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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學增列服務課程，已成為普遍的潮流。本研究旨在探討適合大學服務課程

的優良教學模式，以長榮大學一年級四個班級，計 162 位學生為準實驗研究之對

象，進行每週一節、總計一學年的班級教學，結果發現： 

一、教學方法對大學服務課程教學成效與教學回饋具有顯著的影響。以閱讀後寫

作心得之方法，獲得最佳的教學成效與教學回饋，報告提問法不論在教學成

效與教學回饋上之得分均較差。 

二、實驗教學以前是否已具有志願服務經驗，對大學服務課程之教學成效具有顯

著影響，但未影響教學回饋。 

三、帶給學生最深刻印象的教學策略是服務方案實作；團體共寫也比個別寫作帶

給學生更深刻的學習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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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大學開設服務課程的目的在於落實全人教育的理念、加強品德教育、培養

學生的責任感和公民意識。由於服務教育是品德教育的形式之一（Joseph & 
Efron,2005），一般品德教育所用的教學方法，也適用於服務課程中(Ott, 2005)； 例
如案例研究、團體過程、共同學習、合作學習、錄影帶展示、討論與反省、角色

示範、文學閱讀與寫作、演講和說故事等都是常用的教學方法。教學方法之下可

以分為更細微的教學策略，教學策略的選擇是教學設計的基本因素，良好的策略

可以促使學習深入化，使學習者能將新訊息與既存的理念或經驗產生有意義的關

聯，促進學習的成功。 
由於學生在學期間為達成服務課程之要求所養成的習慣，可以延續到成人以

後社會服務的態度與行為表現，故學生在學校或社區中實際的服務經驗，不只是

使其學習更豐富而已(Kessinger,2004)，其功能應該是多元的，此使得學校中服務

課程的實施，宜將社區服務納入的見解愈受肯定。 
根據研究者以往之教學經驗，知道對修習服務課程的大一學生而言，採用演

講法教學時，整個教室顯得暮氣沉沉，學習氣氛相當低迷，故本研究將教學實驗

研究的範圍鎖定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 
閱讀文章、指出隱含的意義，或者撰寫報告，可促進深層思考（李咏吟，

1998）。因此，使學生於閱讀文章後撰寫心得，是教學上常用的策略之一；倘若

除了閱讀之外，另增加閱讀他人已撰之心得，並就文章與心得做一整體之評論，

是否可能達到認知領域教學目標中的「評鑑」層次？是否能因此而擴大思考範

圍、產生較深入之學習？若再與資料蒐集、報告、提問的方法相比較，結果又如

何？本研究為探討這些問題，特安排教學實驗，並編擬問卷，評估教學後學生對

成效之覺知、對教學過程、教師與課程之感受，以裨益學術探討、並提供相關課

程教學之參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教室中服務課程之教學以何種方法為優，其具體目

的有下列各點： 
(一)瞭解學生閱讀文章之後，撰寫心得與撰寫評論，何者較優。 

(二)瞭解閱讀與寫作的教學方法，是否優於報告提問的教學方法。 

(三)瞭解有無服務經驗是否影響服務課程的教學效果與學生回饋的情形。 

(四)探討服務課程中使用何種教學策略，可讓學生留下較深刻的印象。 

(五)透過教室教學實驗的反省與檢討，提出服務課程教學策略之建議。 

三、名詞解釋 

(一) 教學方法與教學策略 

      本研究所指之教學方法有：1.閱讀與心得寫作 2.閱讀與評論寫作 3.報告與

提問；各以其所採用之焦點策略為名。本研究各種教學方法中包含多種教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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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例如閱讀與心得寫作法包括之教學策略有心得範例賞析、文章閱讀、個別撰

寫讀後心得或共寫心得、準備問題與提問、服務學習方案實作等五種（另兩種教

學方法所含之教學策略請見表 2）。 
(二) 教學成效與教學回饋 

教學成效與教學回饋皆為本研究之依變項，教學成效指實驗組學生在「大

學生對服務課程成效覺知問卷」上之整體得分情形；教學回饋指實驗組學生在「服

務課程教學回饋表」上之整體得分情形。 
(三) 服務方案實作 

服務方案實作在本研究中為教學策略之一，即目前教育部大力推動的「服

務學習」；意指由學生分組討論、擬定服務學習方案、在課堂中接受師生之建議

後，利用課餘時間實施，並將受服務者的回饋列為反省內容的一套措施，本研究

各實驗教學組皆採用此策略。 
 

貳、相關文獻探討 
學校實施服務教育，有規定學生畢業之前必需完成若干小時的社區服務者；

有策劃全校性的社區工作，藉由社區服務機會，改善學生之人際關係者（林勝義，

2003）；也有開設服務性課程，使教室中的教學和學校服務活動的推動互相輝映

者，例如長榮大學（長榮大學服務學習中心，2009）、慈濟大學（慈濟大學通識

教育中心，2009）。本研究服務課程之教學包括在教室中進行的服務人物故事報

告、閱讀與寫作，以及服務學習方案等，茲進一步探討相關文獻如下： 
 
一、故事與案例 

每個能感動學生的故事背後，都隱藏著或多或少的生命價值觀。所以說故事

是人格教育的有效方法（Kim, 2001），透過故事使學生有機會理解人物、環境、

行動與場景，而協助學習者對訊息產生個人化意義、增進學習效率與趣味，故能

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比只呈現事實為優（Brier & Lebbin, 2004；Herreid, 
2005）。 

案例研究是選取學生日常生涯中常面對的課題，運用實際人物、 
情境與事例的描述，以引導學生思考、分析、討論、做決定、解決問 
題的故事教學方式(Mintz,1996；張民杰，2001)；約一百年前已開始運用於法律

與商業學校(Herreid, 2005)。 
Cialdini(2005)指出：好文章以神秘故事為始，作者能激發讀者深入探討內

容、解開神秘答案的意願；不好的文章則缺乏澄清、行文誇張、過度使用堆砌手

法等。Herreid(2005)也指出：運用於案例研究中的故事應以真實事件為基礎，有

人物和對話，並與學生的生活經驗密切相關。 
本研究根據上述探討，所提供之文章，或為服務人物的真實故事，或為相關

之報導；教學時不以教師為中心，以促進學生積極投入教學過程中為要。為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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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故事讓學生研究服務助人之道，教師常提示的問題是：從故事中你學到什麼？

你是否會採用該位人士之做法去幫助別人，或者會改採其它方法？ 
 
二、文章閱讀 

閱讀文章時，除了需要以句子為單位的理解，還需要分辨文中重要與不重

要、已知與未知、以及作推論等；若讀者在認字能力上較慢，但他對文章已經有

一些概念，就可以採用由上至下的理解模式，以形成假設並測試假設的方式去閱

讀；若讀者沒有先備知識，就可以採用由下至上的理解模式，將文字轉成意義，

並儲存以備提取使用（李咏吟等，1995）。 
閱讀的價值在於：學生能將過去所學與文中的人物產生關聯，而產生另類觀

點，創造多元經驗（Moller,2001）。若閱讀有關處理倫理、衝突以及兩難問題的

小說，可以啟發並使學生敏於有關的問題，除了體驗衝突、表達感情之外，也能

產生另類的思考與洞察（Kennedy & Lawton, 1992）。 
總之，透過閱讀，學生可以取替不同的角色；透過想像，可以超越既有之經

驗；此種高水準的涉入、角色取替、懸疑、和衝突解決，可以引導學生瞭解新知、

並從事價值判斷，發展新的覺知（Kennedy & Lawton, 1992）。 
服務課程的目標之一在於培養未來樂願參與志願服務的人才。而能真誠投入

志願服務者，往往是那些在給與得、親與疏之間的權衡，已能跳脫出世俗框架者，

他們或許曾經歷經許多抉擇的兩難與衝突，而終能灑脫自在的視病如親、待人如

己、發揮大愛。本研究教學設計的目的，乃期望學生透過閱讀與寫作或傾聽，於

欣賞服務典範的嘉言懿行時，也能內化其價值觀，效法其服務精神；藉由受試在

大學生對服務課程成效覺知問卷（例如認識工作無貴賤、體認為人服務是光榮的

事…等問題與價值表現有關、更懂得關懷弱勢族群等問題與利他動機有關、增進

團隊合作的精神等問題與社會動機有關）前後測的填答情況以瞭解之。 
 
三、討論、提問與寫作 

問問題以及寫作的策略可以集中學習者的注意力，使學生主動學習，有助於

其對重要事件的評估，以及學習如何獲得結論；教師可以指導學生如何答問、摘

要、應用、評估、與分析（Twibell, Ryan & Hermiz, 2005；Kueker, 2005）。提問

與答問策略，可營造教師與學生之間，以及學生與學生之間的討論氣氛，促進大

學生的批判思考能力（單文經，2001）。閱讀以前，使學生可先設想與故事有關

的問題，於閱讀中嘗試回答，此為增進閱讀理解的有效策略（Donnelly,1999）。
閱讀後的討論，可營造互相信賴以及鼓勵冒險的教室氣氛，以助學生重新檢視自

己的初步反應、發展另類的解釋，或互相支持、擴展視野，並對社會問題加以檢

討反省，提升批判思考和創造能力（Moller,2001）。閱讀後的寫作則可透過對故

事的考察，賦予個人發展意義，而增進自我瞭解。 
Laflamme(1998）將受試分成兩組，一組稱為教科書問題組，於閱讀故事之

後，回答故事之末、編者所提供的回憶和解釋性的問題；另一組稱為摘要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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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故事之後，學習如何列出摘要；結果顯示摘要組對困難故事的解釋，表現優

於教科書問題組；而且回答教科書問題與對閱讀之重視，呈現相反的關係。本研

究之「閱讀與心得寫作」暨「閱讀與評論寫作」涉及摘要技巧的運用；而於提問

策略中所問之問題，部份是由學生提出者，並未控制問題之類型，學生所提之問

題，有的相當簡單，但也有能問出文章所深藏之意義者。 
由上述探討可知：閱讀前後安排不同的策略，可能導致不同的效果，是值得

研究的課題。大學教室實施服務課程之文獻，在目前仍不多，本研究在共同寫作、

準備問題與提問部份，參考了 Mintz（1996）針對價值與倫理教育所述之團體過

程、共同學習、與合作學習等教學技術；使教室成為一個交互影響的團體，強調

學生對領導以及其它任務的體驗，並分組完成任務，以學習如何公平對待別人、

分擔責任。 
 
四、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在本研究中屬於講授課的實作要求（在本研究

中稱為服務方案實作），各實驗班級內每一小組皆需共同規劃、並合作完成此一

任務。服務學習為促進學生主動學習的教學方法(Berman, 2004)，包括反省

(reflection)以及相互學習(reciprocity)兩個層面；反省能夠經由口語溝通、寫作任

務、以及團隊工作而產生；也能在學習過程中，從其服務對象、教授、社區機構

的督導、以及同儕的回饋中獲得；相互學習指的是將所有參與服務者視為共同學

習的伙伴，服務者以及被服務者之間有共負責任的關係(Potter, Caffrey & Plante, 
2003)。 

服務學習的關鍵是做中學，透過經驗使知識與技能產生交互作用。此種學習

方式以問題為起始點，使學生走入社區，運用所學於服務中，與傳統閉門讀書的

方式大異其趣；不但使社區獲得實際的好處，學生也得到實際生活的經驗，而使

學習深入化，並體認到為社區服務的重要性，以及學會如何與他人合作（Potter, 
Caffrey & Plante, 2003），對學生的社會與情緒發展皆具有有利影響，在氣質、態

度與行為層面能有正向而長久的改變(Strage,2004)。它是一種重視學習的服務，

強調學習與服務並重，透過計畫性的服務活動與結構化的反思過程，滿足被服務

者的需求、也促進服務者的發展（引自中原大學服務學習中心，2009）。 
本研究中的服務與學習以六至八人的學習小組為單位，各組自行規劃服務主

題；或到醫院、老人院、孤兒院去關懷病患與弱勢族群，或到社區回收資源、到

風景區整理環境，或鼓勵人們捐血、捐發票等。其實施步驟為：方案執行前先於

課堂上提出計畫報告，接受師生之提問與建議，執行後主動向機構督導請教、或

收取回饋表、召開檢討會、撰寫書面報告。 
  搭配教室一般教學的服務學習文獻，目前仍然相當少見。國內方面，陳玉

蘭（2008）以大學生為準實驗之研究對象，發現討論法與角色示範法對服務課程

的教學成效，整體而言並無顯著差異﹔但討論法所獲得之教學回饋較角色示範法

為佳。王雅菁（2002）曾以國立鹿港高中高二學生進行實驗研究，實驗組採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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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學和服務學習教學法，學生至少參與 30 小時之社會服務；對照組則只採

一般公民教學方法；研究結果發現，社會服務對實驗組學生在自我概念、人際關

係、利社會行為、公民參與態度上具有積極正向的影響。本研究設計不在於比較

「搭配服務學習的教室教學」與「純粹的教室教學」之效果；而是探討搭配服務

學習的各種教室教學方法，在教學效果與教學回饋上是否具有顯著之差異。 
 

參、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實驗設計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以長榮大學一年級四個班級修習服務課程之學生

為實驗研究之對象，每班為一個實驗組。實施步驟為：開學最初四週，各班學生

皆以相同的內容與方法進行導向教學，並取得前測資料。第五週開始，每個班級

按照實驗設計進行教學，學年結束時實施後測。茲將實驗設計列於表 1。 

    要特別說明的是：第二實驗組與第四實驗組同樣是由教師提供閱讀材料，焦

點策略也同樣是寫作評論。其差異在於：第二實驗組之文章係經教師精挑細選，

不論是主題分布、組織結構、內容充實等方面，均經妥善考量；而第四實驗組之

教材係隨機取自學生蒐集來之資料，並未擁有上述第二實驗組所具有內容上之優

勢。此兩組之比較係為了進一步瞭解教材內容不同時，撰寫評論的教學方法對教

學成效與教學回饋是否具有顯著影響。 

 

表 1   本研究之實驗設計  

 組  別                        前測         實驗處理         後測 

  第一實驗組（閱讀與心得寫作）    O1              X1             O2   

 第二實驗組（閱讀與評論寫作）    O3              X2             O4 

第三實驗組（報告提問）          O5              X3             O6 

第四實驗組（閱讀與評論寫作）    O7              X4             O8 

註：第二實驗組的資料由任課教師提供，第四實驗組的資料由學生蒐集 

 

二、實施過程、教學內容與步驟 

本研究教學實驗時間是每週一節課，為期一學年。教學內容主要為服務典範

的感人故事，包括各類型服務事蹟的報導以及志工楷模之介紹等。例如奉獻臺灣

醫療的宣教士-蘭大衛、宣導資源回收和垃圾分類的王保子、照顧流浪狗的志工…

等。第一、二、四組之教材由教師於上課時發給，第三組之教材由學生自行蒐集。

茲將各組之設計重點介紹如下： 

第一實驗組每週由教師提供學習材料一篇，學生閱讀後撰寫心得。第二實驗

組每週由教師提供附有閱讀心得的學習材料各一篇，學生閱讀後撰寫評論。第三

實驗組每週由學生輪流上臺報告自己所蒐集、攸關介紹服務典範的文章或報導，

並回答師生提出之問題。第四實驗組每週由教師提供學生所蒐集的文章或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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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他人所撰心得，供學生閱讀後撰寫評論。 

以上第一、二、四實驗組之寫作，前半學年採個別撰寫方式，後半學年由各

小組討論後共同撰寫，第三實驗組前半學年以教師提問為多，後半學年主要由同

一學習小組內的搭配者暨教師提問。 

第一實驗組與第二實驗組之教材內容相同（單篇）。第三實驗組與第四實驗

組之教材內容也相同（多篇）；第三實驗組短文係自覓而得；第四實驗組則由教

師提供第三組使用之短文與心得報告，實驗組內各小組所閱讀之文章與他人心得

並不只一單篇。此外，四個實驗組學生除了每天需參加二十五分鐘的校園清潔工

作之外；也皆需根據所學，分組提出服務與學習計劃暨服務成果的書面報告。此

部份之學習要求為精緻性、貢獻程度和反省性。本研究「大學生對服務課程成效

覺知問卷」總共有 38 題，係因應實驗教學而編擬，各實驗組學生可能因教材內

容與教學方法之影響而在這些問題上各有不同的進步。茲將各組之教學策略與教

學流程比較列於表 2。 

          

          表 2   本研究各實驗教學組教學策略教學流程之比較 

第一實驗組       第二實驗組        第三實驗組         第四實驗組 

1.心得範例賞析 1. 評論範例賞析    1.教師引言         1.評論範例賞析 

 (5 分)           (5 分)             (5 分)               (5 分) 

2.文章閱讀     2.閱讀文章與他人  2.輪流上臺報告      2.閱讀文章與他人     

  (5 分)          心得(7 分)        自覓之短文暨       心得 (7 分）                             

                                   心得(各 3分) 

3.個別撰寫心得 3.個別撰寫評論    3.回答師生所提      3.個別撰寫評論 

或共寫心得     或共寫評論        問題或兩人搭        或共寫評論 

 (30 分)   (28 分)                檔，一人報告        (28 分) 

               一人提問(各 

               3 分) 

4.準備問題與   4. 準備問題與                          4.準備問題與 

 提問(10 分)      提問(10 分)                             提問(10 分) 

 5.服務方案實作  5.服務方案實作    4.服務方案實作       5. 服務方案實作 

    (課餘)         (課餘)            (課餘)                (課餘) 

 

三、研究假設 

(一)實驗處理與有無服務經驗對服務課程之教學效果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 

(二)服務課程之教學效果因實驗處理之不同而具有顯著差異。 

(三)服務課程之教學效果因實驗教學前是否具有服務經驗，而具有顯 

著差異。  

(四)實驗處理與有無服務經驗對服務課程之教學回饋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 

(五)學生對服務課程之教學回饋因實驗處理之不同而具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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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服務課程之教學回饋因教學以前是否具有服務經驗，而具有顯著差異。  

本研究除了考驗上述各項假設外，並分析學生對開放性問題的反應，以進 

一步瞭解不同實驗組的學生對各種教學策略之印象。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工具有二種： 

(一) 大學生對服務課程成效覺知問卷 

「大學生對服務課程成效覺知問卷」係研究者自編，於民國九十五年以長榮

大學曾經修習服務課程之 192 位學生為預試對象，並進行項目分析與因素分析，

獲得特徵值大於 1，因素負荷量大於.40 之正式問卷題目 38 題，可分成學習與成

長（例如：瞭解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使思考更周密）、志願服務（例如：積極

參與校園清掃工作、會鼓勵親友參與志願服務）、超越個人（例如：更能多角度

觀察人、事、物）、特質與平等（例如：能體認地位並非決定社會影響力之唯一

指標）、傾聽與服務（例如：學會傾聽）、學生任務（例如：瞭解大學生服務之可

能）、為人處世（例如：增進團隊合作精神）等七個因素，具有良好的建構效度。 
各因素可解釋之變異量分別為：14.238﹪、10.882﹪、10.790﹪、7.960﹪、7.852
﹪、6.580﹪、6.124﹪，總計為 64.425﹪。由於服務課程屬於情意教學的範圍，

故探討教學效果時，以學生主觀的知覺為主要的考量；本問卷採李克特五等量表

計分法，各題最高可得五分，最低可得一分，得分越高代表學生自覺在服務課上

的獲益程度越大，也就是教學效果越佳。本問卷 α 內在信度係數全量表為.962，

各層面為.904、.881、.883、.802、.803、.707、.715。 
  (二) 服務課程教學回饋表 

學生對學習過程肯定、對課程和教師有良好的態度，也是教學成功的指標之

一。故本研究輔以「服務課程教學回饋表」，以評估服務課程的實施情形。本表

係研究者自編，於民國九十五年以長榮大學曾經修習服務課程之 84 位學生為預

試對象，進行項目分析與因素分析，獲得特徵值大於 1，因素負荷量大於.40 之

正式問卷題目 15 題，分為學習過程、對課程態度與對教師態度等三個因素，具

有良好的建構效度。各因素解釋量分別為 27.73％、21.89％、11.81％，總計可以

解釋之變異量為 61.43％。本問卷 α 內在信度係數全量表為.915，問卷各層面分

別為.865、.848、.689。本問卷採李克特五等量表計分法，各題最高五分，最低

一分。得分越高代表學生對服務課程之教學回饋越佳，即對學習過程越為肯定，

對課程態度與對教師態度也越好。 
    除上述二種工具之外，本研究也請各實驗組受試回憶各該組所使用的各種教

學策略，撰寫其中令其印象最深刻的策略 1 至 2 種，並陳述理由，以進一步探討

各種教學策略帶給學生的影響。 
 

五、資料處理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二因子共變數分析法，分別考驗四個實驗組以及是否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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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服務經驗者，在「大學生對服務課程成效覺知問卷」、「服務課程教學回饋表」

得分之差異情形，並以其前測為共變量；以瞭解四個實驗組，以及是否已具備服

務經驗者，於排除前測影響後，在教學成效與教學回饋上是否具有顯著的交互作

用；若交互作用達到顯著水準，則進行單純主要效果之分析；若主要效果達到顯

著水準，則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本研究於共變數分析之前皆先進行迴歸

係數同質性考驗，瞭解所獲得之資料符合迴歸係數同質性假定後才進行共變數分

析。此外，本研究也以次數和百分比等描述性統計法，分別瞭解各組學生認為那

些教學策略使其學習印象較為深刻。 
 

肆、實驗結果分析 
一、實驗處理與服務經驗對教學成效之影響 

表 3 顯示：各實驗組受試，不論有服務經驗或無服務經驗者，在「大學生對

服務課程成效覺知問卷」上之後測得分均高於前測，表示各實驗組學生於實驗處

理後傾向於覺知自己之進步。 
由表 4 可知：實驗處理與服務經驗對服務課程成效的覺知並無顯著的交互作

用，F 值為 0.467，P＞.05，假設一不成立。 
表 4 顯示實驗處理的主要效果達到顯著水準，F 值為 6.364，P＜.001，表示

實驗處理不同時，學生對服務成效的覺知具有顯著的差異，假設二成立；由表 5
事後比較可知：第一實驗組之教學成效優於第二實驗組，也優於第三實驗組；第

四實驗組之教學成效優於第三實驗組。 

表 4也顯示服務經驗的主要效果亦達到顯著水準，F值為 3.756，P＜.05，

表示實驗教學前是否具有服務經驗，對學生教學成效的覺知造成顯著影響，假設

三成立，實驗處理前已有服務經驗者在教學成效 

上之調整後平均數為 155.20，未具服務經驗者之調整後平均數為 150.06，表示有

服務經驗者經實驗教學後覺知較佳之成效。 

 

表 3 不同實驗處理與不同服務經驗之學生在教學成效上前後測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實驗處理     第一實驗組     第二實驗組    第三實驗組    第四實驗組 

             （N=38）       （N=41）       （N=40）      （N=43） 

服務經驗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有服務 前測 130.70  26.06   143.00  20.03   131.35  23.80   145.81  24.07 

經  驗 後測 162.05  10.48   156.13  15.97   145.18  19.45   156.75  17.82 

無服務 前測 130.61  22.31   142.00  12.58   134.61  24.65   143.45  29.19 

經  驗 後測 153.67  19.42   148.55  14.83   141.35  21.45   155.9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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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不同實驗處理與不同服務經驗之學生在教學成效上前後測得分之共變數分析 
 

A (實驗處理)    4736.370       3      1578.790       6.364***     .000 

B (服務經驗)     931.824       1       931.824       3.756*       .049 

A×B (交互作用)  347.886       3        115.962        .467        .705 

E (誤差)        37955.506    153        248.075 

*P＜.05       *** P＜.001 
 

表 5 不同實驗組學生在教學成效上之事後比較 
                第一實驗組   第二實驗組   第三實驗組  第四實驗組  

調整後平均數        160.50      150.84        145.09        154.09    

第一實驗組（N=38）                                                

第二實驗組（N=41）    .013*         

第三實驗組（N=40）    .000***     .131 

第四實驗組（N=43）    .097       .408          .019* 
註：表中數字為兩兩比較之 p 值 

 

二、實驗處理與服務經驗對教學回饋之影響 
表 6 顯示：四個實驗組在「服務課程教學回饋表」上之分數，均是後測成績

高於前測成績。 
表 7 顯示：實驗處理與服務經驗之間無顯著之交互作用，F 值為 0.382，P

＞.05，假設四不成立。 
由表 7 可知：去除前測的影響之後，實驗處理的主要效果達到顯著水準，F

值為 2.870， P＜.05，表示實驗處理不同時，學生的教學回饋具有顯著的差異，

假設五成立；由表 8 之事後比較可知：第一實驗組之調整後平均數高於第三實驗

組，P＜.05；唯其餘兩兩組間之比較，並未具有顯著差異。 
表 7 也顯示：服務經驗的主要效果未達到顯著水準，F 值為 0.030，P＞.05；

假設六不成立。 
 

表 6 不同實驗處理與不同服務經驗之學生在教學回饋上前後測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實驗處理     第一實驗組    第二實驗組     第三實驗組     第四實驗組 

服務經驗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有服務 前測  47.20   7.96   48.27   6.74    44.71  7.79     49.84  8.73 

經  驗 後測  56.25   9.25   54.90  10.04    48.29  8.48     53.31  9.10 

無服務 前測 45.72  10.33    46.45  6.35     45.17  10.89    50.00  8.65 

經  驗 後測 54.61  11.74    51.64  9.98     49.26  10.42    55.18  6.34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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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不同實驗處理與不同服務經驗之學生在教學回饋上前後測得分之共變數分析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P 

A (實驗處理)     721.697       3     240.566        2.870*     .038 

B (服務經驗)       2.555       1       2.555        0.030      .862 

A×B (交互作用)    96.011       3     32.004         0.382      .766 

E (誤差)        12826.235    153      83.832 

*P＜.05 

             表 8 不同實驗組學生在教學回饋上之事後比較 

                 第一實驗組    第二實驗組    第三實驗組   第四實驗組 

調整後平均數         55.76        53.26         49.67       53.29    

第一實驗組（N=38）         

第二實驗組（N=41）   .257 

第三實驗組（N=40）   .004**      .103 

第四實驗組（N=43）   .265        .990           .103 

註：表中數字為兩兩比較之 P 值 

三、學習印象深刻的教學策略之分析 
由表 9 可知：四個實驗組皆有最多人次選擇「服務方案實作」為令其印象最

深刻的教學策略，第一實驗組學生有 25 人次選之，高於選擇文章閱讀、共同討

論與共寫心得之次數。第二實驗組亦以「服務方案實作」之選次最高，有 26 人

次選之；第三實驗組選擇「服務方案實作」為印象較深刻者，有 27 人次；第四

實驗組之選次更高達 39 人次。 
表 9   各實驗組學生對學習印象深刻的教學策略撰寫次數統計表 

教  學  策  略(使用組)                   組         別                

                           一           二          三          四 

                      次數(百分比) 次數(百分比) 次數(百分比) 次數(百分比) 

文章閱讀(1)               14 (22.6)                    

文章與心得閱讀(2,4)                   10(16.1)                   21(25.6) 
蒐集有關文章(3)                                   11(17.5) 

個別撰寫心得(1)           2(3.2) 

個別撰寫評論(2,4)                      3(4.8)                     6(7.3) 
課前閱讀與撰寫心得(3)                             4(6.3) 
共同討論與共寫心得(1)     12(19.4) 

共同討論與共寫評論(2,4)               10(16.1)                    9(11.0) 
準備問題與提問(3)                                 5(7.9) 

報告與回答問題(1,2,3,4)     9(14.5)     13(21.0)     16(25.4)        7(8.5) 

服務方案實作(1,2,3,4)      25(40.3)     26(42.0)     27(42.9)       39(47.6) 

總          計        62(100)      62(100)     63(100)        8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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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論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與討論 

(一) 教學方法對大學服務課程教學成效具有顯著的影響，閱讀後撰寫心得之教

學成效優於閱讀與撰寫評論，也優於報告提問組 

    本研究發現大學服務課程之教學成效因教學方法之不同而呈顯著差異：閱讀

與撰寫心得組之教學成效不但明顯優於使用相同教材的閱讀與撰寫評論組，也優

於報告提問組。可知：閱讀文章與他人心得後撰寫評論，並未優於只閱讀文章和

撰寫心得者。原設計構想為：學生可能會因為多參考了他人閱讀後的心得，而拓

展視野並深入思考；研究結果顯示未必如此。經訪問學生得知：撰寫評論時，難

免會分心去評論閱讀材料之形式，對閱讀材料內容的省思與服務策略的學習反而

較不能專注；而且撰寫評論需要批判思考能力，而撰寫心得只要多方運用擴散思

考力即可，學生覺得限制較少且容易發揮。 

此外，本研究無法證明教師提供較具結構性、內容豐富的教材比由學生蒐集

者為佳。茲詮釋如下：第二實驗組由教師提供文章與心得時，全班之教材內容僅

只相同的一篇，而第四實驗組之教材雖然不如第二實驗組教材結構嚴謹、內容豐

富、主題均勻，但具有多樣化的優點，在第四實驗組內，由於各小組都讀到不同

的文章與心得，上臺分享評論時便能帶給全班更多元的激盪，此種優點可能已弭

平教材非由教師蒐集之不利因素，故在利弊互見的情況下，所獲得之教學成效並

無不同。 

(二) 報告提問組之教學成效不如單篇閱讀與撰寫心得組，也不如多篇閱讀與撰 

寫評論組 

採用報告提問的第三實驗組教學成效較差，與 Laflamme(1998）的研究發

現：摘要組表現優於問題組類似；本研究發現報告提問組之成效覺知不但不如單

篇閱讀與撰寫心得組，也不如多篇閱讀與撰寫評論組。茲詮釋如下： 
1.以口語呈現教材時，報告者的演說能力直接影響呈現的效果，第三實驗組

比其餘各組提供學生更多報告的時間與機會。倘若上臺報告學生的口語表達欠

佳，必無法激發臺下聽眾學生的共鳴，進而影響了教學氣氛與學生所覺知的教學

成效。 
2.以往的研究發現學生學習的保留量因下列情況而有差異：聽到時能記住百

分之二十，聽到並且看到能記住百分之五十（林寶山，2001），但本研究中大部

份的第三實驗組學生，於報告時並未能同時提供書面資料，而其餘各實驗組每次

上課皆人手一份閱讀資料。 
3.在提問與回答部份，原先之設計為聽取故事之後，師生共同提問。Caram & 

Davis(2005)指出：由學生提問有利於產生創造性的對話，能使學生面對不同觀點

而成為批判的思考者。但本研究實驗教學中，研究者發現學生之提問甚為冷清，

以教師提問為多，無疑的降低師生互動的活潑性，也影響了學生對教學成效的覺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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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方法對大學服務課程之教學回饋具有顯著的影響，以閱讀後撰寫心得 
組之教學回饋較佳，以報告提問組之教學回饋較差 

本研究各實驗組皆由同一位教師任教，以控制教師素質的影響。研究結果得

知：實驗處理對教學回饋具有顯著差異，以撰寫心得組之教學回饋最佳並明顯優

於報告提問組，可知隨著教學方法之不同，學生對教學表現之回饋亦隨之不同。

茲詮釋如下： 
為進行心得寫作組之教學，教師投入相當多的課前準備時間，包括挑選全班

心得寫作範例、撰寫介紹服務典範的文章等，這些充分的準備讓學生對服務課程

與學習過程能有較佳之態度，故能專心學習而有收穫。 

反之，在報告與提問組中，教材係學生自覓，教師不需花費太多 
時間於課前準備，而著力於課中的臨場反應；當學生報告之後，以問題引導學生

欣賞故事內容、學習其實施方法與策略、並澄清學生所持價值；此組之教學由於

學生之回答與反應較難預估，在結構程度上，不如閱讀與撰寫心得組，是否因此

導致教學成效與教學回饋均較差，值得省思！ 
(四) 實驗教學以前是否已具有服務經驗對大學服務課程之教學成效具有顯著影 
響，但未影響教學回饋 

本研究發現實驗教學以前已具有志願服務經驗的學生，在教學成效方面顯著

優於無經驗者。已具經驗者在服務課程學習中的有利性，可說明於下：成功的教

學應能將學生的舊經驗與新內容產生聯結，如此方能使學生容易將所學習的新教

材融入既有的認知結構中，產生有意義的學習；所以教學之前學生若已具備相關

經驗，就容易為新訊息找到基模，有助於學習(李咏吟等，1995)。 
    其次，學生若重視服務的價值，相信服務是助人益己之事，則對於服務課程

將願意接受、樂意反應（黃光雄，1999）。已具有志願服務經驗者對志願服務的

價值必然更為肯定，而能抱持更積極正向的態度，對服務課程之學習已先具備了

有利的傾向。 
至於未影響教學回饋的原因，可能由於以往的志願服務經驗屬於實際參與和

行動的性質，與實驗教學中主要的教學策略是服務典範故事的閱讀和透過寫作進

行反省的方法並不相同，故影響不大。 
(五) 學習印象最深刻的教學策略是服務方案實作；團體共寫也比個別撰寫帶給

學生更深刻的印象 
實驗教學後，研究者請各組學生寫下令其印象深刻的教學策略，以進一步瞭

解學生對各種教學策略的感受。結果發現：使學生印象最深刻的教學策略是各組

自行規畫的服務方案實作。 
至於各組在前半段時期皆採個別作業方式，到後半段則改為分組進行或兩人

搭檔的方式，研究結果發現團體共寫的方式比個別撰寫能帶給學生更深刻的印

象： 

個別作業時不會有社會閒散的現象，個人必需用心學習乃能如期完成任務；

本研究分組進行團體共寫心得或評論，以及到社區進行服務方案的方式則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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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tz(1996)所提團體過程、共同學習、合作學習等情意領域之教學技術。 

 

二、建議 

(一) 大學服務課程之教學，宜提供相關文章供學生閱讀並撰寫心得 

    本研究發現閱讀與心得寫作組，不論在教學成效與教學回饋上都獲得最佳之

效果。可知服務的主題雖然是嚴肅的，但教學中若能挑選有關介紹服務事蹟的文

章供學生閱讀，利用故事的趣味性與生動性，降低嚴肅主題的枯燥乏味感，就能

留給學生深刻的印象，獲得良好的結果。 

對大一學生而言，提供文章與心得要求寫評論，效果並不比提供文章要求寫

心得為優，學生甚至質疑寫評論之意義何在，並沒有覺知在批判思考能力上的增

進。按照布魯姆認知類目標的六個層次，撰寫心得達到綜合層次的學習，撰寫評

論達到評鑑層次的學習。既然本研究在應用撰寫評論策略時未顯現良好的效果，

宜另行設計評鑑層次的學習活動。 

(二) 使報告提問更精緻的教學方法 

    在理想的情況下，報告提問法在培養學生主動蒐集資訊、口語發表以及傾聽

能力方面，會有不錯的效果，加以當前學校之教學往往較注重讀與寫，故此種不

同格調的教學有其潛在之價值。本研究結果雖發現報告提問法教學成效較差，雖

應思改進之道，但不宜立即棄之不用，茲提出教學改進建議如下： 

    1.上課開始時的教師引言，改為教師說一則服務人物的故事，作為其後學生

報告之範例。並要求學生的報告以說故事的方式表達，融入感情，注重語調抑揚

頓挫等演說技巧之訓練，以增加對聽者的吸引力。 

    2.報告之後，由於聽眾學生不能主動發問，在本研究實驗教學中，每每由教

師先行發問，再由被抽中的組別提出問題，此過程顯得較為鬆散與沉悶，故建議

未來之教學，可先訓練學生提問技巧，並使學生在聽報告時便記錄想到的問題，

以增提問過程之流暢性。 

    3.減少每節課的報告篇數，酌留小組討論時間。例如在每篇文章報告之後，

可根據報告內容設計問題並寫在黑板，以供討論後再抽組別回答。 

(三) 個別任務與團體任務時間之調配與實施 

本研究四個實驗組在前半個學期皆是個別完成任務，到了後半學期則採用團

體完成任務的方式，由於部分不認真的學生在團體任務中會有社會閒散的現象，

故以個別任務為始，可以確保學生學習到完成任務的關鍵；唯因學生喜歡團體作

業的互動和輕鬆氣氛，未來之教學可酌減個別寫作次數而增團體作業之次數。 

 

    本研究之教學設計理念為：教學策略應多樣化，學生才不會有枯燥乏味感。

故在各種教學方法中，除了焦點策略之外，亦包含其它多種策略，故研究結果之

應用宜注意是整套措施所造成的效果。用於一般教室的準實驗教學，並不像許多

自然科學實驗一般，在控制諸多條件後，只求唯一因素的解釋，反而像複合式的

雞尾酒療法一般，強調多方並用的效果，由此可知準實驗研究有其限制。而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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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成效覺知前後測填答情形做為教學成效的評估指標亦值得注意，因為同一測

驗實施二次難免會受到練習因素的影響，此亦為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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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search a good teaching method which is 
adaptable to service course in university.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students 
from four classes of grade one in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they have 
accepted an academic year of classroom teaching. It was carried out one hour each 
week. The data of 162 students from four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the following: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eaching methods when they 
comes to the effect and feedback from the students in the service courses. The group 
which read the articles and writ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got the best scores not only 
on the teaching effect but also on the feedback of teaching from the students, the 
group of report and quiz got the worst scores both on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on the 
feedback from the students. 

2. Whether one has voluntary service experience before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experience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teaching effect; however, it didn’t 
influence the feedback of teaching  from the students.  
    3. The teaching strategy which left the most profound impression on the students 
was service- learning, on the other hand, group writing was also left more profound 
impression than individual writing.      
 
 
 
 
 
 
 
 
Keywords: service course, teaching method, service lear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