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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理想的第一步：
史懷哲教育服務隊的初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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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為「建立與深化師範大學生服務奉獻的價值觀、關懷偏鄉與原

住民等弱勢族群之教育學習」，以達到「實現關懷弱勢、專業奉獻與無私

人倫大愛」的目的，自 95 年開始推動「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

計畫」(簡稱「史懷哲計畫」)。本文以 105 年校內 13 名參與服務之師資

生為個案，以含開放與封閉式題目的問卷，蒐集資料，佐以文獻分析法，

耙梳文獻與研究成果。目的有三：一、師資生在現場遇到什麼問題？二、

師資生個人的成長與職涯探索有無變化？三、師資生的教學知能有無變

化？所得資料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開放式問題則以人工整理歸納。

研究發現，一、在現場遇到的問題：以學生的管理最困擾；二、個人的成

長可歸納四個面向：1. 教學與學生管理面；2. 與同儕的相處面；3. 心靈

面；4.綜合面；職涯探索有無變化？仍一本當老師的初衷。三、教學知能

有無變化？指教學表現與班級經營。對教學表現與班級經營滿意嗎？二者

均有九成二的人「非常滿意」。學校對「史懷哲計畫」的重視度對於學生

的成長會發生推力的作用。師資生透過參與本計畫，初步精進教學知能與

提昇心智成熟度，為實現教師夢邁出第一步。本文遺憾只作單一學校的觀

察，未能推論到全體，未來應再朝此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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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關鍵詞：師資培育、服務學習、史懷哲計畫、師資生

    這一群教育的候鳥，每一年都回到相同的教育現場，一方面驗證在學

校所學，也吸取現場的第一手經驗，做為成長的養份。二方面確認自己的

志向是否經得起現實的考驗，了解自己是否適合當老師。

    史懷哲服務隊的組成，肇因於教育部在民國 95 年推動「師資生實踐

史懷哲教育精神服務計畫」(簡稱「史懷哲計畫」)，鼓勵師資生利用暑假

組隊，到偏鄉服務，一方面關懷弱勢，另一方面做專業知能的奉獻服務，

期能養成無私無我的人倫大愛的教育情操，以增進教學知能及專業素養，

涵養師資生社會關懷及人文精神，以發揮教育大愛。此一題目的研究成果

不多，迄今期刊加學位論文共 51 篇。它們多聚焦在「師資培育」、「服

務學習」與「史懷哲」三大類，但以「服務學習」居多，「史懷哲」部

分，大多以參加的師資生為觀察研究對象。進一步了解相關文獻發現，其

對象大多以一校一年度為主（白雲霞，2012；吳肇銘，2009；林慧貞，

2006；高薰芳、吳秀媛，2004；曾素秋，2010；羅廷瑛，2015），主要的

原因是，以最近四年為例（見 13 頁，表 4），雖然每年暑假，全臺有近 

50 所的大專學校，上千人，參與此一計畫，但每校執行情況不同，無法

掌控的變數過多，跨校合作不易執行；筆者服務的學校迄今雖已投入二百

多人次，但畢業校友分散，資料更動頻繁，追蹤困難，耗費太多時間，具

體成果不彰，故本文採一校一年度為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範圍。在研究方

法上，類似的研究多以質性為主（白雲霞，2012；吳思璇、丘愛鈴，

2011；高薰芳、吳秀媛，2004；曾素秋，2010；羅廷瑛，2015），本文以

問卷中封閉式與開放性問題進行資料的蒐集，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一、

師資生在現場遇到什麼問題？二、師資生個人的成長與職涯探索有無變

化？三、師資生的教學知能有無變化？對應於研究目的，本文研究問題如

下：一、師資生在現場遇到什麼問題？1. 參加史懷哲服務計畫，有沒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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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困擾與辛苦的事？二、師資生個人的成長與職涯探索有無變化？1. 參加

史懷哲服務計畫覺得自己有成長嗎？在哪方面？2. 在生涯規劃中，您會想

要當老師嗎？您認為參與本計畫對於將來成為老師有幫助嗎？經過這一個

月，您目前對於「當老師」的意願如何？三、師資生的教學知能有無變

化？1. 您參與本計畫期間在班級經營的部分所獲得的心得？2. 您於本計畫

執行期間在教學上學到了什麼？3. 您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在學生品德輔導部

分的心得？

    文獻回顧的主要目的在了解相關的研究者對研究主題從過去到現在的

耕耘結果，譬如，在某一段時間內產出了多少論文？這些論文的研究方法

如何？研究的主題又如何？研究發現是什麼？最重要的是對本文產生什麼

啟發。 

    文獻回顧的重點有三：「師資培育」、「服務學習」及「史懷哲

計畫」。

貳、文獻探討

    筆者以「師資培育」關鍵字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蒐 

尋，從 1983 到 2017 年得到碩士 326 篇、博士 32 篇，共 358 篇；再以相

同的關鍵字到「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上蒐尋，得 3830 筆，由於數量

過於龐大，作者無法於短期內完成相關的文獻分析，故此處將側重於師培

制度的興革。因為師培制度的多元，才會活化環境，對新一代師資的養成

是有影響的。

    林志成與張淑玲 (2010) 提出我國師培的重要歷史事件有兩大類，其

中一類是由師範教育法到師資培育法，這是我國師資培育由單一封閉到

多元開放的關鍵。政府在 1947 年頒布「臺灣省師範生訓練實施方案」與

「師範學院規程」到 1979 年立法「師範教育法」之間，雖然師範學校

由 1945 年的 4 所，增加到 1957 年的 10 所師範學院，當時受限於戒嚴體

一、師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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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師範教育必須符應威權體制的期待，尤其在民族精神教育與意識形態

塑造上，更是如此。1979 年從「師範教育法」完成立法到 1994 年之間，

此時期正逢臺灣經濟起飛，社會風氣也漸趨開放，當時的師範教育法第 2 

條規定「師範教育，由政府設立之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及師範專科學校實

施之」，第 4 條規定「省（市）政府得視省（市）地區內師資之需要，報

經教育部核准，設立師範學院及師範專科學校。所設立之師範校、院，

視師資之需要，作有計畫之招生」，此一階段師資培育政策是採計畫性，

透過免繳學費與公費的制度，以國家的力量，專斷師資的培育工作，師

範院校獨佔師資培育市場（陳舜芬、丁志仁、洪儷瑜，1996；張裕程，

2016）。1994 年政府修正「師範教育法」並更名為「師資培育法」，開

啟了師資培育的多元化視野，黃嘉莉 (2008) 認為這是從一元化與計畫式

的師範教育進入到多元化與儲備制的師資培育階段。這樣的改變，帶來的

影響是全面的，雖然有人認為這中間的問題不少，如師資生培育過剩所產

生的流浪教師的問題、師培機構過於浮濫的問題、師資培育過程的課程與

教學的問題、師資培育大學的整併與走向的問題（張裕程，2016；劉妙

真，2005）。但不可否認的這樣的改革，讓師資培育擺脫過去一元、保守

的形象，更因為採取多元培育的思路，注入了教師檢定制度（張裕程，

2016）、師培中心的評鑑（張新仁、方德隆、丘愛玲、李芊慧，2007）、

師資生的教育實習課程視為職前師資培育課程的一環，加重了師培機構的

責任，並且實習由一年改為半年，師資生實習取消津貼改為依規定繳交學

分費（張裕程，2016）。以上的種種作為無非以提升師資生的素質為考

量。師資生素質之良窳，除了個人的學養外，首重在職前教育階段能提

供現場的實習機會，現有制度雖有半年實習，但黃詵婷 (2009)、林巧雲 

(2009) 與陳怡芬 (2009) 的研究均指出教育實習制度無完整培訓與在職

成長課程；教育實習相關人員對教育實習制度整體實施之滿意情形趨

於普通；學生對師資職前教育的師資、課程、教學、行政及環境皆呈現

中度滿意度；學生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的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及專業態

度的學習成果皆呈現中度水準，更重要的是實習制度缺少理想理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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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規劃與標準的作業流程（林志成、張淑玲，2010），讓學生在遇到問

題時，得看他的實習學校與實習輔導老師採取何種方式因應，基本上是一

種碰運氣的情形，因此有人收穫豐盛，有人則只求實習成績過關即可，

面對這種情境，如何強化自己的班級經營能力、授課技能等？有心者早就

利用在校的機會參加各種磨練的計畫，如教育部的「數位學伴計畫」與「

史懷哲計畫」，後者尤其具有服務學習的概念。透過參加上述活動，師資

生可以了解自己的興趣與能力，可以觀察教育現場的實際狀況，避免在過

度美化或資訊不足的情形下產生錯誤的認知，更可以藉此幫助自己做好職

涯規劃。

（一）服務學習的意義

    什麼是服務學習？美國「學習和服務美國  (Learn  and  Serv ice  

America)」總署的官方網頁上的說法是，將平常所學運用在解決實際生活

的問題上（陳金貴、張雪梅，2009）。我國教育部 (2008) 則認為這是一

種經驗教育，透過有計畫的社會服務活動與結構化反思過程，以完成服務

的學習活動。

    綜合學者陳金貴與張雪梅 (2009)、林慧貞 (2006)、沈六 (1999) 與林勝

義 (2003) 的看法，服務學習有三個主要內容，一是學習，二是服務，三

是社區或被服務者。此三者構成一個鐵三角，簡單的講就是學生將課程所

學到的知識與技能，透過服務的付出，滿足社區或被服務者的需求，最後

再加上反思的過程。以上的定義側重於教學方法，所以被認為是以課程為

基礎的社區服務，但有沒有其他要考慮的面向？張民杰 (2006) 的研究認

為服務學習源於社區服務，是 1969 年以後才開始廣泛使用的名詞，早先

與社區服務一起出現或混用，後來學者強調其服務的功能，才漸漸將服務

學習與社區服務區隔，因此探討服務學習時應將該學校推動的社區服務、

志工服務或類似的服務課程一併探討才較為完整。本文除了不是一門服務

學習的課程外，其他都符合。

二、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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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學習的起源與發展 

    服務學習，最早起源於英國大專生的社會服務，美國則將服務與學

習結合在一起成為服務學習（王郁茜，2012；張雯鈴，2015）；在美國

早期的歷史中，人民就有關懷與協助其他人的社區服務傳統，相對的，

國家的服務觀則始於 1933 年羅斯福總統設置「平民保育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1961 年甘迺迪政府有「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

1965 年有「服務美國志工」(Volunteers in Service to Americas，VISTA)，

1967 年美國「南區教育委員會」(Southern Region Education Board) 將學

校的學習經驗與社區服務、社區發展相結合，以發展學生的學習機會，

並促進社區的改善，開始了「服務學習」一詞的使用，服務學習才融入

課程，1969 年設立的「國家學生志工方案」(National Student Volunteer 

Program)，不久更名為「國家服務學習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ervice- 

Learning)，1973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與服務學習相類似的「國內志願服務

法」(Domestic Volunteer Service Act)，但 1970 年代服務學習並未在校園蓬

勃發展，主要原因是服務方案未能統整於學校的課程目標、服務的提供

與需求間存有差距、未產生有意義的學習（張民杰，2006）。到了 1980 

年代許多學區才紛紛設立社區服務課程，1982 年在紐約成立了「國際服

務學習與領導聯盟」(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Service-Learning and 

Leadership) 提供世界上 14 個國家大學及相關組織的社區志願服務及學術

研究工作資源。1985 年訂立「公共和社區服務方案的校園協議」(Campus 

compact: The Project for Public and Community Service) 當時參加的學校

就超過 500 個（江雪齡，1999；沈六，1999；林勝益，2003；吳芝儀，

2004；許雅貞，2001；Jacoby,1996）服務學習才在校園中推展開來（張

民杰，2006）。

    到了 1990 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與社區服務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1993 年國會又通過「國家及社區服務信託

法」，並成立「國家及社區服務法人組織」(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統籌全國志願服務工作，該組織特別針對高中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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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設立服務學習活動，鼓勵學生參與相關服務學習活動，使大學成為社

區和中學的夥伴。1994 年 9 月 8 日當時的柯林頓總統寫信給全國大學校

院校長，請求協助提倡國家的服務倫理，因此激起高等教育進行有關服

務學習的的各項研究、研討會及工作坊，使得服務學習得到空前的重視

（陳金貴，2000；Jacoby, 1996）。1997 年由各州教育協會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 成立的「學習暨公民協議」(Compact for Learning 

and Citizenship, CLC) 推動經由公民參與及志願服務來改善學生的學習，

將服務學習統整於幼稚園到 12 年級的主要課程中，正式的全面實施服務

學習，有些大學還以此做為申請入學的條件之一（許雅貞，2001）。2002 

年小布希總統公開呼籲所有美國人應該為美國奉獻約兩年時間，並提出「

公民服務法案的原則與改革」(Principle and Reform for a Citizen Service 

Act)，規定經費補助的各項措施和原則，透過上述「國家及社區服務法人

組織」推動社區服務與服務學習（馮莉雅，2003）。

（三）服務學習在臺灣的發展

    在臺灣，服務學習是引進的外來教育理念，東海大學在 1955 年便引

進美國實施勞作教育制度，但要到 1990 年代才見較多大學推動與實施

（曾騰光，2002）。政府雖然在民國 2001 年公佈「志願服務法」，以便

與同年聯合國公佈的「國際志工年」相呼應，但這只是制度面的建立，執

行面的情形如何？馮莉雅 (2003) 的研究發現，當時所有學校雖有環境清

潔與維護的規定，但還停留在勞動教育階段，且服務範圍以學校公共空間

為主，雖有少部分大學已開始推動獨立式或結合專業課程的服務學習課

程，但其學習要素的比重仍遠低於國外的大學，如缺少設計的學習教材、

反思日誌、課程討論、反省活動與慶祝表揚儀式等，成效並不顯著。簡單

地講，當時是把服務學習看成是勞動服務，所以沒有課程設計的概念，更

談不上公民素養、全人教育的理念了。既然學校的推動情形不完整，公部

門尤其是教育部做了哪些？現將重點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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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教育部推動服務學習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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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顯示，政府的作為在民國 100 年以前，尤其民國 90 年代，偏重

的是制度與設備的建立，譬如訂頒方案與手冊，並且列入各級教育階段，

以便成為學校推行的參考；民國 100 年以後則偏向向下紮根，加深加廣的

層面，如培訓種子教師，也要連接各個不同教育階段，以奠定永續發展的

基礎。 

（四）服務學習的理論來源

    服務學習理念源自杜威 (John Dewey)、皮亞傑 (Jean Piaget) 、高大

衛(David A. Kolb) 與蕭恩 (Donald Schon) 等大師所提倡之經驗學習理論。

以上四人主張相同之處均強調從經驗學習的重要，但也有不同之處。杜

威(John Dewey) 認為經驗是教育的根本（羅寶鳳、白亦方，2002；林秀

珍，1998），因此提出從「從經驗中學習」(to learn from experience) 或

「由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的學習主張，這也是他經驗學習的核心

概念（吳木崑，2009），杜威強調經驗有兩種特性：連續性與互動性，

這兩者正是學習的重要基礎（羅寶鳳、白亦方，2002）；皮亞傑 (Jean 

Piaget) 提出發展認知論，探討人類智慧的本質及其藉著經驗來發展，

他認為智慧不是天生的內在特質而是個人與環境互動的結果，其中「行

動」是關鍵因素。皮亞傑將人類認知發展分成四個階段：1. 感覺動作

期（0-2歲），此時期透過感覺、觸摸、操弄來學習，而「行動」是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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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2. 前具體操作期（2-6 歲），個體仍以具體經驗為取向，不過也開

始發展反思，3. 具體運思期（7-11 歲)，此期為個體抽象符號化之能力密

集發展期，學習主要透過分類與邏輯思考，4. 形式操作期（12-15 歲），

個體反思與抽象思考能力愈見發展（黃明月，2000）；高大衛 (David 

A. Kolb) 進一步將經驗學習理論分為四個階段，也就是所謂的經驗學習

循環論（劉振雄，2012）包括：1. 具體經驗 (concrete experience) 2. 反思

觀察 (reflective observation) 3. 抽象概念化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4. 

行動經驗 (active experimentation)，每一階段都代表學習者不同的能力，

也用以界定學習是經由經驗轉換形成知識的過程，所以知識創造的過程是

動態的，是由個人與環境互動、衝突與問題解決的結果而產生的。因此，

高大衛的貢獻在於其延續經驗學習的傳統，並配上一個現代科學分析的方

式，將學習核心由教師轉移至學習者（包含成人），為現今教育提供一個

新的思索方向（劉振雄，2012）；蕭恩 (Donald Schon) 從相對於科技理性

的觀點，說明實踐知識是一種反省理性。在科技理性的概念架構下，實務

工作者是在理論知識底層工作的人，他們只不過應用了由權力高於他們的

學術或行政者所預先界定的知識。而反省理性有賴一個較為動態的學習

文化，以協助教師在面對複雜和不確定的狀態時採取負責的行動。

Schon 使用在行動的反省，即在表示實踐者對情境的不確定性、不穩定

性、獨特性，以及價值衝突處理的一種藝術。Schon 認為從行動中反省

過程，實踐者（如教師）可以對自己的行動產生更深的理解並擴展專

業能力（林佩璇，2002）。經驗學習理論主張：光靠記憶背誦前人傳下之

靜態數據、知識與訊息，學生是無法為變動社會中的生活做好準備的。

真正的教育應是取自生活經驗，並提供討論與反思的機會。缺少反思 

(reflection) ，經驗本身會有錯誤教育或經驗詮釋錯誤之可能。強調反思

的經驗學習是教育學生理解並找出社會問題解決之道的最佳教育方法 

(Kenny & Gallagher, 2002)。

（五）服務學習的研究現況

    1. 研究的數量與產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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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以「服務學習」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蒐尋，查到 308 

篇碩、博士論文，與本文有關的共有 20 篇，再把 3 篇以史懷哲為名的學

位論文移除放到史懷哲類剩 17 篇。再以相同的關鍵字在臺灣期刊論文索

引系統蒐尋出現 300 筆，但與本文相關的只有 28 筆，同樣的把一篇以史

懷哲為名的論文移除放到史懷哲類的文章剩 27 篇。二者總計共 44 篇。 

另一組關鍵字「史懷哲」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查到 8 篇碩士

論文，排除 3 篇與本研究無關，以及刪除 2 篇已在服務學習處出現者的剩 

3篇，加上從服務學習處移入的 3 篇，共 6 篇。再以相同的關鍵字在臺灣

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上蒐尋出現 144 筆，但與本文相關的只有 1 筆（已包含

從服務學習處加入的 1 篇）總共有 7 篇。總計兩類共有文獻 51 篇，得表 

2 如下：

表 2：服務學習與史懷哲文獻發表的時間與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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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服務學習與史懷哲文獻使用研究方法一覽表

    2. 研究的主題分布  

    表 2 與表 3 所顯示的是文獻發表的時間與種類及使用的研究方法，讀

者請自行參閱。

    3.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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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參加服務學習的動機，大學生為什麼會想要參加服務學

習？林慧貞  (2006) 的研究發現是利己取向多過利他取向，目標取向

略高於活動取向與學習取向。李法琳 (2002) 的研究指出大學生參與的

動機有學習成長、社會關懷、實踐理想、人際關係，與李慧貞的結果

類似。

    有了參與的動機，參加之後的滿意度呢？Hoyt (1973) 研究指出，高

學習動機者，個人將會感受到學習的快樂，更會對學習滿意度有正向的影

響關係。黃玉湘 (2002) 對社區大學學員的研究發現，我國社區大學學員

學習動機趨向愈高則學習滿意度愈高。那大學生呢？李法琳 (2002) 的

研究結果為服務動機對服務學習滿意度有顯著正向的預測效果。張同廟

(2011) 也同意服務或學習動機對滿意度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力，也就是

服務或學習動機愈強烈，對滿意度的評價會愈高，李月娟 (2009) 的研究

結果也相似。 

    嚴秋蓮 (2011) 是所蒐得文獻中唯一的一篇博士論文，在她的論文裡

把現行服務學習的課程分成四大類，如下表 4，曾素秋與林樹全 (2014) 稱

他們的研究為營隊式的服務學習，本文非屬以上五種種課程，故名之為計

畫型的服務學習。

表 4：服務學習課程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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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服務學習運用在專業領域的情形如何？  

    此處所稱專業領域是指師資生在教育場域的服務而言。服務學習對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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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培育的功能有那些？英國的學者 C. Walsh 認為服務學習建立的價值是

智慧、合作信任與分享。國內學者高薰芳與吳秀媛 (2004) 整理出來的服

務學習的功能有：促進個人成長、生涯探索、社會發展、學術發展、了解

教改議題、增強實施服務學習的意願等（張民杰，2006）。

    張民杰 (2006) 更從師資培育者、師資生與被服務者三方角度提出服

務學習的功能，大致而言，前者是把服務學習當成一門課程進行研究，教

與學本就是一體的兩面，所以互為表裏的情況是會出現的。第一、使服務

學習成為一種教學法，第二、可以達成師資培育的標準，第三、可以讓師

資生主動獲得個人專業成長，第四、增加社區資源的支持；從師資生的角

度來看有那些功能呢？第一、培養師資生觀點轉換的方法、第二、讓師資

生更能了解「教師」面對事務的複雜性，第三、幫助師資生認清教學這個

行業，第四、提供師資生連結理論到實際，了解改善教學品質的方法，第

五、服務學習的實地經驗讓師資生具多元文化的經驗，而對不同的團體有

正面的態度。被服務者的感受如何？張民杰 (2006) 認為他們得到感情上

的關懷與需求的滿足，在服務過程中得到許多人際互動和成長；其所屬的

學校、社區、機構，也因而得到更充足的人力，更加提升服務的品質，並

促進組織正向氣氛。本文作者的研究發現確有這樣的功能。     

    以上文獻分析，也許可分成不同的類型，也可以當成與較狹義、嚴謹

的模式不同的廣義模式（高建民，2016），這樣的研究如以樹與林的關

係來看應屬於樹的層次，有沒有人提出可以進一步理論化的服務學習的模

式呢？高建民 (2016) 提出了一個服務－學習模式，其構想是，將該模式

分成兩層次：第一層次分成行動前、行動中、行動後等三個階段，其下的

第二層次再分別細分成較詳細的步驟，如行動前的分析學習目標、調查

服務對象需求、準備資源、規劃方案、定向訓練、反思、安置性評量等，

行動中的實施服務－學習、了解與協助參與者成長與發展、理解參與者

心理狀態變化、處理參與者間互動關係、掌握服務對象反應、調整方

案、形成性評量等，行動後的展示、慶賀、反思、承諾、總結性評量等，

以及透過養成參與學生的習慣與學校組織的制度化，在一輪服務－學習



16

行動之後繼續下一輪行動的不斷永續發展等。根據高文，筆者認為本文屬

於歷程模式。

蔡天助    邁向理想的第一步：史懷哲教育服務隊的初步觀察

（一）「史懷哲計畫」的執行成效

    「史懷哲計畫」的執行成效如表 5，整體而言，參加的師培大學 11 

年來從 14 所增加 49 所，共增加 3.5 倍；參與服務的師資生從 315 人增加

到 105 年的 1,415 人，共增加 4.5 倍；受服務的中小學數從 21 所增加到 

84 所，共增加 4 倍；受服務中小學生數從 760 人，提升為 4,450 人，共

增加 5.9 倍。就總體趨勢而言，不論是參與的大學數、投入服務的師資生

數、接受服務的國中小學校數與接受服務的國中、小學生數都呈現上揚的

走勢。

三、史懷哲計畫

表 5：教育部推動史懷哲計畫歷年成果統計表

（二）相關文獻 

    從前面的說明可以了解，以「史懷哲」為題所做的研究，不論是以期

刊形式發表或以之取得學位之論文者，或是原先被歸類在服務學習，或

在史懷哲處者數量皆不多，共 7 篇（王郁茜，2012；白雲霞，2012；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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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璇，2016；周聖典，2016；張雯鈴，2015；鄭怡萱，2015；羅逸寧，

2016）。王郁茜對史懷哲計畫的推動成效進行研究，他發現： 一、史懷

哲計畫有助於培養健全的師資培育。二、史懷哲計畫資源分佈不均。三、

師資生參與史懷哲計畫對於專業知能具有正向提升。

    對於王文結論第二點所說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我的看法是：教育是

長期發展的事業，一定要持續且穩定的進行，最忌諱如蜻蜓點水般的，東

一所西一所的服務，這樣不但達不到教育的效果，恐怕連被服務者也不會

有感。解決之道，唯有號召更多的學校一起來參與，表 4 的數據證實筆者

的看法是正確的。 

    白雲霞 (2012) 的文章分析師資生進行服務學習計畫時，面對了那些

教學信念的挑戰，並透過轉變過程與反思後，解決困境的策略。結果發現

師資生參與史懷哲計畫時，課程教學上最常遭遇的教學信念挑戰主要為：

如何因應學生個別差異以選擇合適的教學法、教學經驗與技巧不足、教學

設計分量的拿捏、遊戲教學的秩序管理問題。班級經營上最常見的教學信

念挑戰為：學生初始的陌生感、班級秩序管理、學生參與營隊的心態。

教師角色上最常見的挑戰是如何亦嚴亦寬。在個別差異的部分，師資生參

與過史懷哲精神服務計畫後，皆能體察個別差異現象，並嘗試改善該困

境。白文所探討的也正是本文所要了解的，如史懷哲教師在班級經營上遇

到的挑戰是什麼？教學心得又是什麼？ 

    吳叔璇 (2016) 研究發現：師資生在參與史懷哲服務學習計畫後，能

更清楚教育這條路對自身的意義及教師的角色定位，亦能啟發更多對自我

的反思。對於這一點本研究想要了解的是在經過四週的服務之後，史懷哲

老師們當老師的意願如何？ 

（三）高師大的執行情形

    表 6 是高師大這 10 年來的執行統計，總體而言，這 10 年來參與的師

資生總計有 235 人次，受服務的學生數有 1,448 人。有人更是連續三年都

參加；受服務的學校從以前高雄縣的甲鄉一所國中三所國小，到「八八風

災」後高雄市的乙區一所偏鄉國中，該校在當時學生與教師數嚴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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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校校長努力尋找資源，讓學校教師與學生回流。

    高師大執行史懷哲計畫共分六個階段，第一階段：提出計畫書向教育

部申請補助，約在每年的三月；第二階段：教育部約在每年五月底六月初

回覆補助情形；第三階段：在校內召募志工擔任史懷哲老師，為了幫助史

懷哲老師能做好服務的工作，有必要進行兩天密集式的行前訓練，每天從

上午 8 點到下午六點，共有 7-8 門課程，以 104 年為例，有志願服務的真

義、班級經營、專門科目的教學設計與實作、受服務學校的學生學習現

況、教學日誌的填寫、多元融入課程設計策略、授旗等；第四階段：志工

老師要設計四週共約 130 小時課表，多於教育部所要求的 122 小時。並準

備相關教材；第五階段：依受服務學校的需求時間，開始服務，約在七

月上旬或七月中旬出發。受服務學生人數從 50-120 人不等，依該年參加

學生多寡而定，年級主要分布七年級與八年級的學生。史懷哲教師的服務

內容有擔任導師，與正式的班級導師工作內容相同、任課老師（國、英、

數、社會、自然體育、綜合領域，會因為參加學生的專長而有些微變

動）、導護老師、學生品德輔導等，等於是一場小型的實習，對於提升學

生對教學現場的認知與實務有非常大幫助。這期間計畫負責老師會邀有空

的行前訓練老師，每週到現場舉行座談，了解史懷哲教師在過去一週所遭

遇到的教學、生活或是行政上的問題；第六階段：結束服務，整理教學日

誌，並將學生觀察紀錄一份送交服務的國中參考、經費的申報，做成活動

成果並報部銷案。

蔡天助    邁向理想的第一步：史懷哲教育服務隊的初步觀察

表 6：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歷年參加「史懷哲計畫」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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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 105 年高師大 13 名參與「史懷哲計畫」之師資生為個案，以

問卷蒐集資料，問卷的題目包含封閉式與開放式問題，資料的分析方法

封閉式問題以「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視窗版進行統計分析，除百分比

的次數分配外，也用卡方分配表呈現自變項與因變項之間的數量與百分比

的情形，因為個案只有 13 人，不適宜看統計量。 本文觀察的時間為 104 

年與 105 年，但因為兩次的問卷題目不盡相同，為免有方法論上的疑慮，

故只分析 105 年參加此一計畫的全體 13 位成員的資料。將 13 位成員編

碼，共五碼，前三碼為年度如 105 ，後兩碼為受訪者的流水編號，分別

從 01 編到 13，記錄他們對開放式問題的回答。問卷施測時間在 105 年 8 

月初。

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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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這一部份將對經由問卷所取得的資料進行分析，分析的工具有社會科

學統計套裝軟體個人電腦視窗版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SPSS)，另一方面對於問卷中開放式問題則以人工整理歸納。

    表 7 顯示，參加的史懷哲老師在性別與年級上的分佈。在性別上參加

的男性同學有 5 名，女生有 8 名，在年級分布上以高年級為大宗，大三升

大四有 8 名佔 61.5%。正好碰到實習，如何解決？根據實習與就業輔導

處教育輔導組（自 106 年 8 月 1 日更名為「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地方教

育輔導組」的規定，只要實習學校同意該生請假，待結束後再前往實習，

就可以參加。 

    是師資生嗎？105 年錄取的 13 名中，有 12 人是師資生佔 92.3%，非

師資生有 1 位佔 7.7%。想當老師嗎？有 4 名佔 80% 男生回答想，1 名回

答不會那麼想；女生有 7 位 87.5% 回答想，有 1 位回答不會那麼想。參

加本計畫之前有無教學經驗如家教或是參加課輔計畫，男生有 5 位 100% 

回答有，女生有 5 位 62.5% 回答有，3 位回答沒有。參加本計畫之前，有

沒有服務學習的經驗？ 4 名回答的男生皆有，8 名女生中 6 名 75% 有，2 

名沒有。 

    為什麼會想要參加？此題開放受訪者複選，表 7 以想「實際體驗教學

經驗」者有 12 人次勾選最高（男性有 5 人，女性有 7 人)，其次為「可以

對偏鄉學生付出關懷」有 10 人（男性有 4 人，女性有 7 人)、「測試自己

是否適合當老師」（也是 10 人次勾選，男性 4 人，女性 6 人)，顯示大學

生參與此一活動的利己與利他動機比例極為接近，利己比例略高一些。這

樣的結果與林慧貞 (2006) 的研究結論相類似。

一、基本資料

一、在現場遇到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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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史懷哲教師在現場遭遇問題、成長、職涯選擇與教學知能：最感困擾的事

    1. 那些困擾的事？

    圖 1 顯示，扣掉 3 人未作答，將 10 位回答者的答案歸納為五個面

向，以對學生的管理面有 6 人 (60%) 覺得最感困擾，譬如對於調皮的學生

（已嚴重擾亂上課秩序），不知要如何（受訪者 10510）？學生上課秩序

不受控制，無法掌握，使得課程無法按進度完成，擔心影響到其他同學（

受訪者 10508）；在上課或帶班時，總會有學生的言行教失控脫序，在管

理學生的分寸拿捏待加強（受訪者 10506）；有位學生的座位，不論換到

那裡都會吵鬧，即使是一個人也會發出聲音，影響其他同學（受訪者

10505），不知道要如何處理學生的不當行為，罵了又不聽，真的令人困

擾（受訪者 10501）；同學常講台語（受訪者 10513）。以上問題通常是

新手在教育現場一定會遇到的問題。另外有人對於自身的形象感到憂慮，

主要原因是這位史懷哲老師因為身材不高，音量不大，罵人時學生也覺得

不兇（受訪者 10502）。再來是同儕人際的問題，有一位史懷哲教師因為

去年曾參加過此一活動因此對受服務學生較熟，因此不知不覺中沒有以身

作則，時而干擾上課秩序或在集合時與學生一起打鬧（受訪者 10511），

反而成為負面教材。另一個問題是再參加的問題同學擔心明年時間會與實

再參加問題 1 人
10%

同儕人際問題 1 人
10%

自身形象 1 人
10%

對服務學校作業流程

不夠了解 1 人
10%

學生的管理 6 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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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衝突，難以繼續參加（受訪者 10512），其實這個顧慮係屬多餘，只要

實習學校同意緩報到，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最後一個是對服務學校行政

流程的不熟悉，造成疏忽（受訪者 10507）。每年史懷哲教師抵達服務學

校後，都會舉行二小時的座談，介紹校園環境與各處室主要老師，對於

相關行政細節較少觸及，明年舉辦時一併改進。此處結果也與白雲霞研究

相近。 

    2. 最感辛苦之事

圖 2：史懷哲教師在現場遭遇問題、成長、職涯選擇與教學知能：最感辛苦之事

    圖 2 在全體 13 名史懷哲教師中扣掉兩位不回應，將有回應的 11 人答

案歸納為學生管理面、心靈面、備課面、同儕教師的相處面，當中有 8 名

(73%) 認為最辛苦之事乃學生的管理，譬如不知如何管理學生秩序（受訪

者 10501）；管秩序時最辛苦（受訪者 10502)；學生不願意接受我的勸

導，軟硬兼施均無效，思考如何才能對學生有幫助（受訪者 10507）；上

課時無法掌握學生秩序（受訪者 10508）；遇到學生搗蛋手忙腳亂（受訪

者 10510）；當學生說不聽，又不想發火時，必須忍住怒氣，好言相勸，

說到他們聽話（受訪者 10512）；同學有爭吵，老師要去調解（受訪者

10513）；有一位回答，當導師即使沒課，也會心繫著班上，也必須時常

教師要求不一致 1 人
9%

備課面 1 人
9%

心靈面 1 人
9%

學生的管理面 8 人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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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看班上的狀況（受訪者 10506）；心靈面，有 1 位回答甘之如飴，不

辛苦（受訪者 10504）；備課面，有一位回答，他說備課時的準備工作，

要有先備知識，授課後要觀察是否需要調整授課內容（受訪者 10505）。

同儕教師間的要求不一致、導師與任課老師之間對於品德的要求步調不一

時最辛苦（受訪者 10509）。因此，這一批教育新兵在教育現場最感困擾

與辛苦的事就是對學生的管理，不過，是否就因此束手無策呢？

圖 3：史懷哲教師在現場遭遇問題、成長、職涯選擇與教學知能：自認成長的層面

二、個人成長與職涯探索

同儕相處面 1 人
8%

教學與管理

能力面 5 人
42%

綜合面 4 人
33%

心靈成長面 2 人
17%

    1. 有無成長？

    接下來詢問史懷哲教師，經過這一個月的洗禮是否有成長？全體 13 

位受訪者均回答有成長。這些成長包含那些層面呢？圖 3 說明這些層面的

成長有那些，扣掉一位未回答，在 12 位受訪者中，有 5 位認為教學與管

理能力有成長，譬如備課與教學經驗都成長（受訪者 10501）；教學各方

面，還有危機處理也進步不少（受訪者 10502）；解決事情的能力；解決

事情的能力，耐心提升（受訪者 10505）；可以真正的化死板的理論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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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教學，一次、二次、三次的調整，更能使教學或多或少的進步（受訪

者 10506）；在與同儕的相處面，如學會與同伴的團隊合作，學會遇到任

何問題，能夠冷靜的處理問題，體會到一個真正的教學現場，體會到原來

老師不是那麼輕鬆的，但當看到學生會在課堂上回應你，會與你討論問

題，心裡是喜悅的（受訪者 10503）。不管是教學還是輔導都有更深刻的

體會，更會去思考該成為怎樣的老師，才是對學生有幫助的，而且可以從

其他夥伴身上發現他們的優點，加以吸收，改進我的部份，那我就可以找

到較適合我的教風格的教師類型（受訪者 105012）。心靈成長面有更懂

得用成熟的態度照顧他人（心理成長），在教學上更有經驗，更能掌握課

堂狀況（受訪者 10504）；更能試著用學生的角度進行思考，再由這個角

度提供學生好的意見，此外上課狀況多，因此隨機應變的能力稍有更好（

受訪者 10508）。綜合面如自信心提升、見到不同的學生背景、成為一位

老師我所體認的仍不足、教育是一件一輩子在奉獻的工作，用盡心力去

完成（受訪者 10507）。沒有目的的付出收獲收反而是最多的（受訪者 

10509）。自己上課台風的穩健度、亦師亦友分寸的拿捏、鋼軟並施的經

營模式、提升教材的熟練度（受訪者 105010）；備課領導能力、與人溝

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教學經驗增長（受訪者 105013）。史懷哲老師

在這一個月的教學中不但有成長，而且成長的層面是多元的，這表示這一

批史懷哲老師遇到事情的處理態度不是迴避與逃避，而是正向的面對，也

因為是面對問題，所以才能成長。 

    2-1. 會想要當老師嗎？

    在前面表 7 基本資料的說明中可以了解不論是性別或是身份別（師資

生)，想當老師的比例均在八成以上。 

    2-2. 參與本計畫對於將來成為老師有幫助嗎？



圖 4：史懷哲教師在現場遭遇問題、成長、職涯選擇與教學知能：

參與本計畫對於將來成為老師有幫助嗎？

26 蔡天助    邁向理想的第一步：史懷哲教育服務隊的初步觀察

    雖然史懷哲老師認為管理學生是一件很困擾與辛苦的事，那會不會影

響當老師的意願？也就是史懷哲老師會不會因此打退堂鼓？圖 4 顯示，13

名受訪者中全部回答「有幫助」，顯然學生看到這個計畫的優點。

    2-3. 經過一個月的執行您目前對於當老師的意願如何？

非常沒幫助 0 人
0%

沒幫助 0 人
0%

不確定 0 人
0%

非常不想 0 人
0%

不想 1 人
8%

有幫助 3 人
23%

非常有幫助 10 人
77%

圖 5：史懷哲教師在現場遭遇問題、成長、職涯選擇與教學知能：

您目前對於當老師的意願如何？

非常想 8 人
61%

想 4 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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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問「經過一個月的服務您目前對於當老師的意願如何？」結果圖 5 顯

示，回答「想當老師」與「非常想當老師」的比例高達九成二，這些人雖

然遇到教學上的困難與辛苦，但仍不改初衷，不但顯現他們的決心，也讓

師培單位看到繼續執行的希望。

    1. 班級經營的心得

圖 6：史懷哲教師在現場遭遇問題、成長、職涯選擇與教學知能：班級經營的心得

    圖 6 關心的是史懷哲教師班級經營的心得，最讓這群老師有感的是心

理面的心得，也就是用與學生交心溝通的方式，增加彼此的了解與信任，

近而建立相處的默契，如學會如何讓孩子信任，願意將心交給老師，看到

孩子對自己的依賴與撒嬌時，心理會覺得值得了（受訪者 10504）；班級

經營真的不容易，帶一個班就要帶全班的心，要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

帶起班來才不會那麼吃力（受訪者 10505）；老師和學生的關係並非一蹴

可及，但其實只要我們有用心付出，學生是能感受到的，而只要建立起良

好關係，要做好班級經營，相對上就沒有那麼困難（受訪者 10506）；班

級經營是老師與全班同學互動的成果，發自內心用對方法才能真正做好！

（受訪者 10507）；跟學生培養默契以後，很多問題都解決了（受訪者

三、師資生的教學知能有無變化？

心理面：

溝通、信任、

默契 7 人
54%

自省綜合

面 2 人
15%

注意技巧

問題 4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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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每一次上課都是學習與成長的時刻（受訪者 10510）；平常多

與學生溝通很重要（受訪者 10513）。其次，在注意技巧問題方面，史

懷哲老師了解不是一面倒用兇的態度就能讓學生乖乖聽話，有時要軟硬

兼施，才有效果，且執行時態度要明確且立場要嚴正（受訪者 10503；

10508；10511）。在自省綜合面，史懷哲老師則深深體認到帶好一個班很

難，團結一個班更難（受訪者 10501），而且班級氣氛與班級學習狀況有

極大關聯，要做好班級經營學生才可能一起進步（受訪者 10502）。 

    2. 教學心得

    史懷哲老師們如何看他們的教學心得呢？圖 7 顯示 105 年的史懷哲教

師 13人 中有 10 人 (77%) 的回答經歸納整理屬教學面：如何掌握拿捏課堂

時間，更簡易，清楚的講解方式（受訪者 10504）這是屬於對時間及講授

方式的回應；基本概念和活動的取捨和程度上的差異，是我們在寫教案和

教學上應注意的地方，要考慮學生的因素，讓他們真正能在老師的教導下

獲得內容（受訪者 10512）；準備的東西要多一些，若有臨時狀況，才好

應變（受訪者 10509）；學習到許多臨場的反應，因為備課好，但是如果

學生有問題都要即時處理，所以要有很好的臨場反應（受訪者 10501）；

圖 7：史懷哲教師在現場遭遇問題、成長、職涯選擇與教學知能：教學的心得

綜合面 1 人
(7.7%)

8%

教學面 10 人
77%

學生輔導管理面2 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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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認為專業知識其實很無趣，對學生就是無聊，所以若是在時間及進

度許可下，不妨加入一些讓學生覺得有趣的元素，提升學習效果（受訪者

10506），這是在強調講課的技巧。還有人認為每個人吸收有落差，課堂

上要不斷複習過去教過的內容，不能完全依照進度走，各班程度不一，要

隨時檢視自己的教法（受訪者 10508）；如何面對程度差異極大的班級（

受訪者 10502）強調的是老師要考慮到差異性，隨時調整教法。也有人學

到如何吸引學生注意、學到如何制止學生的妨礙上課秩序的行為、明白老

師口齒清晰的重要性（受訪者 10513）。遇到突發狀況時應如何？有人回

應是學到臨場反應；教材的擬定，該給學生什麼？什麼才是最需要的（受

訪者 10510）。在學生管理輔導面，強調的是學到如何與學生相處，如何

帶一個班，如何解決學生的爭執。老師會不會教?學生聽不聽得懂恐怕才

是重點，有史懷哲老師就有這樣的體認，如何將所學的教給學生，因為自

己會，不代表學生會（受訪者 10505）。綜合面，談的是比較整體的內容

如教學的快慢掌握、排課、課程協調、更能引起動機的教學方法（受訪

者 10507）；學到如何帶一個班、當學生發生爭執時如何解決等（受訪者 

10505）。

圖 8：史懷哲教師在現場遭遇問題、成長、職涯選擇與教學知能：品德輔導的心得

    每年史懷哲老師到偏鄉除了課業輔導的工作外，另一項任務就是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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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做品德輔導，其實所謂的品德輔導就是協助學生建立生活常規，這一

項工作史懷哲教師的看法如何呢？圖 8 顯示，在 13 位回應人中有 6 位的

主張經歸納為要不斷提醒，要有一致性，所謂要有一致性就是老師身教重

於言教，有一位史懷哲老師這樣說雖然四週對學生長久以來根深蒂固的習

性能改變的極少，但我想做的是透過不斷的提醒，讓他們記得什麼是對

的，品德教育是一件要不斷持續努力的事，必須要多管閒事，盡力輔導，

同時老師也要不斷要求自己成為較好的楷模（受訪者 10507）；不斷的提

醒同學作對的事請，上課要守秩序，遇到老師要有禮貌，雖然講了好幾

次，同學都不聽，不過，還是要苦口婆心的提醒，希望他們有一天會懂

（受訪者 10501）；另一位老師的看法也類似：平常作為榜樣，無論站、

坐、走、跑，行為不當時，立即制止，屢勸能改（受訪者 10511）。所

以老師的身教重於言教，平常就要注意，遇到學生有問題就要立即糾正。

另一位老師則說有要求才會有成果，沒做好要立即提出，然後再做一次

正確的（受訪者 10509）；上課前後的行禮，不整齊就再來一次（受訪者

10510 )。其次，在同理心，注意用字遣詞方面，有一位老師說，當你把

搗亂的學生利用中午的時間，私下聊天時發現他們竟然都很清楚自己未來

的方向，也因為如此，他們覺得學校課程無聊，不符合他們的興趣才想搗

亂，這個經驗讓我深深體會到有其果必有其因，試著站在別人的立場思

考，才能順利解決問題（受訪者 10502）。這就是同理心，要從學生的角

度探求問題發生的原因，如此才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另外有老師認為要用

學生可以接受的方法，他說因為學生的性格、個人特質都不一樣，在品德

輔導時，必須用學生能接受的方法進行輔導（受訪者 10513）；每一句話

都要很小心，很需要技巧，深怕一不注意就傷了學生（受訪者 10504）；

學生不壞，只是講話比較直接（受訪者 10503）。 

    在長期投入這方面，老師認為學生的品德輔導要長時間的追蹤及耐心

的觀察與教導（受訪者10505）。學生過去的行為不可能在四週內改變，

只能時常提醒，找到學生可以接受的方式（受訪者 10508）。另一位老師

說國中應是孩子常規品德價值觀的塑造期，難以改正卻仍是可以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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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須要長時間的輔導或適應給予提醒，只要孩子有一些些的改變我們就

成功了（受訪者 10506）。

    透過本文的分析，我們認識到「史懷哲計畫」對於師培生所產生的吸

引力，雖然教育現場學生的表現，讓這群未來生力軍感到困擾與辛苦，其

中之最，是學生的管理。但是這些均沒有影響他們生涯中當老師的規劃。

或許有人要問，師資生畢業後有半年的實習還不夠嗎？我要說，對這群師

資生而言，類似這樣的機會永遠不嫌多。他們參加這個計畫的目的，一方

面了解現場的狀況，另一面也藉此再確認自己的心志，從他們的回應中，

可以發現這些老師們的態度是正面的、是積極的，更重要的是他們從現場

的觀察中證明他們的用心。這就是將來成功的第一步。 

    師培大學是如何看待這個計畫？就筆者個人經驗，各校恐有不同的認

知，有的學校放在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當成一般的學生暑期活動或是另一

種服務學習，有的學校比較嚴肅看待，投入人力與資源，將之視為學生的

職前教育一環。因為學校嚴肅看待，所以職前訓練課程內容紮實，結束時

所獲成果自然不會鬆散，對於學生的成長自然就會有推動的作用。透過前

述的研究發現讀者也可以發現與所引的文獻大都是符合的。 

    參加這個計畫有沒有成長？答案是有，而且是多元的，有人回應在教

學與學生管理面有成長，如備課與教學經驗的成長、危機處理能力、耐心

提升；在與同儕的人際相處成長方面，學會了團隊合作、學會了遇到事情

會冷靜處理；在心靈成長面，更懂得用成熟的態度照顧他人、也會用學生

的角度思考問題；在綜合面的成長，如自信心提升、台風穩健、亦師亦友

分寸的拿捏、溝通能力等。 

    本文遺憾之處，受限於畢業後聯繫不易與跨校合作的難處，致未能蒐

集長時間的資料，也未能做跨校的比較，讀者閱讀本文時不宜做過度的推

論，這些都是將來研究可以再加強之處。另外，史懷哲教師在服務期間所

撰寫的教學日誌與觀察日誌，也應該在下次的研究中一起使用。

伍、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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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Step to Success: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Schweitzer Education Service Team”

Abstract

Tien-chu Tsai＊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first to determine the types of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Schweitzer service program in the summer of 2016. Second, the objective is to 

understand the career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petency which these 

pre-service teachers have undergone sinc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service 

program. Third, the focus is on understanding any changes in the professional 

teaching competence of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A. These pre-service teachers do face tough problems, such as the class 

     management in maintaining order. 

B. These pre-service teachers have progressed in developing their competence 

     and they still hold to their career decision after the service.

C. These pre-service teachers have improved their professional teaching 

     competency after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service program.

Keywords: service-learning, pre-service teacher, Schweitzer program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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