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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技職大專學生參與專業服務學習課程作為主要研究標的，進行成效

探索，並就相關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高等教育強化服務學習課程規劃與執行

之借鑒。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之文件分析法及訪談法，進行個案研究探討，分析

研究參與者參與服務學習之成效。研究結果發現服務學習成效可以歸納為人際溝

通更順暢、提昇職場專業能力、充實個人內涵、擴展國際化視野、提昇公民素養

五大核心概念。研究者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四點結論：一、服務學習場域影響服

務學習之成效；二、服務學習課程有利培養積極、效能之公民；三、服務學習課

程有利於學生課業學習，並活化課程知識；四、服務學習課程有利於國家社會及

學校教育國際化發展。 
 
 
 
 
 
 
 
 
 
 
 
 
 
 
 
 
 
 
 
 
關鍵詞：服務學習、技職教育、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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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美國著名教育學家杜威(John Dewey)之“learning by doing”之理念，即為我國

技職教育所強調之「做中學」觀念，亦即透過實作性質的「經驗學習」來達到學

習目標，並可對學生心智產生有效之刺激 (徐明等人，2008)。1960 年代末期，

於此觀念之引導下，美國學界感受到學生參與社會正義之需求及呼聲，開始強化

鼓勵年輕學子為國家社會提供服務的課程改革；台灣則由教育部自 2007 年 5 月

起透過正式方案推動大專校院「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活動，其後

並推動 99 至 103 學年度之服務學習五年計畫，以使大學教育可透過教育學生參

與社區經營，培養公民責任，日後更有貢獻(教育部服務學習網，無日期)。 
服務學習為一種創新性質之教學法 (李青松，2011；徐明等人，2008；Kerins, 

2010)，希望達到「服務別人，改變自己」之成效；亦是一種「全人教育」，可達

到學生個人學習、學校、社區、國際之成長發展目標(徐明等人，2008；教育部，

2007b)。惟台灣全面推廣高等教育結合服務學習之教學活動至今不到六年 1，技

職體系課程參與服務學習之程度及課程數量更遠遜於一般大專院校，有關該創新

性質教學法之效用，難以明確。 
本研究透過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致理技術學院國際貿易系五專部「國際服務

業管理」與「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相結合之服務學習課程，以文件分析

法進行個案實證研究。原「國際服務業管理」課程目標在使受課學生深入了解服

務他人之核心價值並據以實踐。導入服務學習之課程設計主要研究目的即在探究

專業課程結合服務學習活動，是否可以達到服務學習之發展目標？以深入了解服

務學習對技職體系大專學生之影響，並提供技職體系其他課程設計規劃之參考，

有助於「做中學」理念之達成。 

二、名詞釋義 
    教育部(2007b)指出：『服務學習是透過有系統的設計、規劃、督導、省思及

評量來達成設定的學習目標，是「服務」與「課程學習」的相互結合。』2010
年 10 月 29 日更於修訂之方案裡，強調：「服務學習是一種經驗教育的模式，透

過有計畫的社會服務活動與結構化設計的反思過程，以完成服務的需求，並促進

服務者（學生）的學習與發展。」更將服務學習分為「結合課程之服務學習」與

「結合學生社團活動之服務學習」。國外學者 Sigmon(1996)利用「服務」與「學

習」二因子組合成四種關係類型，二者並重者為「SERVICE-LEARNING」；

Jacoby(1996)則將美國之服務學習實施區分為四種，其中「結合課程之服務學習」

主要目的在提供學生專業能力成長。曾素秋(2010) 曾就推動方式與課程類型作

為區分基礎，其中亦有將服務學習視為「正式課程中的學習要求」。 

                                                 
1 參見教育部服務學習網頁，教育部自 2007 年開始推動「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迄 2012 年

為止，只有 5 年多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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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稱之「服務學習」，為納入 Sigmon(1996)「服務」與「學習」並重

之精神；Jacoby(1996) 之「結合課程之服務學習」運作型態並設定為正式課程中

的學習要求，而所謂「正式課程」則為教育部所陳述之「專業課程」的一種教學

法。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致理技術學院國際貿易系五專部「國際服務業管理」

結合「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提供之服務機會，作為本研究所界定之服務

學習課程範疇。 

三、研究價值與重要性 
    本研究針對技職體系之「結合專業課程之服務學習」進行個案研究，以了解

服務學習對技職體系大專學生之影響。本研究之研究價值與重要性，於理論方

面，主要在驗證技職體系之專業課程結合服務學習活動是否可以達到服務學習之

發展目標?其研究結果並可以提供日後技職體系服務學習課程研究規劃之參考文

獻。於應用方面，可以提供技職體系大專校院規劃專業課程設計時參酌，並作為

選擇合適之服務學習社區機構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服務學習之發展 
服務學習之觀念始於美國。早於西元十九世紀美國校園開始推廣社區服務及

公民參與，但亦有文獻指出現代定義之服務學習早已奠基於美國民主及高等教育

之發展歷史過程裡 ( Speck & Hoppe, 2004)，甚至於包含於美國原住民文化裡 
(沈六，1997)。本世紀初期─1903 年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成立「產學合作教育運動」

(Cooperative Education Movement)即為典型代表，惟 1960 年代以後方綻放熱烈光

芒( Speck & Hoppe, 2004)。「服務學習」名稱始於 1966 ~ 1967 年美國東田納西州

之 Oak Ridge Associated Universities 之教師與學生參與之社區發展計畫，多數認

為係由美國南方教育董事會(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 Board) 的 R. Sigmon 及

W. Ramsey 提出  (Jacoby, 1996)。1969 年亞特蘭大服務研習會議 (Atlanta 
Service-Learning Conference)提升「服務學習」為會議主軸，提出三點攸關大專

校院發展服務學習課程重要建議：（1）大專校院應鼓勵其學生參與社區服務，促

使學術學習與服務結合，並給予學分認定；（2）大專校院；民間組織；美國聯邦、

地區及州政府應對希望參加服務學習之學生提供機會與資金；（3）學生、公私立

機構人員、大專校院之教職員應全數參與服務學習課程之規劃與執行(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Clearinghouse, 無日期)。可謂上述三點結論，蘊含下列重要意

義：（1）確認服務學習課程之教學地位；（2）政府及公私立機構應對服務學習課

程提出實質協助；（3）鼓勵及要求社會各界人士多元參與服務學習課程。 
林長青(2005)指出，1980 年代起，不少教育界人士開始重視「社區服務」之

意義，配合該理念之盛行，美國各級學校開始將服務學習視為新型教學法(陳倩

玉，2006)，當時已有 1,000 所大專校院正式奠立相關理念及做法(徐藝華，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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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美國政府正式立法通過「國家及社區服務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 of 1990），1993 年則為「國家及社區服務信託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Trust Act of 1993）。根據上述二法案不僅分別成立國家服務學

習資源中心 (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Clearinghouse) 、國家服務公司 (the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Service)加強推廣服務學習理念；且奠立以政府預算支持

校園服務學習活動之正當性。傾一國之力扶持服務學習課程活動，亦反映出美國

社會之重要價值觀。 
故可謂自 1990 年起，高等教育採行服務學習課程日益普及，並蔚為全球教

育界之新風潮(Carrington & Iyer, 2011)。台灣之服務學習觀念之發展，實受美國

服務精神之影響。最早於 1952 年東海大學籌設時期，由來自美國紐約中國基督

教大學聯合董事會（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秘

書長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提出「訓練男女學生之勞動習慣」及「對

校外社區提供實際的社區服務」之觀念，並於 1955 年 11 月 2 日創校典禮結束後

付諸實施。凡大一、大二學生，均須參加每週五小時，為期二年之義務勞作活動。

這是台灣高等教育界引入以「勞作教育」進行服務學習觀念之始。教育部則於

1957 年以「台 46 高字 3978 號令」准予東海大學試行「東海大學勞作制度」。可

謂台灣官方首度認可服務學習之精神，惟當時尚無「服務學習」之正式名稱(東
海大學，無日期)。 

1999 年，台北市政府率先訂立「國中以上學校推廣公共服務教育實施要

點」，強力推動中學生公共服務教育(朱慶蘭，2009)，並於 2000 年 11 月修正為

服務學習(林勝義，2001b)。溫貴琳 (1999)指出，台北市立建國中學首先要求該

校高一、高二學生每學期均應完成八小時之公共服務，其後則推廣至台北市高

中、高職普遍實施。朱慶蘭(2009)表示，行政院青輔會更早於 1997 年 7 月起即

推動大專學生參與志願服務，並於 2000 年提升為「服務學習」。大專校院之輔仁

大學、臺灣大學、元智大學、中原大學、靜宜大學等多於 1997、1998 年開始推

廣各自學校之服務學習課程。而大專技職體系第一所實施勞作教育之技術學院乃

為今之朝陽科技大學之前身－朝陽技術學院，該校創校於 1994 年時即仿造東海

大學實施「基本勞作教育課程」(何孟興，1999)。 
2007 年，教育部正式以「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推動高等教育之服務學

習課程，該方案由教育部訓委會、高教司、技職司、中教司、體育司、社教司共

同推動。以多元參與、統整融合、創新品質、分享激勵為實施原則；初期計劃執

行年度含 2007 至 2009 年(96 至 98 學年度)之三年期計劃；2008 年 1 月 29 日更

公布「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開設具服務學習內含課程作業要點」，以實質預算補

助大專院校推廣服務學習課程 2。2010 年 10 月起進行第二階段之五年期計劃(99
至 103 學年度)。本方案可視為政府教育主管單位重視服務學習，因而鼓勵大專

校院納入課程設計規劃。 
自 2007 至 2011 年(96 至 99 學年度)，透過上述方案，台灣之大專校院開設

                                                 
2 該補助方案於 99 學年度結束後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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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課程由 95 學年度約有 87 校，提升至 98 學年度有超過 134 所 (岳修平、

邱立安，2011；教育部，2007a)、99 學年度有 139 所大專校院設置服務學習專責

單位推展服務學習課程 3。成長率高達 60%。然課程及修課學生數量雖大幅增加，

但若以全台大學及技職體系之課程總數而言，開課比率實偏低 4！以台灣居龍頭

地位之台灣大學為例，該校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單位總共開出 298 班服務學

習課程，占該校開課班級數 7,8805的 3.78%，雖已在台灣之高等教育機構名列前

茅，但總比率仍不足 5%。 
教育部在服務學習「質」之改善方面則致力推動服務學習相關課程與教材的

研發、大專教師服務學習專業知能成長、因應服務學習課程之創新教學方法與評

量、建立校園服務學習品德文化校風等。課程實施類型包括（1）結合各校之校

訂共同課程、通識課程、專業課程的服務學習；（2）結合社團活動的服務學習二

大類。可謂台灣大專院校之服務學習課程發展之起步雖晚於美國之深厚歷史淵源

優勢，尚無國家立法支持，但經由熱誠努力仍是大有可為。 

二、服務學習意義與功效 
（一）意義 

中外有關服務學習之定義可謂百家爭鳴。由於美國為服務學習之起源地，故

前述美國國家服務學習資源中心對服務學習所下之定義值得探究。其定義服務學

習是一種教學和學習策略，透過督導及反思活動，整合有意義之社區服務，以豐

富學習經驗，教導公民責任，並強化社區。上述陳述典型反應服務學習令人淺顯

易懂之核心價值：透過「服務」與「學習」相結合，使學生於「服務」過程中得

到「學習」的效果 (林勝義，2001a)。林勝義(2001b)亦認為學生才是服務學習的

主角，而「服務」與「學習」則是平等重要之組成因子。上述定義與台灣行政院

青輔會之定義不謀而合。  
引領台灣服務學習發展之學者沈六(1997)，則強調服務學習合併社區服務與

教室學習，能同時增強兩者，並產生較單一服務或單一學習效果之總和更大之綜

效之有力工具，換言之，服務學習對參與學習之學子與接受服務之社區必產生超

越舊有成果之效益。黃玉(2000)則認為，服務學習課程可提供學生領導經驗與培

養社會公民責任，亦可提供與不同背景人士之互動機會，從而增進人際關係發

展。文忠蓮(2011)亦認為，服務學習可謂是促成全人教育之教學方式，對個人、

社會、國家之所有層面，產生潛移默化之效果。Kerins(2010)則表示，服務學習

是聯繫學術與現實世界的橋樑，其運作目的在提供學生一個可以利用課業所學知

識幫助他人的機會。 
美國 1993 年「國家及社區服務信託法案」則認為服務學習是學生或學員可

以透過主動參與有組織之服務活動達到個人學習及發展的一種方式，包括有（1）

                                                 
3 資料來源：教育部訓委會，2011 年 8 月 5 日電話訪問。 
4 資料來源：台灣大學教務處課務組，2011 年 8 月 16 日電話訪問。 
5 台灣大學所開之學分課程性質多樣化，其中亦包括有校內外專題講座、書報討論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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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社區需求下由社區安排學生參與服務；（2）為各級學校、社區服務計畫中心

與社區之間進行協調；（3）協助培養公民責任；（4）整合並加強學生之課業學習，

或參加社區服務計畫人員之教育內容；（5）定期安排學生或學員進行服務經驗之

反思(維基百科，無日期)。由於上述法案係由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
親自簽署通過，故可視為美國官方之定義。Jacoby(1996)則指出，服務學習是一

「經驗教育」模式，透過學生參與服務活動以滿足人類及社區之需要。「反思」

和「互惠」為其關鍵概念。此與我國教育部於 2007 及 2009 年分別指出服務學習

是以經驗教育的模式，促使「服務」與「課程學習」的相互結合，以達到設定的

學習目標與服務者（學生）的學習與發展之理念相符。 
根據上述分析，服務學習重視實作經驗教育學習，並不應自限於社區之外。

前者吻合技職學校之教育目標；後者強調學校課程不應侷限於學術象牙塔之內，

只有對社會實質付出，學生與被服務之社區機構彼此方能共同成長。但「服務學

習」與「志願服務」之間，常存在模糊之灰色地帶。例如美國推動之服務學習係

以社區服務為主，並連結於公民參與 6(civic engagement)，但二者並非完全相等(陳
金貴、張雪梅，2009)。 
（二）功效 

亦即服務學習課程之學習成效或發展目標。服務學習得以在美、台高等教育

界被認為是重要之經驗學習及具創新意義之教學法，必有其成果。惟其成效探討

應基於就參與學生而言，其可自服務學習活動中獲得之成長經驗，是否達到服務

學習課程設定之目標？  
蘇雅君(2003)引用國外學者 Waterman 於 1997 年所提出之服務學習之四項功

能為（1）增進傳統課程的學習；（2）促進個人發展；（3）培養公民意識與責任

感及（4）社會貢獻。Eyler 與 Giles(1999)經由 1993 年至 1996 年長時間舉行三

次且廣泛之質性與量化研究後(葉祥洵，2006)，於 1999 年提出服務學習五大功

能為（1）促進學生個人發展、人際發展；（2）瞭解及應用知識；（3）批判思考

能力；（4）觀念轉變；（5）公民能力。Butin (2003)表示，可以透過技術、文化、

政治、後現代化四個面向評估服務學習成果。McCarthy 與 Tucker (1999)指出，

服務學習可以促進參與者問題解決能力、領導技能及社會責任感。Kaye(2004)
則認為服務學習無關參與者天賦，透過協助他人，可以增進自我及社會認知、公

民參與、同儕認同、培育積極、領導、解決問題之能力以及團隊合作的精神。此

與劉若蘭(2009)表示之「價值觀改變、知識學習、能力發展、多元文化認知、公

民參與態度、師生互動、人際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等均屬於服務學習課程之成效」

研究結果相近。葉祥洵(2006)提出服務學習功能包括有（1）帶給學生更高品質

之學習；（2）提供學生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而有助於未來公民之準備；（3）能

為學生未來做更好的準備；（4）可促進學生多方面的發展；（5）有助於學校及社

區的發展。陳倩玉(2006)則提出以（1）學生；（2）學校；（3）社區機構；（4）
社會之角度，條列出二十八則國內外學者專家提出之服務學習功能項目。范姜林

                                                 
6 亦有稱之為公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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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2009)亦認為：透過挫折反思學習，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有助於學生培養挫折忍

受力！ 
由於服務學習強調「經驗教育」，近幾年來亦被廣泛運用於各級師資之養成

過程訓練。透過職前教師親身參與服務學習，將更深切了解如何協助學生學習

(Lawrence & Bulter, 2010)。曾素秋(2010) 亦曾就參與服務台灣台中縣某國小課後

輔導班之職前教師為研究對象，發現服務學習對渠等自我成長、生涯探索、教學

知能、專業態度、公民責任與社會參與等面向，均有提升之效果。而與學生相關

之實證研究則包含如 Brandes 與 Randall(2011)發表渠等就美國 34 位參與高等教

育服務學習課程之大學生透過前測及後測之比較研究，發現參與者在公民態度

(civic attitude)、公民活動(civic action)方面，服務學習前後有明顯之差異；換言

之，服務學習提高參與學生之公民責任。Buch 與 Harden(2011)亦就美國北卡羅

來納大學 Charlotte 分校之 114 名參與服務學習之大學生進行成果評估，得到提

高學生公民態度與「有所作為」(make a difference)之企圖心等相似之研究結果。

Leimer、Yue 與 Rogulkin(2009)表示就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Fresno 分校參與服務學

習者之研究顯示，他們在個人成長、執著力、及工作技能方面呈現較高之品質。

Simons 與 Beverly(2006)則就自 2002 至 2005 年間 260 位參與服務學習者之研究

成果亦顯示服務學習課程提昇他們的政治意識、多元化的態度以及願意長期服務

的承諾；亦即服務學習活動可透過社會、情緒及認知學習，影響參與者之個人、

人際及社會發展。  
但上述國內外學者專家所提出之服務學習具有之功能，多基於學生個人及其

所屬學校、被服務社區機構、及上述三者所屬國家社會需要之未來公民之立場分

析，其研究範疇促限於單一國家性質之活動。然本世紀隨著電子科技產業蓬勃發

展及國際化浪潮席捲全球下，世界各國已建構成「地球村」之概念，跨國互助已

成常態 7，青少年進行國際志工服務之範例不勝枚舉 8，服務學習國際化以發展

全球公民社會之趨勢已然成形(Annette, 2003)，並被視為對學生、大學及國際社

會多方有利之教育工具。換言之，服務學習國際化應是未來發展重要趨勢。故服

務學習課程之功能評估範疇若仍侷限於僅具單一國家性質之活動，實無法呈現目

前鼓勵高等教育學生從事國際服務學習之理想。 
於此，美國匹茲堡大學土木工程系曾以一年的時間執行於厄瓜多爾貧窮地區

的國際工程服務學習計畫，發現透過國際服務學習經驗，不僅擴大學生的視野，

也提升他們的工程專業技能，展現較傳統工程教育更貼近現實社會的學習成效

(Budny & Gradoville, 2011)。具體而言，該土木工程系學生透過國際服務學習計

劃獲得與國際工程夥伴合作之機會，學習到國際工程設計與執行經驗，體驗到全

球化的工作環境，從而累積專業實力。惟目前我國許多有關服務學習功能或發展

目標之研究，除少數研究如 Chang、Chen、Huang 與 Yuan(2012)曾以 10 位擁有

                                                 
7 例如 2011 年 3 月 11 日東日本大地震後，全世界之救援人力及物資立即馳往日本全力救援。 
8 例如致理技術學院國際貿易系 98、99 學年度暑假均召募大專學生及成人志工至非洲布吉納法

索進行國際志工服務。大葉大學青年志工團亦於 2012 年寒假至泰北培英中學，把生活化的科

學教育帶進泰北(薛荷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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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六個月以上之國際志工服務經驗之研究參與者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參與「國

際性服務」可以提高學習者的跨文化交際能力、語言表達能力、欣賞文化差異、

容忍歧異且協助參與者深入探索自我；吳肇銘(2010)則就台灣中原大學服務學習

團隊－「2006 年馬拉威電腦營」於協助非洲馬拉威國家縮減國際數位落差之際，

造就團員國際視野提昇等略有著墨外，其餘研究則甚少探索服務學習之「國際化」

層面之成效。 
國內學者徐明等人(2008)則綜合美國及台灣地區之實證研究及實施成果指

出，有效之服務學習可以促使參與者於「學生」、「學校」、「社區」、「國際」四領

域之成長，各領域之內含項目如下表 1： 

表 1  
徐明等人(2008)服務學習發展目標分析表 
目  標 內    含    項   目 

學生 
個人及人際發展、課業學習、課堂知識的實際應用方面、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方面、

觀點轉換方面、成為主動和有效能之公民方面 

學校 
學生對學校之向心力、學生間的互動交流、 

師生關係的改變、校園民主氣氛 

社區 
促進學生與社區的連結、建立與社區成員的夥伴關係、協助社區問題解決、 

增進社區自助能力、培育社區持續參與之公民 

國際 
培養具國際觀的青年領袖、啟發多元文化的敏覺性、擴展學生海外學習經驗廣度、

重塑學生人生方向與價值觀、增能國際志工組織、提升愛國榮譽感 

資料來源：徐明等人合著，黃玉總校閱 (2008)，從服務中學習：跨領域服務－ 
          學習理論與實務 

參、研究設計 

一、課程方案設計與執行     
本個案研究之服務學習課程係結合「國際服務業管理」專業課程運作。該課

程配合研究參與者就讀科系之特性及前一學年之「國際貿易模擬商品展」累計之

實習經驗，以服務業經營特質及國際會展服務業之闡述與經營管理為教學重點。

方案設計則採用服務學習基本四步驟－準備、服務/行動、反思、慶賀(教育部，

2007b；Terry & Bohnenberger, 2007)： 
（一）準備(preparation) 

包含服務機構之聯繫與協議書之簽訂、相關課程評量標準、為參與學生進行

會展志工服務培訓作業、專家演講等。本研究根據學生屬性及課程特性，期使渠

等能充分掌握國際服務業管理之重要精髓，同時結合 98 學年度該班學生舉辦致

理技術學院「國際貿易模擬商品展」之實務經驗，選擇「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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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會 9」作為接受服務之社區機構，並與其志工召募代理單位「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三分區─新莊東區扶輪社」簽訂「協力單位合作協議書」；於 2010 年 10
月 18 日由研究者為參與學生舉辦「服務學習行前說明會」；另為增加學生專業知

能，亦安排三場會展及志工專家演講，詳如下表 2。 

表 2   
本研究會展及志工專家演講表 
場次 演講日期 主   題 主  講  人 

1 2010/09/10 志工特殊訓練－專業課程 
丁錫鏞博士 

(臺北花博營運總部總製作人) 

2 2010/12/08 
志工服務介紹： 

以臺北花博、上海世博為例 

潘冠伶女士 (花博營運總部 

行政管理中心志工組督導) 

3 2011/01/05 國際扶輪社志工服務介紹 
周振興先生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三分區─新莊東區扶輪社前主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服務/行動(service/action) 
為被服務機構提供二階段服務活動，服務地點為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新生

公園」區。服務方式則依被服務機構安排之服務活動為主。第一階段為「實習兼

服務」，執行日期為 2010 年 10 月 20 日；第二階段為「正式服務」，執行日期為

2010 年 11 月 9 日、11 月 10 日及 11 月 11 日。每次值勤三小時，故每名學生共

計完成十二小時之「服務學習」活動；班級總服務超過一百七十人次。根據修課

學生現場導覽、答詢之經驗累計，至少服務超過二萬名以上之花博遊客，並為全

國大專院校最早投入「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志工服務之團隊。 
如前述本服務學習課程結合參與者前一學年之學習經驗，搭配「2010 臺北

國際花卉博覽會」之志工人員服務流程，可以使參與學生充分掌握國際服務業管

理之重要學習精義。既實際深入了解國際服務業之運作，培養國際展覽服務業之

專才，達到「做中學」之技職教育之崇高理念！亦可藉由服務學習課程之規劃，

讓學生熟悉國際展覽服務業，有助日後職場規劃；並藉由志工服務訓練，貢獻社

會，成為國家社會之中堅。 
（三）反思(reflection) 
     每次服務結束後學生須撰寫反思日誌，由學生任選擇三日之服務活動撰寫

相關日誌。於第一階段之實習服務後於 2010 年 10 月 27 日安排期中反思回饋活

動、全部服務結束後於 2011 年 1 月 5 日安排期末反思回饋活動，由全體參與者

                                                 
9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主辦單位為台北市政府，是臺灣第一次正式獲得 AIPH 正式授權

舉辦的國際園藝博覽會。舉辦時間自 2010 年 11 月 6 日至 2011 年 4 月 25 日止。2010 年 10 月

舉行試運。展覽四大館區為：1、圓山公園區；2、美術公園區；3、新生公園區；4、大佳河

濱公園區。其當初預估超過 800 萬參觀人潮，故急需志工參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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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服務心得與成長體驗等。 
（四）慶賀(celebration) 
     於修課學生完成服務學習四次活動後，於 2011 年 1 月 5 日期末反思活動結

束後，由學生及相關師長以小型茶會方式，舉辦慶賀活動，師生共同回味及討論

服務過程各式經驗，共同慶賀彼此之成長。 

二、研究參與者 
基於前述之動機，本研究以參與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致理技術學院國際貿易

系五專部「國際服務業管理」課程之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學者潘慧玲以「研究

參與者」稱之(引自楊仕裕，2006)。渠等之學制為五專五年級，全班參與服務學

習人數 46 人，其中男學生 8 人，占 17.4%；女學生 38 人，占 82.6%。年齡 97.8%
集中於 19~22 歲之間；22 歲以上占 2.2%。台灣近十年來五專學制學生一直以追

求更高學歷為人生目標，故本研究參與者下課時間多數在插大學補習班進修，亦

有不少學生假日打工。     
原則上所有參與者於服務活動過程中需撰寫三份由致理技術學院服務學習

中心提供之「反思日誌」及一份「期末反思回饋單」。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就服務學習課程成效之評估採： 

（一）質性研究之文件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其步驟如下： 
1、首先自蒐集參與者撰寫之「反思日誌」及「期末反思回饋單」等形成之

文本初級資料，由研究者仔細閱讀、了解其意義後，選擇出有意義之述句，畫底

線並予以開放編碼分析。 
2、其次再根據編碼分析之結果，由研究者進行系統化描述，歸納比較後予

以歸類。 
3、最後，進行分析性之分類碼詮釋，以發展出其核心概念(吳佳綺譯，2010；

潘淑滿，2003：155)。 
（二）訪談法(interviewing)  

其中訪談情境為「非正式訪談」。基於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良好互動關係，

由研究者巡迴於服務學習活動現場、或與參與者共同搭乘被服務機構提供之接駁

交通車往返服務場所之際，於自由開放之環境閒談，隨時蒐集參與者對服務學習

之看法與心得；另就訪談問題之嚴謹度而言，則屬於田野研究常使用之「無結構

式訪談」(潘淑滿，2003：140-147)。相關訪談結果則由研究者進行摘要式轉譯及

編碼分析，並融入於前述文件分析法之分類概念；所有資訊之搜集直至「飽和」

(saturated)為主要考量標準(潘淑滿，2003：127)。 
最後研究者將根據上述研究法歸納分類出之核心概念，經由質性研究之信實

度 (trustworthiness)檢核後，以釐清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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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類別如下： 

（一）文本資料 
    1、以致理技術學院服務學習中心所採用供參與者撰寫之「反思日誌」及「期

末反思回饋單」，作為蒐集初級資料之研究工具。反思日誌之設計包含三大主題，

提供學生進行反思之思考方向，詳見下表 3。  
 
表 3  
致理技術學院服務學習中心反思日誌內容分析表 

主  題 目  的 項     目 

 

 

What? 

 

服務過程中 

所做、所見、所聞 

我做了什麼服務? 

我看見什麼事情? 

我聽到什麼心聲? 

我接觸到什麼問題? 

他人發生什麼問題 

 

So What? 

 

新觀念 

為什麼會發生上述情事? 

有什麼感想與思想? 

我學到了什麼? 

對我有什麼意義? 

我有什麼新看法? 

Now What? 新觀念應用 

上述對我做事有何改變? 

我要做什麼改變? 

對我自己和社會有何影響? 

資料來源：致理技術學院服務學習中心 

期末反思回饋單則採開放式問題設計，主要在提供參與者思考其在整個服務

學習課程裡之收穫，由致理技術學院服務學習中心規劃成五大領域：（1）參與；

（2）適應；（3）價值；（4）學習成長；（5）整體感受。研究者亦以質性分析法，

將參與學生填答結果進行分析。反思日誌重視參與學生每一次服務立即反應與心

得，期末反思回饋單則是一整學期之完整成長心境分析。 
文件編碼方式為：（1）反思日誌之編碼：DXX。其中 D 代表日誌；XX 代表

學生編碼，由 01 編至 46 號。（2）期末反思回饋單編碼：RXX。其中 R 代表反

思回饋單；XX 代表學生編碼，由 01 編至 46 號。 
2、非正式訪談之記錄，編碼方式為 IXX。其中 I 代表訪談紀錄，XX 代表訪

談記錄編號，由 01 編至 16 號。主要係研究者與參與學生簡單交談時之記錄。 
3、花博營運總部行政管理中心志工組督導專業評量。由負責本研究服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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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活動之潘冠伶女士 10評估。 
4、服務學習課程特質教師自我評鑑表(黃培真，2011)。 
5、研究參與者接受國內平面媒體採訪之報導 11。 

（二）非文本資料 
    包含有研究參與者服務學習過程攝影之照片、服務過程及期中與期末反思回

饋活動錄影等。 
（三）研究者 

亦為本研究分析質性資料之工具。研究者擁有超過二十九年之職場經歷。曾

任職於政府金融單位、政府會展推廣相關機構多年；於技職體系大專校院授課主

軸包含國際服務業管理、國貿實務及國際會展相關課程。本研究之社區服務機構

業務運作，為研究者過去職場及教學領域之重心，故對本研究文本資料之編碼歸

納，得以作系統性陳述。                

五、研究信實度 
質性研究者之背景、環境及偏好常無可避免地反映於研究裡(吳佳綺譯，

2010)。故為強化分析之品質，於本研究之信實度建立方面，採用下列四種方式

進行： 
（一）三角交叉驗證法(triangulation) 

亦有稱之為「三角檢正」，為質性研究資料檢核重要方法之一(李燕美，2004；
周富美，2010)。本研究採用不同資料來源交互檢核印證之方式，以提高本研究

之信實度，並得以規避研究者個人之偏見。其中資料之搜集管道多重，包括有：

參與者之「反思日誌」、「期末反思回饋單」、服務學習非正式訪談記錄、花博志

工組督導專業評量，服務學習課程特質教師自我評鑑表、媒體報導、服務學習過

程照片、期中與期末反思回饋活動及現場服務活動之錄影等！ 
（二）參與者檢核(member check) 
    邀請研究參與者於資料分析與報告撰寫之際，檢核修正研究者所詮釋之觀

點，並將其觀點得以整合至最後之分析研究裡(張可婷譯，2010；潘淑滿，2003)。
本研究並於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2 月間邀請數位全程參與本服務學習課程之

學生，就研究者歸納出之五項核心主題內容，進行書面資料之查核及評定觀點是

否為渠等之原意，與研究者討論後並據以調整之。 
（三）同儕檢核(peer reviewing) 
    本研究邀請致理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精質性研究、並熟稔該校情境脈絡

文化之學者周富美參與資料分析審視、檢核及討論，以避免研究者之個人主觀偏

見影響質性研究品質。 
（四）長期涉入(prolonged engagement) 
                                                 
10本服務學習彼時係由花博志工組潘冠伶女士負責安排與督導作業，潘女士現為「財團法人台北

市會展產業發展基金會」行政服務中心工作人員。 
11本服務學習專業課程學生於實習中表現優異，獲得聯合報 2010/10/26 第七版之採訪報導「不分

老小－他們要散播花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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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者與參與者正式師生關係始於 98 學年度，以一學年之教學時

間，共同參與該校全學年度國際貿易模擬商品展之規劃、執行作業，有極深厚之

信任關係。故研究者了解參與者之語言溝通及文字表達，能夠妥適分析參與者之

真實想法(潘淑滿，2003：265)。 

六、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考量人力、時間等因素，最後僅以研究者便利取樣之樣本為研究對

象，以致研究結果推論之範圍可能有所侷限。另因時地利之便選擇選擇「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作為社區服務機構。主辦單位雖為台北市政府，但性質屬

於非常設性之大規模國際性博覽會，與一般所稱之「非營利事業 12」組織略有不

同。故本研究亦可能因該機構本身存在之特性而使研究結果有所差異。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係以「專業課程結合服務學習」進行個案分析，依據上述之文本及非

文本等質性資料，探究參與者自服務學習課程活動中，得到之心得與成長認知，

歸納出下列五項核心主題，包括有（1）人際溝通更順暢；（2）提昇職場專業能

力；（3）充實個人內涵；（4）擴展國際化視野；（5）提昇公民素養。本研究將研

究結果與討論合併分析如下：  
1、人際溝通更順暢 
    溝通為人際關係的重要基礎(陳皎眉，2009；黃惠惠，2002)，良好的人際關

係則可滿足愛(affection)、歸屬(inclusion)及控制(control)之人際需求(曾瑞真、曾

玲珉譯，1996)，而溝通技巧良莠與否為人際吸引力建立之基礎，並影響個人愉

悅的長期人際關係與組織的成功(Dainton & Zelley, 2005)。Palestini、Rowe 與 
Chapman 指出，服務行為可以提供參與者培養人際溝通技巧、時間管理能力與對

志願服務的熱忱(引自 Ferrari & Chapman, 1999)。國內許多研究亦顯現人際互動

能力因服務學習活動經驗而改善(劉若蘭，2009)。本研究參與者於服務學習過程

裡，得到了諸多與人際溝通有關之成長經驗，不僅是與花博參觀者之溝通，亦包

括其他志工、主辦單位工作人員、研究者之溝通： 
（1）改善情緒管理技巧 

高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s, EQs)比低情緒智商較能創造令

人滿意之人際關係(何國華，2005)。本研究參與者透過服務學習，學到了控制自

我情緒管理，莫受他人影響：  

學到被人罵的時候，要心平氣和的對待客人。(D13)  

                                                 
12一般非營利事業包括五種類型：公法人、公益社團法人、中間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及非法人

團體(林華德、張光文，2009)。「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之性質與上述五者有所區分，其

營運表現有強烈之公益性質，但其經營型態包含一般營利性商業活動諸如售票業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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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出手不打笑臉人嘛」！也藉此可以訓練自己的處理方式、態度……等。(R19) 

服務業並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要學會轉換自己的心情，即使遊客不開心，我們態度也不

能不好。(D31)  

用心去幫助人，然後讓自己變的有耐心，別人也會很真誠的待你，這種感覺很好。(R02) 

花博讓我學到了很多如何跟他人相處的訣竅，讓我有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深刻感觸。

願意主動幫助他人，而他人也會給予你感恩的微笑。(R06) 

    懂得感恩，與帶隊老師之師生情更濃： 

有這次難得的經驗，不僅是做人的處事態度及在外的形象和公德心。謝謝老師讓我們有這

次的校外體驗。(R42) 

我覺得你們這些天都懂事多了，對老師比以前有禮貌耶！(I16) 

（2）「傾聽」產生同理心     
同理性傾聽(empathic listening)能力，包含尊重他人之觀點，並對所有溝通之

訊息保持敏感度 (何國華，2005)，才能提高溝通的品質。本研究參與者亦經由

服務過程了解花博參觀者之需求，進一步協同其他工作人員共同解決；並透過親

身體驗，由「本當如此待我」轉換成「感謝如此待我」： 

要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要同時以服務者及接受者的角度處理問題！(R24)  

學習......理解其他人的想法！(D07)  

用心服務，為遊客設想，盡量給他們方便......。(D19)  

以前的我總是認為志工服務我們是理所當然的，直到這次親身擔任服務別人的角色時，我

才發現原來接受者的態度及回應對於一個服務者來說有多麼的重要。(D24) 

以後遇到志工的時候，也能體會他們的辛苦，並且向他們說謝謝！(D31) 

批評別人之前，先想想別人背後的努力，以及自己是否能做得比別人好！(D21) 

（3）強化口語表達溝通能力 
語言是溝通的重要媒介，而語言表達能力之提昇需加強練習，方能達成有效

溝通(何國華，2005)。本研究參與者於服務學習結束後，發現渠等面對陌生人表

達看法之勇氣及陳述能力，均大幅進步： 

比較敢勇於發問。(D39)  

    學到怎麼講清楚方向讓別人了解。(D45)  

語言真的很重要，不僅僅只是英文......可以多學學不同國家的語言，說不定哪一天可以派上

用場！(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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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志工服務讓我變得比較敢與不認識的人交談！(D11)  

巧妙的應答有時可以化解不必要的紛爭，口才說話方面似乎變好了。(D21)  

2、提昇職場專業能力 
    本研究採「專業課程結合服務學習」之運作方式，專業領域包含國際性服務

業主要經營管理實務，並搭配實地參與會展服務業，以達「做中學」經驗教育之

課程目標。研究參與者於服務學習過程中累計不少專業之判斷，亦可謂服務學習

對參與者之課程知識運用於實務上頗有助益： 
（1）國際專業展覽運作方面 
    研究參與者在國際會展專業學習領域，頗能洞察展場設計缺失，並提出專業

之建議如後： 

應該要在參觀地圖上標示的更加清楚及地標要更加大，讓大家都看得清楚。(D34)  

控管好人數與流動效率。(D23)  

應該要在有階梯的部份作明顯的標識。(D43)  

花博沒有普及的中英日翻譯，造成很多外國遊客不知道要怎麼走。(D30) 

可以用大型布旗製作方向標，讓人遠遠就看見，不會擔心找不到方向。(I14) 

除了展場規劃、動線設計、導覽指標、語音宣導可以更精進外，參與者亦自

省自己之志工訓練應該再加強： 

希望下次再做志工時，可以舉辦更詳細之事前訓練，才不會被遊客問倒。(R21)  

（2）培育專業技能 
參與者除志工服務學習經驗外，對專業領域之服務業貿易實務及國際商展之

專業知識，收獲良多；並得以將會展服務經驗內化成個人之專業經驗成長，進而

學以致用： 

學生服務熱情不減，不僅在新生公園獲得肯定，更廣泛延伸至其他園區，交叉經驗分享並

學以致用。使得學生們能提供資訊更加廣泛，並且得到更多服務技巧，在有限的服務時間裡能

盡情發揮各自所長。(花博營運總部行政管理中心志工組督導專業評量)  

對我以後走貿易這一行有很大的幫助，像磋商。(D30) 

這次為服務國際性的展覽，在這當中看到很多大型展覽內部的工作流程與規劃，真的是非

常有系統，讓我受益。(R40) 

這是一個受益良多的課程，不只是課程的專業知識，還有實際的去當志工，能夠真的體會

何謂服務業的精神，這堂課對我的影響非常的大！(R03) 

（3）工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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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吉成(2011)之研究指出，工作態度為電子商務領域就業力重要指標項目；

亦有研究指出，員工之工作態度與組織績效中之「組織目標」、「工作績效」、「品

質績效」三構面有顯著影響性(楊建昌、廖又生、楊紅玉、廖茂宏、邱淑芬，2011)。
服務學習課程可以帶來學生工作態度之改變(劉若蘭，2009；Eyler & Giles, 
1999)。本研究參與者自服務學習課程中對工作態度亦有所體認： 

當花博志工反應要快......我手上隨時保有一份地圖，如此才不會出錯。(I06) 

學習到工作時的敬業精神！(D21) 

接受任何的任務或事情時，都要全力以赴，盡心盡力，不要有偷懶僥倖的心態。(D08) 

站在一個地方三小時，回答著一樣的問題，是累人的！但是身為服務人員，再累的時候也

要保持微笑，這才是一種敬業的精神，不可以把自己不好的情緒帶給對方！(R36)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萬全的準備可以預防不時之需，也可以看出一個人面對事情的態

度和責任感。(D08)  

（4）團隊合作 
參與者發現本服務學習課程，並非獨立經營服務過程，而須與同儕、服務之

社區機構(花博主辦單位)、其他志工前輩之間形成堅強之團隊，團隊精神有助工

作之完美達成：  

五國一學生將服務經驗傳承給同班同學，進而擴散至同校其他學生，使致理學生服務素質

提高，讓其他同學也能體會到提供服務後的正面迴響。(花博營運總部行政管理中心志工組督導

專業評量)  

一個活動要能成功完成......團隊精神很重要。(R36) 

請旁邊的志工同學幫忙，不然就得趕快去找花博的人員來處理較棘手的問題。(R42) 

歡迎光臨......我負責帶頭先喊出來，他們再跟進，配合的不錯！(I03) 

3、充實個人內涵 
    服務學習的確可使參與學生於服務過程中，產生想法改變、或更加重視某些

人生價值(劉若蘭，2009)。本研究之參與者於下列領域，顯現脫胎換骨之改變： 
（1）強化問題解決能力 

本研究之參與者於服務學習過程中，因外在環境而激發其處理事情之解決能

力，並得以發展較精密之思考： 

面對不同問題要用不同的方式來解決問題。(D05)  

能更夠有效率的和人溝通，並快速解決問題。(D07) 

遇到問題當下修改如何回答適當？如何指示較佳等。(D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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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細節的思考，以及瞬間的反應力和外語能力。(D01) 

（2）顯現高度抗壓力 
    從開始服務時之生澀表現，面對各式挫折到最後圓融完成服務學習，服務學

習參與者提高挫折容忍度，此與范姜林鳳(2009)之研究結果不謀而合：  

凡是遇到挫折不要輕易放棄，努力付出最後得到的會是更美好。(R11)  

學會忍耐，這些問題都是可以克服的。這次服務課程我學習很多，心理上也成長不少。(R29) 

常常要面對客人的耳提面命，雖然常常有心靈受到傷害的感覺，可是我也在傷害中學習，

學習去尊重每個人的心情，同時也可以訓練自己的抗壓性。(R13) 

挫折感？當然有啊！但沒時間傷心，人一直來，我也找出正確方向了。(I02) 

（3）培養弱勢關懷情 
    Shelley(2012)指出，服務學習有助於年輕人發展表達善意及關懷、社區維護

與公民行動之技能。本研究亦發現，參與者透過服務學習，從以往自我中心之心

態，開始思考關心其他人之需求及想法，例如 認為弱勢之老年人、小孩應特別

規劃，並注意其需求： 

花茶殿的入口處門檻太高，我多請他們一定要小心跨過，不要絆倒。(I01) 

應多發帽子給老年人及小孩。(D35) 

照顧老人及需要推輪椅時要更加的小心，老人比年輕人還要脆弱！(D34) 

主辦單位規劃可以再小心。人那麼多，老人及小孩找不到休息的地方。(I08) 

4、擴展國際化視野 
本服務學習之研究參與者雖未能透過國際旅行至他國服務累積國際化服務

經驗，但參與配合社區機構「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亦屬於國際性企業，

故研究參與者於服務值勤過程中較其他本土社區機構在接觸國際化環境更具優

勢，從而產生質變，此與前述美國匹茲堡大學土木工程系之研究及吳肇銘(2010)
「2006 年馬拉威電腦營」提升參與團員國際視野之研究結果類似： 
（1）擴展國際觀 
    中國古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即是鼓勵學子應勇於擴展人生經歷，以

今之眼光觀之，即是建立國際宏觀視野，亦是許多先進國家教育政策之重點規劃

(李振清，2008)。本研究參與者感受到國際化環境之刺激： 

語言上的重要，文化上的交流，都是一個國家必須跨出去的，這樣才是國際化。(R12) 

花博帶領台灣到全世界。(D12) 

我學到了外國人的禮儀及對他國文化較為了解；學海無涯，一定要不斷的精進英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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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具備都有國際語言的能力。(D40) 

之前所學的日文在花博派上用場了，利用日文向日籍遊客指引方向；但因為表達並沒有很

順很好，所以讓我更想把日文學好！(D17) 

台灣是海島國家，貿易尤其重要，大型國際展覽活動，有助提升台灣之能見度。(服務學習

課程特質教師自我評鑑表) 

（2）感受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刺激可藉多樣性的經驗，影響學生在大學之學習及公民責任感，並

有助於他們日後於日益多元化的社會裡之就業(Dwyer, 2006)，故跨文化學習應是

未來世界公民之應盡義務(陳雪雲，2010)。而將多元文化視為資產，則為一國文

明進步的象徵(徐明，2009)。葉兆祺、張鈿富、林友文(2008)表示：「語言是人際

溝通、互動之工具，對於認識多元文化需要透過語言來完成。」本研究參與者的

確於國際化環境裡接受到語言之刺激，從而靈敏感受體驗到相異文化之火花： 

修課學生…...使用到英文、西班牙文、日文等國際性語言；本地則除華語外，尚有台語及客

家語…… (服務學習課程特質教師自我評鑑表) 

花博服務......遇到各式各樣的人，可能是不同國籍，或者是從小朋友到年長的人都有，是個

很不一樣的經驗。(R31) 

可以了解國際活動的發展，並且跟不同國家的人文化上的交流及語言上的互動。(R12) 

學到了與外國人互動的方式。(D46) 

5、提昇公民素養 
Ferrari 與 Chapman(1999)指出，與社區結合之服務學習可謂是傳統之公民

道德教育，可以促進大學生對社會關懷，對弱勢同情及承擔責任。Eyler 與

Giles(1999)亦認為，設計良好的服務學習可以為學生成長為有效能之公民提供一

個理想的環境，其中包括主動及有效能之公民所需要個人素質、人際關係技巧、

理解和認知能力的發展等，有效構成 Eyler 與 Giles 所提出之公民所需的五種元

素：價值、知識、技能、效能、承諾。本服務學習參與者於公民角色之養成頗有

進展： 
（1）展現利他精神 

真實(authenticity)、自治(autonomy)和利他主義(altruism)被認為是發展人類潛

能、創造健康的人際關係與社會的三個基本技能(Clarken, 2011)。其中利他主義

可謂是「關切其他人之福利，並以有利於他人之方式行事」(Ngai & Cheung, 
2009)，亦即為他人付出卻不求回報之理念。本研究之參與者於服務學習過程中

不自覺地展現利他之胸襟： 

我想服務的價值不僅僅是從中學習到很多東西、累積經驗等等，而且幫助別人自己也會感

覺到快樂，這種快樂是金錢也買不到的。(R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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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開心的事......是我在那三天裡，幫助了許許多多的人。(R07) 

使人更謙卑，更懂得回饋社會感恩他人，有能力時去幫忙他人，使社會更美好。(R08) 

我學習到如何服務別人，給他人快樂及受尊重的感覺，並體會到「助人為快樂之本」、「施

比受更有福」的道理。(R46) 

（2）對「公民態度」之認知 
    公民態度可謂形成現代公民素養之重要核心。本研究參與者於服務學習過程

裡發現少數之花博參觀者不佳之公民態度： 

遊客不聽勸導，持續的踐踏草皮。(D41) 

許多人都有著自掃門前雪的心態，凡事都以自我的方便和利益及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D24) 

遇到各式各樣的人......有的人說話卻很粗魯、我行我素的......。(R46) 

   研究參與者也因此體認正確的公民態度：  

我會好言相勸這些不守規矩的民眾，並且以身作則，做個守規矩的好公民。(D24) 

了解身為台灣人，在國際上絕對不行有不好的行為出現。(D12) 

學到更多的排隊禮儀。(D17) 

倫理道德很重要，扮演好一個國民應有的素養。(D44) 

（3）承諾公民責任 
     Prentice 與 Robison(2007)年指出，美國社區學院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於 2003 至 2006 年之研究顯示，大多數參與服務學習之大學

生對社會參與之承諾明顯提升；本研究參與者亦有類似之研究結果。渠等因服務

學習而蛻化為深具公民意識、願意承擔公民責任之公民，並承諾未來將繼續服務

社會，此亦符合 Eyler 與 Giles(1999)所言之公民應具備元素之達成： 

希望有機會還可以多會社會盡一份微薄的心力。(R21) 

以後遇到需要幫忙的人，要主動上前幫忙。 (D16) 

這次去花博當志工真是讓我受益良多......自己事後又去排時間，去當志工 4~5 次，接下來如

果還有時間我也會再去當志工的...... (R17) 

以後只要有相關的服務活動，我都還想再參加。(D20) 

我很喜歡當志工，不會覺得累。以前不知道我有當志工的潛力。(I09) 

    本研究發現參與者服務學習活動成效所歸納之五大核心概念，與前述諸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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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探討所述及之服務學習相關研究結果相吻合。例如：「人際溝通更順暢」則與

文忠蓮(2011)之「全人教育」；徐明等人(2008)之「師生關係的改變」；黃玉(2000)、

劉若蘭(2009)、Eyler 與 Giles(1999)等人之「人際溝通、人際發展」；Kaye(2004)

之「自我及社會認知」；Simons 與 Beverly(2006)之「情緒及認知學習」等研究結

果類似。「提昇職場專業能力」之四項次概念則與徐明等人所言之「課業學習、

課堂知識的實際應用方面」；曾素秋(2010)之「生涯探索、專業態度」；Buch 與

Harden(2011)之「有所作為」；Butin (2003)之「技術面向」；Eyler 與 Giles 之「瞭

解及應用知識」；Kaye 之「團隊合作的精神」；Kerins(2010)之「提供學生一個可

以利用課業所學知識幫助他人的機會」；Leimer、Yue 與 Rogulkin(2009)之「工作

技能方面」等研究相呼應。「充實個人內涵」與徐明等人、劉若蘭、Kaye、McCarthy
與 Tucker (1999)之「強化問題解決能力」；范姜林鳳(2009)之「培養挫折忍受力」

研究結果相符。「擴展國際化視野」則與徐明等人之「啟發多元文化的敏覺性」；

吳肇銘(2010)之「國際視野提昇」；劉若蘭之「多元文化認知」；  Budny & 
Gradoville(2011)之「透過國際服務學習經驗，擴大學生的視野」；Chang、Chen、

Huang 與 Yuan(2012)之「跨文化交際能力、欣賞文化差異」等研究相類似。「提

昇公民素養」則與徐明等人之「成為主動和有效能之公民方面」、「培育社區持續

參與之公民」；黃玉之「培養社會公民責任」；曾素秋之「公民責任與社會參與」；

葉祥洵(2006)之「未來公民之準備」；劉若蘭之「公民參與態度」；蘇雅君(2003)
之「培養公民意識與責任感」；Brandes 與 Randall(2011)之「公民態度、公民活動」；

Eyler 與 Giles 之「公民能力」；Kaye 之「公民參與」；McCarthy 與 Tucker 之「社

會責任感」；Simons 與 Beverly 之「願意長期服務的承諾」等研究結果相呼應。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發現本研究所探討之服務學習成效，與學生「個人」

面之關係較為密切，尤其是「人際溝通更順暢」、「提昇職場專業能力」、「充實個

人內涵」三核心概念。其次才是擴及社會群體性質之「提昇公民素養」。至於「擴

展國際化視野」則因所選擇之研究場域(service placements)「2010 臺北國際花卉

博覽會」具高度國際化特性方得以展現。亦可謂服務學習課程之功效較易顯現於

參與服務學習之個人及人際發展；其餘目標成效則需參與者明顯「有感」！此外，

本研究並未展現某些專業研究所設定服務學習目標成效如：「對學校之向心力」、

「校園民主氣氛」、「擴展學生海外學習經驗廣度」、「增能國際志工組織」等(徐
明等人，2008)，本研究推估其原因在於研究場域並非在參與者校園內或海外地

區，渠等無法立即於服務之社區機構感受到與學校之聯結，從而於該項目之成效

不明顯。亦可推估研究場域之選擇將會影響服務學習成效展現之方向。可謂服務

學習之社區機構之選擇相當重要，而促使政府部門及公私立機構提高服務學習課

程社區機構之參與意願與實質協助，亦攸關日後其他服務學習課程之成效。 
    另本研究發現參與者透過服務學習活動並未明顯展現如同徐明等人(2008)
之「培養具國際觀的青年領袖」；Kaye(2004) 、McCarthy 與 Tucker (1999)之「增

進領導技能」等未來社會菁英所需之領導力。本研究推估其原因在於參與者於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之服務學習活動內容著重於國際展覽服務業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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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導覽及答詢服務，並無參與領導團隊之機會及訓練，亦可謂不同服務學習工作

內容影響服務學習成效之展現領域，故設計多種不同性質之服務學習活動鼓勵學

生參與之，其成效展現面向應較為寬廣。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上述之分析與討論，本研究結合專業課程之服務學習成效可以歸納為人

際溝通更順暢、提昇職場專業能力、充實個人內涵、擴展國際化視野、提昇公民

素養五大核心概念。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引導出以下結論： 
（一）服務學習場域影響服務學習之成效 
    以搭配學生專業領域之社區機構作為服務學習對象，較能達「事半功倍」之

成效。亦即結合課程運作之服務學習，其社區機構之選擇應符合專業課程之特性。 
（二）服務學習課程有利培養積極、有效能之公民 

以本研究為例，研究參與者與服務學習課程發展出之個人有關之核心概念，

以人際溝通更順暢、提昇職場專業能力、充實個人內涵最容易察覺，可謂透過規

劃完善之服務學習活動，可激勵大專生成為有效能公民及判斷思考之能力；協助

其人格成熟發展、早日立定人生志向，並融入、關懷台灣社會。 
（三）服務學習課程有利於學生課業學習，並活化課程知識 

根據上述成效分析，參與學生們認為以國際服務業管理課程搭配臺北國際花

博志工服務可以延續他們於國際貿易領域之專業知識及國際會展產業之專業能

力，達學以致用！可謂服務學習課程帶給學生難得之「經驗教育」，亦是極有效

之教學策略。就學校而言，優秀學生之表現及肯定有助於學校形象提昇！ 
（四）服務學習課程有利於國家社會及學校教育國際化發展 

本研究參與者於擴展國際化視野之體認，可謂完善規劃之國際性服務學習課

程，對培養未來世界公民有積極助益，亦可有效提升台灣之國際知名度！  

二、建議 
（一）服務學習課程實施方面 
1. 強化專業課程結合服務學習之質、量 

參與者透過專業課程結合服務學習有助於培育專業技能、充實個人內涵；但

目前大專校院開課比率偏低，無形中削弱學生之學習。故建議技職體系之專業領

域課程規劃時應納入服務學習之設計，並可要求每一專業系所學生至少須修畢一

門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方得以完成畢業門檻要求。另服務學習課程之設計，應設法

多樣化，以增加參與者學習之寬廣度，從而產生不同面向之學習成效，以達「全

人教育」之理想。 
2. 可加強選擇國際、多元性質之社區機構 

根據研究結果，參與者透過服務學習經驗擴展國際觀及感受多元文化、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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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視野，故建議未來選擇配合機構時盡量以具國際性、多元性質之單位為主

要選擇，以擴展學生之多元生活經驗。例如： 新移民及其子女融入本地社會之

輔導機構、協助來華外籍學生在地化服務或跨國性之服務學習營隊等。 
3. 提供參與服務學習社區機構足夠之誘因 

由於服務學習之功效與其所選擇之社區機構服務場域及性質有密切關聯，故

為增加社區機構搭配大專校院服務學習課程之意願，建議政府部門對於提供服務

學習機會之公私立機構，給予租稅優惠或實質補貼，以降低專業課程尋覓合適之

社區機構所耗費之心力及被拒絕之機會。  
（二）後續研究之建議 
1.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推廣之研究 

根據本研究之結論，搭配服務學習之課程教學，在學生、學校、社區機構及

國際領域均展現「多贏」局面。然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實施率卻不及其成效，可謂

受益學生仍限少數。大專校院應採何種策略鼓舞教師及學生踴躍投身於服務學

習？例如作為教師評鑑之加分項目、或列入教師升等之考評、或作為學生繼續進

修之推薦甄選項目等，值得後續研究人員繼續探索。 
2.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效益之評析 

本研究係以國貿領域專業課程搭配服務學習課程進行成效探討，然大專校院

科系龐雜，未來應可擴充研究範疇於國內外之理、工、醫、農、生化、文史、法

律、宗教及其他商業領域之服務學習課程之研究。 
3. 比較分析不同社區機構服務學習課程之成效 
    服務學習場域既影響服務學習課程之成效重心，若得以比較研究，探討接受

服務社區機構本身存在之特性，對服務學習課程之各式影響，將可以提供各領域

服務學習課程選擇最恰當社區機構之參酌，從而產生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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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learning 

program, followed by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research results, for the refer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overall planning and better execution of the 
service-learning program.  The subjects of this research are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ho have enrolled in the service-learning program and 
participated in this case study.  This case study adopts the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of 
documental analysis and interviewing.  The findings from the research show that 
effects of service-learning encompass the following concepts: smoothe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mproved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capability, enriched personal 
development, broade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enhanced civic percep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abov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1) the choice 
of service-learning placements affects results of the service-learning program, (2) the 
service-learning program helps cultivate active and efficient citizens, (3) the program 
helps students perform better academically and use knowledge more flexibly, and (4) 
the program helps promote globalization of our society and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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