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學習之參與與引導 

以「指南服務團-社會服務與學習課程山地服務隊」的運作為例 

Participating and guidelines for Services-learning Course 

： A example in the English learning camp for children in aboriginal 

tribes of Chinan Youth Volunteer Club-social services-lenrning course 
 

壹、引言  

本研究探討服務學習課程，在鼓勵學生參與及引導學生發展志工情操的相

關流程及要素，研究範圍係以政治大學「指南服務團–社會服務與學習課程」

的山地服務隊的長期志工為對象，整理及歸納學生願意長期參與山地服務的主

要因素，以作為精進此門服務學習課程的基礎資料。 
 
一、緣起 

「指南服務團–社會服務與學習課程」自民國 95 學年開始實施，以在偏鄉

地區長期駐點服務，縮小偏鄉學童英語學習差距的城鄉差異為目標，屬於結合

社團運作及服務學習課程的新嘗試。第一學年僅有一支服務隊「雙崎服務隊」，

志工人數在 20 志 25 人之間，於大安溪上游的台中縣和平鄉雙崎部落裡的自由

國民小學進行。96 學年因鄰近的達觀國民小學周校長的提請合作，指南服務學

習課程依照偏鄉需求，再開辦第二支山地服務隊「達觀服務隊」。兩隊均以舉辦

英語營的方式，增加學同學習英語的機會，帶領大學生從事教育志工活動，活

動內容以英語學習、益智性的育樂活動為主，學期中在政大校園進行志工自主

的組織訓練，寒假及暑假期間於合作的部落小學，進行一週的英語營及社區服

務活動。 

 

教師帶領政治大學「指南服務團–社會服務與學習課程」，係以參與式領導

的方式進行，並以指南服務團「以愛心提供服務、以服務傳播愛心」的大學社

會服務性社團宗旨，引導學生志工自主學習，主動策畫英語及育樂活動及建立

團隊凝聚力。隨著服務課程的順利進行，志願留在指南服務團擔任志工幹部的

同學也逐漸增多，在學生轉為熱衷於打工、大學校園社團活動逐漸衰微的時

代，指南服務課程的志工幹部與指導老師，共同以團隊合作、長期定點服務，

組成四支山地服務隊的教育志工，每一學期平均約 120 人共同努力為山區的學

童準備英語學習與育樂活動。以 107 學年第一學期為例，指南服務團服務學習

共計有台中和平區中坑服務隊第 18 期、和平服務隊第 11 期、博愛服務隊第一

期及雲林縣古坑鄉華南服務隊第 16 期。 



 

二、文獻探討  

對於在服務學習過程中，參與志工與指導老師(或帶隊老師)之間，有關服務

計畫擬定、實施及檢討的互動關係。從完全聽從至由青年志工自主參與、決

策及檢討均由志工主導，區分為第一階段至第八階段，第一階段的完全服從

地從事服務，最缺乏培養志工胸懷的效能;相對的，第八階段以志工主動參與

企畫及決策，最能培養青年關心及參與公眾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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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階 青年志工發想與參考輔導意見而決策（Youth initiated shared 

decisions with adults） 

第 7 階 年輕志工發起並實踐 (Youth initiated and directed) [青年志工引導

服務活動，很少請指導老師提供意見] 

第 6 階 指導老師發起、與年輕志工共同實踐 (Adult initiated shared 

decisions with youth) [指導老師發起活動內容、與年志工共同做決策] 

第 5 階 商量及通知 (Consulted and informed) [指導老師引導服務活動，

經常與青年志工商量、且會將決定通知志工] 

第 4 階 指定及通知（Assign but informed） 〔指導老師引導服務活動，

並讓青年志工瞭解服務目的，決策過程中青年有機會提供意見〕 

第 3 階 遵從主義 Tokenism〔指導老師引導服務活動，青年志工僅有最

低限度的商量，或回饋意見的機會〕 

第 2 階  Decoration〔指導老師引導服務活動，青年志工對於如何實施，

毫無參與決策的機會〕 

第 1 階  服從複製（manipulation）〔指導老師引導服務活動，青年志工

並不瞭解服務活動活動目的，便逕依指示行動〕 

 

學者採樣研究大學生參與不同服務學習類型課程或活動，比較學生在動機

或反思的表現，是否因為類型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結果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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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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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學生社團所計畫與安排的服務學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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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觀點，似乎與前述 Roger Hart Ladder 所強

調的觀念，不謀而合。其次是融入專業或通識服務學習課程，因其規劃與設計

                                                      
1 Roger A. Hart (1992),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From tokenism to citizenship, UNICEF Inter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re, 
2張同廟 (2012 年 12 月 )。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動機、反思與領導能力之關聯性探

討。止善， 13，頁 159。  

https://ideas.repec.org/p/ucf/inness/inness92-6.html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la=ch&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value=%E6%AD%A2%E5%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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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妥善規畫的服務學習方案，可以達成促進學生關心社會，了解如何尋找社會

資源、參與公民行動。因而逐漸在高等教育受到重視，我國的研究亦顯示，例

如：藉由社區服務使學生將學習與生活連結，瞭解作為社會公民的責任，也能

讓學生體會到服務的意義，並從服務中獲得經驗及成長。國內學者認為服務學

習是一種全人教育，目標在於培養學生關懷弱勢的行為態度、解決問題的應用

能力，有助於學生心理與道德的發展，喚醒對社會的責任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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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服務學習多是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完成，服務學習可以增加人跟人的信

賴感、溝通能力、社會技巧與團隊合作；學者訪談參加美國具有英語學習的服

務學習課程的國際學生中，也指出與夥伴維持友善的關係，可以彌補言語溝通

的不足。大學生可以透過參與服務性或公益性社團服務，讓學生嘗試接觸他人

和擔任各種角色，學生在服務學習「關懷」與「被關懷」的互動關係中，可以

觀察被服務者的需求，感受到對方傳來的善意回應，而學生也可以透過組織團

隊中的成員、機構成員給予反思與鼓勵。  
 
   服務學習相關研究文獻所提的檢核方法，大致歸類為四大類：第一類為「撰

寫感想或服務日記」係指服務學習活動過程或者結束後，讓參與的學生回顧服

務學習歷程的想法與感受；第二類為「撰寫學術報告」係指應用專業知識或技

能於服務學習中，並評估其成效與限制；第三類為「瀏覽服務學習影帶或照

片」，讓參與者回顧回憶參與服務學習活動的過程；第四類為「服務學習團隊討

論和分享」，安排參與服務學習的團隊成員，針對服務學習過程提出自己的看

法，並對外進行宣傳與分享。5 指南服務學習課程常運用之方法，為第一、第

三及第四類方法，過去並未使用過「撰寫學術報告」的反思或檢核，本次教學

實踐計畫的檢視，係第一次以學術報告的方式，進行志工組織的檢視。  
 

學生社團所計畫與安排的服務學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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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同前註，頁 160。 
4
 林梅琴、趙珮晴、楊百川、周宗穎 (2016 年 12 月 )，頁 62。  

5
 同前註，頁 64-65。 



會不如學生社團服務的成效。6   
 

我國提倡服務學習深受美國推動經驗的影響，教育部門或國內學者十分重

視：「準備、服務、反思、慶賀的四個服務學習階段」。實際上係源自諸多美國

學者對於服務學習模式的探究。服務學習的模式，最早源自於 1996 年提出的：

「準備（Preparation）、服務（Service）、反思（Reflection）、慶賀（Celebration）

的四階段循環模式，簡稱 PSRC 模式。也就是發展有效的服務學習方案，需要

經過「準備、服務、反思、慶賀四階段」，這四個階段是循環往復的，是一個學

習的循環（cycle of learning）。PSRC 四階段模式在國內廣為採用或引用。7 
 

服務學習模式在學者及從事服務學習教師們的持續琢磨，有許多繼續在四

階段模式進行修正或加強，後續影響力較為普及者為 PARC 模式。Shelley H. 
Billig 於 2008 年提出，詳細稱為 IPARD/C 模式，此模式分城下列五個階段：1.
調查（Investigation, I）、2.規劃與準備（Preparation, P）、3.實施服務行動

（Action, A）、4.反思（Reflection, R）及 5 展示與慶賀（Demonstration/ 
Celebration, D/C）。美國最主要推動服務學習的組織，「美國國家青年領袖協會

（The National Youth Leadership Council, NYLC）及青年服務美國（Youth 
Service American, YSA）目前採用 IPARD/C 模式。詳言之，反思係是在整個服

務－學習當中的每個階段進行，而非僅是在結束時。就評量而言，並非只在服

務－學習行動後實施評量。
8
  

 

美國國家青年領袖協會(NYLC)每年舉辦年會，邀請全美各地的會員參與座

談、工作坊、演講以及相互觀摩等，以提倡服務學習活動，並增進老師及學生

在服務學習方面的經驗交流與議題討論。例如下列「青年志工與指導老師夥伴

關係的合約」即是以 Roger Hart 的八階梯理論，所建構的有助於教師進行輔導

青年志工時，可供操作的指導工具。 

 

表 1：青年志工與指導老師建立夥伴關係之操作表 

青年志工與指導老師夥伴關係的合約 

使用下列的步驟，為你和你的指導老師之間的夥伴關係設定目標。在這些步驟

的最後，一份青年志工與指導老師夥伴關係的合約將會生成，而這份合約將做

                                                      
6
 同註 2 ，頁 159-160。 

7 Fertman, C. I., White, G. P.,& White, L. J.(1996). Service learning in the middle school: Building a 

culture of Service. Columbus , OH: National Middle School Association. 間接引自高建民，服務－學習

模式之探究：意義、發展與建構，頁 208-209。 
8
 同前註，頁 215。 



為這份關係的指引並協助完成你的青年志工服務學習計畫。（Youth4Education 

service-learning project） 

 

步驟 

1. 拷貝兩份青年志工與指導老師之間的合約書 

2. 在你們第一次會面前，青年志工和指導老師皆必須各自完成這份合約書的填

寫。合約書中若有你們認為無法或難以回答的問題，能夠先以你們認為最適

合的答案做回答或直接填寫問答題目。針對這些有困難的問題，請務必確定

在之後你們雙方一同再次檢閱這些問題時特別做出討論。 

3. 共同再次檢閱並且討論青年志工以及指導老師各別的回答，並且對這些問題

的答案取得共識。 

4. 重新復印一份合約書，並填上你們取得共識的答案。 

5. 青年志工和指導老師皆必須在這份最終的合約書上簽名並填上日期。 

6. 在你們第一次會面後的一個月，共同檢閱這份夥伴關係的發展並且思考是否

需要對合約書作出修正。 

7. 你們雙方皆有責任讓這份契約持續進行，且在有需要時共同檢閱這份契約。 

 

合約書問答題目 

1. 在這份服務學習的計畫中，青年志工將會希望從他/她的指導老師獲得何種

協助？ 

2. 青年志工對於指導老師將會有何種的期待？ 

3. 指導老師對於青年志工將會有何種的期待？ 

4. 你們之間將會多常進行會面？ 

5. 你們將會在何時、何地進行會面？ 

6. 你們將會會面多久的時間？ 

7. 誰將有責任負責規劃會面的行程？ 

8. 你們會如何決定要在會面中討論什麼問題？ 

9. 誰將有責任負責會面過程的順利進行？ 



10. 何為聯繫青年志工最好的方式？ 

11. 何為聯繫指導老師最好的方式？ 

12. 當問題發生時，它們將如何被解決？ 

13. 青年志工是否有任何想要討論或者解決的擔憂及問題？ 

14. 指導老師是否有任何想要討論或者解決的擔憂及問題？ 

 

青年志工姓名        簽名       日期        

指導老師姓名        簽名       日期        

 

夥伴關係的預期 

使用下方列點做為你思考的起點，並且牢記這些列點並非如此詳盡。最重要的

是擁有你自己對於這份夥伴關係的預期，並時常且仔細的討論、溝通，進而創

造一份真實的青年志工與指導老師之間的夥伴關係。 

 針對問題批判，而不是對人 

 接受我與你是不同的之事實 

 擁有合理的預期 

 找尋並接受回饋 

 當事情不順利時告訴我 

 做出最新的工作日誌 

 當會面時，給我充分的注意力 

 承擔風險 

 不要向我尋求所有的答案 

 對你的學習及行為負責 

 遵守承諾 

 告訴我如何對你更有幫助 

 願意嘗試新的事物 

 對我敞開心胸且誠實 

 以一個夥伴的身份參與過程 

 願意改變心態 

 願意考慮替代方案 

 嘗試去了解問題的各個面向 

 傾聽並理解我 

 敞開心胸的不同意但不帶有不愉

快的情緒 

 相信我 

 認同我 

 在過程中與我合作 

 設立目標並以積極的行動去達成 

 採取適當的行為 



 做你承諾會做的事 

 練習新的技能 

 不要有任何隱藏的計畫 

 幫助我釐清問題 

 給我自己的空間 

 幫助使我們的討論是積極的 

 有支持力的 

 提供協助 

 可變通的 

 以特定的、描述性的、非批判的

態度討論問題 

 不要指責 

 願意問問題並搜集資訊 

 保持熱情 

 同意且給予我選擇 

 當我認為這段關係需要終止時，

尊重我 

 考慮不同的觀點 

 積極的尋求他人的回饋 



貳、服務的成功要素與檢核項目 

學者研究指出服務學習有六大核心學習內涵，分別是忍耐堅毅力、抵抗刻

板印象、認同平等、理解被服務的族群、人際互動、堅信多元價值等。
9
 指南

服務學習在政大同學一般的學習評價，是一門很辛苦但很值得的課程，從學期

初選課開始，透過六次自主的訓練及分工準備，加上寒暑假於山區小學教室

裡，一星期的英語營在教室裡打地鋪、每日忙著辦活動、開檢討會、做飯及打

掃環境等。 

 

付出的多，也是收穫的來源，同甘共苦的夥伴之間，逐漸可以無話不談;辛

苦的過程成為夥伴一起達成任務的成就感。頑皮搗蛋小朋友，多日相處後成為

純真無邪、讓自己回憶起童年時光的弟弟妹妹。山區的清淨空氣山河景致，成

為洗滌心靈的最佳媒介。這些常見的感受，正與前述學者整理出的核心學習內

涵，前後呼應。綜觀學者對於服務學習內涵及ＰＡＲＣ服務模式：「準備、服

務、反思、慶賀的四個服務學習階段」的流程強調，其實服務學習從事社區服

務，想要獲得互動良好、進行順利的社區活動，還有許多組織訓練與社區良好

溝通的成功因素。 

 

筆者在 99 學年獲政治大學學生事務處邀請在認證型服務課程的研習，演

講服務學習活動的成功要素，以協助參與認證的學生社團做好其規劃的服務學

習活動，詳細內容如表二。詳言之，要素表中的第一至四項：（1）服務團隊的

能力（知識、技巧、價值）、（2）服務活動的經費、社會資源、（3）服務社區的

支持、協助（自治組織、村里長、社區民眾等）及（4）服務社區的參與（自治

組織、社區民眾等），係社區服務的重要基石，有充分的準備，包括與社區民

眾、社區組織做好溝通、建立友誼，比較能帶動社區居民支持「服務學習舉辦

之學童營隊活動」。 

 

  

                                                      
9 Holsapple 審閱 55 篇有關服務學習的重要文章所提出，參見 Holsapple ,  M. A.  (2012)  

Service- learning and student  diversi ty  outcomes: Exist ing evidence and di rec t 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 ty Service Learning,  18(2) ,  5-18.間接引

自林梅琴等，前引註 4。  



表二 99 學年第二學期認證型服務學習與實踐課程 講習資料 

服務活動成功與否的相關因素 

指南服務團指導老師 王正偉 100年 5月 

 

1. 服務團隊的能力（知識、技巧、價值） 
2. 服務活動的經費、社會資源 
3. 服務社區的支持、協助（自治組織、村里長、社區民眾等） 
4. 服務社區的參與（自治組織、社區民眾等） 
5. 先期準備是否充分 
（5-1）人員、經費、設備 
（5-2）活動企劃與先期接洽 
（5-3）組織及訓練及分工 
（5-4）志工的自我準備 
6.  活動現場的規劃、準備與管理 
（6-1）現場的水電、動線、通風及安全 
（6-2）服務人員的動線、配合及物品保管 
（6-3）活動進行的管控、服務及危機管理 
（6-4）活動流程的人員器材及時間管理 
7.  活動後期的復原、整理及經驗累積 
（7-1）活動相關場地、設備及整潔的復原 
（7-2）活動實施情形、照片紀錄，檢討回饋的系統整理 
（7-3）活動成果資料的整理與編輯 
（7-4）活動經驗的整理，累積與傳承 
【叮 嚀】 
一、前四項為活動成功的基礎，應該在活動前一週，盡全力做最大的努力。 
二、先期準備至少應自期末考後，積極的分工、協調，並凝聚團隊力量。 
三、『活動現場的規劃、準備與管理』至少應在一到達服務社區時，立即做最佳

的安排。 
四、若期待社團的永續經營、服務活動的可長可久，應對第七大項「活動後期

的復原、整理及經驗累積」進行適當的規劃，在籌備過程、活動過程中，都留

存適當的資料與記錄，並在活動後期，有計畫的進行『復原、整理及經驗累

積』，並充分運用仍在服務社區的時間，進行小組檢討、團隊檢討與心得分享，

以提升團隊的凝聚力、使命感。 
【期 許】 
符合需求、增加內涵、追求目標、敬業態度 



 
為了整理指南服務學習在山地服務隊籌組的流程經驗，本研究邀請三次以

上上山服務的資深志工一同討論「山地服務隊在學期中的組訓流程」，發展在校

內學期中，每一次自組訓練的檢核項目表，自主訓練係為了籌備活動內容、協

調志工的分工與團隊默契培養，以及資深志工經驗傳承與學弟妹等功能而進

行，以社團運作來說，同學們簡稱之為「社課」。檢核表可用於檢視每一次自主

訓練的各項目標是否有落實，用以協助精進「服務學習進度的觀察及輔導」，各

次社課的觀察項目，係累積十餘年的經驗，並與曾經負責實施的資深志工討論

整理而成。 
 
 
 

服務隊檢核項目 

【說明】 

一、檢核項目係指在山地服務隊組成與自主訓練的過程中，依據以

往的服務經驗及志工組成培訓的過程，發展可以供評估「志工培

訓、團體形成」過程中，是否符合發展目標，以便觀察志工團體的

發展，是否符合該階段所需達成的項目內涵。 

二、檢核項目的功能在於透過每一階段的檢核，判斷志工團體對於

公益活動的準備，是否有達成規劃流程中，需要完成的該階段項

目，以便作為下一次志工社課應準備、應完成項目的調整與實施。 

三、每一次檢核的結果，不論達成項目的多寡，應以作為下一次社

課準備的參考為目標，落後的項目設法於下一次補足，以期在上山

服務前，確實形成一個有默契、有充分分工、有妥善企劃的志工團

隊。  



期初大社課（通常為開學第一週） 

新隊員 
項目 檢核 備註 
選擇擬參加服務隊之

志願序 
聽各隊隊長介紹後填志願 
 

先做好介紹之投影片 

建立基本資料 志願單同步填寫基本資料 
 

準備足夠數量的團員資

料表 
確立聯繫方式 志願單同步填寫基本資料 

 
最好在隔天運用聯繫資

料，至少聯繫一次 
初步瞭解參與的原因 各隊幹部與分配後之新隊員

聯繫 
 

 

 
幹部 
項目 檢核 備註 
各隊隊長介紹服務隊

特色 
每隊約 10 分鐘，讓新隊員依

照興趣即可配合的時間填寫

志願 

先做好介紹之投影片 

建立初步分工 分配課程及其他工作（相官

等）、負責的年級 
當晚召開幹部會議，進

行分工的討論 
確立聯繫方式 建立群組 確立聯繫的方式，例如

line 群組、FB 等 
瞭解繼續參與服務的

志願及動機 
透過聊天等輕鬆的模式了解  

協調本學期隊訓（社

課）日期及試教順序 
1. 調查幹部的時間，是否有

無法出席的週次 
2. 考量課程準備時間排定順

序 

 

分配下一次社課的任

務 
1. 破冰遊戲/介紹課程等環節

人員分配 
2. 器材準備負責人 

 

可約幹部隊聚凝聚感

情 
可以透過隊聚了解幹部再次

參與的原因、提出對這一期

的期許（輕鬆的開會） 

 

 
  



第一次社課（通常為開學第 3 週） 

新隊員 

項目 檢核項目 備註 

瞭解服務地點 該學校的地理位置、社區環

境 

 

服務隊的目標及歷史 服務隊成立的時間及契機 

 

 

服務隊的活動情形 介紹營隊運作模式  

認識服務活動的內涵 由隊長介紹營隊的宗旨  

了解該課程的宗旨及歷

屆呈現方式 
由課程負責人向新隊員介

紹，讓新隊員依據興趣選擇

分工 

 

決定自己的分工意願及

參與分工的協調 

依照興趣選擇自己想負責的

課程或活動 

 

學唱團歌、隊歌 
 

跟著幹部一起唱  

 
幹部 
項目 檢核項目 備註 

介紹服務隊，包括緣

起、發展情形、活動情

形及服務定點的人文地

理資料 

詳細介紹讓新隊員能夠比大

社課更了解服務隊。介紹課

程的進行方式讓新隊員依照

興趣分工。 

 

瞭解新隊員參與服務的

想法及動機 
自我介紹時大致說明自己參

加指南服務團/選擇該分隊的

理由 

 

向新隊員說明課程進行

方式及討論方向 
選擇好分工後，分組由該課

程的負責人進一步向新隊員

說明該教案的進行方式及討

論該期課程的準備方向 

 

教唱團歌、隊歌 帶領新隊員唱團隊歌  

幹部會議決定本期英語

營的主題 
 

開會時討論該期的主題  

規劃社課日期及試教順

序 
詢問新隊員後排定試教順序  

 



 

第二次社課（通常為開學第 5 週） 

新隊員 
項目 檢核項目 備註 

瞭解本期英語營的活動

主題 

由幹部說明本次的主題及課

程可能延伸的方向 

 

瞭解營隊宗旨 
 

了解本次營期的目標  

決定參與及分工事項 
 

服務項目分工 

各組別之分工說明、經驗分

享及討論 

 

下次社課試教的組別準

備，並於社課之前進行

小組內部之試教練習 

和幹部討論初步的教案，並

利用社課前的試教改善不足

之處 

 

 
 
 
幹部 
項目 檢核項目 備註 

介紹本期主題 詳細介紹本期主題及課程可

能延伸出的方向 

 

確認營隊宗旨 向新隊員說明本次營期想要

達成的目標 

 

根據主題規畫出更具體

的教案方向 

具體舉例教案可從主題延伸

出的作法 

 

驗收開幕劇劇本 
 

開幕式劇本討論及調整  

交代下次社課試教的組

別準備，並於社課之前

預約小組試教 

和新隊員討論初步的教案，

並利用社課前的事交給予具

體的改進方式 

 

 
  



 

第三次社課（通常為開學第 7 週） 

新隊員 
項目 檢核項目 備註 

課程試教 新隊員上台進行試教（把台下

當作小朋友） 

 

給予其他隊員試教回

饋 

試教後，其他新隊員給予具體

的建議 

 

開幕劇選角與練習 根據隊上的分工，讓部分的新

隊員參與演出營期第一天的開

幕劇。決定角色及初步練習 

 

下次社課試教的組別

準備，並於社課之前

進行小組試教 

和幹部討論初步的教案，並利

用社課前的試教改善不足之處 

 

 
幹部 
項目 檢核項目 備註 

給予新隊員試教回饋、

教案修改方向，並約第

二次小組試教 

針對試教給予具體改善方

向，並在社課之外約第二次

試教 

 

交代下次社課試教的組

別準備，並於社課之前

約小組試教 

和新隊員討論初步的教案，

並利用社課前的事交給予具

體的改進方式 

 

驗收開幕劇劇本 
 

開幕式劇本之修正及定稿  

針對有疑慮的教案內

容，開會時一起討論修

改方式 

幹部們回報各組教案進行的

狀況，如果遇到課程/活動長

自己難以解決的情況可以一

起想辦法解決 

 

 

 
  



 

第四次社課（通常為期中考後一週或開學第 10 週） 

新隊員 
項目 檢核項目 備註 

育樂營課程試教 新隊員上台進行試教（把台

下的幹部當作小朋友） 

 

育樂活動試玩 向大家說明活動的進行方式

及規則，並實際玩一次 

 

給予其他隊員試教回饋 試教/試玩後，其他新隊員給

予具體的建議 

 

開幕劇練習 
 

練習開幕劇的台詞及走位  

 
幹部 
項目 檢核項目 備註 

給予新隊員試教回饋、

教案修改方向，並約第

二次小組試教 

針對試教給予具體改善方向，

並在社課之外約第二次試教 

 

英語手冊美宣設計草圖

出爐 
 

討論設計樣式，是否需要修

改？ 

 

討論年級分組 
 

組成高、中、低年級分組，鼓

勵各年級的志工培養默契、增

進彼此的熟習度 

 

針對有疑慮的教案內

容，開會時一起討論修

改方式 

幹部們回報各組教案進行的狀

況，如果遇到課程/活動長自己

難以解決的情況，可以一起想

辦法解決。 

 

 

  



 

第五次社課（通常為開學第 12 週） 

新隊員 
項目 檢核項目 備註 

聆聽老人經驗分享 老人分享心態上的調整、

帶小朋友的經驗、遇到突

發狀況可能的應變方式 

 

課程試教 新隊員上台進行試教（把

台下當作小朋友） 

 

育樂活動試玩 針對試教給予具體改善方

向，並在社課之外約第二

次試教 

 

給予其他隊員試教回饋 試教/試玩後，其他新隊

員給予具體的建議 

 

做美宣 尤其是需要大家一起協助

的，例如名牌 

 

開幕劇練習 練習開幕劇的台詞及走位  

 

幹部 
項目 檢核項目 備註 

聆聽老人經驗分享 老人分享幹部在山上的

經驗，幹部從中學習突

發狀況的應變方式/上山

心態的轉變 

 

給予新隊員試教/試玩回

饋，並約第二次小組試

教 

針對試教給予具體改善

方向，並在社課之外約

第二次試教 

 

英語手冊美宣設計草圖

討論 
 

討論修正方向？ 

提醒其他美編，注意

「圖檔的著作權」 

 

針對有疑慮的教案內

容，開會時一起討論修

改方式 

幹部們回報各組教案進

行的狀況，如果遇到課

程/活動長自己難以解決

的情況可以一起想辦法

解決 

 

 



第六次社課（通常為期末考前二週或開學第 14 或 15 週） 

新隊員 
項目 檢核項目 備註 

寫下上山期許 經過一個學期的準備，寫下

對本次營隊的期許。 

 

分配器材打包人員 通常由住在北部的新隊員負

責，其餘新隊原則分配營期

間其他任務 

 

選出年級的負責人（小

組檢討紀錄人員、營期

點名負責人） 

由各年級志工相互推選  

繳交教案所需之講義、

學習單檔案 
教案所需的資料排版好，檔

案交給幹部 

 

 
幹部 
項目 檢核項目 備註 

寫下這次上山服務的期許 經過一個學期的準備，寫下

對本次營隊的期許。 

 

上山服務的提醒（日程、

教案、生活公約、集合時

間地點、器材打包） 

編擬通知，仔細叮嚀新隊

員：出發時間、需攜帶之物

品等。 

 

隊長提醒幹部營期間負責

之工作、要完成的準備事

項，（例如晚間隊員和幹

部的晚會時間規劃） 

確保幹部們都有確實完成活

動規劃、建立分工項目 

 

資料長（或教學長）講義

排版完成、送印 
確保於出發前一週，可以拿

到完成檔案，以便送印。 

 

器材長整理器材清單、準

備打包清單 
 

整理營隊所需之各類器材  

確認營期老人名單 隊長篩選及安排床位  

營期的保險安排 由隊長填寫學校的緊急聯絡

單，確保所有參與人員（幹

部、新隊員、老人）都有在

名單內 

 

 
 



 

參、資深志工參與原因與收穫 

本研究在 107 學年第二學期，各服務隊在校同學曾經參與全程上山服務達

三次以上的資深志工，透過問卷蒐集整理資深志工在隊員時期、初次擔任幹部

時在指南服務學習所花費的時間、願意第二次上山擔任幹部的原因、持續上山

服務最重視的事項、擔任幹部覺得比較困難處理的事項以及擔任幹部的主要收

穫等，問卷全文內容，請參見附件 1：「指南服務團老人問卷」。 
 
一、受訪資深志工基本資料 

資深志工的界定，以全程上山服務達 3 次以上的深度參與學生為篩選標

準，指南服務學習的志工學生，基本參與歷程為：「第一次選修服務課程、第二

次志願擔任服務隊幹部、第三次擔任隊長負責領導團隊或資深隊員扮演輔導幹

部的角色」，在大學有限的 8 個學期中，能有三次寒暑假以上全程出席偏鄉教育

志工活動，已屬十分資深的成員，在社團運作中簡稱為「老人」，本次的調查問

卷有簡稱為「老人問卷」。 
 
本次研究訪問調查，共計成功蒐集到 62 位資深志工的問卷，他們上山服務

的次數為「平均 4.11、眾數 3」，顯示多數為三次全程參與，最多次參與者為六

次，性別及服務隊別，詳見表 3。在服務隊擔任幹部的情形如表 4 
 

表 3：受訪資深志工之性別及服務隊別 
 性 別 服 務 隊 
項目 男 女 中坑 華南 和平 雙崎（博

愛） 
人次 38 25 13 18 15 16 

 
表 4：請問你之前擔任隊幹時的職位是什麼？ 
職稱 隊長 副隊長 課程長或活動長（教學

長、歌唱長、課外長、

大地長等） 

其他幹部（大

廚/文書/值星

等） 
人次 12 14 39 25 
百分比 19.30 22.50 62.50 40.30 

 
這些資深志工，為指南服務團的資深成員，因而詢問他們是否曾經擔任「團幹

部」負責帶領各服務隊幹部，共同完成協助服務隊申請贊助經費、協調全團服

務活動、爭取服務活動之社會資源以及舉辦幹部傳承活動等，受訪志工中有 43
位曾經擔任團幹部，占全體受訪者的 69.30﹪（43 人），顯示資深志工也是經營



指南服務團的核心成員。 
 
二、持續上山服務的原因及參與所花費的時間 
 

通常學生志工持續參與偏鄉的教育志工活動，其常見的因素為想要多陪伴

山區的小朋友、幫助新擔任幹部的學弟妹、與昔日並肩努力的夥伴再次上山服

務，或是對於教育及服務學習活動很有興趣等，經以五個問題請受訪志工以數

字 1-5，數字愈大者代表愈重要，來判斷這些因素對於他持續上山是否重要？訪

問結果如表 5，顯示資深志工認為最重要的是陪伴偏鄉小朋友，平均數達

4.69；其次為與昔日夥伴一起上山，平均達 4.18。 
 

表 5：下列原因，對於你持續上山服務來說重要嗎？（選數字 1-5，數字

愈大者代表愈重要） 

 平均數 眾數 
1.陪伴小朋友 4.69 5 
2.想要幫助隊幹們 3.45 3 
3.和好朋友（昔日夥伴）一

起上山 
4.18 3 

4.對教育有興趣 3.16 3 
5.覺得服務學習有意義 3.87 4 

 
為了參與志工指南服務團服務學習，在新隊員期間或幹部期間，可能需要

花費的時間，以瞭解志工的時間成本。表 6 為受訪志工回憶在新隊員第一次參

與時，在學期中參與自主訓練大約花多少時間，多數為 18-20 小時或 24 小時以

上，顯示縱使是新隊員，為了做好服務任務的準備，志工們都相當盡力的做好

事前的工作。 
 

表 6：請問就你的印象中，當新隊員的時候學期間大約花多少時間在

指南上面？（包含六次社課、教案設計、試教等） 

 12-14 小

時 
15-17 小

時 
18-20 小

時 
21-23 小

時 
24 小時

以上 
人次 11 13 17 5 16 
百分比 17.70 20.90 27.40 8.00 25.80 

 
 

表 7：請問就你的印象中，擔任幹部的時候學期間大約花多少時間在

指南上？（若擔任的職位是正副隊長，此題不需要回答。正副隊長若

有擔任過其他幹部，則以其他幹部時的學期回答。） 



 
 20-25

小時 
26-30
小時 

31-35
小時 

36-40
小時 

41 小時

以上 
 

人次 12 14 8 7 21  
百分比 19.30 22.50 12.90 11.20 33.80  

 
表 7 顯示志工在擔任幹部期間，學期中需要花費之時間有 33.8﹪達 41 小時以上

其次在 26-30 小時的占 22.5﹪，幹部所需要花費之時間幾乎為「新隊員的二

倍」，係指南服務學習活動的核心人力。 
 
三、願意擔任資深志工的原因及主要的困難 
 

本研究進一步的探討資深志工，願意花更多的時間擔任幹部，帶領新隊員

完成再一次的服務任務，其主要的原因為何？經與協助的資深志工先進行深度

座談，整理出 8 項可能擔任幹部的原因，再編擬出問卷題目蒐集受訪志工的意

見，在每人可以選三項原因的設計下，填答結果在 62 位受訪志工中，有 83.6
選「想要陪伴小朋友成長」、有 78.6﹪選「因為喜歡身邊的伙伴」，此二項被選

擇之比例最高，其次為「覺得長期駐點的模式很棒」占 37.7﹪填選此項。 
 

表 8：第二次上山服務的原因（請選三項） 
原  因 人次 百分比 

因為喜歡身邊的伙伴 48 78.60 
想要陪伴小朋友成長 51 83.60 
覺得長期駐點的模式很棒 23 37.70 
覺得服務學習有意義 21 34.40 
因為很久沒有感受到孩子的天真 17 27.80 
第一次上山做得不夠好，想再做一次 11 18.00 

想更了解偏鄉的狀況 8 13.10 
覺得英語育樂營的模式很棒 4 6.50 

 
進一步詢問志工擔任幹部的收穫如何？經由與資深志工深度座談整理出 8 項可

能的收穫，讓受訪資深志工任意選填三項，結果有 66.1﹪選「團隊合作的可

貴」、有 64.5﹪選「把服務隊的感動傳遞給新隊員」以及 56.4﹪選「完成任務的

成就感」，為明顯被選答的收穫。顯示讓青年志工在服務學習過程中，自主學

習、形成團隊，以團隊力量共同克服困難，達成規劃的服務活動，是服務學習

成功的重要元素。 
 

 



表 9：請問你當幹部最大的收穫有哪些？（正副隊長也要填）（選三

項） 

 人次 百分比 
團隊合作的可貴 41 66.10 
把服務隊的感動傳遞給新隊員 40 64.50 
完成任務的成就感 35 56.40 
對於偏鄉有比較多的認識 25 40.30 
克服困難 21 33.80 
比以前更能夠處理好事情 19 30.60 
時間管理能力提升 8 8 

 
 

依照前述研究成果顯示，團隊自主性的團隊凝聚及關心偏鄉學童成長的陪

伴，應該是指南服務學習足以讓志工長期參與的主要基礎所在。本研究再透過

問卷，進一步蒐集擔任幹部可能遭遇到的困難，在深度座談整理出的六項困難

中，有 79.0﹪選「社課時，不容易呈現山上的真實狀況（上課秩序、突發狀況

等）」、有 69.3﹪選「職務以外的事項（例如營期間顧好該年級的新隊員狀況）

不易處理」、有 56.4﹪選「遇到不負責任的新隊員」。這些均為帶領新隊員投入

偏鄉教育志工，在學期中自主訓練對於未曾到偏遠山區的大學生，如何讓他們

想像英語營活動中輔導學童的實務，是較難達成的「訓練項目」。相對的，僅有

27.4﹪選「不易兼顧課業」，顯示較少同學認為肩負指南服務學習重任的幹部，

雖然辛苦，但不致於難以兼顧課業。 
 
表 10：請問你擔任幹部時，最困難的是什麼？（幹部包含正、副隊

長） 
項 目 人次 百分比 
社課時，不容易呈現山上的真實狀況

（上課秩序、突發狀況等） 
49 79.00 

職務以外的事項（例如營期間顧好該年

級的新隊員狀況）不易處理  
44 69.30 

遇到不負責任的新隊員 35 56.40 
跟新隊員溝通不易 27 43.50 
不易兼顧課業 17 27.40 
遇到不負責任的幹部 15 24.10 

 
 

當完成再一次的服務營隊，卸下幹部重責之後，資深志工有選擇再次上山

全程服務的因素為何？本研究進一步詢問的結果詳見表 11，有 84﹪選「有好朋



友一起上山當老人」、有 80﹪選「想陪伴小朋友成長」，在指南服務學習以長期

定點服務的方式與偏鄉小學長期合作，在長期持續的前提下，有熱忱的志工可

以長期鼓勵弱勢學童學習，才能提供志工多次陪伴學童的機會。 
 

表 11：請問你第一次當老人的原因有哪些？（若上山三次以上還沒

當過老人，則不需回答。）（填答時選項順序隨機排列） 
 

 人次 百分比 
有好朋友一起上山當老人 42 84 
想陪伴小朋友成長 40 80 
營期剛好有空 22 44 
答應要幫助隊長、副隊長 14 28 

 
 

四、擔任偏鄉服務志工需要具備的能力及可能學到的能力 
 

本研究在最後二題，蒐集資深志工對於擔任服務隊的正副隊長，需要具備

能力的看法。同樣的，先在深度座談中討論可能需要具備的能力項目。經由逐

一發想、逐一檢視後，整理出 7 項能力，詳如表 12。以團隊力量為服務學習主

要動能的根源，溝能能力與協調能力當然是最需要的能力，資深志工們有 70.9%

選填溝通、協調能力。選擇「領導魅力、規劃能力或分析判斷能力」的各在 35-

41%之間，顯示這五類能力應該是在團隊服務學習活動中，領導者需要具有的相

關能力，而為了能凝聚團隊，溝通與協調成為最重要的能力。 

 

表 12：請問你認為隊長/副隊長需要什麼樣的能力？（不論是否擔

任過皆須回答）（選三項） 
 人次 百分比 
溝通能力 44 70.90 
協調能力 44 70.90 
領導魅力 26 41.90 
規劃能力 24 38.70 
分析判斷能力 22 35.40 
勇於克服困難的能力 13 20.90 
在大眾面前說話的能力 13 20.90 

 
詢問擔任過正副隊長的資深志工，覺得擔任後所學到的能力，主要在哪些方

面。表 13 呈現擔任過正副隊長的資深志工，覺得在協調及規劃能力是最有收穫

的。其他資深志工的看法，與正副隊長本身對於此一事情看法的差異，明顯在



於規劃能力。究其原因，可能在於正副隊長對於英語營內容的安排，學期中社 

課的排定，都需要再與幹部討論前，先行思索分析初步的規劃是否妥當，在幹

部會議中又再經由討論觀察，判斷社課與英語營的初步內容，規劃是否周延。

社課進行後，又須考量人員分配、分工組織是否適當。這多方面的規劃評估，

會讓正副隊長深刻感受到規劃周延的重要，而這樣的心路歷程可能是其他幹部

比較不能感受到的。 

 
表 13：擔任隊長/副隊長，請問你覺得學習到什麼能力？（若沒有

擔任過隊長/副隊長，則不需填答）（選三項） 

 人次 百分比 
協調能力 20 80 
規劃能力 18 72 
溝通能力 12 48 
更勇於克服困難 11 44 
分析判斷能力 8 32 
在大眾面前說話的能力 6 24 

 
 

肆、結語 

經由邀請服務三次以上的資深志工進行團體深度座談，找出值得經由問卷

調查的問題及選項，然後再進行對全體資深志工的問卷調查，探討指南服務學

習課能引導志工長期參與的可能因素，歸納如下： 

一、願意接任幹部的主要原因，75%以上為「因為喜歡身邊的伙伴、想要陪伴

小朋友成長」，認為是「覺得長期駐點的模式很棒、覺得服務學習有意義」，則

有 35%左右。 

二、擔任服務隊幹部主要的收穫，60%以上認為「團隊合作的可貴、把服務隊

的感動傳遞給新隊員、完成任務的成就感」，顯示志工的團隊意識與情感，以及

對於服務活動的認同，是志工願意繼續參與、帶領新隊員繼續接棒延續服務任

務的主要動力。 

三、願意多次上山服務的主要原因，「陪伴小朋友」、「和好朋友（昔日夥伴）一

起上山」，學生幹部對於此二因素認為「非常重要」的比例最高。團隊自主性的

團隊凝聚及關心偏鄉學童成長的陪伴，應該是指南服務學習足以讓志工長期參

與的主要基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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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指南服務團老人問卷–題目文字檔 
一、基本資料 

1. 請問你的生理性別？ 

□男  □女 
2. 請問你是哪個分隊？ 

□中坑   □華南   □和平  □雙崎（博愛） 
3. 請問你目前上山次數？ 

□3 次□4 次□5 次□6 次□7 次□8 次□9 次□10 次 
4. 請問你之前擔任隊幹時的職位是什麼？ 

□隊長 

□副隊長 

□課程長或活動長（教學長、歌唱長、課外長、大地長等） 

□其他幹部（大廚/文書/值星等） 
5. 請問你是否擔任過團幹？ 

□是  □否 
二、以下五題為調查持續上山的理由（綜合，並非單一次上山） 

6. 請問「陪伴小朋友」對於你持續上山來說重要嗎？4.69 

選數字 1-5，數字愈大者代表愈重要 

｜—｜—｜—｜—｜ 

1   2   3   4   5 
7. 請問「想要幫助隊幹們」對於你持續上山重要嗎？ 

選數字 1-5，數字愈大者代表愈重要 

｜—｜—｜—｜—｜ 

1   2   3   4   5 
8. 請問「和好朋友（昔日夥伴）一起上山」對於你持續上山重要嗎？4.18 

選數字 1-5，數字愈大者代表愈重要 

｜—｜—｜—｜—｜ 

1   2   3   4   5 
9. 請問「對教育有興趣」對於你持續上山重要嗎？ 

選數字 1-5，數字愈大者代表愈重要 

｜—｜—｜—｜—｜ 

1   2   3   4   5 



10. 請問「覺得服務學習有意義」對於你持續上山重要嗎？3.87 

選數字 1-5，數字愈大者代表愈重要 

   ｜—｜—｜—｜—｜ 

   1   2   3   4   5 
三、以下請根據你在指南所花費的時間填答 

11. 請問就你的印象中，當新隊員的時候學期間大約花多少時間在指南

上面？（包含六次社課、教案設計、試教等） 

□12-14 小時□15-17 小時□18-20 小時□21-23 小時□24 小時以上 
12. 請問就你的印象中，擔任幹部的時候學期間大約花多少時間在指南

上？（若擔任的職位是正副隊長，此題不需要回答。正副隊長若有

擔任過其他幹部，則以其他幹部時的學期回答。） 

□20-25 小時□26-30 小時□31-35 小時□36-40 小時□41 小時以上 
四、以下兩題為單一次上山之原因，請根據該次上山的原因作答 

13. 請問你第一次上山之後，上山第二次的原因有哪些？（選三項） 

（填答時選項順序隨機排列） 

□因為喜歡身邊的伙伴 

□想要陪伴小朋友成長 

□覺得長期駐點的模式很棒 

□覺得服務學習有意義 

□因為很久沒有感受到孩子的天真 

□第一次上山做得不夠好，想再做一次 

□想更了解偏鄉的狀況 

□覺得英語育樂營的模式很棒 
14. 請問你第一次當老人的原因有哪些？（若上山三次以上還沒當過老

人，則不需回答。）（填答時選項順序隨機排列） 

□有好朋友一起上山當老人 

□想陪伴小朋友成長 

□營期剛好有空 

□答應要幫助隊長、副隊長 
五、以下幾題是關於困難及收穫 

15. 請問你擔任幹部時，最困難的是什麼？（幹部包含正副隊長）（選三

項）（填答時選項順序隨機排列） 

□社課時，不容易呈現山上的真實狀況（上課秩序、突發狀況等）□職務

以外的事項（例如營期間顧好該年級的新隊員狀況）不易處理  



□遇到不負責任的新隊員 

□跟新隊員溝通不易 

□不易兼顧課業 

□遇到不負責任的幹部 
16. 請問你當幹部最大的收穫有哪些？（正副隊長也要填）（選三項） 

（填答時選項順序隨機排列） 

□團隊合作的可貴 

□把服務隊的感動傳遞給新隊員 

□完成任務的成就感 

□對於偏鄉有比較多的認識 

□克服困難 

□比以前更能夠處理好事情 

□時間管理能力提升 

請問你認為隊長/副隊長需要什麼樣的能力？（不論是否擔任過皆須回答）

（選三項）（填答時選項順序隨機排列） 

□溝通能力 

□協調能力 

□領導魅力 

□規劃能力 

□分析判斷能力 

□勇於克服困難的能力 

□在大眾面前說話的能力 
17. 擔任隊長/副隊長，請問你覺得學習到什麼能力？（若沒有擔任過隊

長/副隊長，則不需填答）（選三項）（填答時選項順序隨機排列） 

□協調能力 

□規劃能力 

□溝通能力 

□更勇於克服困難 

□分析判斷能力 

□在大眾面前說話的能力 
18. 承上題，請你簡述當隊長/副隊長的收穫（若沒有當過隊長/副隊

長，則不需填答）(開放式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