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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訪談題綱 

 

訪談題綱（一） 

※對象：慈青幹部 

 

一、慈青聯誼會歷年來參與人數狀況？ 

1. 歷年來慈青聯誼會會員人數增減情況？ 

2. 慈青養成的主要營隊為「心靈成長營」（之前為生活禮儀學習營），歷年來參

與營隊人數的情況？ 

 

二、若慈青人數、與營隊參與人數有減少的趨勢，原因為何？ 

1. 現代社會中年輕人對於「宗教」似乎不太感興趣，而慈青聯誼會是一個佛教

團體的青年組織，是否年輕人對於參與宗教團體所舉辦的營隊不再如此感興

趣，您的看法為何？ 

2. 現在佛教團體的青年組織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與逐步發展，如法鼓山的法

青、佛光山的佛青、靈鷲山的宗青、香光尼僧團的慧青、福智佛教基金會的

福智青年……，而這些青年組織在每年寒暑假也都會舉辦營隊，在面對這麼

多選擇的情況下，年輕人是否會選擇參與其他的營隊？為什麼？ 

3. 慈青聯誼會成立至今已十四年，全省聯誼會負責會務的規劃，再由各校慈青

社執行推動，而組織不斷發展擴張後，全省聯誼會規劃的部分也愈趨專業化

與分工（如：關懷小組、學長會的成立），同時各校慈青社也相繼成立（76

所），是否存在著全省聯誼會與各校慈青社溝通、向心力、人員疏離的問題？

全省聯誼會所規劃的營隊方向是否能吸引校園大專青年參與？或符合校園慈

青的實際需求？ 

 

三、各校慈青社，哪幾所慈青社是維持在穩定發展的狀況？ 

◎ 評估的指標 

＊ 參與人數 

＊ 擔任營隊或區以上的幹部人數 

＊ 傳承狀況 

＊ 該校慈青個人的表現與成長 

＊ 該校畢業慈青成為志業體人員與慈濟慈誠委員的狀況 

四、這些慈青社，其穩定發展的原因為何？ 

1. 為什麼在現代年輕人不太願意參與宗教性或服務性社團的情況下，他們仍然

能夠招募到社員，或至少社員的流動率不會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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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前所述，在校園中同時存在這麼多佛學性社團或服務性社團，慈青社如何

經營與吸引群眾，讓大學生在眾多選擇的情況下，選擇參與慈青社？ 

3. 這些穩定發展的慈青社，其與全省聯誼會的溝通聯繫狀況為何？是否存在著

較緊密良性的互動關係？如何做到的？ 

 

 

訪談題綱（二） 

※ 對象：法青幹部 

 

一、法青會於哪一年正式成立？成立的因緣？成立宗旨為何？法青會的歷史？ 

    （書面資料） 

 

二、法青會歷年來參與人數狀況？ 

1. 歷年來法青會會員人數增減情況？ 

2. 大部分的年輕人初次接觸法青的營隊為禪修營，今年則轉為舉辦卓越．超越

成長營，為什麼會有這樣的轉變？而歷年來營隊參與人數的情況？ 

 

三、若法青人數、與營隊參與人數為持續增加的狀況，原因為何？ 

1. 現代社會中年輕人對於「宗教」似乎不太感興趣，而法青會是一個佛教團體

的青年組織，其所舉辦的營隊，為什麼還是能夠吸引年輕人來參與？ 

2. 近年來佛教團體的青年組織陸續成立與發展，最早期的如各大專院校的佛學

社團（如：台大晨曦社），其後又有佛光山的佛青、慈濟的慈青、靈鷲山的宗

青、香光尼僧團的慧青、福智佛教基金會的福智青年……，而這些青年組織

在每年寒暑假也都會舉辦營隊，在面對這麼多選擇的情況下，法青會所舉辦

的營隊為什麼還是能吸引愈來愈多的年輕人參加？ 

3. 法青會成立至今，成員人數增加，組織不斷擴張與發展，目前全省有八個分

會其下設各功能組（表演組、禪修組、法器組……），各組如何溝通與協調？

如何凝聚成員的向心力？是否由法青幹部（悅眾菩薩）來籌辦與規劃營隊？

幹部所規劃出來的營隊如何吸引年輕人參與？或如何符合法青成員的期待與

需求？ 

 

四、將來是否規劃於各大專院校成立社團？若有，預計如何連結法青會與各校法

青社團？也就是兩者之間的溝通聯繫？ 

 

五、目前法青會皆由師父親自指導與帶領，未來是否會規劃由法鼓山的在家居士

（如：法行會）當任輔導法青的角色，一同來帶領法青會？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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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題綱（三） 

※對象：參與觀察之非正式訪談者（為慈青生活營與法青卓越營之學員） 

 

一、參加（活動、營隊、社團）的因緣？是否有宗教信仰（或是否為佛教徒）？

參加此次活動與宗教信仰有關嗎？ 

二、持續參與的原因？ 

三、對於組織的認同度？ 

四、參與後，對於佛教或佛法的觀點與認知程度？ 

 
 

訪談題綱（四） 

※對象：慈青學長（曾任慈青聯誼會核心幹部） 

※訪談目標：蒐集慈青聯誼會與各校慈青社發展之整體概括性資料 

 

一、慈青聯誼會歷年來參與人數狀況？ 

1.歷年來慈青聯誼會會員人數增減情況？各校慈青社人數增減情況？ 

2.歷年來慈青各類營隊參與人數（學員與工作人員）增減情況？ 

3. 以 2002 年至 2006 年的數據資料顯示，慈青社團人數減少，但營隊人數增加，

為什麼？ 

 

二、慈濟與慈青的關係 

【理想精神層面】 

1. 上人對於慈青的期許與定位（人間佛教的青年觀）？慈濟在佛教宗派的定位

為靜思法脈-慈濟宗門，就此法門對於「青年」是否有嶄新的期許與論述？ 

【實際運作與互動層面】 

2.慈青聯誼會於整體慈濟組織的定位？與慈濟之其他志工團體的關係？ 

3.慈濟對於慈青聯誼會的支持程度？包括人力（陪伴機制）、財力資源？ 

4.慈濟人與慈青的實際互動情況？ 

5.歷年來慈濟家庭的小孩成長為大專青年後，成為慈青的比例？ 

 

三、學校慈青社社員人數減少的原因？ 

1.現代青年對於參與「宗教性」或「服務性」的社團，意願降低？ 

2.慈青社於校園中長期運作，所舉辦的活動、社課、志工活動對於大學生的吸引

程度？也就是慈青社本身活動內容的吸引力？ 

3.可能選擇參與其他同質性的社團（如：法青、慈幼社），而非參與慈青社？ 

4.全省聯誼會扮演慈青領航者的角色，指引整體慈青的發展方向。各校慈青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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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省聯誼會的溝通互動關係，是否也會影響社團活動、課程的設計、內容？另外，

聯誼會也扮演輔導支持的角色，協助各校社團發展？但是這也牽涉到各校與聯誼

會的互動之緊密疏遠關係，間接似乎也會影響社員人數？ 

5.各校慈青社內部運作狀況，人事問題等影響社員人數？ 

 

四、慈青全國性營隊參與人數增加的原因？ 

1.年輕人對於「宗教」或「服務（當志工）」仍有所需求？或對於「慈濟」、「慈

青」有所好奇？ 

2.慈濟是否已發展出人間佛教的青年觀（宗教新論述），吸引青年參與？ 

3.青年選擇參與慈青營隊而非其他社團的營隊，可能的原因為何？ 

4.歷年來慈青組織運作的經驗與成長，使營隊得以穩定發展？ 

 

 

訪談題綱（五） 

※對象：北市大、政大、文大慈青社幹部 

※訪談目標：蒐集三校慈青社發展情況之具體詳細資料 

 
一、貴校慈青社整體介紹： 
1.歷史沿革：成立因緣？時間？人物？ 
2.歷年概況：歷年幹部人數？社員人數？歷年人數增減的原因？哪一屆人數較 

多，哪一屆人數較少，為什麼？ 
 

二、從學校的角度： 
1.學校氛圍與風氣？學生特質？學校社團的風氣？學校是否重視社團？學生參 

與社團的意願程度（歷年趨勢）？ 學生較喜歡參與哪些性質的社團？學生對 
於參加服務性或宗教性質社團的意願程度？ 

2.貴校慈青社於學校社團的定位？屬於什麼性質的社團？又如何自我定位？學 
校對於慈青社的評價？社團評鑑的成績？學校同學對於慈青社的評價？ 

 
三、從參與者個人角度： 
1.新生參與慈青社的原因？→慈青社如何吸引新生參加？的招生內容？方式？ 
2.大二、三、四學生繼續參與慈青社的原因？→慈青社如何留住已參與的人？ 
（1）社課內容（2）志工服務（3）營隊活動（4）慈青社的家庭氛圍（5）人際 

網絡（因理性選擇的宗教供給面有激發其宗教需求、宗教情操與使命。） 
3.有參加營隊與沒參加營隊的慈青會有差別嗎？差異顯現於哪些面向？ 
4.幹部傳承。慈青願意擔任幹部的原因？選擇幹部的依據？幹部須具備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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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慈青到大二、大三、大四以後（或卸任幹部以後）沒有再參與慈青社的原因？

可能去補習、準備升學、就業等。（慈青流失的原因） 
6.青年個人生活時間安排？慈青除社團（慈青社）的事務以外，是否還忙碌 

於很多事務？ 
7.畢業慈青繼續陪伴在學慈青的情況？畢業慈青參與學長會？見習培訓？回志 

業體工作？（畢業慈青流失的原因） 
 
四、從組織角度： 
1. 貴校慈青社運作方式？例如：組織模式、開會方式等、成員的互動關係、聯

絡網路的建立。 
2. 慈青社團化之後，慈青社團的經營問題？慈青幹部的工作量？學校慈青社事

務、區聯誼會會務、營隊事務該如何取捨？社團與營隊的關係？ 
3. 貴校慈青社與慈青聯誼會、慈青學長會、慈誠懿德會的關係？慈青與學長、

師姑師伯的實際互動關係？（學長姊：傳承關係？傳統與創新？ 師姑師伯：

落實社區以後的影響？） 
4. 貴校慈青社之特色（例如：社慶、學長學姊回娘家）。 
5. 貴校慈青社之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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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受訪者基本資料一覽表 

類別 
受訪者

編號 
性別 

目前就學階段

(2007 年) 
背景與角色 訪談日期 

A1 女 研究所一年級 學員,初次參與 

A2 女 研究所一年級 學員,已是法青 

A3 女 大學畢業,工作中 學員,初次參與 

A4 女 大學畢業,工作中 學員,初次參與 

A5 女 大學一年級 學員,已是法青 

A6 女 大學二年級 學員,初次參與 

A7 女 大學一年級 學員,初次參與 

A8 女 大學一年級 學員,初次參與 

A9 女 大學畢業,工作中 學員,已是法青 

A10 女 研究所一年級 學員,初次參與 

A11 女 大學畢業,工作中 學員,初次參與 

A12 男 大學一年級 學員,初次參與 

參與觀察

之非正式

訪談(參與

2007 年法

青卓越營) 

A13 男 大學畢業,工作中 學員,初次參與 

為營隊期

間:2007/01/22 ~ 

01/26 

            

B1 男 大學一年級 
學員,已是慈青

社員 

B2 男 技術學院一年級 
學員,已是慈青

社員 

B3 男 技術學院一年級 學員,初次參與 

B4 男 大學二年級 學員,初次參與 

B5 女 大學二年級 
學員,已是慈青

社員 

B6 女 大學一年級 
學員,已是慈青

社員 

B7 女 大學二年級 學員,初次參與 

B8 女 大學一年級 學員,初次參與 

B9 女 技術學院三年級 學員,初次參與 

B10 女 技術學院一年級 
學員,已是慈青

社員 

B11 女 大學一年級 學員,初次參與 

參與觀察

之非正式

訪談(參與

2007 年慈

青生活營--

北宜花梯) 

B12 男 不詳 不詳 

為營隊期

間:2007/01/29~ 

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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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女 大學畢業,工作中 

慈青學長,曾任

北區慈青副總幹

事 

3/25/2007 

C2 女 研究所一年級 

慈青學長,曾任

北區慈青副總幹

事 

3/31/2007 早 

C3 女 
研究所畢業,工作

中 

慈青學長,目前

於慈濟基金會工

作 

3/31/2007 午 

C4 女 大學畢業,工作中 

慈青學長,目前

於慈濟基金會工

作,負責北區慈

青會務 

3/31/2007 午 

C5 女 
政大畢業一年,工

作中 
慈青學長 3/31/2007 晚 

C6 女 北市大三年級 慈青社幹部 4/1/2007 

C7 女 北市大三年級 慈青社幹部 4/1/2007 

C8 女 北市大四年級 慈青社幹部 4/2/2007 

C9 女 北市大四年級 慈青社幹部 4/2/2007 

C10 男 文大四年級 慈青,曾任幹部 5/12/2007 

C11 男 政大四年級 慈青社幹部 5/16/2007 

C12 女 文大四年級 慈青,曾任幹部 5/17/2007 

C13 女 文大四年級 慈青,曾任幹部 5/17/2007 

正式訪談 

C14 男 工作中 慈誠委員(師伯) 3/3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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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佛教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組織架構現況（2006.9.15） 

 

 

說明：架構轉換對應表 

原有架構 調整後架構 

全省慈懿會總幹事 
全省慈青學長總幹事 
全省慈青總幹事、總執秘 

全省慈青合心成員 

十區慈懿會總幹事 
十區學長會總幹事 
十區慈青副總幹事、區執秘 

各區慈青合心幹事 

十區功能組 各區合心功能幹事 

原有架構 調整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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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青慈懿會成員 
慈青學長會成員 

各和氣區慈青幹事、副慈青幹事 

各校慈懿會窗口 
各校慈青學長窗口 

各互愛區慈青幹事、副慈青幹事 

 
註：因慈青社在校園中仍是以社團方式運作，故依然沿用社長等 
社團幹部職稱。校慈懿會及學長會窗口，則屬四合一架構中之互愛層 
 

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四合一對應表 

 

區域 
組隊 
合心 

慈青 
合心 

組隊 
和氣 

慈青 
和氣 

慈青 
互愛 

北區 1 1 40 23 41 

桃園 1 1 6 5 11 

新竹 1 1 3 3 9 

中區(台中、彰化) 2 1 23 19 29 

雲嘉 1 1 4 4 9 

台南 1 1 8 7 16 

高雄 1 1 18 10 17 

屏東 1 1 3 3 6 

花蓮(宜蘭、花蓮) 2 1 5 4 9 

台東 0 1 1 1 1 

資料來源：慈濟基金會宗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