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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的社區服務態度現況及其相關變項，並以Shiarella, 

McCarthy和Tucker所編製的「社區服務態度量表」（community service attitudes 

scale）為主要研究工具。受試者為北部地區含政大、臺師大等七所公私立大學學

生，有效樣本數848人。 

本研究先進行CSAS的信度、效度考驗，再以t值和變異數分析檢驗不同性質學

生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結構面向上的差異顯著性。研究結果發現，CSAS的

信度為0.94，效度多在0.45至0.87之間。大學生的社區服務態度普遍良好，在性

別、學院別、社團活動服務經驗、服務學習課程及內外控特質等方面，具差異顯著

性，尤其曾參與過學校「服務性社團」活動和曾修習過「服務學習」課程及具內控

特質的學生，其社區服務態度較為良好。 

本研究證實，大學院校社團活動和服務學習課程有助於大學生良好社區服務

的培養和優質公民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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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ttitudes, the related variables and 

the potential determining factors towards community service in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Community Service Attitudes Scale (CSAS)” edited by Shiarella, McCarthy and 

Tucker. Subjects were sampled from NCCU, NTNU and five other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northern Taiwan to includ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enders, fields of study, 

past experiences and academic training on community service. The effective sample size 

was 848.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SAS were tested. The effects of those 

differential background profiles on community service attitude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ose effects were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eliability and the 

validity of CSAS were 0.94 and 0.45~0.87,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community service 

attitudes of the sampled college students were good, whil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due to their genders, personality in locus of control, fields of study, whether 

they have participated in extracurriculum or courses related to service education. In 

specific, students who have ha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related to public and community 

service, who have elected the curricula of service-learning, and those with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howed better attitudes towards community service.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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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curricula elections related to service-learning provide 

positive influences in community service attitudes and in preparation for good citizens 

for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service-learning, community service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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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態度（attitude）是由一套具結構

性的概念所組成，是一種心理傾向，也

是一種評價感覺。態度的對象涵蓋人事

物，表現在行動上呈現與認知、情感的

協調一致性。此協調一致性促使教育功

能參與其中，以完成態度改變與修正的

可能性。因之，傳播學者、教育學者、

社會心理學者莫不投入心力，致力於態

度改變的相關研究，因而建立不同層面

的理論架構。如Hovland、Janis與Kelley

（ 1953）的訊息傳播論； Festinger

（ 1957 ） 的 認 知 失 調 論 ； Lewin

（1958）的團體動力；Heider（1958）

的平衡論；Sheif與Hovland（1961）的

社會判斷論；Bem（1965）的自我知覺

論；Kiesler、Collius與Miller（1969）

的功能論及Bandura（1977）的社會學

習論等等。這些理論的主張皆有助於吾

人對態度改變與修正可能性的認定。 

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是

一種態度，也是一種人生理念的實踐。

具體言之，它是個體對「社區服務」這

一概念所持態度的實際行動表現。有關

「社區服務」的概念，它源自於美國早

期以服務他人為目的的民間風俗文化。

該文化強調的是一種合作倫理或社區責

任倫理關係。至於社區與學校的結合則

始於Goodlad（1983）的倡導和Boyer

（1983）的推薦，強調每一名中學生必

須完成一項服務的必修學分，包括在社

區或在學校內當義工（沈六，1999）。

1993年美國通過「國家與社區服務法

案 」（ The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並創設全國與社區服務

機構（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設置一所由幼稚

園到高等教育機構的全國服務學習交換

所，提供協助使學生參與社區服務的課

程，並於1994年度提撥基金作為教師訓

練、學校服務學習協調人員編制和地方

合夥人的補助（Stephens, 1995）。美國

各地學校的社區服務課程，因此受到肯

定與推廣。 

臺灣社會早期的義工、志願服

務、社會服務等皆是以社區或更廣大的

社會體系為服務對象。在我國傳統教育

中，社會服務或社區服務，早於1970年

代起即盛行於大專院校的服務性社團及

課外活動中。是時，救國團亦利用寒暑

假協助大專院校推動社會服務隊，帶領

大專院校學生走入社會、社區服務。根

據救國團統計資料，1974年，大專院校

社會服務隊已有七十二隊之多，發展至

1991學年度，全國各大專院校寒暑假自

組的各類社會服務共有五百七十一隊，

參加服務的學生共15,487人（劉維群，

1992）。服務內容包括：(1)配合政府政

策及推行基層文化建設服務活動專案，

以「祥和社會、國家安全」為旨趣的民

主政治、生態保育、社區發展、防毒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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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等服務活動；(2)以「美化人生、敦

親睦鄰」為旨趣的衛生保健、醫療急

救、消除髒亂、垃圾分類回收及美化環

境等服務活動； (3)以「充實生命意

義、提高生活品質」為旨趣的康樂性休

閒性之體育、音樂、戲劇、民俗、藝術

等服務活動；(4)以「健全身心、寓教

於樂」為旨趣的兒童及青少年關懷的服

務活動（黃克仁，1992）。我國大專院

校學生社會服務活動，在大專院校、救

國團及青輔會全力的推動下，至今已累

積三十餘年的豐富服務經驗，是一部相

當珍貴的文化資產，對整體社會發展可

謂貢獻極大。 

「社區服務」態度的具體表現，

實則是一出於自動自發且不期望外來酬

賞的助人服務行為。社會心理學者對此

類助人服務行為的根源研究多所發現，

其根源有先天生物性的因素，有後天社

會學習的因素，更有社會正義、社會責

任及互惠等規範文化因素。在文化脈絡

中，尚有相當顯著的宗教情操、社會關

懷及社會倫理的涵意在。在影響因素方

面，研究發現主要有二：一是情境因

素，二是個人因素。其中個人因素，包

括動機、當時的心情、性別、年齡、人

格特質、先前助人經驗及宗教信仰等。

根據相關文獻探討，上述個人因素中，

以「動機」的研究最早也最多，至於性

別、年齡、人格特質、先前助人經驗及

宗教信仰等的差異研究則相對較少。在

性別差異方面，發現視工作性質而定，

亦即被視為男性化的助人工作常有性別

差異，一般性的助人工作則無性別差異

存 在 （ Gaertner & Bickman, 1971; 

Gruder & Cook, 1971）。在年齡方面的

研究通常以同理心發展合併研究，研究

發現「同理」將因年齡而增長，「同

理」會助長利社會行為（Aronfreed, 

1970; Batson, Turk, Shaw, & Klein, 1995; 

Eisenberg & Miller, 1987）。在人格特質

方面，根據Knight、Johnson、Carlo與

Eisenberg（1994）等的研究發現：想找

出熱心助人者單一的人格剖面圖，在這

方面的努力並不是非常的成功，但似乎

有某種人格特質與能力可以使人在某種

類型的情境中有助人的天性。社會學習

論者提出「自我控制力」的主張，包括

對誘惑的抗拒力，也包括對利社會行為

的行動力。如Rotter於1954年所提出的

「內外控」信念，經由學者研究即發現

內外控信念的不同，其人格特質亦有差

異，臨床方面的研究則進一步發現內控

者較具精力，生活適應較良好，較少焦

慮及沮喪反應，知覺到較少壓力，並有

較高意願採取補救措施來面對問題（引

自洪有義，1975b；Johnson & Sarason, 

1978; Phares, Ritchie, & Davis, 1968）。

在先前助人經驗方面，研究發現，先前

曾有助人經驗者，其遇到類似情境再度

助人的可能性高於先前沒有助人經驗者

（ Freedman & Fraser, 1966; Ha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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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至於宗教信仰，則發現有宗教

信仰者對志願工作社會服務投入較多，

尤其是婦女志願工作者（胡愈寧，

1985；陳儀珊，1985）。 

不論助人行為或服務行為，其本

身亦是一做決定的過程。過程中，個人

助人能力的具備和責任感的驅動，常是

引發主動服務與助人的關鍵，尤其緊急

情境的助人服務行為更需要有專業知能

的協助者參與行動。因此，近幾年來，

社會機構對於義工、志工專業素養的要

求與教育訓練已成為必然的趨勢。因

而，促動了助人服務行為的訓練與學校

教育系統結合，亦即將社區服務活動結

合於學校整體課程設計教學中。學校將

教室中的專業學習活動延伸至社區及更

廣大的社會體系；社區或更廣大的社會

體系將成為學生專業課程學習活動的經

驗教育實驗場。它實踐了名教育家

Dewey所倡導的「教育即生活」、「教育

是經驗的不斷重組與改造」的理念，服

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的概念於焉

產生。1993年，美國通過的「國家與社

區服務法案」即將服務學習和社區服務

的關係界定為服務學習是將社區與各中

小學、高等教育機構及社區服務計畫中

心相互協調合作所安排的一種學習課

程，亦即服務學習是以課程為基礎的社

區服務，服務學習統合了課堂教學與社

區服務活動（褚再勝，2002） 

「服務學習」與社區服務息息相

關，服務學習以「社區」為學生的學習

經驗活動場所；學生經由「社區服務」

考驗與應用其所學，學生懷其所學走入

社區服務，成為協助解決社區問題的重

要人力資源。在學生需求與社區需求互

助互惠合作的前提下，營造「雙贏」的

正面效應，將是推動「服務學習」的最

終目的。觀諸文獻，近幾年來國內外學

者對「服務學習」的研究相當多，研究

發現，參與服務學習的學生，包含各專

業課程學習領域。因之，其服務學習內

涵，除一般性質的社區服務外，尚包括

對貧者的臨床醫療及對少年犯罪觀護系

統等的專業服務。研究結果對「服務學

習」的價值、功能、意義持相當肯定的

態度（黃玉，2001；楊昌裕，2004；

Aberle-Grasse, 2000; Eyler & Giles, 

1994, 1999; Gardner & Baron, 1999; 

Jacoby, 1996; Kielsmeier, Scales, 

Roehlkepartain, & Neal, 2004; Reeb, 

Sammon, & Isakcson, 1999; Roschelle & 

Elias, 2000; Schamess, Wallis, David, & 

Eiche, 2000; Ward & Wolf-Wendel, 

2000）。其中，以Eyler與Giles（1999）

的系統研究最為有名，該研究自1993～

1996年間以二十所大學1535名學生為研

究對象，經由前測、後測及實際訪談過

程，於1999年提出研究成果，研究結果

發現，參與服務學習的學生對社會相關

議題在價值上、認知上持積極肯定取

向；對個人自我能力、自我效能以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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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全力以赴的態度，亦具正向成長，

研究中，更有75%的學生承諾未來將繼

續參與社會服務（黃玉，2001）。此承

諾將為社會注入了一股極重要的人力資

源。因之，服務學習在現今美國各級學

校中，已蔚為改革教育的新趨勢，並已

成為廿一世紀大學教育中的重要課題。

根據Levine（1994）對美國九千位大學

生所做的調查研究發現，有64%的大學

生參與志願服務，服務範圍包括募款、

照顧幼老、慈善團體工作、醫院工作、

協助殘障者和照顧心理疾病者。這些大

學生透過社區服務來表示其對社會的關

懷，並希望能改進世界（陳金貴，

2000）。根據相關研究文獻顯示，至

1997年，有30%的大學生修習服務學習

課程，有半數的社區大學提供服務學習

課程（張雪梅，2002）。 

「社區服務學習」概念引進國內

各大學院校中是最近幾年的事。實則

「服務學習」概念早在1955年，即由東

海大學開始推動勞作教育，惟其服務範

圍僅限於校園本身。至於較全面性的社

區服務學習方案，則大多於1998年以後

始陸續推動。根據統計資料，目前已有

數十所大學院校積極在推行，並將服務

學習觀念與通識教育結合，成為通識教

育中的核心課程。如東吳大學於九十學

年度開始，即在共通教育全校性選修課

程中，開設服務學習課程，其服務學習

是教師結合其專長及授課科目，再結合

社區需求，以達到學校與社區服務學習

的目標，是一結合學術專業與社區發展

的服務學習方案。輔仁大學除提出「多

元發展型」的服務學習課程，結合各專

業領域課程品質，充分發揮多元化服務

精神外，並舉辦「服務學習工作坊」邀

請國內外學者發表論文，討論廿一世紀

服務學習的新方向與挑戰，期能透過學

習與公民參與，以塑造廿一世紀青年的

角色。而政治大學為了形塑「給予」

「奉獻」「參與」「關懷」「承擔」「責任

感」的社區公民文化，更於2002學年度

成立了校級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作為與

社會公益、弱勢團體互動、互助、互學

的窗口，並在過去兩、三年間分別成立

引水人、英語大使團及其他學生義工

團，而全面性的服務學習課程也已接近

規劃完成；另提供學生獎助學金，希望

藉由提高獎助學金作為動力，來建構政

大的「社區意識」，讓更多學生有更多

機會參與政大這個社區的事務，希望學

生在學校中，不單純只扮演「受」的角

色，而是能各盡所能，互為貢獻，藉由

「參與」而能瞭解、關懷並培養休戚與

共、有責任感的社區公民理念。因之，

協助大學生建構社區意識、參與社區總

體營造及塑造更美好的社區生活文化將

是未來大學教育的重要課題。 

大學教育將教學與學習活動伸展

至校園以外更廣大的社區及社會體系是

一逐漸在成長的承諾與實踐，惟根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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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社區提供資源的程度多寡和學校

教師、學生及行政人員對服務學習哲學

的 態 度 有 關 （ Hinck & Brandell, 

2000）。其中大學生對社區服務態度的

認知與察覺，不但是「服務學習」方案

有效推展的關鍵，更是檢核「服務學

習」成效與影響效果的指標，美國

Colorado 州 立 大 學 教 授 Shiarella 、

McCarthy 和 Ohio 大 學 教 授 Tucker

（2000）有鑑於此，特根據Schwartz的

助人行為模式發展出一套社區服務態度

量表（community service attitudes scale, 

[CSAS]）。國內有關大學生社區服務態

度的研究，尚稱闕如，該量表信度係數

在0.72～0.93之間，可用性高。本研究

經徵求原編製者及發行單位 Sage 

publications, Inc.的同意，引進國內修訂

研究，期對國內大學生的社區服務態度

現況及其相關因素進行較精密的研究分

析，並期能作為大學教育中對「服務學

習」課程的推廣與踐行的參考。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目的有三： 

(一)檢驗Shiarella等所編製「社區

服務態度量表」的信度與效度，以作為

本研究瞭解大學生社區服務態度現況之

工具。 

(二)分析大學生社區服務態度現況

及不同性質類別大學生在「社區服務態

度」上的差異及其顯著性，以作為輔導

大學生選修「服務學習」課程及實際從

事「社區服務」的參考。 

(三)提供具體建議，以作為現行大

學教育在課程設計、學生社團活動指

導、學生生活輔導以及良好社區服務態

度培養等的參考。 

貳、研究方法與工具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北部地區大學生為研究

對象，計選取政大、臺師大、臺北科

大、淡江、東吳、實踐、中原等校學生

848名。其中，男生280名，女生568

名；文學院189名，理學院132名，社科

院197名，商學院199名，教育學院124

名；一年級120名，二年級240名，三年

級231名，四年級244名；曾擔任社團幹

部者500名，未曾擔任者330名；參與學

校服務性社團者422名，未參與者423

名；參與過社區服務者380名，未參與

者464名，曾修習學校服務學習課程者

306名，未修習者528名。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有二：一是由Colorado

州立大學教授Shiarella、McCarthy和

Ohio大學教授Tucker等共同編製的大學

生「社區服務態度量表」（Community 

Service Attitudes Scale, [CSAS]）；二是

由 Rotter所編製的「內外控量表」

（ 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簡稱I-E量表。茲簡介如下： 

(一)社區服務態度量表（C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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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量表係由Shiarella、McCarthy與

Tucker等三位教授共同編製，其目的，

在希望能更準確地測量大學生有關社區

服務的態度，並期能預測大學生從事社

區服務的意願。該量表的編製係根基於

Schwartz的助人行為模式而來。鑑於助

人行為模式其本身即是一做決定過程，

而整體做決定過程，實則是由若干具連

續的步驟或階段所組成。Schwartz的助

人行為模式，涵蓋認知與情感兩大部

分，包括以下四大步驟或階段，即(一)

活動階段（activation step），此階段包

括個人知覺到有人需要被幫助、個人能

力的再確認及個人責任感；(二)義務職

責階段（obligation step），此階段，道

德義務職責和同理心參與其中；(三)防

衛階段（defense step），此階段將對可

能的助人反應再評估，並考慮代價

（cost）與酬賞利益（benefits）問題；

(四)反應階段（response step），即實際

從事助人行為或不從事助人行為

（Schwartz, 1999; Schiarella, McCarthy, 

& Tucker, 2000）。 

由Schiarella、McCarthy與Tucker等

三位教授所共同編製的大學生「社區態

度服務量表」係以Schwartz的助人行為

模式為基礎，因之，該量表結構亦具多

重的步驟或階段，包括知覺（percep-

tions）、道德義務職責（moral obliga-

tion）、再評估（reassessment）及助人

（helping）等。各步驟或階段間具連

續性關係，亦即先有知覺的產生，始有

道德義務職責的確認以及代價和酬賞及

嚴重性的評估，最後才會有助人或不助

人的決定與行為反應。該量表內部結構

共包含十大面向，其中，(一)知覺，包

括四大面向：1.察覺（awareness），即

察覺到社區的人或社區團體需要幫忙；

2.行動（action），即知覺到若有實際助

人行為，則可以協助社區改善生活品

質；3.能力（ability），即知覺到自己有

能力參與，並讓社區變得更好；4.關聯

（connectedness），即知覺到自己的責

任感、義務感、有用感與貢獻感。(二)

道德義務職責，包括兩大面向：1.規範

（norms），即強調助人、社區服務、志

願服務對社區改善的重要性；2.同情

（empathy），即對社區貧乏、困頓產生

同情之心。(三)再評估，包括三大面

向：1.代價（costs），即參與社區服

務，可能需付出某些代價，如讀書、工

作、休閒以及和家人相聚等時間的相對

減少與精力的損失； 2.利益（ bene-

fits），即酬賞的獲得，包括社區的改

善，個人知能的增進與內在滿足感；3.

嚴重性（seriousness），即強調社區服

務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以及因缺乏社區

服務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四)助人

（helping），即有意願去從事社區服

務，並列入個人未來的生涯規劃中。 

該量表信度在0.72～0.93之間，內

部結構分析結果亦與Schwartz模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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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性別、學院別、社區服務經驗和

從事社區服務意願等項目上具顯著相

關。Schiarella等強調該量表將有助於

未來研究者對大學生從事「服務學習」

和「社區服務經驗」效果的研究。 

(二)內外控量表（I-E量表） 

該量表係由洪有義教授於1975年

引進國內修訂使用。有關「內外控」信

念係由社會學習論學者Rotter所提出，

當初其提出該信念的本意，旨在強調

「控制所在」的重要性。之後國際學者

即以此進行各種不同的研究，研究結果

發現「內外控」信念是一個連續的變

項，並非是兩個完全不同種類的看法或

態度。亦即每個人所持的內外控信念，

基本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研究發現，

內外控信念的不同，其人格特質亦有差

異。臨床方面的研究，外控者較多焦

慮、敵意與憂鬱（ Lefcourt, 1976; 

Sandler & Lakey, 1982）。實驗研究亦發

現，外控者較易產生無助感（Hiroto & 

Seligman, 1975）。國內學者以大學生為

研究對象，亦發現愈偏外控者愈適應不

良，學習倦怠感愈高（洪有義，

1975b；張治遙，1988）。 

洪有義教授所修訂的內外控量

表，係譯自Rotter（1966）所編製的

「 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簡稱 I-E量表（洪有義，

1975a），該量表包括二十九個強迫選擇

題，其中有六題內容與內外控無關，是

為混淆（buffer）之用，不予計分。每

題包括對同一事件的兩種不同陳述，一

個陳述呈現內控，另一陳述呈現外控。

計分時依「外控」計分。分數愈高愈外

控。修訂完成得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65

～0.79，再測信度為0.89。本研究引用

該量表主要係用來檢核大學生的內外控

信念是否影響其社區服務態度。 

三、研究過程 

(一)預試 

本研究以Schiarella等所編製的大

學生「社區服務態度量表」作為瞭解我

國大學生社區服務態度現況之研究工

具，該量表在國內尚屬初用，因之，先

行進行預試，以確定其內部一致性。預

試係以政大學生為對象，計176名，其

中男生62人，女生114人；一年級30

人，二年級56人，三年級46人，四年級

44人；文學院43人，理學院26人，社科

學院40人，商學院46人，教育學院21

人。 

該量表共有四十六題，分十大因

素結構面向，預試結果總量表α信度為

0.94。各因素結構面，除「同情」0.66

外，其餘皆在0.77～0.89之間。此結果

與原量表之信度（0.72～0.93）相當接

近。因此，僅在「同情」因素結構面向

上各題之題意稍做修正，以加強題意之

根本性質。其中量表第24題修正為「當

我遇到正處於困難的人時，我也會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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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地去感受他們的困難」；第25題修正

為「若有某些社區成員面臨資源缺乏之

苦，也會令我感到心情不佳」；第26題

修正為「社區成員之間若彼此懸殊差異

太多，也會令我感到心情不佳」。 

(二) 正式施測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北部地區政治大學等七

所公私立大學學生848名為研究對象，

進行正式施測。施測後資料以主軸因子

萃取與直交轉軸方式進行效度考驗，並

求取該量表的α信度，復求取全體受試

者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結構面向

上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以期瞭解現行大

學生對「社區服務態度」的現況；並利

用t值檢定及變異數分析，檢核不同性

質類別大學生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

素結構面向上的差異顯著性，以為提供

具體建議之依據。 

考驗結果，該量表的α信度係數在

0.83～0.90之間，總量表α信度係數仍

為0.94。因素負荷量除第33題因歸屬因

素不符合預期而予刪除，第18題「其他

人也值得我去幫助」和第24題「當我遇

到正處於困難的人時，我也會設身處地

去感受他們的困難」兩題可能因題意與

「社區服務」概念關聯不大，呈現稍低

外，其餘各題皆在0.45～0.87之間。因

之本研究所使用之「社區服務態度」量

表共有四十五題。 

至於各因素結構面的確認，可能

基於文化背景認知上的差異，本國大學

生對「行動」與「能力」兩面向採合一

解釋，因之，在各因素結構面向上的統

計分析，將呈現以九大面向回應。鑑於

該量表係採Likert的七點尺度，本研究

亦採七點尺度選答，「1」代表非常不同

意，「2」代表相當不同意，「3」代表有

些不同意，「4」代表不能確定，「5」代

表有些同意，「6」代表相當同意，「7」

代表非常同意。統計結果分數愈高，代

表愈為同意。有關本研究所採用的大學

生「社區服務態度量表」之信度及各面

向因素負荷量分析結果如表1；各因素

間的相關係數及其顯著性，除「代價」

外，其餘皆達0.01以上的顯著水準（參

閱表12）。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除檢驗Shiarella等所編製的

量表，以作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工具

外，更重要的是藉由具準確性與可靠性

的研究工具來檢核大學生對「社區服

務」的態度，並探討不同性別、學院

別、年級、國籍別、住宿別、社團活

動、參與服務學習經驗、宗教信仰及個

人所持的內外控信念等在「社區服務態

度」上的差異及顯著性，以作為各大學

未來在推行「服務學習」課程與帶領學

生實際參與「社區服務」工作的參考。

以下將依九大因素結構面向，分析不同

性質類別學生在「社區服務態度」上的

差異顯著性，並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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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學生「社區服務態度量表」之α信度與因素負荷量 

面向 題    目 效度 信度 
1.社區團體需要我們的幫助 .71 
2.在社區中有些人需要我們的幫助 .77 
3.社區中有些待解決的問題，需要幫助 .76 

察覺 

4.社區中有些人的需求尚未獲得滿足，需要幫助 .64 

.88 

5.志願者在社區機構中當志工可以幫助解決社會問題 .52 
6.僅就小改變而言，志願者在社區機構中當志工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作用 .45 
7.大學生志願者可以幫助改善當地社區品質 .61 
8.志願者投身社區工作計畫可以大量強化社區資源 .54 
9.自願參與幫助的人愈多將愈能有更好的結果 .46 
10.貢獻我的技能將使社區變得更好 .63 
11.我對社區的貢獻將造成真正的改變 .73 

行動

能力 

12.我能在社區中造成一些改變 .63 

.87 

13.我應負責做些改善社區的事情 .58 
14.採取某些實質措施去幫助有困難的人是我的責任 .60 
15.藉由參與社區服務而有貢獻感及有用感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74 
16.從參與社區服務中獲得漸增的責任感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73 
17.我覺得我有義務貢獻社區 .60 

知覺 

關聯 

18.其他人也值得我去幫助 .31 

.89 

19.一般情形下幫助人們是重要的 .46 
20.改善社區對維持一個有品質的社會是重要的 .62 
21.我們的社區需要好的志願者 .79 
22.所有的社區需要好的志願者 .78 

規範 

23.藉由社區服務而能對社區提供有效的服務是重要的 .63 

.86 

24.當我遇到正處於困難的人時，我也會設身處地去感受他們的困難 .38 
25.若有某些社區成員面臨資源缺乏之苦，也會令我感到心情不佳 .73 

道德

義務 

同情 
26.社區成員之間若彼此懸殊差異太大，也會令我感到心情不佳 .64 

.73 

27.我可能因參與社區服務，會有較少的時間處理學校功課 .70 
28.我可能因參與社區服務，會放棄可賺錢的機會 .70 
29.我可能因參與社區服務，會失去精力 .75 
30.我可能因參與社區服務，會有較少的時間去工作 .83 
31.我可能因參與社區服務，會有較少的休閒時間 .80 

代價 

32.我可能因參與社區服務，會有較少的時間與家人相聚 .74 

.89 

34.藉由社區服務知道自己正在幫助他人讓我經驗到個人的滿足感 .54 
35.藉由社區服務我將會遇到其他同樣享受社區服務的人 .63 
36.藉由社區服務我將發展出新技能 .61 
37.藉由社區服務對我的專業生涯將產生有價值的聯繫 .53 

利益 

38.藉由社區服務我將獲得珍貴的閱歷 .59 

.86 

39.缺乏參與社區服務將對我們的社會產生嚴重的傷害 .56 
40.沒有了社區服務，今日處於劣勢的公民將沒有希望 .66 
41.為使社區更好，社區服務是必要的 .59 
42.公民參與社區服務是重要的 .61 

再評

估 

嚴重

性 

43.對於社區問題，社區服務是一項重要的解決要素 .57 

.83 

44.我想去做這項屬於「服務學習」的活動 .57 
45.我明年將參與社區服務計畫 .87 幫助 意願 
46.你明年將尋找機會去做社區服務嗎 .80 

.90 

註：N = 848，總量表信度α =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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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同性別學生在「社區
服務態度」上的差異及

其顯著性 

由表2看，不同性別大學生在社區

服務態度各結構面向上的差異及顯著

性，僅「察覺」面向具差異顯著性，此

顯示大學女生對於「社區服務」相關訊

息的察覺程度較男生為高，此可能與性

別角色期望中，女性較重視情感人際取

向有關。因而較易「察覺」相關的助人

訊息。相關研究也證實在現今臺灣社

會，參與社會服務的人口，以女性居

多；在「服務價值」上，女性亦高於男

生，國外研究亦有相同之發現（汪淑

娟，1996；李元墩，1994；劉明翠，

1992；嚴幸文，1993；Astin, 1993）。

本研究結果可為上述各研究之佐證。 

二、 不同學院別學生在「社
區服務態度」上的描述

統計及差異檢定 

由表3及表4看，不同學院別的大

學生，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結構

面向上的描述統計、變異數分析及事後

比較，除道德義務職責的「規範」與

「同情」兩大面向不具差異顯著性外，

其餘各大面向皆達0.05或0.01以上的顯

著水準。此顯示大學生的「社區服務態

度」因學院不同而有不同，再經由

Scheffe事後比較分析發現：在「察

覺」因素上，教育學院學生高於理學院

學生；在「關聯」因素上，商學院學生

高於社科院學生；在「代價」因素上，

社科院學生高於理學院學生；在「利

益」因素上，教育學院學生高於社科院

學生。就整體看，教育學院學生對「社

區服務」訊息的敏覺度及可能「利益」

的再評估高於其他學院學生，且經由

LSD、HSD及Scheffe等的事後比較分析

皆具差異顯著性。其原因可能與其先前

選擇教育工作和服務他人的意願，以及

其後接受教育相關課程的薰陶，擁有較

高利他特質與社會關懷特質等有關，亦

可能因「教育愛」的延伸，而提昇了對

人知覺的敏感度。在相關文獻上以「學

院別」作為背景變項探索者，尚稱闕

如。是故無從比較討論，但本研究的探

索性資料分析仍具價值性，它呈現的

是，未來大學教育在推廣服務學習與社

區服務課程時，有關學生利他特質的培

養與助人知覺敏感度的提昇應予重

視。 

三、 不同年級、國籍類別、
住宿別學生在「社區服

務態度」上的變異數分

析檢定結果及其顯著性 

由表5看，不同年級大學生在「社

區服務態度」各因素結構面向上的差

異，皆不具差異顯著性，亦即大學生在

有關社區服務態度中的認知、情感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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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性別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上的 t值檢定 

因素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察覺 
男 
女 

22.85 
23.37 

3.51 
3.05 

846 -2.25 0.03* 

行動能力 
男 
女 

43.15 
42.52 

6.43 
5.83 

846 1.42 0.16 

關聯 
男 
女 

30.40 
30.62 

5.35 
5.08 

846 -0.60 0.55 

規範 
男 
女 

28.79 
29.07 

3.72 
3.61 

846 -1.04 0.30 

同情 
男 
女 

15.51 
15.72 

2.75 
2.50 

846 -1.15 0.25 

代價 
男 
女 

27.68 
27.52 

6.45 
6.22 

846 0.34 0.74 

利益 
男 
女 

32.00 
32.04 

4.89 
4.49 

846 -0.81 0.42 

嚴重性 
男 
女 

25.39 
25.46 

4.68 
3.98 

482.64 -0.23 0.82 

意願 
男 
女 

13.38 
13.52 

3.51 
3.12 

501.07 -0.58 0.56 

註：男生280人，女生568人；* p < 0.05。 

表 3  不同學院別在「社區服務態度」各結構面向上的平均數及標準差 

學院 察覺 行動能力 關聯 規範 同情 代價 利益 嚴重性 意願 

文學 
23.10 
（3.11） 

41.67 
（6.69） 

30.01 
（5.17） 

28.85 
（3.72） 

15.44 
（2.68） 

27.86 
（6.14） 

26.86 
（4.06） 

25.23 
（4.10） 

13.23 
（2.82） 

理學 
22.61 
（3.03） 

43.73 
（6.00） 

30.92 
（4.77） 

28.61 
（3.47） 

15.26 
（2.51） 

25.92 
（6.57） 

26.56 
（3.91） 

25.34 
（4.33） 

13.08 
（3.16） 

社科 
23.08 
（2.94） 

41.91 
（5.42） 

29.51 
（5.06） 

28.70 
（3.43） 

15.65 
（2.43） 

28.31 
（5.67） 

26.54 
（3.68） 

24.80 
（3.93） 

13.17 
（3.23） 

商學 
23.21 
（3.83） 

43.29 
（6.02） 

31.38 
（5.59） 

29.13 
（3.85） 

15.86 
（2.83） 

27.67 
（6.83） 

27.25 
（4.32） 

25.97 
（4.49） 

13.94 
（3.87） 

教育 
24.13 
（2.77） 

43.48 
（5.70） 

31.31 
（4.79） 

29.65 
（3.66） 

16.06 
（2.28） 

27.54 
（6.18） 

27.98 
（3.93） 

25.97 
（4.22） 

13.94 
（2.79） 

註：文學189人，理學132人，社科197人，商學199人，教育124人。 

 

表現及未來規劃皆不因年級而有不同。

根據前述有關年齡因素與助人行為的文

獻分析，顯示同理心會助長利社會行

為，而同理心的發展與認知發展有關，

亦因年齡而增長。本研究發現，不同年

級大學生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結

構面向上並無差異顯著性存在，亦即大

學生的社區服務態度不因年級而有所不

同，此似與上述文獻上的研究不相符

合，其原因可能由於大學生的認知發展

已接近成熟，導致其間差異不大所致。

因之，未來大學教育在規劃「服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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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學院別在「社區服務態度」各結構面向上的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 

變異數分析 事後比較 
因素 

F值 p LSD HSD Scheffe 

察覺 3.84 0.00** 

教育>文學 
教育>理學 
教育>社科 
教育>商學 

教育>文學 
教育>理學 
教育>社科 

教育>理學 

行動能力 4.22 0.00** 

理學>文學 
商學>文學 
教育>文學 
理學>社科 
教育>社科 

理學>文學 無差異 

關聯 4.71 0.00** 

商學>文學 
教育>文學 
理學>社科 
商學>社科 
教育>社科 

商學>社科 
教育>社科 

商學>社科 

規範 1.85 0.12 教育>理學 無差異 無差異 

同情 2.19 0.07 
教育>文學 
教育>理學 
商學>理學 

無差異 無差異 

代價 3.09 0.02* 

文學>理學 
社科>理學 
商學>理學 
教育>理學 

社科>理學 社科>理學 

利益 3.18 0.01* 
教育>文學 
教育>理學 
教育>社科 

教育>理學 
教育>社科 

教育>社科 

嚴重性 2.55 0.04* 
商學>社科 
教育>社科 

商學>社科 無差異 

意願 2.89 0.02* 

商學>文學 
商學>理學 
商學>社科 
教育>理學 
教育>社科 

無差異 無差異 

* p < 0.05; ** p < 0.01 

 

習」課程時，不必特別著重於一年級新

生，應可全面推廣。 

而臺生、僑生、外籍生，在「社

區服務態度」各因素結構面向上的差

異，亦皆不具差異顯著性。亦即大學生

的社區服務態度，不因個人國籍身份類

別的不同而有不同，至於不同住宿別學

生，包括住校生、住家生及租住生，在

「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結構面向上的

差異，也皆不具差異顯著性。亦即「社

區服務態度」不因求學時居住地區的不

同而有不同。 

本研究將大學生依國籍別和住宿

別進行差異顯著性研究，基本上僅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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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年級、學生別、住宿別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上的 F檢定結果 

年級 學生別 住宿別 
因素 

F值 p F值 p F值 p 
察覺 0.66 0.58 0.10 0.99 0.70 0.50 
行動能力 0.18 0.99 2.58 0.08 0.45 0.64 
關聯 2.01 0.11 0.35 0.71 2.56 0.08 
規範 0.88 0.45 0.69 0.50 0.19 0.83 
同情 0.44 0.72 1.36 0.26 1.93 0.15 
代價 1.46 0.23 0.05 0.95 2.32 0.10 
利益 0.43 0.73 0.55 0.58 2.00 0.14 
嚴重性 0.88 0.45 2.00 0.14 0.20 0.82 
意願 1.53 0.21 1.07 0.34 2.63 0.07 

註：一年級120人，二年級240人，三年級231人，四年級244人。臺生816人，僑生24人，外籍生3人。住校321

人，住家314人，租住206人。 

 

探索性的資料分析，其結果不具差異顯

著性，亦顯示大學生的社區服務態度不

因國籍不同及住宿不同而有差別，因

之，在學校中有關服務學習課程或一般

推廣中的社區服務項目，皆可鼓勵僑生

或外籍生參與，使其因有社會參與而獲

得成長。其次，所謂的「社區」，應廣

泛涵蓋學校生活社區，居家生活社區以

及更廣大的社會體系，使學生服務層面

更為寬廣。 

四、 擔任學校社團幹部（含
負責人）與否在「社區

服務態度」上的差異及

其顯著性 

由表6看，擔任過學校社團幹部

（含負責人）的學生，在「社區服務態

度」各結構面向上的平均數皆高於未曾

擔任者，其差異顯著性，除「規範」、

「同情」和「利益」外，其餘皆達0.01

甚至0.001以上的顯著水準。此顯示曾

擔任過社團幹部（含負責人）的學生對

「社區服務」需求的知覺度較高、對因

未能投入社區服務所產生的嚴重感覺較

強、對未來願意再投入社區服務的意願

亦較大。 

本研究結果與洪國峰、呂秋慧

（2002）在其「大學社團活動與潛在課

程之關係探討研究」的結果頗相符合，

該研究分析大學生參與社團活動經驗歷

經三大階段：一是活動參與的社員，二

是活動規劃的幹部，三是領導能力培養

的負責人。其中幹部與負責人在社團活

動中的角色扮演是領導統御、人際關係

的協調與溝通，以及團體的動力整合

等，本研究更證實學校社團活動的參

與，再經由擔任社團幹部和負責人的歷

練，確實可以增強其社區服務與助人的

價值觀。因之，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

動，並嘗試擔任幹部或負責人的不同角 



大學生社區服務態度之研究 307 

 

表 6  擔任過學校社團幹部（含負責人）與否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上的 t值
檢定 

因素 擔任過社團幹部與否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察覺 
有 
無 

23.42 
22.84 

3.18 
3.21 

828 2.58 0.01** 

行動能力 
有 
無 

43.18 
41.96 

5.89 
6.09 

828 2.89 0.00** 

關聯 
有 
無 

30.96 
29.75 

5.23 
4.92 

828 3.34 0.00** 

規範 
有 
無 

28.96 
28.87 

3.78 
3.42 

828 0.36 0.72 

同情 
有 
無 

15.73 
15.46 

2.59 
2.58 

828 1.51 0.13 

代價 
有 
無 

27.91 
27.02 

6.36 
6.09 

828 2.01 0.05* 

利益 
有 
無 

27.14 
26.65 

3.95 
4.05 

828 1.74 0.08 

嚴重性 
有 
無 

25.66 
24.92 

4.17 
4.26 

828 2.46 0.01* 

意願 
有 
無 

13.72 
13.01 

3.29 
3.13 

828 3.11 0.00** 

註：有擔任過社團幹部者500人，沒有擔任過社團幹部者330人。 

* p < 0.05; ** p < 0.01 

 

色扮演，將可活絡大學生積極投入社區

服務。 

五、 參與學校服務性社團與
否在「社區服務態度」

上的差異及顯著性 

由表7看，曾參與過學校服務性社

團的學生，在「社區服務態度」各結構

面向上的平均數，除「代價」外，其餘

均高於未曾參與者，且其間差異皆達

0.05、0.01甚至0.001以上的顯著水準。

足見學校服務性社團活動影響學生對投

入社區服務的態度，亦即學校服務性社

團活動助長了學生參與社區服務的認

知、情感及意願。筆者《大學生價值觀

與學校服務性社團經驗之相關研究》

（2002），亦發現參與服務性社團的學

生在「真誠服務」價值觀上顯著高於未

參加者，本研究結果與之頗相吻合。

大學校園「服務性社團」活動的價值

功能，再度獲肯定，值得推廣與鼓

勵。 

六、 參與過社區服務與否在
「社區服務態度」上的

差異及其顯著性 

由表8看，參與過社區服務的學

生，在「社區服務態度」各結構面向上

的平均數，除「代價」外，皆高於未參

與者，且皆具極高的差異顯著性。該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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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參與學校服務性社團與否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上的 t值檢定 

因素 參與學校服務性社團與否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察覺 
有 
無 

23.44 
22.94 

3.30 
3.12 

843 2.27 0.02* 

行動能力 
有 
無 

43.41 
42.00 

5.99 
5.99 

843 3.44 0.00** 

關聯 
有 
無 

31.53 
29.52 

5.31 
4.81 

843 5.76 0.00*** 

規範 
有 
無 

29.23 
28.69 

3.81 
3.45 

843 2.14 0.03* 

同情 
有 
無 

15.88 
15.41 

2.51 
2.65 

843 2.61 0.01** 

代價 
有 
無 

27.31 
27.88 

6.50 
6.06 

843 -1.32 0.19 

利益 
有 
無 

27.45 
26.56 

4.15 
3.82 

843 3.23 0.00** 

嚴重性 
有 
無 

25.89 
24.94 

4.38 
3.99 

835.43 3.31 0.00** 

意願 
有 
無 

14.14 
12.81 

3.24 
3.13 

843 6.04 0.00*** 

註：有參與學校服務性社團者422人，無參與學校服務性社團者423人。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 8  參與過社區服務與否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上的 t值檢定 

因素 參與過社區服務與否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察覺 
有 
無 

23.57 
22.88 

3.29 
3.13 

842 3.10 0.00** 

行動能力 
有 
無 

43.58 
42.00 

6.09 
5.91 

842 3.82 0.00*** 

關聯 
有 
無 

31.90 
29.39 

5.07 
4.96 

842 7.24 0.00*** 

規範 
有 
無 

29.24 
28.72 

3.84 
3.46 

842 2.07 0.04* 

同情 
有 
無 

15.93 
15.41 

2.44 
2.69 

842 2.90 0.00** 

代價 
有 
無 

27.44 
27.73 

6.51 
6.10 

842 -0.69 0.49 

利益 
有 
無 

27.61 
26.50 

3.97 
3.98 

842 4.04 0.00*** 

嚴重性 
有 
無 

26.13 
24.84 

4.12 
4.20 

842 4.47 0.00*** 

意願 
有 
無 

14.39 
12.73 

3.26 
3.05 

786.95 7.54 0.00*** 

註：有參與過社區服務者380人，無參與過社區服務者464人。 

*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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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上述「參與學校服務性社團與否」

相類似，其原因可能與學校服務性社團

的服務對象涵蓋社區有關。此結果與

Freedman與 Fraser（ 1966）及 Harris

（1972）等之研究發現「先前曾有助人

經驗者其再度助人的可能性高於先前未

曾有助人經驗者」相符合。此亦顯示社

區服務經驗增強其對「社區服務」需求

的知覺，也增進其個人的道德義務

感、正義感及使命感，亦印證了「服

務學習」課程與社區服務結合的必要

性。 

七、 參與過校外社團服務與
否在「社區服務態度」

上的差異及顯著性 

由表9看，參加過校外社團服務的

學生，在「社區服務態度」各結構面向

上的平均數，除「代價」外，皆以曾參

加者居高，且除「規範」不具差異顯著

性外，其餘各面向皆達0.05、0.005甚

至0.001以上的顯著水準。 

曾騰光（1994）在其「大學生對

志願工作特質的認知和參與意願之研

究」中謂：大學生多數未參與校外志願

服務工作（88.8%），但有機會願參加

者達50%；另發現：已參與志願服務的

學生對志願工作的認知較為實際。此與

本研究結果頗相符合。本研究亦發現，

曾參與過校外社團服務的學生，除在態

度上較積極外，對未來參與社區服務的

意願亦顯著高於未曾參與者，足見參與

校外社團服務和參與校內服務性社團活

動一樣，皆能增進學生的社區服務態

度，值得鼓勵。 

八、 曾修習過「服務學習」
課程與否在「社區服務

態度」上的差異及其顯

著性 

由表 10看，曾選修過「服務學

習」課程的學生，在「社區服務態度」

各結構面向上的平均數，皆高於未曾選

修者。經由 t值檢定，除「規範」和

「代價」外，其餘各面向皆達極高的差

異顯著性，亦即曾選修過「服務學習」

課程的學生，對有關「社區服務」需求

訊息的知覺度較高、同情心較強，並因

實際參與而感受到自我的成長，也體會

「社區」未獲服務幫助的嚴重性，因而

更增強其未來繼續參與的意願。 

此結果與國內外學者對有關「服

務學習」價值與功能的研究發現相符

合，亦即服務學習以「社區」為實驗學

習活動場，經由課程的規劃與設計，服

務學習與社區服務結合所帶來的功能是

屬全方位性，除學生個人成長外，亦帶

動學校和社區的同時成長（黃玉，

2001；Kielsmeier, et al., 2004; Moser & 

Rogers, 2005; Roschelle & Elias, 2000; 

Schamess, Wallis, David, & Eiche, 2000; 

Ward & Wolf-Wende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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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參與過校外社團服務與否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上的 t值檢定 

因素 參與過校外社團服務與否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察覺 
有 
無 

23.52 
22.95 

3.16 
3.25 

837 2.51 0.01* 

行動能力 
有 
無 

43.60 
42.07 

6.03 
5.99 

837 3.66 0.00*** 

關聯 
有 
無 

31.48 
29.79 

4.95 
5.20 

837 4.74 0.00*** 

規範 
有 
無 

29.17 
28.79 

3.84 
3.49 

837 1.50 0.14 

同情 
有 
無 

16.01 
15.36 

2.48 
2.64 

837 3.62 0.00*** 

代價 
有 
無 

27.46 
27.67 

6.43 
6.19 

837 -0.49 0.63 

利益 
有 
無 

27.60 
26.56 

4.00 
3.98 

837 3.72 0.00*** 

嚴重性 
有 
無 

25.91 
25.08 

4.27 
4.15 

837 2.85 0.01** 

意願 
有 
無 

14.23 
12.93 

3.32 
3.11 

837 5.80 0.00*** 

註：有參與過校外社團服務者354人，無參與過校外社團服務者485人。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 10  曾修習過「服務學習」課程與否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上的 t值檢定 

因素 曾修習過「服務學習」課程與否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察覺 
有 
無 

23.68 
22.91 

3.32 
3.14 

832 3.32 0.00** 

行動能力 
有 
無 

43.29 
42.39 

6.33 
5.82 

832 2.08 0.04* 

關聯 
有 
無 

31.71 
29.85 

5.27 
5.00 

832 5.06 0.00*** 

規範 
有 
無 

29.25 
28.81 

3.88 
3.49 

832 1.72 0.09 

同情 
有 
無 

16.02 
15.44 

2.64 
2.54 

832 3.13 0.00** 

代價 
有 
無 

27.83 
27.45 

6.62 
6.13 

832 0.84 0.40 

利益 
有 
無 

27.80 
26.54 

3.85 
4.01 

832 4.45 0.0*** 

嚴重性 
有 
無 

26.03 
25.09 

4.16 
4.21 

832 3.12 0.00** 

意願 
有 
無 

14.52 
12.87 

3.26 
3.12 

615.56 7.13 0.00*** 

註：曾修習「服務學習」課程者306人，未曾修習「服務學習」課程者528人。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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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有否宗教信仰在「社區
服務態度」上的的差異

及其顯著性 

由表11看，有宗教信仰的學生在

「社區服務態度」各結構面向上，「關

聯」、「同情」、「利益」及「嚴重性」等

四項高於未有宗教信仰者，且具差異顯

著性，此顯示有宗教信仰者，其社區服

務態度較受個人與社會文化的內在規範

所制約。包括自覺對社區服務應有的責

任感、義務感和同情心，也包括實際參

與的個人利益和因缺乏參與影響社區改

善嚴重性等的再評估。此結果與前述有

關影響助人行為因素的文獻分析中，胡

愈寧（1985）的「志願工作者在社會服

務過程中的工作分析—以義務張老師為

例」研究結果相符合，即有宗教信仰者

對服務工作投入較多。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丁仁傑先

生（1998）在其論文〈文化脈絡中的積

功德行為：以臺灣佛教慈濟功德會的參

與者為例，兼論助人行為的跨文化研

究〉中，曾就宗教中的「積功累德」助

人行為，在真實的文化脈絡裡，尋其多

重面貌，該研究發現：積功累德行為可

區分為未受文化規範所制約的積功德行

為和符合文化規範的積功德行為。而宗

教行為中的積功德行為，在其原本的社

會文化脈絡中具相當的多樣性與複雜

性，除帶有宗教救贖的色彩外，更和俗

民的生活世界結合得相當緊密，並有其

緊密關聯性的客觀社會道德標準，是屬

於文化劇本中的功德文化。因之，在行

動者的主觀意識建構過程中，其個人的

積功德行為，經常也代表著一種對於社

會客觀道德標準的遵循和實踐。本研究

結果與該研究對宗教助人行為的詮釋頗

為符合。 

十、 不同內外控信念學生在
「社區服務態度」上的

相關及差異檢定 

由表12看，外控信念與社區服務

態度各因素結構面向，皆呈顯著相關，

其中，外控信念者與社區服務態度呈顯

著負相關，即同時表示內控信念者與社

區服務態度呈顯著正相關，唯「代價」

面向除外，亦即外控信念者感覺對參與

社區服務所付出「代價」，將隨其外控

信念愈高，感覺付出「代價」較多。此

顯示大學生的內外控信念與其社區服務

態度有關。 

由表13看，內外控組在「社區服

務態度」各因素結構面向上的平均數，

除「代價」外，皆以內控者較高，且其

差異皆達0.005甚至0.001以上的顯著水

準。此顯示具內控信念者對他人需要幫

忙的知覺敏感度較高，對他人需要幫助

而未獲得幫助的事態嚴重性感覺亦較

高，道德義務感較強，未來願意投入社

區助人行列的意願亦較大。此結果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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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有否宗教信仰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上的 t值檢定 

因素 是否有宗教信仰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察覺 
有 
無 

23.41 
23.06 

3.56 
3.02 

840 1.52 0.13 

行動能力 
有 
無 

42.96 
42.59 

6.54 
5.78 

840 0.83 0.41 

關聯 
有 
無 

31.10 
30.22 

5.37 
5.04 

840 2.36 0.02* 

規範 
有 
無 

29.31 
28.80 

3.68 
3.63 

840 1.93 0.06 

同情 
有 
無 

15.95 
15.50 

2.84 
2.44 

511.84 2.31 0.02* 

代價 
有 
無 

27.54 
27.60 

6.83 
6.02 

840 -0.13 0.90 

利益 
有 
無 

27.58 
26.69 

4.07 
3.94 

840 3.07 0.00** 

嚴重性 
有 
無 

25.88 
25.21 

4.24 
4.21 

840 2.17 0.03* 

意願 
有 
無 

13.75 
13.32 

3.36 
3.19 

840 1.80 0.07 

註：有宗教信仰者288人，無宗教信仰者554人。 

*p < 0.05; **p < 0.01 

表 12  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及內外控間的皮爾森積差相關（N＝848） 

 察覺 行動能力 關聯 規範 同情 代價 利益 嚴重 意願 外控 
察覺 1.00          
行動 
能力 

.56** 1.00         

關聯 .48** .53** 1.00        
規範 .54** .52** .54** 1.00       
同情 .37** .33** .53** .41** 1.00      
代價 -.01 -.01 -.04 .01 .12** 1.00     
利益 .48** .57** .64** .59** .51** .03 1.00    
嚴重 .37** .48** .52** .47** .44** .08** .53** 1.00   
意願 .30** .30** .56** .30** .40** -.05 .49** .47** 1.00  
外控 -.16** -.22** -.21** -.15** -1.0** .11** -.22** -.18** -.20** 1.00 

**p < 0.01 

 

述文獻中洪有義（ 1975b）、張治遙

（1988）、Johnson與Sarason（1978）、

Phares、Ritchie與Davis（1968）等的研

究結果頗相符合。據此，培養大學生的

內控信念亦是儲備社區服務人力資源的

重要教育方向。 

十一、大學生在「社區服務態

度」各因素結構面向

上的平均數及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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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內外控組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上的 t值檢定 

因素 內外控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察覺 
外控組 
內控組 

22.52 
23.68 

3.61 
2.99 

534 -4.19 0.00*** 

行動能力 
外控組 
內控組 

41.03 
44.44 

6.54 
5.53 

573 -6.78 0.00*** 

關聯 
外控組 
內控組 

29.32 
31.64 

5.32 
4.83 

573 -5.47 0.00*** 

規範 
外控組 
內控組 

28.32 
29.55 

3.80 
3.54 

573 -4.03 0.00*** 

同情 
外控組 
內控組 

15.28 
16.01 

2.68 
2.46 

573 -3.42 0.00** 

代價 
外控組 
內控組 

28.25 
26.73 

6.26 
6.61 

573 2.83 0.01** 

利益 
外控組 
內控組 

25.88 
27.91 

4.11 
3.91 

573 -6.07 0.00*** 

嚴重性 
外控組 
內控組 

24.60 
26.22 

4.28 
4.00 

573 -4.67 0.00*** 

意願 
外控組 
內控組 

12.71 
14.13 

3.04 
3.35 

573 -5.32 0.00*** 

註：以外控分數為準，取前32.4%為外控組275人，後35.4%為內控組300人。 

*p < 0.05; **p < 0.01 

 

有關大學生在「社區服務態度」

各因素結構面向上的平均數，為方便比

較，依其回答選項，以1～7分的形式表

示。由表14看，除「意願」介乎在「不

能確定」和「有些同意」之間外，其餘

皆呈現在「有些同意」和「相當同意」

之間，此顯示大學生對「社區服務」的

知覺、道德義務、及利益和嚴重性的再

評估等皆持積極正向的態度。亦即，大

學生的社區服務態度，值得肯定。現行

大學教育中各相關專業課程與社區服務

的結合與開拓，應獲支持，並宜做全國

性的推廣。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檢驗

Shiarella等所編製的大學生「社區服務

態度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以作為本研究

之研究工具，俾進一步探討我國大學生

的社區服務態度現況，並比較分析不同

性質類別大學生在「社區服務態度」上

的差異及其顯著性。經由前述「研究結

果與討論」獲致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一)由Shiarella等所編製的大學生

「社區服務態度量表」，經由預試修正

及正式施測，得總信度為0.94，各因素

結構面向，除「同情」0.73外，其餘八

大面向皆在0.83～0.90之間；效度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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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大學生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之平均數及標準差（N = 848） 

因素 察覺 行動能力 關聯 規範 同情 代價 利益 嚴重性 意願 

平均數 5.80 5.34 5.09 5.80 5.22 5.52 5.40 5.09 4.49 

標準差 0.80 0.75 0.86 0.73 0.86 1.26 0.80 0.84 1.08 

 

在0.45～0.87之間，顯示該量表之準確

度和可信度可以支持使用。 

(二)大學院校不同性質類別學生在

「社區服務態度」上的差異及其顯著

性：性別和學院別具差異顯著性，年

級、住宿別、國籍身份別等則不具差異

顯著性。其中性別部分，由t值檢定，

女生的社區服務態度在「察覺」面向上

高於男生，亦即女生在有關「社區服

務」的需求訊息上，其知覺敏感度較男

生為高。在學院別部分，各學院間學生

的社區服務態度差異，經由變異數分

析，除「規範」和「同情」面向外，其

餘皆具差異顯著性，再經由進一步

Scheffe 事後比較分析，在「察覺」、

「關聯」、「代價」、「利益」等面向，各

學院間具差異顯著性；「察覺」面向，

教育學院學生高於其他學院；「關聯」

面向，商學院高於社科院；「代價」面

向，社科院高於理學院；「利益」面

向，教育學院高於社科院。 

(三)大學院校學生的「社區服務態

度」與其是否擔任過社團幹部、是否參

加過學校服務性社團、是否參加過社區

服務、是否參加過校外社團服務，以及

是否曾修習過「服務學習」課程等有

關，亦即參加過上述各項活動或課程的

學生，在「社區服務態度」各因素結構

面向上的平均數多高於未曾參加者，經

由t值檢定，多具差異顯著性。此顯示

大學生過去的服務學習課程和服務性社

團活動經驗，確實助長其產生較良好的

社區服務態度。 

(四)大學院校學生的「社區服務態

度」和宗教信仰與否的關係，在「察

覺」、「行動能力」及未來「意願」等面

向上，不具差異顯著性，在具關聯性的

責任感、義務感、貢獻感，以及同情、

利益和感覺事態的嚴重性等面向上，則

呈現有宗教信仰者高於無宗教信仰者，

且具0.05至0.01以上的差異顯著水準，

此顯示宗教信仰經由慈悲、功德、因果

等法則所規範的宗教文化，對其社區服

務態度的培養仍具正向影響力。 

(五)大學院校學生的「社區服務態

度」與其個人所擁有的內外控信念有

關。經由 t值檢定，內控組的學生在

「社區服務態度」各面向上的平均數，

除「代價」外，皆顯著高於外控組學

生，亦即具內控信念的學生，其社區服

務態度較外控信念者為良好。 

(六)大學院校學生的「社區服務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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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由各結構面向看，除未來參與社

區服務的「意願」尚未能明確確定外，

其餘皆持肯定態度，包括「察覺」、「行

動能力」、「關聯」、「規範」、「同情」、

「代價」、「利益」及「嚴重性」等。此

顯示北部地區大學院校學生的社區服務

態度普遍良好。 

(七 )大學相關課程與社區服務結

合，理論與實際配合應用，將是未來大

學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協助大學

生提早進入「社會」場景見習、學習，

以成為優質化公民的準備。本研究發現

「服務學習」課程是一值得全面性推廣

的方案，近幾年來在各大學校園推行的

「服務學習」課程值得肯定與支持，大

學校園中朝氣勃然的「社團活動」帶動

了大學生全方位的成長，於本研究中亦

得明證。 

二、建議 

本研究根據上述結論，提供建議

如下： 

(一)在「社區服務態度」的表現過

程中，「察覺」面向是社區服務助人行

為產生的根源，「關聯」面向中的義務

感、責任感、有用感，道德義務中的

「規範」「同情」面向，以及代價、利

益和嚴重性等的評估則是助長服務助人

行為的重要動力，因而建議未來在「服

務學習」課程中，除增強知覺的察覺力

外，利他特質、社會關懷特質的培養，

正義規範、責任規範及互惠規範等的輸

入教導亦不可或缺。 

(二)大學生社區服務態度的表現不

因年級、住宿別、臺生、僑生或外籍生

而有不同，因而建議「服務學習」課程

可做全面性推廣，不侷限於新生或某一

類學生，應讓所有學生不分年級、種族

及居住地區別，皆因有機會參與「服務

學習」課程而獲得成長。 

(三)大學生過去因選修服務學習課

程或參與服務性社團活動等的經驗，對

其正向社區服務態度的發展具積極影響

力。因之，建議鼓勵大學生多利用課餘

參加學生的社團活動，特別是服務性社

團，以及相關的社區服務，甚至更廣大

社會體系的服務項目，以培養其具備良

好的服務價值觀與服務能力，並藉此作

為儲備「社區服務」人力的重要資源。 

(四)具內控信念特質者，其「社區

服務態度」較為積極，因之，在大學教

育中，如何培養大學生具內控信念特

質，和前述具備服務經驗與能力一樣，

同是引導大學生積極參與社區服務，並

獲個人與社會效益雙贏的重要關鍵。因

之，建議各大學除鼓勵學生量力透過各

類助人或服務行為，以培養自我信心與

自我肯定外，各校的輔導中心或諮商中

心可廣開相關課程或工作坊，以訓練學

生經由自我探索達自我成長，並經由適

當引導其學習消除焦慮，因應壓力及解

決問題，以強化其內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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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學院校學生的「社區服務態

度」普遍積極正向，現行在各大學院校

推行中的「服務學習」課程或專案，與

「社區服務」結合的結果，對學生個人

的成長、優質公民的準備和對學校和社

會（社區）的發展皆具價值與功能，是

一值得肯定、並可全面推廣開拓的大學

教育方向。因之，建議各大學院校應普

遍開設與「社區服務」結合的「服務學

習」課程，其中涉及的問題，包括課程

的設計、專業人員的編制及經費等，當

需主管教育當局做整體性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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