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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究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動機、反思與領

導能力之關聯性。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有效樣本 795 份，問卷

所得資料係以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描述性統計、pearson

積差相關、Sobel 檢測及迴歸分析法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處理及分

析。研究結果：（一）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之動機、反思及領導能

力具有中高程度的現況；（二）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之動機、反思

與領導能力間具有顯著正相關；（三）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之反思

對動機及領導能力的影響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最後，本研究根

據研究結果針對大學及未來研究者提出相關建議供各方參考。

關鍵辭：反思、服務學習、參與動機、領導能力

* 本文於 2012.09.07.收稿，2012.11.30.外審通過，2012.12.08.修改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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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服務學習是一種教育改革的方法，在大學校園中，結合社會服務與

學習目標的服務學習方案，目前許多大專校院正積極的推動。根據調查

發現，在國內 164 所大專校院中，已超過 138 所開設服務學習課程（洪

維佳，2010），而就目前的現況研判，應已超過於此數據。至於推展模式，

依據大專校院服務學習課程與活動參考手冊（教育部，2008）指出，服

務學習方案可分為課程與活動兩大類，一種為結合課程式的服務學習，

包括校訂共同必修、融入通識或結合專業之課程模式，另一種為結合社

團活動從事社區服務工作，或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均可視為服務學習行

動方案。由此看出，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類型是相當多元的，而且也

受到各方的重視與肯定。

大學生參與不同的服務學習方案或課程，主要是因為個人的興趣或

理想，或是因為課程規定所導致的關係，前者屬性偏向自願參與，如志

願服務、社團活動等，而後者則含有強制的意味，如校訂共同必修、結

合通識或專業之必選修課程等。由於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課程類型的不

同，在參與動機上可能有程度上的差異，以及在領導能力上也有所不同。

因此，本研究想從中了解大學生參與學校社團、校訂共同必修以及融入

通識或專業課程等三種服務學習類型，在參與動機、反思及領導能力上

的現況為何，是本文研究動機之一。

服務學習與志願服務、勞動服務、社區服務及課程實習不同，主要

在過程中強調「反思」的養成，學生經由反思，除可深化其學習效果外，

更能進一步成就自我成長（Wade, 1997；黃玉，2009）。所以反思是服務

學習過程中的主要核心元素之一，也是連結服務經驗與學習的重要關

鍵。透過反思將帶給學生不同程度的學習與思考，反思成功與否攸關服

務學習的成效，但在服務學習的過程中，什麼因素對反思會造成影響？

原因可能很多，根據組織行為理論的觀點，個人經驗、人格特質、活動

型態、個人心理、環境因素等等都是。其中個人心理因素含有動機的因

子，動機是一種屬於個人潛在內化的過程，而有動機的人，在參與的行

為態度上，比沒有動機者會更努力及擁有自信（Deci & Ryan, 1985）。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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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看出，參與動機對反思可能存有某種關聯性，然而由於過去的文獻尚

未發現有直接相關的實證研究，因此了解服務學習參與動機與反思之間

是否有關，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動機之二。

領導能力是一種團體互動的過程，亦是一種影響力的代表，對大學

生而言，不論現在或未來都很重要。但如何培養與擁有，參與服務學習

即是重要的管道。許多研究（Astin, Vogelgesang, Ikeda & Yee, 2000；

Moely, Mercer, Ilustre, Miron & McFarland, 2002；Simons & Cleary, 2006）

指出，學生透過服務學習能幫助其個人領導技能的提升，而且透過反思

助益會更大（Eyler, 2002；Steffes, 2004）。國內陳盈方（2007）的研究顯

示，服務學習對團隊領導能力具有顯著的預測力，且參與反思的影響力

更為明顯。以上研究成果，雖能指出服務學習與領導能力之關係，然而

不同時空、範圍及對象之研究，其結果是否一致，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再者，由於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類型並不完全相同，且反思在課程中

所扮演的功能有所不一，亦即反思的有無或其程度深淺，將帶給學生不

同的影響與體會。而且反思對參與動機與領導能力是否具有中介力，過

去並未有相關的實證研究文獻可為佐證，因此本研究想探究的另一動機。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有三：第一，瞭解大學生參與服務

學習動機、反思因素與領導能力之現況；第二，探討大學生參與服務學

習動機、反思因素與領導能力的相關情形；第三，探究大學生參與服務

學習反思因素對參與動機與領導能力的中介效果。

貳、文獻探討

一、服務學習概述
（一）服務學習意涵及其類型

「服務學習」一詞，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論點，依據 Sigmon（1996）

的看法，所有結合服務與學習的目標之行為皆可稱之，而 Jacoby（1996）進

一步指出，服務學習是經驗教育的形式之一，經由特別的設計安排，讓學生

透過參與服務活動的經驗而能體驗學習的真正意義，並且藉助課程的教學策

略，有結構地與計畫地促使學生從社區服務的經驗中進行反思過程，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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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服務者的目標需求，促進服務者的學習與發展，反思與互惠是服務學習的

兩個主要核心要素。簡言之，服務學習的本質是以學生為主體，結合「服務」

與「學習」二種概念，亦即學生在服務的過程中產生了學習與成長（林勝義，

2001）。服務學習與一般服務活動有所不同，主要在強調「反思」與「互惠」，

同時重視協同合作、多元背景及以社會正義為基礎的特質（EyIer & Giles,

1999）。依據上述，本研究將服務學習定義為大學生參與相關課程或社團活

動，運用所結合的相關機構為服務學習場域背景，在參與服務中所產生的經

驗，以及在服務活動中所見、所聽、所想、所做等，經由反思轉化與成果分

享，所獲得的自我成長及引發其改變的學習歷程。

至於服務學習課程概念，依課程層次而言，大致上分為三個類別，

包括校訂共同必修、融入學術專業及結合通識課程等，其中校訂共同必

修課程，大多數學校將其界定為大一學生必修課程，而融入學術專業或

通識教育方面，則有結合必修與選修的相關課程，前者如企業倫理課程，

後者如人與環境等（引自大專校院服務學習課程與活動參考手冊，

2008）。因此，服務學習課程可解釋為結合校內必選修之專業或通識的學

術課程，以及校訂共同必修課程（如勞作教育課程），這些類型課程模式

皆將服務學習理念融入於其中，並要求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工作。學生在

學校設計有關的規範之下，參與各種社區服務工作，並且透過準備、服

務、反思與成果慶賀等四個設計模式，有效完成從服務中學習之目標

（Fertmam, White & White, 1996）。

另外，有關服務學習課程設計，Delve、Mintz 及 Stewart（1990）認

為服務學習方案的設計必須能夠協助學習者從探索、澄清、理解等階段，

進而到達行動及最終的內化等階段，但學習者能否完成這些階段的歷

練，則受參與、承諾、行為及平衡等變項之影響，且服務學習的落實必

須藉由相關活動與反思的設計，在過程中提供學習者適度的挑戰與所需

的支持，協助其循序漸進地朝澄清、理解、行動及內化等階段邁進，同

時在設計此類學習方案時，應特別考慮學習者本身之學習發展階段，如

此才能夠使規劃出來的方案更具體可行。由此可見，反思在設計服務學

習課程是不可忽略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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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學習參與及其成效之相關研究

根據國內有關研究，王薇雅（2009）研究南部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之

學習成效發現，不同服務學習類型有明顯差異，其中參與社團服務習者平

均得分最高，其次以修習通識或專業課程者，最低為參與勞作教育者。再

者，彭佳琪（2009）研究北部某私立大學學生參與不同類型服務學習之學

習成效結果發現，參與社團服務學習活動者的學習成效得分高於參與選修

或必修服務學習課程者，亦即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學習成效可能會因類

型的不同而在學習感受上亦有所不同。另外，楊舒婷（2010）研究北區某

科技大學推動服務學習課程實施成效發現，選修服務學習課程學生其學習

成效平均得分高於共同必修課程者（大一學生）。綜合上述，大學生參與

不同的服務學習類型及其成效之相關研究，皆普遍呈現出社團服務學習的

成效優於融入學術必選修之課程，以及校訂共同必修課程。然此等研究係

以單一學校或一個區域為探討對象，研究結果在推論上受到較大的限制，

因此本研究擴大研究對象及範圍，針對學生參與社團服務學習、融入專業

或通識課程、校訂共同必修等三種服務學習類型，探究其在動機、反思與

領導能力上的感受情形。

二、服務學習參與動機

「動機」一直是研究組織行為者所重視的議題，其意義相當複雜，

學者對它的定義超過 140 種（Landy & Becker, 1987）。依此觀點說明，動

機本身不僅是指一個靜態的心理建構，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張春興

（2002）指出，動機是引導、維持學生學習活動的一種內在歷程，是促

成學生學習成就的主要原因。因此，透過了解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動機

是很重要的。劉翠芬（2005）表示，必須了解青年學子從事服務學習的

動機，並對其動機有所回饋，進而在其服務的過程中滿足其需求，若能

使青少年的服務行為得到增強，就可能促使其願意繼續參與付出。

Deci 和 Ryan（1985）曾提出自我決定理論，認為自我決定程度的不

同，動機亦會有別，其將動機區分為內在動機、外在動機與無動機等三種，

此論所提及的動機具有多向度的特性，亦即依據自我決定程度的高低來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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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不同的動機型態。此外，吳建明（2008）根據 Slocum 的研究，將志願

服務者的參與動機分為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其中內在動機係指個人行動

的趨力是來自對事物本身的興趣、喜好或好奇心，而外在動機所指的是行

動的趨力來自於工作本身以外的目標。比較兩者，由於內在動機是發自個

人內心，其行動的動力較不會受外在因素的波動而產生影響，因此不會受

外在因素的有無，而影響其參與服務的動機。另外，陳幸梅（2005）參閱

相關文獻後歸納成人參與服務學習之動機類型，可區分為個人因素、助人

因素、服務社會以及環境因素等四種：1. 個人因素：主要涵義是「利己」；

2. 助人因素：主要涵義是「利他」；3. 服務社會：主要涵義是「多認識社

會」及「對社會的責任感」；4. 環境因素：主要涵義是「受生活環境及社

會情境因素所影響」。其進一步指出，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包含許多不同

的動機，可分為自願參與及非自願參與。由於服務學習課程之中，校內必

選修類型大多屬於非自願性的型態，由於有些服務學習是政府或學校規定

必須完成的、有規定時數的，導致青年學子在非自願或勉強的情況下完成

了服務時數之後，有些就不再參與志願服務。據此，青年學子在服務過程

中所給予的服務也許會因其非自願的心理有所影響，除了可能影響到被服

務者外，非自願者在參與服務學習的過程中所能學到的能力與成長和自願

服務者相比也可能有程度上的差異。

綜上所述，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可能因為實施類型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動機，這可能是受到自願或非自願的影響，其參與動機之程度高低

而有所落差，但不可否認的，藉由服務學習過程中所獲得的成長來增強

其內在動機，進而維持其參與服務學習與成長的動力。

三、反思功能的重要性

反思是反省和思考的簡化，是學生以積極持續及關懷的態度去思考

及發表服務後的感想。Wade（1997）認為，透過反思會促使學習不斷的

循環運作，經驗性的學習和提供反思經驗的機會，將更有效的讓學生獲

得學習。Baldwin、Buchanan 與 Rudisill（2007）認為服務學習要有效益，

其中的經驗必須是有意義、有結果的。Kolb（1984）曾提出經驗學習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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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認為人們在經具體經驗的接觸後，需透過反思去觀察、體會自己的

經驗，再由反思中悟出新的原理、觀念，之後再應用新的觀念於新的具

體經驗中，可見實際的經驗不一定能帶來學習與領悟，必須透過反思才

能產生學習。綜合學者的論點，反思是需要透過實務經驗學習的，而個

體經由經驗而發現問題後，再經由反思的過程尋求可能解決方法，所以

藉由反思才能產生學習，經驗並不一定帶來學習與領悟。

黃玉等人（2008）指出，反思是服務學習的關鍵角色，可以將學生

的服務經驗與課業學習互相連結。因此，為造就有效的服務學習，反思

進行必須包含五項特性：1. 連接：連接學校與社區、經驗與應用、情感

與思想、現在與未來；2. 脈絡：整合課堂所學於真實情境中問題解決；

3. 挑戰：提供新舊經驗與觀點的衝擊，將困惑轉為成長動力；4. 持續：

有計畫的反覆進行；5. 督導：督導老師敏於覺察學生服務經驗和互動機

會，不僅提供挑戰，也給予平衡挑戰的支持。反思的時機可以是在行動

前的準備、行動中的反思以及行動後的反思等。

至於服務學習的反思活動方式可分為書寫、演說、多媒體及活動四

大類：演說可以是口頭發表、故事分享或團體討論，透過口頭報告可以

更深層的瞭解個人的領悟;書寫可以是日誌、訂主題及建立檔案，透過書

寫形式的反思可以練習寫作技巧並組織自己的思考; 多媒體可以是照

片、影片或藝術作品呈現，透過多媒體可以創造出情感及視覺的表達;活

動可以是角色扮演、人物訪談等，透過活動可使經驗更具意義。

綜上，反思在服務學習過程中確實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缺少反思，

往往會不清楚在結束服務後學到了什麼，而導致學習經驗是片段的，沒

有統整性，學生的服務就喪失了意義（洪靖雅，2008；陳倩玉，2005）。

因此，帶有反思活動的服務學習，才能真正成為有效的服務學習。

四、領導能力

（一）領導能力的意涵

關於領導能力的定義，國內外學者各有不同的看法與見解，單就領

導一詞而言，領導係團體中的領袖對團體內成員在行為上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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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支配控制的過程（張春興，2002）。林一真、劉兆明與林邦傑（1984）

指出，領導的特質通常包括能力、人際技巧及人格特質等三方面：1. 能

力，包括分析的能力、組織與計畫的能力、溝通能力、決策能力、問題

解決與創造力等；2. 人際技巧，包括人際敏感度、親和力、說服人、對

社會情境的知覺、與權威人物的關係；3. 人格特質，包括自信心、挫折

容忍度、主動性、堅持力、責任心、值得信賴等。Northouse（2007）認

為，領導是個人引導團體中的每一分子去實踐共同目標的一種過程。

Robbins（2007）視領導為一種影響團體達到目標的能力，這種能力可能

是來自於領導者的職位，也可能係自然產生的。

至於領導能力，Morrison、Rha 與 Helfman（2003）指出，傳統領導

能力的本質首先是要能有了解領導概念與理論的能力，並能將其應用在真

實的方案情境中。領導能力為引導個體或團體做出一般的決定或是行動，

並有使用團體技巧且在困難的情境中談判協商的能力。其特質包含了自

信、責任感、合作、有主導的傾向，並能很快速且容易的適應新的情境

(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1990)。Reinertsen、Pugh 與 Bisognano

（2005）更具體的指出，領導能力應該包含計畫未來、確定目標、溝通、

規畫的執行等這些元素。另外，鄭聖敏、王振德（2008）綜合學者的主張

整理出三個面向：1.個人特質，包括自信心、自主性、驅動力、工作態度、

個人特質、個人品德、感情成熟等，這些特質將會影響個人的處事以及思

考的模式；2.以人際關係為導向的能力，包括人際關係處理能力、溝通技

巧、榜樣、知人能力、引發他人動機或行動的能力等有助於個人與團體正

向互動，建立團隊氣氛的能力；3.以任務目標為導向的能力，包括認知處

理能力、業務處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概念性能力、目標績效能力與行

政能力等有助於解決團隊問題並達成團隊目標與願景的能力。

綜上，領導能力之定義眾說紛紜，但多數學者認為其是帶領別人完

成工作，組織並達成團體之共同目標，做決定且監督執行，且促進成員

間溝通、互助與合作的能力。而其面向，主要為良好的溝通技巧與人際

關係、規劃組織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有自信以及具備責任感。本

研究依上述概念，認為不論大學生參與何種類型的服務學習，在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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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經由學習及培訓時，可能發展及得到人際關係、組織能力及責

任感等三個面向的領導能力。

（二）服務學習與領導能力之相關研究

研究大學生發展理論學者們認為，協助大學生獲得領導能力的方式

不少，其中促使其公民參與是為重要的做法 (Komives, Lucas &

McMahon, 2007；Pascarella & Terenzini, 2005)。由於學生可藉由投入服務

學習必然與社區有所接觸，對於涵養學生的公民意識將有所助益，也將

能幫助學生增進領導技能。Jacoby（1996）認為在服務學習中，含有「互

惠」之特質，所以能創造個體間相互的尊重與責任，透過學習，參與者

就有機會提升對人的「尊重」與「責任」這兩種能力。Carver（1997）

指出服務學習能發展學生的領導能力、溝通與組織技巧。而經由服務學

習所學習到的這些能力，有許多也正好是提升領導能力所必需的。

在參與服務學習的過程中，服務者與被服務者雙方的接觸、溝通，

有助於提升人際發展、領導技能，同時建立服務團隊的合作能力（Eyler &

Giles, 1999）。根據 Marais、Yang 與 Farzanehkia（2000）的觀點，在服

務學習的過程中，透過成人和青少年共同合作所發展出來的領導能力，

將會令人印象深刻且成功的學習成果。Chisholm（2004）表示，服務學

習能夠使學生學習如何和社區合作，進而培養學生的領導能力。在此過

程中，學生將體認到：高效能的領導，且要能鼓勵他人參與、甚至是能

激勵出他人的領導才能。Steffes（2004）指出服務學習帶給參與者許多

的效益，除了能提高公民責任、促進個人成長、發展有力的問題解決與

分析能力、增進社會發展技能以外，還能改善人際關係，增進領導技能。

另外，Preiser-Houy 與 Navarrete（2006）探討服務學習結合資訊課程對

學生的影響，其研究結果學生獲得的學習成果包含個人成長、人際關係，

以及專業學習三大部分。其中「人際學習」指的是「領導能力」、「溝通

與合作能力」兩部分（引自吳肇銘，2009）

在相關實證研究方面，Vogelgesang 與 Astin（2000）比較服務學習

與社區服務對大學生的成效研究結果指出，在領導與人際方面，參與服務

學習比社區服務者在領導能力上的增進及活動領導投入程度上皆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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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徐明（2006）的研究呈現出不同類型的服務學習方案，都可能發揮不

同的教學功能，然而相較結果，透過專業課程結合服務學習具有長期投入

及進行結構化反思活動的充份空間，故在學習成果（人際領導、合作能力、

溝通技巧）上優於其他類型的服務學習方案。彭佳琪（2008）以淡江大學

為例進行的實證研究，參與不同類型的服務學習課程學生，以結合專業的

服務學習課程，其學習成效相較校園打掃、社區服務等活動更為顯著。鄭

怡婷（2008）針對中原大學學生參與不同服務學類型對領導技能的影響，

結果顯示不同服務學習類型之參與者其領導能力之表現存有顯著差異。此

外，何政光（2009）研究某專校參與服務學習課程學生之反思成效對就業

力之影響，結果顯示相關課程透過反思活動(有無服務週誌)對學生之自我

管理能力、自我學習能力及其就業能力皆具有顯著性影響，唯對團隊合作

及領導能力則不具影響。而王薇雅（2009）研究南部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

成效結果發現，有進行課程或活動反思之學生，其自我管理與學習（含領

導技能）、自我效能及整體學習成效皆比沒有進行反思的參與者其成效更

為明顯。同時，透過參與行為層面對整體學習成效獲得較高的影響力。

綜上，參與服務學習能帶給參與者學習很多種能力，而且在參與服

務學習的過程中，透過反思將能增進其領導能力。至於服務學習參與動

機、反思與領導能力三者是否具有相關，儘管過去並沒有直接相關的實

證研究證實，但由組織行為的相關研究發現，領導能力與組織成員的特

性具有正向關係，而成員特性包含人格、態度、動機、價值觀、反思能

力等（Dubrin, 2007；Hoy & Miskel, 2005）。根據上述，本研究推論大學

生參與服務學習的動機愈強，反思成效亦會愈佳，而反思成效愈佳，領

導能力亦會愈高。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 1：不同類型的服務學習者其參與動機與領導能力、參與動機

與反思、反思與領導能力之間具有顯著相關。

服務學習是一個「服務」與「學習」兼具的過程，透過反思而能在服

務中學習且成長，是服務學習中主要的精神和最終所想要達成的目的。經

由參與服務學習可以學習到許多不同的能力。因此反思是服務與學習重要

的銜接橋段，反思有可能會引發本身思考為何參與服務學習，又會帶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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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影響，與本研究所要探究的目的息息相關。進一步言之，大學生參與服

務學習的動機是否會因反思的中介而影響領導能力，此以往的相關實證研

究尚付之闕如，本研究乃根據服務學習有關理論與觀點，推測反思的作用

對參與動機與領導能力具有中介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 2：不同服務學習類型其參與動機會透過反思的中介進而影響

領導能力。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參與服務學習相關課程或活動之學生，採取分層抽樣方

式進行。樣本來源為中區及南區二個區域，區分為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

根據大學類型之不同，再細分為國立與私立。依此分層結果，抽出中區國

立一般大學有彰化師範大學等 3 所、私立一般大學有逢甲大學等 3 所、私

立科技大學有朝陽科技大學等 3 所；南區國立一般大學有成功大學等 4

所、私立一般大學有高雄醫學大學等 3 所、國立科技大學有屏東科技大學

等 4 所，以及私立科技大學有崑山科技大學等 4 所，總計 24 所學校。

本研究問卷測試採用預試及正式兩種進行，預測抽選臺南應用科技

大學與成功大學等二校學生進行測試（已確認該課程進度業已完成反思

活動與成果分享），共發出 120 份，有效問卷為 104 份。預測之問卷經分

析後，所有題目皆具有良好的鑑別度。正式測試，研究者經由各校服務

學習負責單位的同意，先以電話聯繋或信函方方式聯絡各校授課之師

長，在說明研究目的並徵求合作意願後，以郵寄方式請其協助施測。問

卷發出 960 份，回收 824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795 份（83%）。樣本特徵

如下，學校學制：1. 一般大學 363 人（45.7%）、技職校院 432 人（54.3%）；

2. 性別：男性為 363 人（45.7%）、女性為 432 人（54.3%）；3. 就讀年級：

大一為 159 人（20%）、大二為 280 人（35.2%）、大三為 235 人（29.6%）、

大四(含以上)為 121 人（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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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一) 服務學習參與動機

由於國內外對於服務學習類型的劃分方式並不一致（林勝義，2001；

教育部，2008；Fertman et al., 1996），同時亦考量國內實際執行服務學習的

現況，因此本研究將服務學習類型分為「學校社團活動型」、「校訂共同必

修課程型」及「融入通識或專業課程型（含必修與選修）等三種，而不同

的服務學習類型，其參與動機亦可能不同，因此為了一窺服務學習類型其

參與動機迥異的全貌，本研究針對服務學習各類型，皆設置參與動機量表。

本研究量表題目係依服務學習的理論，以及參考相關文獻，自編服務學習

參與動機量表 5 題，題目如對參與此類型課程或活動有高度興趣、高參與

度、參與積極、參與心情及服務他人等。計分方式係以測量受試者在各類

型服務學習中的參與動機程度。反應項目採 4 點量表，由受試者根據題目

所陳述的內容，依其符合之程度圈選「非常不符合（0~25%）」、「不符合

（25~50%）」、「符合（50~75%）」或「非常符合（75~100%）」，其得分依

序為 1 分、2 分、3 分及 4 分。所得總分愈高者，表示其參與動機愈高。

（二）服務學習反思量表

本量表係參考服務學習與反思相關文獻（黃玉等人，2008；楊昌裕，

2002；Eyler & Giles, 1999; Fertman et al., 1996; Jacoby, 1996; Rhoads &

Howard, 1998）等編製根基，透過服務學習的實施歷程，覺察、分享與

反省自我，故以內容效度為設立準繩，並由專家效度檢驗，自編「反思

量表」。包含服務學習前、中及後期的反思歷程，題目如針對服務相關議

題作小組討論、服務經驗分享、撰寫服務日誌、成果發展---等 10 題。在

計分方式上，測量受試者參與服務學習之反思程度。根據題目所陳述的

內容，依受試者符合之程度圈選「從不（0~25%）」、「很少（25~50%）」、

「有時（50~75%）」或「常常（75~100%）」，其得分依序為 1 分、2 分、

3 分及 4 分。得分越高者，即表示反思程度較高。

（三）服務學習領導能力量表

本研究以「領導能力」為依變項，包含「人際關係」、「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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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責任感」三個分層面，其中「人際關係」分量表係參考蔡明穎（2000）

之團隊領導者核心才能評鑑量表、陳雅新（2003）之國民小學校長領導

能力量表及徐彩淑（2004）參考王勝賢（1984）「人際關係問卷」所編製

的臺北縣國中生社團參與態度、社團凝聚力與人際關係調查問卷，其信

度分別為 .918、.930 及 .882；「組織能力」分量表係參考廖家慶（1995）

之企業策略配適問卷，信度為 .7；「責任感」分量表係參考陳如昱（2003）

之責任感量表，其信度 .874。

本研究根據上述資料加以修改及整理，作為本研究之測量工具。量表

內容，共 22 題：1. 人際關係題目共 9 題，內容如能與他人互動良好、能

與老師及同儕溝通等；2. 組織能力：題目共 7 題，內容如能有效地連結

相關活動、對團體成員的工作或責任充分瞭解等；3. 責任感：題目共 6

題，內容如能積極認真做事等。在計分方式上，係用以測量受試的領導能

力程度。反應項目採 4 點量表，由受試者根據題目所陳述的內容，量尺標

明為 0%~25%「非常不符合」表示 1 分、26%~50%「不符合」表示 2 分、

51%~75%「符合」表示 3 分、76%~100%「非常符合」表示 4 分，由受試

者勾選與自身實際情況最符合之選項，得分越高，代表其領導能力越好。

三、信度與效度分析

首先，進行因素分析採主軸法抽取因素，並以最小斜交法進行斜交

轉軸，因素值須大於 .4，其次進行信度分析。首先，服務學習參與動機

量表，共同性介於 .932 至 .957 之間，此量表 5 個題目經轉軸後之因素

負荷量絕對值介於 .966 至 .978 之間，保留所有題目，三個參與動機類

型之信度介於 .888 至 .915 間。其次，服務學習反思量表：因素分析結

果，反思量表與原結構相符。此量表 10 個題目經轉軸後之因素負荷量絕

對值介於 .609 至 .786 之間，共同性介於 .417 至 .618 之間，可解釋全

量表之總變異量 54.75%，整體量表信度為 .905，信度相當高。最後，領

導能力量表：因素分析結果抽取出三個因素，分別為人際關係、組織能

力及責任感。由於其中有三題因素負荷量過低，以及未落在原因素之內

將之刪除。本量表 14 個題目轉軸後之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介於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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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79 之間。三個因素可解釋全量表之總變異量 50.98%。此外，在信

度分析方面，人際關係、組織能力及責任感之信度分別為 .880、.886

及 .831，整體量表信度為 .934，信度極為良好。

肆、結果與討論

一、現況分析

大學生對不同服務學習類型的參與動機、反思與領導能力之現況如

表 1 所示。首先，在各類型服務學習的參與動機上，主要探討三個類型

及其參與動機，分別為參與學校社團活動、校訂共同必修課程及融入通

識或專業課程，學生在填答時，可以依個人之服務學習類型進行複選，

亦即學生最少可能參加一種類型之服務學習，最多三種。所得結果，大

學生參與社團服務學習類型者有 547 人（68.8%），比率最高，其次為參

與校訂共同必修課程類型者 460 人（57.9%），參與通識或專業課程類型

者為 323 人（40.6%）。顯示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途徑，本研究抽樣結

果係以參加社團活動的服務學習者最多，其次為校訂共同必修課程者，

而參與融入通識或專業課程者為最少。

就變項平均得分情形而言，以「學校社團參與動機」平均得分最高

（M=3.35，SD=.45），其次為「通識或專業課程參與動機」（M=3.07，

SD=.58），最低為「校訂共同必修參與動機」（M=2.95，SD=.60）。顯示，

大學生自由選擇參與社團及屬於融入學術課程類型的服務學習，其參與

動機平均得分較高，而校內共同必修類型，由於此種服務學習概念含有

強迫服務性質，學生參與動機相較之下會略低，但總結來看，平均得分

均高於中位數。進一步比較離散情形，學校社團、校訂共同必修及融入

通識與專業，三種參與動機之偏態及峰度係數皆低於 10，符合常態分配

之假定（Kline, 2005）。

其次，服務學習反思成效，三種受試者的反應，參與社團服務學習

類型者其「反思」平均得分最高（M=3.11，SD=.54），其次為參與融入

通識或專業課程服務學習類型者「反思」（M=3.08，SD=.58），最低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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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訂共同必修課程服務學習類型者「反思」（M=3.04，SD=.58）。由此

看出，在服務學習的過程中，不同的服務學習類型三者之平均分數皆高

於中位數。而進一步比較其離散情形，三種不同的服務學習類型在「反

思」量表的偏態及峰度係數皆低於 10，符合常態分配之假定。

最後，在領導能力的表現方面，三種不同服務學習類型所得的反應，

以學校社團服務學習類型參與者之「領導能力」最高（M=3.22，SD=.39），

其次為融入通識或專業課程服務學習類型參與者（M=3.19，SD=.40），

最低為校訂共同必修課程服務學習類型參與者（M=3.17，SD=.39）。而

進一步比較離散情形而言，三個不同服務學習類型在「領導能力」之量

表其偏態及峰度係數低於 10 也都符合常態分配之假定。

表 1 各研究層面得分之描述性統計分析（N=795）
項 目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係數 峰度係數

1. 學校社團類型(547 人，68.8%)

參與動機 3.35 .45 -.61 1.96

反思元素 3.11 .54 -.89 1.83

領導能力 3.22 .37 -.02 .32

2. 校訂共同必修類型(460 人，57.9%)，

參與動機 2.95 .60 -.59 1.07

反思元素 3.04 .58 -.78 1.06

領導能力 3.17 .39 -.05 .44

3. 專業或通識課程類型(323 人，40.6%)

參與動機 3.07 .58 -.47 .73

反思元素 3.08 .58 -.88 1.41

領導能力 3.19 .40 -.11 .52

註：本研究受測者可複選其參加的服務學習類型

綜合討論：上述結果，大學生參與不同服務學習類型課程或活動，不

論其動機、反思或領導能力，皆呈現參與社團服務學習活動者得分最高，

其次為參與融入通識或專業課程者，最低則為參與校訂共同必修課程者，

三者雖平均得分有高低之分，但平均分數也都在中高程度，即大學生對服

務學習的參與動機、反思及領導能力的感受，反應大致良好。分析原因，

研究者認為依據目前服務學習運作現況來看，學生社團所計畫與安排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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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學習活動，一般都採團隊模式參與社區各項服務工作，其在服務過程

中，參與者的自我決定性（自主性）較高，參與動機亦會較強，且成員彼

此之間互動性亦會較佳，並能以共同合作方式來完成組織任務，因而得到

的效果較佳；其次是融入專業或通識服務學習課程，因其規劃與設計的服

務模式可能較為多樣化，亦即有的課程利用個人服務方式進行，有的則規

劃團體方式進行服務，但此仍受到課程的規範與要求所影響，故所得到的

服務效果通常會不如學生社團服務的成效。最後，在校訂共同必修課程方

面（勞作教育），此種型態主要為個人負責校園清潔打掃工作，其服務方

式與內容與前述兩種類型並不相同，學生知覺的服務學習功能感受較不明

顯，在學習效果上普遍不如前述兩者的成果。綜合本研究結果發現與 Deci

和 Ryan（1985）的自我決定理論所述及的概念互通，再以實證結果來看，

也與彭佳琪（2009）、王薇雅（2009）及楊舒婷（2010）的研究相符。因

此，本研究結果更加證實大學生自願參與的服務學習活動（社團類型），

相較參加具規範性的融入必選修課程之服務學習者（課程類型）、校訂共

同必修的感受程度反應會較佳，這值得各大學推動服務學習的相關單位予

以重視與關注。

二、相關分析

為了解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動機、反思與領導能力三者之間的相關情

形，本研究針對不同服務學習類型參與者動機、反思與領導能力進行相

關分析，所得結果如表 2 所示。

就社團服務學習而言，參與動機與反思因素具有顯著正相關（r =.454,

p <.001）、參與動機與領導能力間具有顯著正相關（r =.351, p <.001），以

及反思與領導能力間具有顯著正相關（r =.463, p <.001）。由以上研究結

果得知，三個變項之間皆呈現顯著相關，而反思因素與領導能力之間相

關程度最高。就校訂共同必修課程而言，其參與動機與反思間具有顯著

正相關（r =.418, p<.001）、參與動機與領導能力間具有顯著正相關（r

=.298, p <.001），反思與領導能力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r =.493, p

<.001）。由以上研究結果得知，三個變項彼此之間都呈現出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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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反思因素與領導能力之間的相關程度最高。就融入通識或專業課程

而言，其參與動機與反思因素間具有顯著正相關（r =.481, p <.001）、參

與動機與領導能力間具有顯著正相關（r =.413, p <.001），而反思因素與

領導能力間之關係具有顯著正相關（r =.550, p <.001）。由以上研究結果

得知，三個變項之間皆呈現出顯著正相關，其中反思因素與領導能力之

間相關程度最高。

綜合討論：大學生參與不同的服務學習類型，參與動機、反思因素與

領導能力三者彼此之間皆呈現顯著正相關。代表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動

機愈正向，則其反思成效會愈高，領導能力亦會愈高，同時參與服務學習

反思成效高，領導能力亦會愈高，特別是反思因素與領導能力的相關度較

強，代表參與者的反思作用愈高，所帶動的領導能力會愈高，此說明了反

思促進學習與成長，可以學習較佳的領導能力。其中以參與專業或通識課

程各層面之間呈現中度相關（邱皓政，2007），較其他類型強，這對學術

課程結合服務學習提供一個重要的訊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參與校訂

共同必修之服務學習，動機與領導能力之間呈現低相關，大致符合此類型

的特質，而參與動機與反思、反思與領導能力之間具有顯著的中度相關，

究其因可能是目前不少學校所推行的共同必俢課程，並非完全是傳統的勞

作教育（以校園整潔工作為主），而是有的將服務範圍及方式改變，並與

社區機構合作進行相關服務，本研究抽樣學校中有幾所的服務方式、內容

及規模即是符合此種做法，因而改變原有的行為動機。

總體而言，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動機越強烈，表示其在服務過程中

較願意面對問題，與他人互動，同時對團體更具認同，並能盡本份完成任

務，進而增進其領導能力。因此大學生參與學校社團活動、校訂共同必修

及融入專業或通識服務學習課程之動機越高，愈能促發領導能力的提升。

進一步印證本研究結果，發現與王薇雅（2009）研究南部大學生參與不同

服務學習的行為態度與學習成效具有顯著正相關一致。亦即大學生參與不

同類型的服務學習，其參與動機與反思因素、反思因素與領導能力、參與

動機與領導能力之間的關係具有正相關，本研究假設 1 可以獲得支持。因

此，本研究所得成果除可補強文獻的不足之處，對於高等教育實踐服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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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及未來研究具有參考價值。無論如何，我國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研究

尚處於起步階段，以上的研究發現與初步結論，尚需要有更多的實徵研究

再加以驗證。

表 2 各研究變項間之相關係數矩陣

變 項 1 2. 3.

1.參與動機 1

2.反思因素 .454*** 1
學校

社團活動
3.領導能力 .351*** .463*** 1

1.參與動機 1

2.反思因素 .418*** 1
校訂

共同必修
3.領導能力 .298*** .493*** 1

1.參與動機 1

2.反思因素 .481*** 1
專業或通識

課程
3.領導能力 .413*** .550*** 1

***表示 p<.001

三、服務學習反思之中介作用

探討服務學習反思因素對參與動機及領導能力的中介作用，本研究

在未進行中介檢定前，以迴歸分析法了解參與動機對領導能力的影響效

果，同時分析參與動機對反思因素及反思因素對領導能力的影響。研究

結果顯示，學校社團活動、校訂共同必修及融入通識或專業結合服務學

習課程之 B 值（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及其標準誤分別為 .356（.03）、.193

（.03）及 .262（.04），三種服務學習類型參與動機對領導能力的影響都

有顯著效果（p <.001）。而反思因素對參與動機及領導能力的中介影響

力，本研究利用 Sobel 檢定法進行檢測，其架構如圖 1 所示，Sobel 檢測

係以迴歸未標準化之Β值以及標準誤（S.E.）計算而得。檢定結果如表 3

所示，在社團服務學習者方面，參與動機對反思因素的影響（B=.42,

S.E=.04），反思因素對領導能力的影響（B=.32, S.E=.02），Sobel 檢測值

(Z)為 8.79（p <.001），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其次，在校訂共同必修服

務學習者方面，參與動機對反思因素的影響（B=.41, S.E=.04），反思對

領導能力的影響（B=.33, S.E=.02），Sobel 檢測值(Z)為 8.71（p <.001），



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動機、反思與領導能力之關聯性

163

同樣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在融入通識或專業課程方面，參與動機對反

思的影響效果（B=.49, S.E=.05），再者反思因素對領導能力的影響效果

（B=.38, S.E=.03），Sobel 檢測值(Z)為 7.75（p<.001），具有顯著的中介

效果。此外，為了更清楚明白反思的中介效果，本研究也利用複迴歸分

析同樣發現，反思因素的加入，原參與動機對領導能力的直接影響效果

值也因而下降，亦即在社團服務學習方面，標準化係數 β值由 .35 降

至 .21；在校訂共同必修方面，標準化係數β值由 .29 降至 .11；在融入

通識或專業課程方面，標準化係數 β值由 .38 降至 .14，而三個類型之

VIF 值介於 1.14-1.21 之間皆小於 10，表示本研究變項之間不具有共線性

問題（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

根據上述討論，不同的服務學習類型反思功能對參與動機及領導能

力都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也就是說大學生參與學校社團活動、校訂共

同必修及融入通識或專業等不同的服務學習課程類型，反思因素扮演重

要的中介角色，也就是反思降低了參與動機對領導能力的影響力。此結

果符合 Wade（1997）的觀點，反思深化學習的效益，以及 McCarthy（2003）

所提出服務學習包含經驗、反思與知識等三個基上要素，三者之間彼此

都有關聯，而且透過三者的相輔相成，得以使學生個人的知識、經驗有

轉化的機會，並將理論與實務結合，發揮個人所學。整體言之，本研究

與前述學者們的論點（Chisholm, 2004; Eyler, 2002; Marais, Yang, &

Farzanehkia, 2000;），反思對於增進服務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具有正向作用

的論述是相符的，同時亦呼應陳盈方（2007）的研究結果，服務學習反

思對領導能力有顯著的影響效果。另外，由其他類似的相關研究來看，

王薇雅（2009）研究服務學習參與者的態度會透過阻礙因素影響學習成

效的結果相符，但與何政光（2009）的研究並不完全一致，唯該研究在

實證方面的研究雖是如此，後來再利用質性分析探究其中之問題所在，

發現反思因素對服務學習成效的影響，有進行服務學習團體討論者明顯

比沒有者其團隊合作及領導能力表現會更佳，此一結果確實更強化了反

思對學生的學習與成長的中介功能。總結本實證研究結果，參與動機對

於領導能力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但透過反思的中介力，其影響程度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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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能力發揮更強的效果，可見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反思的力量確實

對增進領導能力的成效具有顯著性，因此假設 2 可以獲得支持。

圖1 服務學習反思之中介效果Sobel檢測圖

表 3 服務學習反思因素之中介效果檢測
學校社團
服務學習

共同必修
服務學習

通識或專業
服務學習項目

A B A B A B

未標準化
迴歸值(B)

.42 .32 .41 .33 .49 .38

標準誤(S.E.) .02 .04 .04 .02 .05 .03

檢測值(Z) 8.79*** 8.71*** 7.75***

p 值 p <.001 p <.001 p <.001

註:1.A 代表參與動機對反思因素的影響；B 代表反思因素對領導能力的影響
2.***p <.001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以中南部大學校院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目的係透過文獻探

討，瞭解大學生投入不同服務學習類型之參與動機、反思因素與領導能力之

現況及其相關性，並探究反思是否具有中介功能。針對本實證研究結果歸納

出以下結論及提出建議供未來研究及各界參考。

反思
(中介變項)

參與動機
(自變項)

領導能力
(依變項)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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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結論

（一）參與動機、反思因素與領導能力之現況情形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大學生參與不同服務學習類型，不論是學校

社團服務學習、校訂共同必修服務學習課程，以及融入通識或專業課服

務學習課程等，其參與動機、反思因素及領導能力，三者的平均得分高

低依序為參與社團服務學習、融入通識或專業課程、校訂共同必修課程，

三者平均分數都高於中位數。整體而言，本研究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

成效大致良好。

（二）參與動機、反思因素與領導能力間之相關性

由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不論學校社團、校訂共同必修、融入通識

或專業課程，其參與動機、反思因素、領導能力三者之間皆具有顯著正

相關，代表大學生參與學校社團活動、校訂共同必修、融入通識或專業

之服務學習動機越高，其領導能力會越好。另外，從相關係數亦顯示，

反思因素對領導能力的相關程度為最高。

（三）反思因素對參與動機與領導能力的中介影響

由本研究結果得知，不論學生參與學校社團服務學習、校訂共同必

修課程、融入通識或專業課程者，三種服務學習類型其反思因素對參與

動機與領導能力的中介作用皆具有顯著的效果。換言之，不同的服務學

習類型，其參與動機會透過反思因素進一步影響領導能力的表現，反思

因素在此模型的中介角色具重要性。

二、研究建議

（一）加強反思活動分享，促發服務學習者學習成長

本研究發現不論是學校社團活動、校訂共同必修課程、融入通識或

專業課程之服務學習者，若能有效運用反思活動，將能進一步影響領導

能力的表現，顯示反思角色在服務學習中的重要功能。因此對推動服務

學習教育者而言，如何啟發並落實大學生反思活動之進行，進而提升學

生的領導能力。根據楊昌裕（2002）的觀點，反思活動包含結構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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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結構化反思，對於投入服務學習較淺的人而言，結構化的反思規劃

較能引導學生反思的焦點與方向，故各大專校院應落實將反思活動納入

服務學習活動或課程之中，此作用除了正式之反思時間外，亦可激發學

生進行非正式之反思。如學生與教師或機構督導共同進行、研究報告、

服務過後之心得回饋、小組討論，或是透過慶祝活動的方式與社區、同

儕分享參與服務之經驗，多元化反思對學習成效皆有較佳的成效。

（二）服務學習方案可朝多元化設計發展

由本研究結果發現，不論學生投入何種服務學習類型，其參與動機、

反思因素與領導能力的成效都具有中上的強度，顯示一個有效的服務學

習方案或課程，應朝更多元化之特質加以設計，包含機構安排、服務方

式、服務時間、與服務完成等（黃玉，2002）。因此建議學校應多鼓勵社

團從事服務學習活動，加強服務學習理念的落實，並且豐富有關課程的

設計，如通識課程、專業課程、勞作教育課程、志願服務等。換言之，

應朝多元概念進行，開放不同型態之課程，讓學生多與社區、社會接觸，

特別是在共同必修之勞作教育課程方面，由本研究可看出，學生的反應

結果仍有改善的空間，倘若能將勞作教育之型態強調結合社區服務，對

提升學生之正面感受必有助益。

（三）培養具專業能力的服務學習輔導員

由文獻探討可知，服務學習與一般的服務活動有所不同，因此唯有

真正了解服務學習各項內涵與實施的重要性，才能創造出有效的服務學

習，所以培訓具專業能力的服務學習輔導員是刻不容緩的事。透過具專

業能力的輔導員，可以帶領服務學習參與者共同規劃課程，並能夠確實

納入且實施服務學習的核心元素，不再是假服務學習之名，行一般服務

或勞動服務之實。希望藉由專業人員的輔助，能讓參與者在服務學習的

過程中有不同於以往的深刻學習與收穫。

三、未來研究方向

（一）內容方面

在服務學習的所包含的類別而言，應有更多的類型，而本研究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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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學校社團活動、校訂共同必修、融入通識或專業課程，對其他參與類

型並未加以統合探討（如志願服務等），故建議未來研究可納入較廣泛

之類別加以比較分析，必能獲得更為清楚之結果。

（二）對象方面

受限於時間、人力與財力，僅以中南地區為本研究範圍，而東部地

區與北部地區則有所遺漏，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國內各大專校院學生做

更廣泛且全面性之探討。

（三）方法方面

本研究結果，針對反思的測量僅只在於程度上的高低，無法明確瞭解

大學生是因哪一方面的反思因素影響其領導能力的表現，故期望未來能加

入質性研究，以瞭解反思因素對領導能力影響的情況。

（四）探討其它變項的相關

除了本研究變項外，未來可探討其它變項，如人格特質、社會支持、

自我效能等，進一步建構與反思因素、領導能力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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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of

participating in service-learning among motivation, reflection and

leadership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survey method was adopted

for this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795 students in selected 24

universities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item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s 

correla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obel test for the mediating

variable, etc.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follows: (1)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of participating in service-learning are at a

middle-high level of motivation, reflection and leadership. (2)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of participating in service-learning are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among motivation, reflection and leadership. (3)

Reflection is the important mediating variables between motivation

and leadership toward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ervice-learning. At

last,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vided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for universities and future research as a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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