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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自 102 學年度起，便致力於在各教育階段推展服務學習。「服務
學習」是經驗學習的一種型式，經由歷程中的反思與互惠，學生將可獲得莫大的成長。
本文旨在介紹服務學習的內涵，以及探究服務學習與資優教育的關連。最後，分享曾施
行的課程實例，作為教學實務的參考。
關鍵詞：服務學習、資優課程
擬定了「各級學校推展服務學習實施要

壹、前言

點」，積極推動青年學子參與服務學習活
動。2012 年，教育部為利服務學習向下扎

服 務 學 習 (service-learning) 在 已 開

根，訂定「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服務學

展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為教育學生

習計畫」
，期望國民中小學能將服務學習融

完備人格發展的基本要素之一。然而，服

入於課程中，全面落實此理念。

務學習非僅止於服務，亦強調與學習的連

服務學習亦可見於資賦優異教育之

結性。如何將之融入課程中形成有意義的

中。吳武典（2007）指出服務學習屬資優

教育活動，如何在積分制中展現超越分數

教育的重要內涵。特殊教育法第四十條指

的意義而不流於形式，也在此時激勵我們

明高中以下的各級主管教育機關應補助學

教育工作者進行專業思考。

校辦理多元資優教育方案，其中，台北市、

服務學習的概念最早源自於 1960 年

台中市和彰化縣在訂立相關實施辦法時，

代的美國，於 1990 年通過相關法案致力推

更將「服務學習」列為適於發展資優潛能

展服務學習（林至善，2002）
。在國內，教

的實施方式之一。

育部青年發展署（原行政院青輔會）自

本文旨在針對服務學習之內涵作一簡

2000 年起實行「中等學校學生參與服務學

單介紹；其次，將探究服務學習與資優教

習計畫」
，各縣市政府主管教育機關亦相繼

育的關連；最後，提供服務學習課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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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教師作為參考。

務」，採集沙土樣本檢測成分是「學習」，
學生進一步分析檢測結果後，預期會對社

貳、服務學習理念

區人民的生活產生影響，討論後提出看
法。設法將研究發現呈現給相關機構和單

一、服務學習的定義

位，並在校內、社區宣導保護海洋的重要，

服務學習奠基於 Dewey 的經驗教育

實際採取行動，才算是完整的服務學習。

和 Kolb 的經驗學習型態理論（林至善，

「服務」與「學習」好比翹翹板的兩端，

2002；黃玉，2008）。美國學者 Jacoby 在

所承載的重量應當是等重，以維持其平衡。

1996 年發行的著作中提及關於服務學習

二、服務學習的類型

的定義多達上百種，認為服務學習即是經

服務學習的推動可包含課程與非課程

驗教育的形式之一，學生投入在強調社區

活動，有不同的型態。若依學生的參與時

需求的活動中，同時，也有計畫的製造機

間長短，其類型包括：單次或短期的服務

會促進學生的學習發展（引自黃玉，

學習、社團或聯課活動式的服務學習、融

2008）
。Terry (2003) 則指出服務學習需與

入課程的服務學習、密集經驗式的活動學

學校課程相結合，學生積極參與其中，教

習（楊昌裕，2002）
。Terry 與 Bohnenberger

師注重學生的興趣和參與度，設定學習目

(2003)根據學生的學習參與度和對社區的

標。學生則將生活中、學校裡所學的知識、

服務性質將服務學習活動分為下列三個層

技能應用於解決社區中的真實問題。

級：

服務學習常被誤以為等同於志願服

(一) 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務，因兩者都牽涉了服務計畫的擬定。然

學生以志工的身分從事社區服務活

而，最大的不同在於志願服務只著重於服

動，學生藉此可增加對社區環境的覺知。

務，服務學習則是服務和學習兼有 (Lee,

然此一層級仍為服務多於學習的階段。

Olszewski-Kubiliua, Donahue, & Weimholt,

(二) 社區探究 (Community Exploration)

2008)。根據 Sigmon (1994) 與 Chan (2008)

在這個層級裡，學生的參與度更甚於

的看法，服務與學習的目標同樣重要，讓

前者。學生需主動走入社區或由社區人士

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的期望和目標都能達

進入學校中，彼此分享訊息，針對真實情

成，雙方都因此有所改變、收穫。陳金貴

境中的問題進行探究。學生將課程中的主

與張雪梅（2009）亦認為服務學習可增強

題與社區中的相似議題連結起來，實際應

個人與社區的發展，並為彼此建立互惠雙

用已習得的知識和技能。

贏的關係。

(三) 社區行動 (Community Action)

綜合上述，服務學習的焦點乃是在於

最高的層級極為社區行動，牽涉了更

協助學生透過服務來學習且學習如何服

高程度的服務和學習，為社區帶來更廣

務。舉例而言，至海邊參與淨灘活動是「服

泛、更積極的影響。學生因關心社區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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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新的想法，將跨領域的知識加以統整應

(二) 行動期 (action)

用，並發展問題解決能力，落實行動力。

行動期的重點在於使學生在不同的學

Terry (2008) 亦指出此一層級是最適合資

習情境中，獲得額外的學習成果。包括：

優學生的服務學習類型。

(1)自多樣的服務方式中做選擇；(2)和社區

三、服務學習方案的實施

建立夥伴或合作關係；(3)執行之前共同同

無論是採用那一種區分標準的服務學
習類型，在推展的過程中都應包含一定的

意的服務；(4)反思服務經驗。
(三) 評鑑期 (evaluation)

實施步驟。Geleta 與 Gilliam (2003) 綜合

此階段的重點在於加強學習與服務的

美國的服務學習組織和師資培育機構發展

關聯，並蒐集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的意見。

服務學習方案的經驗，提出服務學習的實

實施工作有：(1)報告服務學習經驗的最終

施三階段。如圖 1。

成果；(2)反思服務學習產生的影響，如對
於增進智力與公民責任發展所需的知識、
技能及態度等；(3)評鑑服務對於社區的影

準備期

響；(4)與社區分享服務學習成果。成果的
呈現與分享並無一定的方式，教師應提供
學生可以分享的舞台，藉分享肯定自己的
參與。

反思
評鑑期

行動期

從圖 1 和前述說明中可知，反思
(reflection) 為 服 務 學 習 方 案 中 各 階 段 的
核心，在服務前、服務中、服務後各歷程
都應設計反思活動。師生常用的反思方式

圖1

服務學習實施階段

有：以開放式問題進行討論、分享經驗、
撰寫日誌、研究報告、編製宣傳品、藝術

(一) 準備期 (preparation)

展演活動、辦理發表……等多種方式進行

準備期的重點在使服務學習活動與現

反思活動（楊昌裕，2002；劉正鳴，2002；

有課程相連結，確立學習目標和成果。此

黃玉，2008）
。黃玉（2008）認為反思是服

階段的工作包括：(1)了解社區、學校的需

務經驗與學習的橋樑，有助於學生將過去

求、可用資源與學生的能力；(2)呈現學科

情境和目前情境相連結，也是服務學習帶

知識，提供學生訓練以提供社區有意義的

來學習最重要的方法。因此，提供服務經

服 務 ； (3)考 慮 服 務 實 施 運 作 的 程 序 ， 教

驗的同時，應審慎規劃適合的反思活動，

師、學生、社區共同擬定計畫；(4)反思計

以形成有意義的學習歷程。

畫內容是否符合社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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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服務學習與資優教育

的行為，這即是千鳥格經緯論 (Operation
Houndstooth)。同年，Renzulli 細究千鳥格

一、契合資優學生的特質與需求

經緯論的影響因素進而提出「認知—情意

曾有研究學者和教育人員認為資賦優

交織特質」 (Co-Cognitive Traits)，說明資

異的學生在社會性、情緒、道德等面向有

優學生的個人認知會和樂觀、勇氣、對主

較高一層次的發展，因而非常適合進行服

題或學科的熱情、人道關懷、生理及心理

務學習活動 (Lee et al., 2008)。Bartlett &

能量、未來願景等六項要素產生交互作

Hunsaker (2009)也提及服務學習對所有學

用，對其行為表現有所影響。Renzulli、

生皆有助益，特別是資優學生，原因在於

Koehler 與 Fogarty (2006) 認為資優教育

服務學習足以滿足其特殊需求。

不能只把焦點擺在增進學科能力，也應著

心理學家 Dabrowski 在 1983 年提出發
展 潛 能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的 概

眼於發展學生的認知—情意交織特質，使
其展現成功的資優行為。

(Overex

我們可以發現，前述六項要素和服務

-citabilities)，強調資優生五種過度激動：

學習的內涵有重疊之處。資優學生透過服

心理運作的過度激動、感官的過度激動、

務學習的參與，可強化這些要素，培養其

智能的過度激動、想像的過度激動及情緒

成為社會有利的人，並為未來的社會建置

的過度激動。假若過度激動的程度愈高

多元且豐富的社會資本。是故，於資優教

者，其發展潛能愈大（引自張馨仁，2000）
。

育中規劃服務學習課程有其實質的意義存

Terry (2008) 認為持續的發展潛能，可培

在。

念 ， 其 中 的 過 度 激 動 論

養具高道德發展的未來領導者。資優學生
的過度激動有負面及正面的影響，因資優
學生敏於覺察他人感受、能同理他人的問
題及具有同情心，在道德上有高度發展，

中等以上

因此常主動關心社會福祉與世界問題（引

的智力

創造力

自王琡棻，2009）
。由此可知，服務學習與
資賦優異特質兩相呼應，為資優學生規劃
服務學習活動應是順勢而為的。

工作專注力

另一方面，Renzulli (2002)在原有的資
優三環論 (Three-ring model of giftedness)
的基礎下，擴展了資優的概念，見圖 2。
除了具備中等以上的智力、創造力和工作
專注力之外，人格特質與外在環境因素有
如千鳥格紋相互交織一般，影響資優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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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Renzulli 資優三環的擴充概念

二、體現資優課程理論的內涵

應用及解決問題的方法；成果注重多元呈

服務學習的理念與目前現有的資優課

現與溝通分享；學習環境則是指為學生提

程理論有不謀而合之處，已有多位研究者

供適合的學習環境。區分性教學的重點是

表達相同看法，說明如下：

高層次的內容領域，特色為提供真實情境

首先，Terry (2003) 探究資優成人參

的問題解決經驗（引自呂金燮，2004）
。而

與服務學習方案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服

服務學習乃是透過真實世界中的經驗產生

務學習方案與其他課程教學方法有關聯，

學習，資優學生可憑藉這些經驗，從中學

皆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重視學生的優勢和

習研究技能、增進計畫、組織與自我決策

興趣。此研究亦指出研究中所採行的方案

的能力，進而主動建構學習意義的過程

相 似 於 Renzulli 提 出 的 三 合 充 實 模 式

(Pleasants, Stephens, Selph, & Pfeiffer,

(The Enrichment Triad Model) 中的第三類

2004)。

型活動—個別或小組探討實際問題。依據

在進入服務之前，資優學生必須從自

第三類型活動的內涵，資優學生有機會將

己的週遭發現實際有待解決的問題，這類

興趣、知識技能應用於解決真實問題，發

的問題在計畫之初多半屬於弱結構的性

展研究技能並以不同的方式將結果分享給

質。依據楊翠凌（2005）的研究結果指出

他人。事實上，服務學習亦涵蓋了這些元

弱結構的服務學習課程確實能拓展學習的

素。唯差別在於服務學習的影響不止於學

深度與廣度。呂金燮（2004）認為給予學

生個人和參與分享的觀眾，更擴及整個社

生弱結構的問題是協助他們在解決問題之

區。因此，Terry (2003) 更直言服務學習

前，覺知問題的本質，如此才能發揮真正

可被歸類為第四類型活動，較原本的第三

的問題解決能力。

類型活動更高一個層次。

三、對資優學生具正向影響

此外，Bartlett 與 Hunsaker (2009) 表

Lee et al. (2008) 指出有部分的證據

示服務學習有助於實現區分性教學

顯示資優學生參與服務學習活動確實有正

(differential instruction) 的概念。區分性教

面的影響。影響包括：拓展不同領域的知

學由 Tomlinson 提出，核心價值在於實施

識、增進口說與書寫的表達、學習團隊合

教學前，教師須主動地了解學生的興趣、

作、精進研究技能、培養批判思考及問題

先備經驗、學習風格、自我期許及家庭可

解決能力、敢於追求興趣、獲得自主權、

提供的支持等，再進行教學活動，創造適

建立自信心……等 (Lee et al., 2008；Terry,

性 的 學 習 經 驗 （ 引 自 高 振 耀 ， 2010 ）。

2003；Bartlett & Hunsaker, 2009)，這些皆

Tomlinson (2000) 闡明教學的區分性可從

為未來世界公民必備之基礎能力。茲就前

學習內容、過程、成果及學習環境四面向

述看法並綜合其他學者的意見，加以歸納

進行彈性地規劃設計。其中，學習內容重

為下列四點分項說明：

視複雜性和多樣性；過程著重高層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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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協助學生確認興趣

(四) 培養公民責任

協助學生確認自我的興趣是最基本的

社會需要的是一群具有公民責任感和

生涯發展需求。Chan et al. (2008) 認為服

公民意識的群體。許雅貞（2001）表示公

務學習在研究過程中給予資優學生極大的

民社會的主張，可從服務學習中具體表現

彈性，他們可依自身的興趣充分參與。藉

出來，並將服務學習比喻為通往公民社會

由服務學習活動的參與，學生有機會接觸

的橋樑。國外學者研究發現，服務學習有

不同領域的專家、社區人士，了解不同的

利於建立公民感，特別是當學生享有充分

職業，較年幼的學生亦可在成人的引導下

的「發聲」權利之時 (Beisser, 2005；Morgan,

確認其感興趣的領域。在此歷程中，學生

2001)。服務學習讓資優學生開始有了接觸

亦能拓展多方領域的知識與相關技能。

公共社會議題的機會，從原本個人角度出

(二) 培養領導能力

發的思維，拓展至對公共領域的思量，形

資優學生具有領導潛能，服務學習則
是進行領導能力教育的可行方法 (Chan et

塑理想的公民社會，為社會帶來良善的改
變。

al., 2008)。在服務學習活動的歷程裡，學

綜上所述，服務學習對資優學生而

生將有機會展現其計畫、組織、決策、設

言，屬可被實行的有效課程，教師可嘗試

定目標、執行、問題解決、溝通、合作與

將之納入課程規劃中。

衝突處理等一系列的能力，發揮潛藏的領
導能力 (Beisser, 2005；Chan et al., 2008；

肆、服務學習課程實例

Pleasants et al., 2004)。
(三) 增進自我效能感

Terry (2008) 指出社區行動層級的服

資優學生的情意特質可能引起正反兩

務學習型態是最適合資優學生的學習類

面的影響，王琡棻（2009）認為提升資優

型，以下為筆者結合社區資源所規劃的教

學生的自我效能可引導其朝著正面的影響

學活動設計實例。

發展。Lee et al. (2008) 探究服務學習的成
效，發現服務學習能增進學生的自信心，
進而建立自我效能感。藉由服務學習的過
程，累積成功經驗，相信自己具備勝任事
情的能力，勇於面對問題並積極參與發展
潛能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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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活動設計實例
單元名稱
教學節數

愛的練習曲
24 節課/每節 40 分鐘

教案設計者
使用年級對象

陳宥妤
中年級

在九年一貫中年級的課程中，對於生活的社區與各類行政機關的認識
設計理念

是學生在社會領域中的學習內容之一。在筆者服務學校的社區裡，有一養
護型機構，然而學生卻對於這樣的機構認識不多。因此設計本課程，透過
「認識－想像－夢想－行動－分享」的歷程進行學習。
主題(單元)目標：
（一）認識多重障礙者與社會福利機構。

教學目標

（二）認識社區內社會福利機構。
（三）討論並擬定實際關懷行動。
（四）執行計畫並分享成果。

教材資源

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影片、新聞報導資料、影片、學習單、簡報。

評量方式

口頭評量與觀察評量

教材分析

1.透過影片觀賞與討論，引導學生認識身心障礙學生。
2.透過影片觀賞與討論，引導學生認識社會福利機構。
教學重點與 3.透過參訪活動，引導學生認識慈愛教養院。
教學方法 4.透過分組活動，引導學生進行關懷行動，並邀請同學、家人、社區居民
加入。
5.透過心得分享，引導學生向同儕與家人分享活動成果。
學生經驗

1.學生在班上已有接觸輕度身心障礙學生的經驗。
2.學生已有社區環境的概念。
3.在引導下學生能進行活動的計畫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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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不一樣的你（8 節）
1.引導學生分享自己對於班上到資源班上課的同學的想法。
教學流程

2.透過簡報簡介「特殊教育學生」
3.透過簡報簡介「身心障礙學生」。
4.播放「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紀錄片並針對紀錄片內容進行討論。
5.播放「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相關新聞報導並針對報導內容進行討論。
6.透過簡報簡介「社會福利機構」。
7.透過影片認識社區內社會福利機構－慈愛教養院。
8.帶領學生參訪慈愛教養院。
單元二：有愛之家（6 節）

教學流程

1.討論學校內或班級中身心障礙學生可能需要的協助。
2.討論社會福利機構提供身心障礙者的服務。
3.討論自己可能採取的關懷行動－募捐發票、義賣教養院院生手工餅乾、
募捐二手物。
4.引導學生進行任務分組。
5.引導小組討論欲執行任務與行動內容。
單元三：心行動（10 節）
1.引導各小組製作宣傳海報，並張貼於校園公佈欄以宣傳關懷活動。
2.引導各小組於學校午餐廣播電台時間，向全校宣傳關懷活動。
3.引導小組於課間活動時間執行關懷行動。
4.分享並討論執行過程所遇到的問題。
5.帶領學生將義賣費用、發票、二手物等成果捐贈慈愛教養院。
6.引導學生分享並討論活動心得。

二、教學省思

不舒服他還是沒有抱怨沒有哭」
；而另一明

(一) 關於紀錄片

機器女孩－珊珊學走路的過程讓學生印象

考量到學生在校園中接觸到的身心障

非常深刻，有學生回饋「原來對有的人來

礙者多為班上的輕度障礙者，較少接觸到

說學走路這麼痛、這麼辛苦」、「她一直叫

重度障礙者，因此課程的開始安排觀賞紀

自己加油很勇敢」
；另一方面，透過紀錄片

錄片「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
，讓他們認識

讓學生認識重度障礙者的成長過程與一般

程度較重的障礙者。

人不一樣的部分；也透過紀錄片中提到的

在討論的影片內容時，學生對於阿祥

社工、基金會、緩讀這些名詞，引起學生

用鼻胃管飲食覺得相當不可思議，有學生

注意到這些名詞的意義，就有學生在討論

回饋他覺得「阿祥很勇敢，年紀那麼小就

時間提問「什麼是社工？」、「珊珊上課的

自己學用管子吃東西」
，有學生則說「那麼

地方跟我們不太一樣？」藉此，便順利的

64

特殊教育發展期刊

接引到後續的課程，向學生簡介跟身心障

然後表演完跟院生揮手打招呼即可，一方

礙孩子有關的社會福利政策以及相關機

面是保護院生，另一方面也保護學生；在

構。

出發到教養院前，特別向學生說明狀況：
雖然已考量到學生接受度的狀況，不

(1)不 要 抱 抱 ， 即 使 有 院 生 主 動 要 求 要 抱

過仍有學生下課時間提出反應，表示他覺

抱，也要說：
『沒有抱抱』
；(2)院生的年齡

得有點難受不敢再看，當下立刻安撫其情

從學齡前到成人都有；(3)參訪時間是部分

緒，並與孩子進行簡短的晤談共同討論紀

院生的上課時間請保持安靜。另外，也參

錄片一些畫面呈現的目的與內容所要探討

訪了教養院附設的洗車場、烘焙教室，讓

的意義，慢慢的等他平復心情再讓他回教

學生了解身心障礙者的工作訓練環境。

室，並且致電給家長，說明孩子的反應與

參訪活動結束後，有學生回饋「原來

狀況請家長在家裡可以再針對情緒給予安

裡面是長這樣，而且我都不知道這裡有一

撫，家長一方面允諾在家裡會繼續給予安

間教養院」、「原來他們還會自己作餅乾，

撫，另一方面也大力支持繼續執行活動，

好厲害」、「我要叫我爸爸來這裡洗車，便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孩子平常接觸到

宜又可以把錢給他們賺，讓他們可以繼續

的世界太美好，我們都沒有讓他吃到苦，

工作」，「服務學習」可貴之處在於這是一

應該讓他多去接觸與認識，培養他的同理

種付出與收穫的歷程，學生在過程中直接

心還有關懷社會弱勢的心」
，而這也讓教學

與每天生活的社區和學校做連結，讓學生

者省思到，在執行這樣的課程中，應該多

體驗到「生活圈即學習圈」
，也希望藉此引

一點預告，讓學生有多一點的心理準備，

導學生思考，應該對於我們生活的周遭保

或者影片的段落中可以多一點說明與解

持關注。

釋，讓學生透過更多的了解降低不安的感

（三）需求才是服務的目的
服務是因應需求而產生，在整個課程

覺。
(二) 關於教養院

教學或者服務學習的行動歷程中，必須緊

為了讓學生更認識社會福利機構，也

扣住一項概念「提供的服務必須是對方真

對社區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安排了社區內

切需要的」！為了不讓服務學習淪為一種

的教養院參訪活動，讓學生跟院生簡單打

華麗的表面工夫，在規劃課程與活動時，

招呼，參觀內部設施，了解院生的生活，

必須事先了解服務對象的需要是什麼，因

也參觀院內附設的庇護工廠，了解成人身

此，我們透過機構所出版的刊訊了解其需

心障礙者的工作環境。

求，再加上詢問教養院的社工人員，了解

在與教養院洽談參訪事宜時，社工人

目前機構的現狀。

員特別提出討論要讓學生跟院生有簡單的

與學生針對社工人員提供的資訊共同

互動，但是又不要有太接近的肢體接觸，

討論，最後我們決議透過三種方式－募捐

於是商討下決議讓孩子表演一兩個節目，

票、義賣教養院院生手工餅乾、募捐二手

特殊教育發展期刊

65

物來進行關懷活動，並且報請學校核准，

不論是成為學生的諄諄善導者，還是為了

選擇這三種形式的原因是可以透過我們自

服膺專業信念的自我實踐者，都應該讓其

己的力量，也方便在校園中執行。

良善的立意得到最大的效益，也要讓教育

原本學生還很擔心活動不熱烈，直到
賣出第一個 10 元蛋捲，然後接著有同學投

的宗旨獲得最大的彰顯。
值得期待的是，服務學習是讓「學習」

下第一張發票，他們欣喜若狂的表情，到

得以透過社會的各個角落獲得實踐；讓在

現在依然記憶猶新。接著的幾天活動，不

大環境中的每個人，透過「給予」得到自

管是不是輪值時間，學生都自動自發的來

我回饋的力量。藉此，我們了解到「服務

到攤位顧攤，也放膽的大聲宣傳。不同組

學習，學習服務」的真義，把關懷的力量

別的學生更互相分享彼此的成果，
「手工餅

從推己及人提升到自我實現的層次，而「相

乾超搶手的，10 分鐘以內絕對秒殺」
、
「我

信自己，我可以」就是我們回應社會最關

們班有人捐了 20 張發票，把他們家全部的

鍵的信念。

發票都捐出來，他說他剛捐出去 100 張，
不然還有更多」、「這是我同學得獎的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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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outh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kes efforts to promote
service- learning in many educational stages since 2013. Service-learning is a type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Students show personal growth through the process of reflection and
reciprocit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meaning of service-learning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service-learning and gifted education. An example of
curriculum design for teachers in gifted education was provided.
Keywords: service-learning, gifted curricul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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