後研究可兼採質性研究方法，

使用深度訪談、個案研究、實地考察等方法，並於問卷中配合開放性意見陳述

等，以使資料蒐集能更多樣化，增進資料廣度、深度，和研究的精確度。 

四、增加研究變項 

本研究所設計的自變項包括個人變項，包含性別、年齡；家庭變項，包括

父母管教方式、語言族群、家庭社經地位；學校變項，包括就讀類科別、幹部

經歷、校園民主氣氛；社會參與變項，包括參與社會服務經歷、職場經歷，共

計十項，然其對依變項(公民參與態度)的解釋力僅有17.6%，因此，未來研究可

考慮增加 ( 或改探討 ) 其他變項，例如個人變項中加入政黨認同 (party 

identification)；家庭變項中增加家庭型態(單親、隔代教養、外籍配偶等)、居住

地都市化程度(大都會、城市、鄉鎮、偏遠地區)；學校變項中增加班級氣氛

(classroom climate)、修習「公民與社會」及其他與政治社會化相關課程的經驗、

校園文化(campus culture)的型態參，以及參與學校社團活動情形，因為在國際教

育成效評鑑協會(IEA)於1999年在二十八個國家的跨國性公民教育研究報告中指

出，青少年組織對青少年公民資質養成的積極影響具有無限可能(Torney-Purta, et 

al., 2001:10)，學校社團屬校園中的青少年組織，值得探討；社會參與變項中可

增加是否加入政治性團體或曾參與政治性集會或遊行。此外，也可考慮增加傳

播媒體相關變項的探討，以更周延並多元化探討的變項。 

五、注意變項間的共線性(colinearity)問題 

研究變項間具有共線性問題將造成統計分析與解釋上的困境，甚至是錯

誤。本研究中「性別」與「就讀類科」兩變項間即有相當程度的共線性，後續

研究應注意避免，尤其是欲以高職學生為對象者。 

六、改進調查問卷問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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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採用的公民參與態度量表係以廖添富等(1997)翻譯改編自美國明

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政治系John Sullivan等人1992年的「公民參與

態度問卷」再修改而成，其量表依「理想的公民活動」、「政治菁英與一般民

眾的關係」、「參與政治的好處」及「個人政治參與對政治體系的影響」四層

面設計，惟原始文件已難取得，對於此四層面區分的原作者論點不易確切得知。

因此，建議以後研究可從廣泛文獻探討中自行建立因素層面，再配合研究對象

的知識程度、理解能力及其他相關實際條件，設計題項，如此，因素層面清晰

明確並有理論理礎，統計上可再進行因素分析，考驗其建構效度，並可探討因

素相互間的相關程度，使研究結果更為豐富而完整。 

本研究校園民主氣氛量表因以「學校行政」及「教師教學」兩面向為內涵，

原量表十題經項目分析後刪去一題，剩餘九題，題數上似乎偏少，若要使內涵

更周延含蓋此兩面向，建議每一面向以各十題(兩面向共二十題)設計量表題目，

應可使測得結果更能真實反映學校的校園民主氛圍。 

此外，有關本問卷基本資料調查部分，建議如下：(一)職業分類表中職業內

容無「護士」一項，本次受測學生中即有母親職業為護士者，宜加入，而依其

平均所需專業知能或技術水準，似以歸類於第四類中較為恰當。家庭主婦歸類

於第五類似也未盡合適，蓋部分家庭或因家境原本富裕，或因先生收入優厚，

太太並不需外出就職，只要全心照理家務即可，因此似乎不宜(也無法)斷定其在

職業上應得的等級。(二)極少數學生在父親或母親教育程度及職業類別題項上未

鈎選答案，其原因可能是因為父親或母親已逝世，或更可能的情形是已經離異，

故而不予(或不知該如何)回答。以後研究在此問題題項設計上可先了解學生父母

是否均在，包含是否均健在及是否離異，再引導選答後續題項，以避免因為此

等問題答案的缺空，使該問卷成為廢卷。 

七、採用更多元進階的統計方法 

本研究採用獨立樣本t檢定分析學生之公民參與態度是否因性別、年齡、參

與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經歷不同而有差異，用百分比同質性卡方檢定以考驗學

生對提昇公民參與意願觀點中同一性質問題間得分分配情形是否有顯著差異；

以變異數分析，以了解學生之公民參與態度是否因語言族群、父母管教方式、

家庭社經地位、就讀類科、擔任幹部經歷、職場經歷不同，而有差異情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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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學生知覺之校園民主氣氛與其公民參與態度之相關；並以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探測各自變項對學生之公民參與態度的預測力。未來研究，

在充實與公民參與態度相關變項及充分探討變項間因果關係的理論基礎上，可

再採用徑路分析(path analysis)，以進一步探究驗證變項間的因果關係及影響情

形，如此將有助於對研究主題更深入的探討與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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