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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我認同談服務學習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兼論同理心的調節效果 

 
(一) 摘要 
在今日升學導向與職業導向的教育體制下，導致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過度重視成

績、排名與競爭，較缺乏人與人之間的良性的互動，同儕間互助與合作的關係亦

較少受到重視。有鑑於此，志願服務的概念在學校教育中興起，目的於補足學校

正規教育中對於人的關懷與人際互動不足的部份（張雪梅，2003）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四個，首先探討服務學習與人際關係的關連性，其次探討服

務學習對自我認同的影響，第三探討自我認同對服務學習與人際關係的中介效

果，最後是同理心對服務學習與自我認同的調節效果。本研究擬以曾經參與服務

學習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此外，為求研究結論的客觀性及概化性

(generalization)，本研究擬以參與服務學習的大學生及其同學為受測對象，進行

配對樣本資料蒐集，並以階層回歸分析等統計分析方法進行假設驗證。。希望藉

由本研究的深入分析，了解大學之服務學習對大學生人際關係的影響及大學生之

自我認同與同理心對上述關係的中介及調節效果，並針對研究結果提出相關的實

務及學術建議，以供各大學的相關服務學習決策單位參考。 
關鍵字:服務學習、人際關係、同理心、自我認同 
 
(二)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2-1研究動機 
由於現在宅風氣的盛行，大學生通常沉迷於網路，因此減少人際關係上的

互動，以至於人際溝通的訓練相對的不足，雖然大學生相關的課程也增加許多

關於人際關係與溝通的課程，然而，課堂上的傳授對於實際的溝通與人際關係

的培養成效有限，許多學者或研究指出，透過實際與外界的接觸與互動，是不

錯的選擇。基於此，近來年各大學極力推展服務學習活動，期望透過服務學習

活動的參與，大學生可以在課堂外與人實際接觸，以服務學習的宗旨促進並培

養大學生的社會關懷，藉由社會關懷，可以培養大學生的人際關係技能，進而

提升人際關係，然而，這樣的探討雖然在相關的實務單位已有若干的討論與實

施，但截至目前為止，仍缺乏系統性的實務驗證，因此，驗證服務學習跟人際

關係這兩者的關聯性，為本研究的第一個動機。 
其次，服務學習活動如何去影響人際關係的歷程，也是目前較少透過系統

性驗證的議題。本研究認為在服務學習的人際互動過程當中，可以強化大學生

對自我的反省以及強化對他人的敏感度，從社會心理學的觀點可以知道，個體

藉由省思進而與社會產生互動的過程當中，自我認同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其

中自我認同包含了自我評價、自我證實以及自我提升。本研究認為自我認同是

服務學習活動影響其人際關係歷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中介因子，亦即，本研究

認為了解服務學習對大學生自我認同的影響，及自我認同對服務學習與人際闗



 2

係的中介效果是極為重要的議題，同時也是本研究的第二與第三動機。最後在

分析任何行為改變的歷程，若缺乏情境因素的探討則無法完成描述個體行為的

改變，過去研究指出同理心是影響個體行為一個重要的情境變項，因此本研究

擬進一步以同理心做為調節變項探討同理心對服務學習與自我認同的調節效

果，此乃本研究第四個動機。 
2-2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服務學習、自我認同、同理心及

人際關係之間的關聯性，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1. 探討服務學習與人際關係的關連性 
2. 了解服務學習對自我認同的影響 
3. 自我認同對服務學習與人際關係的中介效果 
4. 檢測同理心對服務學習與自我認同的調節效果 
 
(三)文獻回顧與探討 
3-1 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是大學教育的一環，促進全能教育來加強大學生對社會的關懷，服

務學習（Service-Learning）同時具有「服務」與「學習」的概念，且兩者為並重

與共存，反思與互惠的概念亦被視為服務學習的核心要素。在服務與學習中的連

字號「-」意味著「服務」與「學習」密不可分的關係，兩者不再是獨立存在的

意義，服務學習的概念應同時具備學科知識方面的學習與社會服務活動的概念。

此外，「-」連字號也代表服務學習中反思的過程，藉由反思的過程連結服務與

學習的概念，對服務學習的歷程進行反思與回饋(張雪梅，2002；林慧貞，2007；
Jacoby,1996；Eyler & Giles,1999)。Sigmnon（1994）提出現今服務學習的概念落

實於高等教育課程，服務學習模式大致分為四類。第一種是「Service- 
LEARNING」，強調學習為主要目標，服務為其次，學校課程中所安排的專業

實習即如此類型；「SERVICE-learning」服務的目標大於學習的目標；

「Service-Learning」為服務與學習兩者之間並無存有關聯，傳統的志工服務、社

會服務與學校課程中進行的勞作服務或校園服務多第二與第三類型；第四種是

「SERVICE-LEARNING」，服務與學習的目標同等重要，此類服務學習能使服

務與被服務者皆有得到增強的效果(黃玉，2001；周富美，2002)。 
3-2 同理心 

對於同理心最淺顯易懂，一般普通最能理解的意義是將心比心，設身處地；

人同此心，心同此理之意。張春興（民78）則將同理心界定為將個人的情感或態

度投注於工作的一種心理歷程，設身處地以別人的立場去體會當事人心境的心理

歷程。陳瑞成（民 88）則認為同理心是把自己置身於他人的立場，能設身處地

瞭解別人的認知、價值觀、觀念與想法。許永芳(民 90)認為同理心視為一種過

程（process），在這過程中能進入他人知覺的內心世界，能感覺到對方所感受的

意義，甚至是感受到對方所未察覺的經驗。同理心也是人類溝通的一種方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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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傾聽、瞭解及將所瞭解的部份傳給當事人知道，因此在討論同理心時，多以專

注、傾聽及觀察為中心。Mayeroff（1971）也認為同理心是人類接觸的模式之一，

這種模式的本質就是關懷，關懷一個人，必須瞭解他和他的世界，我就好像是他，

我必須用好像是他的眼睛來看他的世界，進入他的世界，從內部去體認他的生

活、目標與方向。陳明珠（民 87）則認為同理心是設身處地進入他人內在主觀

世界，正確地覺知對方的情緒狀態與感受，產生「人同此心，心同此理」的共鳴

性瞭解，並且以適當的方式表達給對方知道的過程。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同理心

就是瞭解別人的經驗、行為與感受，盡其所能從當事人的觀點進入並瞭解對方的

內心世界的歷程。 
3-3 自我認同 

在服務學習的反思中會促使自我認識，而自我認同是一種個人的驅力、信

念、生活經驗等內在自我建構而成的動態組織(Marcia, 1980)，意識到自己有別於

他人的獨特性，並且使社會的期待與自我的認同得以維持的一種「內在凝聚力」

（inner solidarity），也就是感覺到自己的認同對重要他人是具有意義的，並且能

夠符合他人的期望。這種自我的結構發展得愈好，則個人愈能察覺自己的獨特性

以及與他人的共通性，愈瞭解自己的優缺點，而能在世界上開創出自己的道路；

這種結構若發展得不好，則個人愈不清楚自己與他人的異同，而愈需要依靠外在

的評價 (江南發，民80)。Adams(1992)視自我認同為一個內化的控制系統，整合

與區分外在社會的需求與個人內在的需求。O'Brien（1988）認為自我認同是個

體能夠在對自身的意義及對他人意義（社會認可）之間達成協調一致。綜合上述

本研究認為自我認同係指個體對自己有一種清晰明確的自我肯定，並且能夠表達

自身的目標、價值和信念的承諾(Waterman, 1982)。 
3-4 人際關係 

張春興(民91) 指出，人際關係是指人與人交感互動時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亦即，人際關係是指人與人之間的交互關係，而彼此關係的和諧與否，維

繫於個人待人處事的態度與能力。其次，Schutz(1973)也認為人際關係是指兩個

或兩個以上的人，為了某種目的的交互作用，人與人互動之後即會產生人際信任

與吸引，當互動後個體對他人產生的吸引與信任品質越佳，即代表其人際關係越

好。此外，吳淑敏(民75)亦認為人際關係是指少數互有關聯的人，其間交互作用

的狀態或歷程。而朱敬先(民81)則認為人際關係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心理關係及心

理距離， 它反映了個人或團體尋求滿足其社會需求的心理狀態。基於上述，本

研究認為人際關係是指兩個或兩個以上的人為某種目的而產生交互作用的狀態

或歷程， 其中包括依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知覺、評鑑、了解及反應等成分， 亦即

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看法、想法及做法。 
3-5 服務學習與人際關係的關連性 

人際關係產生於人與人之間的交互作用歷程，是ㄧ種社會化歷程，一種影響

力作用，也是ㄧ種行為模式，可以觀察、評量，也可以經由學習、訓練來加以塑

造、強化及改變。經由服務學習不僅可以讓大學生從人際互動的過程中，增加對



 4

人的敏感度與互動技能，進而提昇個人的人際關係品質。蔡順良 (民74)即認為，

透過實際的人際接觸經驗除了能提高個人的人際關係之外，更能提高個人內在心

理的成長，而這些心理經驗會影響個體對於自己以及外在人事物的看法，進而影

響個體相關的回應和表現。此外，Goleman（2006）亦認為，只有理解與應對人

際關係，但未真誠關懷對方，只有關心本身利益或藉此操縱他人，其實不算為一

種社會智能與同理心的表現（閻紀宇譯，民96）。因此，本研究認為服務學習不

僅可以影響到個人的內層，也可藉由服務學習來強化個人的外在互動技巧。亦

即，透過服務學習提升個人的成長學習，它讓大學生親身體驗自己、經驗生命的

意義，將個人內在同理心和熱情延伸出來與其他人群發生關係，進而增進大學生

的人際關係(郝俊芝，民95)。基於上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大學生參與服務學習對其人際關係具有正向影響 
3-6 服務學習對自我認同的影響 

沈 六(民88)指出學生經由服務過程可以體驗到貧窮、健康、社會，同時也

學習到憐憫和公民責任，使學校成為活躍的、刺激的地方，而課程和服務經驗使

學生產生更大的意義和愉悅。徐明與林至善(民 97)指出，服務學習發展模式不

但說明服務學習能使學生由探索階段走向澄清、理解、活化以及內化階段，為學

生帶來心理社會、認知和道德發面的發展。所以透過服務學習的過程中，他們可

以在服務他人時進而一步地去同理，去理解他人的感覺，而且可以內化自己的心

智，使自己的心智更加的成熟、更加的成長，亦即，大學生透過服務學習活動的

參與可以增加自我的價值及自我肯定，並影響對自我的認同度，基於上述，本研

究提出以下假設： 
H2：大學生參與服務學習對其自我認同具有正向影響 
3-7 自我認同對服務學習與人際關係的影響 

人是社會動物，有與他人親近的需求。因此，在人類生活中必定經歷不同的

人際關係，其重要性在於滿足社會性需求、發展自我概念、促進個人成長及自我

了解、使個人身心健康（黃惠惠，1996）。曾華源、曾騰光 (民 92)指出，個體

思考的思考過程受制於經驗或對環境的誤解，將導向以自我中心為其價值觀，因

此，服務學習能夠協助大學生增進自我認同的發展，建立一套對自己各方面的態

度或看法的參考架構，並利用這種架構來行使其行為。 
人際關係不是自我評價的認知，而是由他人「所反應的評價」中成長出來的。

當大學生在發展過程中能和重要他人有正向的人際互動，將使之對自我有正向自

我認同；反之，負向的人際互動會產生負向的自我概念及自尊。從這些觀點可以

看出自我認同不僅對自我有幫助且與社會互動能夠有更良好的溝通方式。個體若

能從服務學習活動得到正向的回饋與支持，則自我的知覺屬於快樂的，自我的認

同價值也會提高，如此，個體便能自在的在人際中坦露自我與人交心，發展良好

的人際關係（嚴增虹，民90）。 
基於上述，本研究認為在進行服務學習的過程中，學生不僅可以學習到思

考、表達、溝通、協商、協同合作、做決定、解決問題的關鍵性社會技巧，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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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課堂中所習得的新技能和知識應用到社區實際生活中，培養對社區人群的關懷

和責任感，同時在服務中發會自己的潛能，進而肯定自己的能力(吳芝儀，民 93)
及提高自我的認同，進而促進大學生的人際關係，基於上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

設： 
H3：自我認同對服務學習與人際關係具有中介效果 
3-8 同理心對服務學習與自我認同的影響 

同理心係為將個體的情感或態度投注於工作的一種心理歷程，設身處地以別

人的立場去體會當事人心境的心理歷程(張春興，民78)，亦即，具備高度同理心

的個體較能嘗試以當事人的觀點去瞭解他人的經驗、行為與感受，亦即能從當事

人的觀點進入並瞭解對方的內心世界的歷程。此外，趙梅如(民95)指出，在大學

時期，個體的思維發展已能有較深且廣的感受經驗，並能設想與體諒他人，且能

瞭解同理心的重要性，故為同理心發展的重要階段。 
如前所述，服務學習是大學教育的一環，目的在於促進全能教育來加強大學

生對社會的關懷，而且，在服務學習的過程中可以促使大學生思考、表達、溝通、

協商、協同合作、做決定、解決問題的關鍵性社會技巧，培養對社區人群的關懷

和責任感，同時在服務中發會自己的潛能，進而提升自我認同。 
綜合上述，具備高度同理心的個體較會嘗試從自我反思的歷程去思考服務學

習的意義及價值，並且能從其中所得到的成就感提高對自我的認同，亦即，高同

理心的人比較善於去觀察去體會他人與自己的處境，所以在從事服務學習的活動

中較容易將服務學習的意義轉換成自我認同，基於上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4：同理心對服務學習與自我認同的關係具有強化的調節效果，亦即，就具備高

同理心的大學生而言，服務學習經驗對其自我認同的影響效果大於低同理心的大

學生。 
 
(四)研究方法及步驟 
4.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以參與服務學習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服務學習與人際關係的

關聯性，為增加樣本的代表性，本研究將以清雲科技大學、銘傳大學、致理技術

學院、龍華科技大學、東吳大學、元智大學、國防大學及明志科技大學等學校不

分系所之一~四年級為研究對象，預計每校發出 80 份問卷。問卷均採自填式量

表，且在正式問卷發放之前，分別將以銘傳大學學生進行問卷預試，每次預試問

卷約為 40 人，且預試對象均不列入正式問卷受訪對象，以確保正式問卷不受污

染及大學生對問卷語詞用字的理解度。 
4.2 研究架構 
經由以上對國內外文獻的探討後，發現服務學習會發揮個人的同理心進而影響自

我認同以促成人際關係的成長，因此本研究整合出一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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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圖 
 
 
4.3 變數衡量與測量工具 
(一)服務學習 
郭芳妙(民 85)指出服務學習是一種經驗教育的模式，強調從做中學，透過有計畫

安排的活動與結構化設計的反思過程，以完成被服務者的目標需求，並促進服務

者的學習與發展。也讓學生在真實的社區生活情境中，應用學校所學的知識與技

能，直接從事服務，透過反省以養成助人的態度及責任，以達到對自己與對社會

的互助。服務學習經驗可以分為深度與廣度，服務學習的深度是指說參與的時間

的長短，而廣度則是指所參與的類型，本研究將採用實地調查受測學生參與服務

學習活動的項目(廣度)及參與的時數(深度)以做為受測者服務學習的程度。 
(二)同理心 

本研究採用翁開誠(民75)重新修訂Davis(1980)的「人際反應量表」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簡稱為IRI）而成的「人際反應量表」，用以測

量助人者在「同情關懷、身心憂急、幻想融入、觀點取替」等四分量表的得分，

量測個體在同理共鳴表現上的感受狀態與覺知狀態。 
本量表作答方式，採用李克特氏五點量表，反應方式為「非常不符合」、「不

符合」、「不一定」、「符合」、「非常符合」。受試者作答時，根據自己真實

的人際相處經驗，以及可能的心情、想法及反應，圈選出與自己狀態最接近的答

案。在計分方面，依上述反應方式，依序給予一至五分，因本量表具有反向題設

計，故相關題項需反向計分。在每個分量表的得分越高，代表受試者在該層面的

程度或反應傾向越高。 
(三)自我認同 
本研究採用邱秀燕(民88)修訂江南發(民80)的「青少年心理社會發展量表」而成

的「自我發展量表」中的「自我認同」分量表來探討研究參與者的自我認同。原

「自我發展量表」包含「自我認同」、「自動自發」、「勤奮努力」、「活潑自

主」等四個向度，而研究者因應研究需要，僅採用「自我認同」此分量表，自我

認同分量表之構念為測量個體能否自我瞭解，能整合不同角色，對未來有肯定的

方向。在此量表上的得分越高，代表個體自我感的明確程度也越高。 

服務學習 自我認同 人際關係 

同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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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認同分量表採Likert-type五點量尺型式，請研究參與者依自己的看法與

感受選取答案，分為「總是如此」、「常常如此」、「有時如此」、「很少如此」、

「從不如此」，正向題依序給予五分、四分、三分、二分及一分；負向題則以反

向計分 
(四)人際關係 

本研究所稱的人際關係是以受試者在楊妙芬、宋秋萍(1995)編製，又經林靜

芬(1995)修訂之「人際關係量表」中所獲得的分數，來作為其人際關係的指標。

分數越高，表示該受試者人際關係越好；分數越低，表示該受試者人際關係越差。

本量表為四點量表。圈選「非常不符合」者得 1 分，圈選「不符合」者得 2 分，

圈選「符合」者得 3 分，圈選「非常符合」者得 4 分。得分越高代表人際關係越

佳。 
 
4.5 統計分析方法 
（一）信度分析 
針對問卷量表內研究變項的構面進行信度分析，以測量各構面內部一致性的情

況。 
（二）因素分析 
針對服務學習、同理心、自我認同與人際關係等研究變項的問卷進行探索性因素

分析，重覆驗證概念的建構效度。 
（三）Pearson 相關分析 
Pearson 相關分析最主要是探討自變項、依變項、中介變項、或相關控制變項彼

此間的關聯性。因此，本研究依序將服務學習、同理心、自我認同及人際關係等

因素置入Pearson 相關分析檢驗模式中，求其彼此的關聯性。 
（四）獨立樣本T 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t test & ANOVA）利用T 檢定及單

因子變異數分析主要是檢驗不同群體間其個人服務學習與人際關係是否會有顯

著的影響。 

（五）階層多元迴歸(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為進一步瞭解服務學習是否會對個人的自我認同和人際關係產生影響、衡量自我

認同對服務學習與人際關係的中介效果及同理心對服務學習與自我認同的調節

效果。本研究以階層多元迴歸，依序分別將控制變項、服務學習、同理心、自我

認同及人際關係置入迴歸模式中，計算該變項對於後果變項的解釋力（R2）及

獨特解釋力（ΔR2），以探討服務學習對人際關係的預測效果。 
 
(五)預期成果: 
服務學習是目前各大專院校極力推廣的課外的學習活動，本研究希望透過這樣的

系統性研究能夠瞭解到服務學習它對於大學生整個行為的影響，特別在人際關係

的拓展方面是否有正面的效益，此外對於大學生在服務學習過程當中自我認同的

中介效果以及同理心的調節效果也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概念之一，因此希望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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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本研究能夠得到以下的成果: 
1 服務學習與人際關係的相關程度 
2 了解服務學習對自我認同是否有正向的影響 
3 自我認同對服務學習與人際關係的中介效果 
4 檢測同理心對服務學習與自我認同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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