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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教育活動融入服務學習計畫對 

都會心靈弱勢兒童之影響研究 

鍾啟暘 

摘  要 

研究目的 

為利服務學習理念根植校園，教育部自 2007年起系統性推動大

專校院服務學習，包括鼓勵各大專院校成立服務學習推動單位、規

劃服務學習課程等，並自 2014年開始，推動大專校院以其辦理服務

學習經驗結合服務學習課程的方式，透過客製化方案輔導鄰近高中

職及國中小學，期使服務學習能向下紮根。而研究者即自該年度起

連續三年參與相關整合型計畫，並擔任子計畫主持人，以「手牽手

牽手」為主軸，由大學師資生的「大手」、帶領高中學生的「小手」、

一起服務小學生的「小小手」。由於服務對象身處都會區學校，雖

擁有較豐富的物質資源，但心靈上卻因為生活步調緊湊缺乏反思、

家庭功能失調缺乏關愛、人際關係疏離缺乏安全感等原因，而產生

心靈貧乏的現象，是屬於都會心靈弱勢族群。因而期望藉由本研究

了解大學生帶領高中生以「探索教育活動」為服務內容，參與之兒

童能否彌補心靈上相關之不足；另外也期望了解服務學生在服務過

程中是否滿足被服務者的需求，並能透過反思獲得學習與成長。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研究以所有參與的高中、小學教師與學生（包含大學、高中、

小學）為研究對象，運用個別訪談、焦點團體訪談、活動中參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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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反思心得之文件分析等研究方法蒐集研究資料，試圖了解都

會心靈弱勢兒童透過此服務學習計畫之體驗學習後，其在各方面的

影響為何，並以紮根理論的方法進行資料分析並形成結論。 

研究發現或結論 

研究發現此服務學習計畫透過探索教育活動的實施，對於都會

心靈弱勢兒童主要有三個層面的影響，包括對自我的認識、對團隊

的認同、以及對生活的體驗。其中對自我的認識涵蓋了「我希望是

那樣的人」、「別人是如此看我的」與「原來我是這樣的人」三個

部分；而對團隊的認同則包含「有人一起真好」與「我們是一個班」

兩個面向；另外對生活的體驗則有「不是只有柴米油鹽」與「原來

還有粗茶淡飯」等兩個方面。最後綜合討論上述之影響，並對於相

關服務學習計畫的延續及未來研究提供建議。 

研究原創性／價值 

本研究首次針對國內之都會心靈弱勢兒童進行研究，透過大學

生帶領高中生藉由體驗學習的歷程，使參與之兒童能彌補心靈上相

關之不足；另外也了解服務學生在服務過程中，除能滿足被服務者

的需求，亦能透過服務學習過程中的反思，達成互惠的結果。 

 

關鍵詞： 服務學習、都會心靈弱勢、體驗學習、探索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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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OUTDOOR ADVENTURE 
ACTIVITIES IN THE SERVICE-LEARNING 

PROGRAM ON EMOTIONALLY 
DISADVANTAGED CHILDREN IN 

METROPOLITAN AREAS 

Chi-Yang Chung 

ABSTRACT 

Purpose 

In an effort to bring the concept of service-learning to school 
campuses in Taiwa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itiated the 
systematic promotion of service-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 2007.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ncluded encouraging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establish their own service-learning centers and 
to design service-learning courses. In order to introduce service- 
learning to younger student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quested 
higher-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2014 to use their experience in 
service-learning to customize programs for nearby high schools,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elementary schools. Since 2014, the present 
author has participated in these customized programs, specifically as 
the director of the “Hand-in-Hand-in-Hand” program in which 
college teacher trainees act as the “big hands” that lead the “small 
hands” (high-school students), who in turn lead the “tiny hands” 
(elementary-school children). The “tiny hands” children selected for 
the program reside in metropolitan areas and have access to a wide 
range of resources. However, several factors have negatively 
influenced these children such that they are classified as emotionally 
disadvantaged. These factors include the following: lack of 
introspection due to fast-paced lifestyles, lack of care due to 
dysfunctional family situations, and emotional insecurities arising 
from the lack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be used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whether college students can lead 
high-school student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outdoor 
adventure activities” as the service content for elementary-school 
children. The study also seek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articip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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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can improve related mental health issues as a result of the 
program, and whether the service students meet the needs of the 
service, as well as learn and grow through reflection.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research are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of 
all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higher-education institutions, high 
schools, and elementary schools).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one- 
on-one interviews, focus-group interview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papers. Grounded theory was used for analysis. 

Findings 

This research found three areas of impact: self-awareness, team 
awareness, and life experience. Self-awareness was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I want to be that kind of person,” “this is how 
others see me,” and “I am actually like this.” Team awareness was 
subdivided into “it is good to be with others” and “we are in the same 
class” dimensions; life experience was further grouped into “it’s not 
just the ingredients” and “there’s also the finished product” 
dimension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these 
impacts and make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service-learning programs. 

Originality/value 

No other study has allowed college students to lead high-school 
students in facilitating experiential learning for metropolitan-based 
elementary-school students with emotional disadvantage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latter. Through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 emotionally 
disadvantaged children were able to improve their emotional capacity, 
while the older students were able to reflect on the personal 
fulfillment that comes from the giving of oneself through 
humanitarian work. 

 

Keywords: service-learning, metropolitan emotionally 
disadvantaged, experiential learning, 
outdoor adventure activities 

 

 

 

Chi-Yang Chung: Impact of Outdoor Adventure Activities in the Service-Learning Program on
Emotionally Disadvantaged Children in Metropolitan Areas 



  95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第二十五卷 第四期，2017年 12月，頁 091-126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5, No. 4

壹、緒論 

教育部於 2007 年提出「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以實際補助的方

式來鼓勵大專校院投入推動服務學習，希望藉由服務的過程，激發學生的

服務熱忱，進而達成學生、學校及社會三贏的目的（教育部，2010）。而

為積極推動各級學校（包含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中職校及大專校院）

之服務學習活動，自 2014 年起，推動大專校院以其辦理服務學習經驗結

合服務學習課程的方式，透過客製化方案輔導鄰近高中職及國中小學，期

使服務學習能向下紮根。而研究者即自該年度起至 2016 年七月止，參與

相關整合型計畫，並擔任子計畫主持人，以「手牽手牽手」為主軸，由大

學師資生的「大手」、帶領高中學生的「小手」、一起服務小學生的「小

小手」。雖然服務對象身處於都會區學校，但張煌熙（1995）的研究提醒

我們，偏鄉學生的教育需求固然值得重視，可是都會區是否就沒有教育不

利的學生，這些學生的教育需求是否也該受到適當的關懷與協助，的確有

待考量；另外「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作業

要點」也明確指出，師資生實踐史懷哲關懷弱勢、專業服務之精神，以發

揮教育大愛時，應兼顧「偏鄉弱勢」與「都會弱勢」。這群身處都會區的

學童，雖擁有豐富的物質資源，但心靈上卻因為生活步調緊湊缺乏反思、

家庭功能失調缺乏關愛、人際關係疏離缺乏安全感等原因，而產生心靈貧

乏的現象，是屬於都會心靈弱勢族群。因此，如何藉由此服務學習計畫，

幫助這些都會心靈弱勢兒童，使其能正向成長，是本研究的初始動機之

一。再則，透過大學生師資生帶領高中生以「探索教育活動」為服務內容，

藉由體驗學習的歷程，探究參與之兒童是否能彌補心靈上相關之不足，也

就是研究探索教育活動對於都會心靈弱勢的影響，如何影響等問題，則是

另一動機。此外，服務學生在服務過程中除了滿足被服務者的需求，是否

也能透過服務學習過程中的反思與互惠，在其中獲得學習與成長，也是本

研究的重要動機。據此，本研究嘗試以探索教育活動為手牽手牽手服務學

習計畫之內容，並以建構取向的質性研究方法，探討都會心靈弱勢兒童受

到的影響為何，作為主要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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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都會心靈弱勢 

心靈指人心中本有的智慧、思想和情感等，亦用以泛指心（教育部，

2015）。心靈的意義，在哲學上主要有兩種：其一是指「個體」或「主體」，

可以知覺、記憶、想像、感受、認識、推理、意欲等，而且心靈也與身體

的生理作用有功能上的關聯；其二是指形上學的實體，可以摻入所有個別

的心靈內，此意義的心靈與「物質」的實體有別（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a），

在本研究所探討之心靈的意義，主要是指前者。而弱勢的定義雖依據劃分

標準而有所差異，然無論何種情形之弱勢，皆源於某一特別因素之缺乏、

偏差、無法滿足，致使弱勢個體在教育與學習的過程中，相對而言較其他

非弱勢個體較為辛苦，並且有落後的現象。因此本研究所探討之都會心靈

弱勢，係指個體在上述的各種感知上，因生活環境座落在都會之中，導致

生活步調緊湊缺乏反思、家庭功能失調缺乏關愛、人際關係疏離缺乏安全

感等結果，造成其心靈發展上相對於其它非都會地區較為空虛、貧乏、遲

緩之現象。從本研究的服務對象之兒童而言，所謂的都會心靈弱勢，就是

缺少與人互動的能力、相互包容的態度與彼此關懷的情感等。 

心靈問題在哲學上是一古老的問題，其重要性也早已為哲學家所共同

承認。但事實上心靈問題不僅與哲學相關，也是教育的根本問題（國家教

育研究院，2000a）。上述情況之弱勢，皆可能源自於個體在教育的過程

中被忽略的部分而形成，因此心靈教育的補強，就成為重要關鍵。心靈教

育可以視之為心能的鍛鍊與心靈的陶冶，心能鍛鍊說認為心靈和身體一

樣，在愈用愈強的假設下，如記憶力、想像力、推理力、意志力、知覺力

等，都可以經由適宜的教育強化和增進；至於心靈陶冶，則是教育家認為

心靈需要運用文化財加以薰陶、陶冶、培育，以使心靈在涵泳感化下，得

以更為圓融統合與博通（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b）。因此對於心靈弱勢

的學生而言，上述之心靈教育即是需要介入的力量，而其目的當然就是幫

助其達到心靈的健全。所謂心靈健全是指其有且能正常控制心理官能，如

思想情緒作用和理性活動等，尤其是在人際關係上能夠符合社會的標準，

並具備挫折容忍力、獨立、負責任，與別人融洽相處的能力（國家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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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2000c）。而本研究即欲藉由服務學習中的探索教育活動內容作為

心靈教育的方法，使居住於都會而導致心靈弱勢的兒童能透過此方法達到

心靈健全之目的。 

由於有關都會心靈弱勢的相關研究付之闕如，所以要從其他研究整理

有關都會心靈弱勢兒童的整體特徵幾乎徒勞無功，只能搜尋到一般弱勢族

群（如新住民、原住民等）之兒童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上呈現出之

弱勢特徵，卻都不適用在本研究所探討的弱勢族群上。因此，研究者藉由

預研究的過程，在執行計畫前，先參考上述之相關文獻（教育部，2015；

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a；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b；國家教育研究院，

2000c），再訪談了三位服務於都會區小學的現任教師，並將他們的論述

整理後，徵詢兩位研究弱勢族群議題之學者專家的意見，初步得到有關都

會心靈弱勢兒童之特徵如下：首先是「自我中心」，根據皮亞傑（J. Piaget, 

1896 ~ 1980）的認知發展理論，兒童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行為和觀點上

的現象，稱為自我中心主義，而都會心靈弱勢兒童，因為經濟條件上的優

勢及家長的過度保護等因素使然，造成這個特徵相較於其他兒童明顯；而

這與社經地位不利，卻因此擁有細膩、深入的自我信念，且對於自己優、

弱勢之理解及內在覺察敏銳的成長經驗恰可互為對照（詹婷雅，2014）。

其次是「不善溝通」，因為在家庭中往往沒有或較少手足，在學校裡也只

要單打獨鬥就可以生存抑或可以生存的更好，因此缺乏團隊合作的經驗，

也較少有溝通技巧的練習機會，使得不善於與他人溝通；王仁弘（2003）

指出，國小兒童的人際溝通能力與生活適應有明顯的正相關，因此在人際

適應上較差的學童，溝通能力也較為低落。 

再來是「缺乏熱情」，因為生活空間受限，日常生活中接觸的事物常

常一成不變，因此對於各種事物都顯得冷漠，表現出比一般兒童較為缺乏

熱情的特徵；這與家庭社經地位不利之學生，為了改變生存環境，因而對

於各種事物都充滿熱情和活力正好相反（蔡馥安，2011）。然後是「學習

力強」，研究顯示家境貧寒、父母社經地位不高的孩童，在語言能力、數

學概念的理解有較為偏低的傾向，同時學業成就與學習專注力也不盡理想

（鄭淵全，1998；Carlson & Corcoran, 2001）；反之，父母社經地位普遍

較高的都會兒童，家庭環境可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再加上需要把自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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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好，來獨自面對這個冰冷的世界，所以一般來說其學習力都比較突出，

習慣鞭策自己、對自我要求也較高。最後是「樂於挑戰」，因為自我要求

高，所以當面對新挑戰時，也容易接受之；田運虹（2001）即發現，不同

家庭社經地位兒童在挫折容忍力上有顯著差異，高社經地位家庭之孩童較

能面對挫折，因而也樂於挑戰自我。而本研究即針對上述的特徵計畫服務

學習的進程，進行探索教育活動的設計，希冀對都會心靈弱勢兒童能有正

面的影響。 

二、服務學習 

追溯「服務學習」的出現，最早源於 1967 年由美國南方教育委員會

（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 Board, SREB）所定義，意指多元擴展學生

的學習機會，讓學校成為充滿活力、有社會參與的學習場所（黃玉，2001）。

1960年代，高等教育組織及學生團體在校園中追求社會主義的氛圍高漲，

而服務學習概念便在美國教育學者杜威所提倡的經驗教育論述中逐漸成

形，並向外擴散（陳金貴，1993）。到 80 年代末期，更在許多深信服務

學習具有極大教育潛力的有識之士努力下，美國教育委員會結合了校園盟

約（campus compact）的力量，結合一千所大學及學院，正式奠定服務學

習的理念與做法。而 90 年代末期，服務學習理念隨教育改革的趨勢開始

向全球蔓延，作為一種新興的教學方法快速地向外推廣到全球其他先進國

家。各國教育政策開始推動服務與學習結合，將服務活動融入具體學習目

標的課程中，服務學習逐漸成為一種新興的教學法，亦發展為教育改革政

策中的重要一環。 

服務學習為嘗試把課堂學習與社會服務相結合的一種方案模式，藉由

經驗中進而學習（Eyler & Giles, 1999）。因此服務學習是「服務」與「學

習」的相互結合，也就是透過「服務」的過程而得到「學習」之成效。Sigmon

（1996）以服務和學習兩者的關係與重視程度，作為其界定服務學習的根

據，「 service-LEARNING」是以學習目標為主，服務成果次之；

「SERVICE-learning」是以服務成果為主，學習目標次之；「service learning」

是把服務與學習作為各別目標，沒有相關聯；而「SERVICE-LEARNING」

則是服務與學習的目標並重，讓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的期望和目標都能達

成。本研究的服務學習即是服務與學習兩者並重的結合，透過有系統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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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計來規劃服務內容，並配合被服務者的需求來設定目標，使大學師資

生與高中生透過服務時的具體經驗達成學習的目標，也使兒童能夠滿足其

需求，改善其心靈弱勢的情況。 

而服務學習也有其學習模式，Fertman、G. P. White 與 L. J. White

（1996）依據 Kolb經驗學習理論（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ELT）提出

「服務學習之學習週期模式」（service learning model: cycle of learning），

實施歷程依序包含計畫準備、實際行動、反思內化、分享展示，本研究之

服務學習課程模式即依此設計。首先在「準備階段」，學校須與社區發展

伙伴關係，對社區進行需求評估，擬定服務計畫與目標，確認方案應與學

習目標連結，同時並讓學習者明確瞭解方案實施的方式與內容，學習者亦

須於執行服務計畫前做好充分行前訓練，包含培養執行服務工作所需的相

力關能 和態度（徐明，2011）。本研究在大學端是結合師資培育的相關課

程，參與者皆為師資生，對於未來從事的工作有一致的方向，因此課程設

計的內容也較容易結合其目標，有助在教學、輔導能力上的提升，周聖典

（2016）即指出，師資生參與服務學習能體驗或觀察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上

的各種情境，產生正向的經驗與反思，羅逸寧（2016）也認為服務學習有

助於師資生建立「教學」、「輔導及訓育」、「溝通及交流」與「批判及

反思」等教師角色知覺，判斷自己是否適任教師工作；另外高中端則是結

合公民教育相關課程，可藉由本服務學習達成發展良好品格與態度、培養

問題解決與領導溝通能力等目標；而在被服務對象的小學生部分，則是由

班級導師和家長提出相關需求，也就是有關心靈弱勢的覺察，進而有此計

畫之產生。 

其次「行動階段」為學習者實際開始服務的階段，意即團隊的組成及

方案執行的過程，經過前一階段方案的安排與準備後，依服務學習計畫完

成服務學習目標，而本研究在此階段將大學生與高中生組成服務團隊，依

照計畫執行服務，並於完成後撰寫反思札記，以為下一階段之準備。再來

是「反思階段」，學習者認知基模在多元的服務情境中可能產生衝突與矛

盾，藉由教師帶領學生經驗分享、回饋與討論等反思活動，透過調適同化

將具體服務經驗和先備知識加以統整形成新概念，學生經由反思，除可以

深化學習效果外，更能進一步達到自我成長（張同廟，2013），而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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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服務學習任務完成後，皆會與服務團隊進行討論分享，藉此達到反

思回饋的目的。最後則是「展示階段」，完成服務活動後，教師與學生共

同設計舉辦慶祝會或博覽會，分享展示服務學習成果，藉由慶賀活動，得

以讓學生分享彼此參與服務學習活動的心路歷程、肯定服務學習的價值、

感受榮耀與成就，而本研究則邀請所有參與學生參加主辦計畫學校所舉辦

之分享會，除了分享自己的成果，也可以藉此觀摩其它子計畫服務團隊的

服務學習內容，拓展其對服務學習的視野。且透過慶賀活動頒發獎狀或時

數證明等，更可讓學生從中自我肯定，對於學生未來願意持續參與服務學

習活動是一大助力（吳肇銘，2009）。 

綜合上述，服務學習應具有準備、行動、反思與展示等過程，方能將

學生服務經驗轉化成較正向的認知，且服務學習是一種兼具服務與學習二

種功能的學習活動，所以若服務學習設計及進行能完善，對於進行服務的

學生以及被服務的對象而言，都有莫大助益，Furco與 Root（2010）綜合

近七十篇的研究提出服務學習在學生的學業、公民意識、個人、社會、倫

理及職業發展均有正向影響。本研究即秉此原則，希望所執行的服務學習

活動在改善服務對象心靈弱勢現象之同時，也能讓參與服務的學生在幫助

心靈弱勢兒童的同時有各種層面的收穫，並從經驗中增強自我對於社會的

責任感，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 

三、探索教育活動 

探索教育是結合自然教育、戶外學校和探索課程之活動，採用人格發

展理論、諮商心療技能和超越教育的方法，來協助一般人追求身、心、精

神的健全和輔導感情困擾的人們脫離現況，改善人與環境的互動而發展，

重視個人意志和自願參與，而推廣到學校、社教、醫療、休閒和法務單位

的教育輔導活動（李義男，2000）。所以探索教育關懷人際關係和自我關

係，透過直接且有目的性的使參加者置身於挑戰、冒險與新的成長經驗

中，而使其在團體裡發生改變；也就是藉由面對那些看起來似乎是不可能

克服的任務，團體與個人學習如何去克服任何他們原先對自我能力的預

設，而達到成功的目標。其主要目的就是在促使個人產生正向改變的覺

知，並進而增強自我概念和改善人際互動（Priest,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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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教育可發展出許多種活動的模式，其中 PA（project adventure）

課程是源自於經驗教育與探索教育之理論，而發展成為一結構性的活動課

程模式，而本研究之服務學習內容即依據其實施原則和方式進行。其過程

運用了冒險性活動，如「戶外的遊戲」或是「人為的冒險情境」，這些活

動都是要促使個人或團體完成任務，而任務則包括了需要決策力、判斷

力、合作、溝通與信任的「問題解決」部分與透過心靈、社會與身體之冒

險的「挑戰」部分。因此探索教育的結果是個人的成長與發展，希望個人

將限制轉換成能力，而因此更加了解自我以及與他人的關係。 

PA 課程經過專家學者的不斷開發與研究，近幾年已經發展出一套公

認較有系統的內容，整理 Ellmo與 Graser（1995）的文獻後可將其內容分

為以下七種類型，而此七種類型的活動之前五種也都穿插運用在本研究的

服務學習活動中。第一種是「解凍活動」，活動目標是提供團體成員互相

認識的機會，在趣味和輕鬆的互動中熟悉彼此，最後建立互信，使其在無

戒心和威脅的情況下相處，而由於本研究的每次參與成員不盡相同，所以

活動時都以此類型活動作為開始，例如在本研究中所常用的歌唱活動「伊

比呀呀」，即是讓參與者圍圈並把手放在前一人的肩膀上，當唱到「呀」

字時，就輕輕往下「壓」，透過這樣輕鬆的肢體接觸與互動，來減少成員

間彼此的疏離感。第二種是「暖身活動」，活動目標是激發其專注、參與、

合作與認真的態度，使成員即使在他人面前出糗，也不會感到不自在，並

且提供參與者輕度冒險的環境，改善人際之間的緊張與冷漠，而本研究的

每次服務學習活動，也都相當注重這個環節，以加強參與者在之後活動的

參與度，例如在本研究中的「兩人三腳」活動，使兩人一組並肩而行，並

將鄰近之腳以繩綑綁，兩人須同心協力前進到達終點，過程中即可讓身心

逐漸準備好挑戰更高難度的活動。第三種是「信任活動」，活動目標是協

助成員體認到個人對生理或心理衝擊的承受力與盲點，且讓成員經歷生理

與心理風險，體驗相互支持、合作與信任的感覺，例如本研究中的「信任

倒」活動即為此類型活動，其活動方式為一人作確保者，另一人作倒下者，

倒下者須閉眼將雙手伸直交叉反握抱胸，確保者則兩腳與肩同寬成弓箭

步，雙手微曲朝前確保對方，待倒下者向後倒時，將其撐住。 

 



102 鍾啟暘：探索教育活動融入服務學習計畫對都會心靈弱勢兒童之影響研究 

 

第四種是「溝通活動」，活動目標是增進成員溝通、傾聽和協調的能

力與技巧，使成員能彼此尊重、相互溝通，進而能順利解決問題，本研究

中為了使心靈弱勢學生能夠敞開心胸，並且知道與人溝通的技巧，也常常

運用此類型活動，例如本研究中的「支援前線」就讓學生體驗了此種類型

的活動，因為活動過程中，由帶領者提出所需資源後，各小隊就要馬上蒐

集到正確數量的資源，所以成員間彼此相互溝通的重要性就會被突顯。第

五種是「問題解決活動」，活動目標是使成員能培養有效溝通與分工合作

的能力，並透過循序漸進的問題解決活動，刺激成員重視彼此之間的溝通

協調與審慎抉擇，在本研究中許多「低空項目」即為此類型活動，例如本

研究中的「高牆」、「飛越毒龍潭」等，以「高牆」而言，參與者必須共

同攀越 13 呎的牆面，當團隊在活動中尋求共同答案時，即提供參與者分

享彼此想法、感受的機會。第六、七種類型分別是「社會責任活動」與「個

人責任活動」，前者活動目標是幫助參與者對自己應有的人生責任、意義、

規劃、實踐與回饋等有所成長，並藉由成員彼此的互助與支持，共同完成

任務，使其能有效的評估和運用個人在團體中的優缺點；後者則是提供個

人的活動來使成員挑戰，以發展其對失敗、壓力和恐懼的耐力和抵抗力，

最終使其達成既定目標，建立自我的信心，這兩類型的活動最常以「高空

繩索項目」來進行，但由於活動次數和天數的限制，此二種類型的活動未

出現在本研究之中。 

綜合上述，探索教育活動包含有以上的類別，但這些類別並非單獨存

在於各次活動當中。Goldenberg、Klenosky、O’Learym與 Templin（2000）

認為不同形式的活動單元可以在活動規劃中作整合，以達成不同程度的目

標或效益。因此在本研究中，每次活動的實施不是以單一的活動形式來呈

現，而是融合解凍、暖身、信任、溝通、問題解決等活動，以循序漸進的

方式來逐步建立良好的團體目標與團體互動模式（附錄一），以給參與之

兒童有最真實的體驗感受與最好的學習機會，進而增強對其心靈健全之助

益。而本研究將探索教育融入服務學習計畫中，由於探索教育與服務學習

皆是體驗教育理論之應用，所以除了探索教育本身的影響外，對於參與的

大學生、高中生和小學生也增加了服務學習的相關知能與影響，透過帶領

者在被帶領者身上看到探索教育活動的影響力，帶領者會再回頭檢視探索

教育的意義，而這也是透過服務學習的形式才能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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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建構取向之觀點，其認為知識是透過社會中個人的現實所建

構而出，因此多元觀點是被重視的（Yin, 2003）；另外情境脈絡也會影響

人們對於現象所賦予的意義，所以須從被研究者的主觀經驗與其所處之情

境脈絡去瞭解事實的意義為何（Guba & Lincoln, 1994）。基此，本研究以

質性研究中的訪談、觀察、文件分析等方法進行研究。質性研究是以研究

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各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

行整體性探究，並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被研究者互

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陳向明，2004），

而本研究即由研究者本人擔任訪談員、觀察員與資料分析人員。 

有關研究者在相關專業領域之經歷，首先在服務學習方面，研究者自

高中起就參與各種服務學習活動，後來擔任中學與大學教師時，也帶領學

生參與或主持國內外的服務學習計畫；其次在探索教育方面，研究者本身

之碩、博士論文皆與探索教育相關，也曾任職於探索教育相關單位，從事

探索教育課程之規劃、執行等工作；最後在質性研究方面，除研究者本身

之碩、博士論文和學術發表大多以質性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外，也在大學教

授質性研究方法之相關課程。 

綜上所述，由研究者擔任本研究之研究工具應屬合適，而研究者即藉

由上述之訪談、觀察、文件分析等方法了解都會弱勢兒童的成長背景、內

心世界以及他們所處之文化環境對其影響，也使帶領他們的高中與小學教

師、大學生、高中生等，能在活動與反思過程中發現其細微變化以作為對

照，最後建構出此種探索教育活動的服務學習內容對於都會弱勢兒童之影

響究竟為何。以下針對研究樣本的選擇、資料蒐集的過程、資料分析的方

法等，分述如次。 

一、樣本選擇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採用立意取樣的方式。自 2014年一月起至 2016

年七月止，大學生帶領高中生以「探索教育活動」為服務內容，針對小學

生設計每年兩梯次，每次一天的活動。大學生部分由北部某私立大學每年

約 5 到 8 位師資生組成服務團隊，搭配教育學程之相關課程進行事前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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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高中生部分則由北部某市立高中每年約 8 到 12 人組成，亦搭配學校

課程並定期與大學生進行交流討論；而小學生部分則每年挑選一所都會區

學校的學生（三到六年級）參與，每年約 15－25人；另除研究者本人外，

所參與之高中、小學各有一名教師全程參與活動。上述人員經其與家長（高

中生、小學生部分）同意後皆為研究對象，其參與情況如表 1。另外，雖

然本研究是採取立意取樣的方式，但並不影響本研究在質性研究意義上之

效度。質性研究中的效度指的是一種關係「關係」，即研究結果與研究的

問題、目的、對象、方法和情境等的「一致性」（陳向明，2001），所以

本研究也將注意這種「一致性的關係」，運用三角檢驗法來進行檢驗。而

本研究在推廣度的問題上，希望通過讀者與研究結果在某種程度和形式上

產生對話與共鳴，來完成「推廣」的任務，陳向明（2001）就指出，質性

研究意義上的推廣更多的是有關人員對本案例的認同和理論推衍來達到

的。因此，在樣本的選擇方法上，是可以達成研究目的並回答研究問題的。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蒐集資料的方式則包括訪談法、觀察法、與文件分析等。首先

訪談法採取焦點團體訪談與個別訪談兩種方式，並皆事先擬定訪談大綱，

再視受訪者的反應來適當調整內容，以半結構式方法深究其經驗。焦點團

體訪談不但可以在短時間內蒐集到研究對象大量互動的資料，而且對於本

研究之主要研究對象小學生而言，是比較輕鬆無壓力的一種訪談方式，所

以能得到更真實的回饋；然而如果要更深入理解研究對象的內心世界，就

必須要輔以個別訪談的方式，因此本研究同時使用兩種訪談方式，期能得

到既深且廣的資料。因而本研究針對每梯次參與之大學師資生、高中生與

小學生分別安排一次焦點團體訪談，時間皆於活動結束後，共計九次；並

依訪談結果篩選體悟較為深刻、回應態度特別者，再考慮性別、參與次數

等因素後，選擇大學生 3位、高中生 5位、小學生 8位進行個別訪談，其

訪談情況如表 2。 

其次本研究之參與式觀察，則依據研究的需要採取完全的觀察者進行

觀察，並將擬訂定觀察量表進行現場記錄，觀察過程中並將全程進行錄

影，並於事後再度觀看影片 1至 2次，且重新進行記錄。此作法是避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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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暈效應1、仁慈效應2、新近效應3、集中趨勢4、觀察者無決斷力、個人偏

見、干擾、觀察者遺漏等因素，阻礙正確觀察記錄（Tomal, 2010）。最後

在文件分析部分，透過參與之教師與學生撰寫札記，可以反思其活動參與

的經驗，以獲得更周全的資料，因此本研究要求研究對象每次參加活動完

至少完成一篇反思札記，並可依自身情況自行增加篇幅。但因考量小學生

之文字表達能力有限，研究者將依照訪談提綱之內容，設計成開放式的問

卷，使其能依照題目回答，如此可降低壓力，提高其寫作的意願。綜上，

依其參與研究的自願性、參加活動的次數和動機等條件進行篩選後，將其

參與之資料蒐集項目列於表 3。 

 

 

 

表 1  研究對象參與情況 

編號 身分 參與活動次數 

T01 高中教師 6 

T02 小學教師 6 

U01-04 大學師資生 3 

U05-06 大學師資生 2 

U07-14 大學師資生 1 

S01-02 高中生 3 

S03-06 高中生 2 

S07-28 高中生 1 

E01-47 小學生 2 

E48-58 小學生 1 

 

 

 

 

                                                                    
1 月暈效應是指人們對他人的認知首先根據整體印象，然後再從這個印象推論出其他特質。 
2 仁慈效應是指人們在評論他人時，多以寬大的角度呈現他人較正面的部分。 
3 新近效應是指人們的記憶通常比較記得後來所發生的事情。 
4 集中趨勢是指人們在觀察時向某一中心集中的趨勢，在中心附近的觀察值較多，遠離中心
的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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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訪談情況 

訪談日期 訪談類型 訪談對象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2014/05/24 焦點團體 U01、U05 -08 90分鐘 某國小教室 

2014/05/24 焦點團體 T01、S01-02、S06-12 60分鐘 某國小教室 

2014/05/24 焦點團體 T02、E01-03、E09-23 60分鐘 某國小教室 

2014/05/25 個別 U01 120分鐘 某大學教室 

2014/05/25 個別 S01-02 各 90分鐘 某高中教室 

2014/05/25 個別 E01-03 各 60分鐘 某國小教室 

2015/05/23 焦點團體 U02、U09 -11 90分鐘 某國小教室 

2015/05/23 焦點團體 T01、S03、S13-20 60分鐘 某國小教室 

2015/05/23 焦點團體 T02、E04-05、E24-39 60分鐘 某國小教室 

2015/05/24 個別 U02 120分鐘 某大學教室 

2015/05/24 個別 S03 90分鐘 某高中教室 

2015/05/24 個別 E04-05 各 60分鐘 某國小教室 

2016/06/05 焦點團體 U03、U12-14 90分鐘 某國小教室 

2016/06/05 焦點團體 T01、S04-05、S21-28 60分鐘 某國小教室 

2016/06/05 焦點團體 T02、E06-08、E40-58 60分鐘 某國小教室 

2016/06/11 個別 U03 120分鐘 某大學教室 

2016/06/11 個別 S04-05 各 90分鐘 某高中教室 

2016/06/11 個別 E06-08 各 60分鐘 某國小教室 

註：U指大學生，S指高中生，E指小學生 

 

表 3  研究對象參與資料蒐集項目 

編號 焦點團體訪談 個別訪談 參與式觀察 文件分析 

T01 V V V V 

T02 V V V V 

U01-03 V V V V 

U05-14 V  V V 

S01-05 V V V V 

S06-28 V  V V 

E01-08 V V V V 

E09-58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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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 

研究者將在訪談及觀察結束後，依據影音紀錄及摘要筆記內容轉謄成

文字稿，再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進行資料庫的分類與編碼。訪談資料先依

受訪者編號，再依照逐字稿的頁碼及對話順序編號，例如受訪者之大學生

在逐字稿第二頁的第三句對話，其編號為 U010203；而觀察資料則依照觀

察梯次和觀察文件的頁碼來編號，例如第一次活動觀察資料第二頁，其編

號為 0102 觀；文件資料則依序編號，例如第一份文件的編號為 d01。然

後依照 Bartlett與 Payne（1997）所提出的方法進行分析：首先發展範疇，

藉由開放性編碼的方式將資料概念化，也就是經由檢視原始資料，將文句

逐句分解，將描述同一現象有關的概念暫時歸為同一範疇，並給此範疇更

抽象的命名；接著飽和範疇，就是研究者對命名的範疇依其性質與面向來

分析，以充實其所涵括的特徵。再來是抽象性定義，此階段研究者根據各

範疇的性質與面向予以抽象化的定義；然後是理論性抽樣，根據在發展中

的理論抽取相關的特定事件，以驗證形成中的理論，然後檢視資料是否充

分至可以發展理論，若不足則繼續使用訪談法和觀察法來搜集資料，以增

加理論的深度；最後是主軸編碼，將所有資料分類並檢視其間的關聯性，

形成最終的分類主軸。總之，資料的分析是持續性的將這些部分做詮釋與

解讀，而過程中則至少有一位審查者進行檢核，以將研究結果的偏誤降至

最低（Hill et al., 2005）。 

本研究的編碼員即為研究者本身，但為使資料分析更具正確性與客觀

性，研究者邀請一位具博士學位且為現任高中教師者擔任協同編碼員。編

碼前研究者與協同編碼員先討論對原始訪談資料的分解單元，之後再根據

Miles與 Huberman（1994）所採用的信度公式來計算編碼的一致性信度，

其公式為 A/（A B），其中 A代表兩位編碼員相同的編碼數，A B則

代表兩位編碼員全部的編碼數，若編碼信度達到可接受 .70的水準，之後

就由研究者獨立編碼。本研究之一致性信度由第一次編碼的 .58逐漸提升

到第四次的 .77，已達到前述 .70的水準，所以之後即由研究者進行編碼。

另外本研究還使用情境法，這可避免上述之分類法將研究結果僵化地凝固

在類別框架裡，有利於在類別之間建立起比較自然的聯繫（陳向明，

2004）。因此在整理資料的時候，會將被研究者自己的陳述放到一定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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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情境中，這可以使他們的故事更完整，而不會因分類顯得支離破碎。

而在從資料中提煉重要概念作為分類類別時，也將考慮到這些概念出現時

的語言情境，以及這些情境對概念本身意義上的影響，期望藉由此法增加

研究結果的完整性。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結果發現，此服務學習計畫透過探索教育活動的實施，對於都

會心靈弱勢兒童主要有三個層面的影響，包括對自我的認識、對團隊的認

同、以及對生活的體驗。茲將上述影響層面整理如圖 1，並對各層面的主

要類別，一一說明與討論。 

一、對自我的認識 

（一）我希望是那樣的人 

佛洛伊德（S. S. Freud, 1856 ~ 1939）認為兒童會透過認同與父母、社

會互動，在愛、親情和教養的驅使下，兒童積極地模仿他們的重要他人， 

 

 

 

圖 1  手牽手牽手服務學習計畫對都會心靈弱勢兒童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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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想成為他們。而參與本次研究的兒童，對自己的認識，也多半來自身邊

的重要他人，尤其是與他們相處時間最長的雙親，而處於都會地區的父

母，礙於時間、空間等的限制，大多追求高效率且由外而裡的生活模式，

也就是在短時間內達成最好的結果，並且注重表面的呈現。因此，孩子也

會模仿他們，想要成為他們心中的「好孩子」，以獲得他們的讚賞與認同。

在本活動中，孩子需要面對大量不熟悉的事物，並且須設法解決，此時他

們對於自己的期待就很容易表現出最真實的一面，這樣的情況在各活動中

屢見不顯，例如在利用自然物製作手機吊飾的體驗活動中，很多小孩就顯

現出他們對自己表現的期待，而這些期待恰好反映了他們在日常所被要求

的生活模式： 

那個吊飾很麻煩，要把那個戚樹裡面的籽一顆顆地挖出來，我覺

得不需要那樣，反正吊飾這麼小也沒人會仔細看阿，直接把繩子

穿起來就好了，所以我很快就完成了，應該是全部人的第一名吧！

害我等好久哦……（E580111） 

我覺得做那個手機吊飾很無聊，為什麼他們（指教課的老師）不

先把裡面的籽清乾淨，這樣不是比較快嗎？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卻

花很多時間，真的很浪費時間耶，不喜歡這個活動啦！（E501023） 

可見他們平日在被要求效率、表面的生活中，所學習到生活態度的也

是如此，因而他們對於自己的期望，也呈現出這個面向。而此種情況也大

量出現在低空項目中，由於操作時都需要團隊共同完成，所以那些「拖累」

團隊進度的人，自然就成為眾矢之的。而這些表現，都在每次活動結束之

後的反思與回饋時間，一一地被檢視，孩子也從這些交流討論之中，發現

了自己對自己的期待原來如此。 

某某同學妳太胖了啦！叫妳減肥就不減，現在跳不過去了吧！妳

看害我們全部都要等妳一個，然後又要輸給另一個小隊！我看你

不要飛越毒龍潭，妳直接到潭裡面當毒龍好了啦（全隊大笑）！

我們就是要贏阿，大家動作要快，一直討論沒用啦，拚了啦！（0609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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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小孩就是這樣，只追求第一、求快，然後只做表面功夫，反

正看起來好像贏了就可以，他們不會去思考什麼才是真正的好，

真正的第一，我想這與他們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關係，反正爸媽

只要看到功課好、表現好就可以了，其他什麼都不管。這次活動

剛好可以讓他們看看自己是什麼樣子，他們真的希望成為這樣的

人嗎！沒有深入的思考問題，沒有真正的學習成長，做給父母、

老師看可以混過去，但是騙不了自己的。（T022610） 

（二）別人是如此看我的 

然而孩子對自己的期待與別人眼中所見的，往往不那麼一致，他們期

待自己成為大人眼中的「好孩子」，是高效率、有表現的，但是其他成人

甚或同儕之間眼中的他們果真如此嗎？ 

這些小孩個個都是學業成績優異、又有音樂才藝的，應該是所謂

幸福的小孩才對，但是從我眼中看來，他們都只是可憐的孩子。

表面上看起來是人生勝利組，其實內心都很空虛，甚至能感覺到

他們的恐懼，害怕不能拿第一名、擔心沒有面子、畏懼輸的感覺，

而不能從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感受到小確幸。能體驗失敗、包

容多元、接受平凡，或許才是他們真正要學習的，這次的活動真

的讓我大開眼界，看到了都會兒童的真實樣貌，我真的希望小學

老師能好好教他們，以免到了高中我們還要教一次。（d01） 

所以在大人的眼中，他們似乎都成了勢利、自負、傲慢的人，而同時

也衍生出心靈上孤寂、匱乏、自閉的狀態。換句話說，他們的只做能獲得

「利益」的事，而且會不擇手段的去完成，然後會自認為已經達成目標，

但事實上可能不僅沒有，還失去更多。而這樣的視角也不只有出現在成人

眼裡，同儕間也常常這樣看待彼此，但可惜的是，在平日生活中往往看不

見自己。而透過這個研究，兒童會覺察，在自己這樣看待別人的行為表現

時，原來同時間其他人也可能是這樣看自己的，這個發現從他們在討論中

恍然大悟的神情，可以窺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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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某某同學真的很可憐，自以為帶大家贏了那個比賽，但其

實大家都很討厭他，也不認為那個比賽能獲勝跟他有什麼關係。

他平常在學校也是那樣，很自以為是，覺得自己人見人愛，但大

家都覺得他很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E040713） 

上文中的訪談記錄，在該次活動的反思回饋時間，也有相似的內容在

當事者面前直接反應出來，雖然當下的氣氛是平和且相互支持的，但是事

後訪談當事人，他還是有很大的衝擊。 

我都不知道他們是這樣看我的，我一直以為大家都還蠻喜歡我

的，只是因為忌妒我功課比他們好，所以偶爾跟我開開玩笑而已，

沒想到他們心裡真的是這麼想。我有點難過，覺得我之前的努力

好像都白費了，我那麼努力就是想讓大家喜歡我啊，但是為什麼

結果是這樣？我真的有那麼討厭嗎（眼眶泛淚）？我以後可能不

想這樣了……（E061008） 

（三）原來我是這樣的人 

透過上述的反思後，許多參與活動的兒童漸漸形塑出自己的形象，發

現自己原來是個怎樣的人，這與庫利（C. H. Cooley, 1864 ~ 1929）所提出

的鏡中自我理論不謀而合，他認為每個人對他人都是一面鏡子，反應出他

人所表現過的事情，也就是個人對自己的概念是基於他人對自己的反應和

知覺所產生，因此個體對自我的看法有相當部分是受到他人的影響。這也

回應了謝智謀、王貞懿與莊欣瑋（2007）所指出體驗後所形成的意義會與

其他相關的經驗做連結，然後透過思考、覺察、歸納、分析、搜尋經驗的

過程，再被概念化、同化、整合成個人建構的處世系統。 

經過這次活動，我發現原來我是一個很愛面子的人，我努力的原

因不是為了學到更多，而是怕被別人笑，我希望自己以後能改變，

學習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不讓別人看不起。（d44） 

他們說我是那樣的人，我也覺得我好像就是那樣的人，但我不知

道自己原來是這樣的人，我現在也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歡當這樣的

人，反正之後回去再看看，我爸爸媽媽好像不太管我是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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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他們只要我能考好，把琴拉好就好了，可是這樣我好像會

沒有朋友……不知道啦！不過至少我知道我大概是怎樣的人

了……（E061920） 

二、對團隊的認同 

（一）有人一起真好 

這個概念是從「人際關係改善」與「學會溝通技巧」 兩個面向提煉

而出的。首先在「人際關係改善」方面，幾乎所有參與的成員都肯定這個

部分，認為透過各種探索教育活動的進行，使小學生原本比較疏離、甚至

緊張的人際關係，獲得舒緩調和的作用，並且使得班級的氛圍變得更輕鬆

自在，而不是總處於一較高低的樣貌。 

有些小孩的人緣好像變好了，像那個「少爺」，本來大家都很排

擠他，覺得他很難相處，但經過半天的活動後，大家好像把他當

開心果，看起來像是嘲弄他，但是可以感覺得出是距離變近了，

而這位「少爺」也很樂於被大家嘲笑，這種事情假如發生在平常，

就很可能變成霸凌，不過在這個活動中，反而是改善某些小朋友

人際關係的好機會。（T023601） 

這個活動對讓我交了很多朋友，在小隊中，靠著大家一起努力贏

得比賽，讓我覺得我也有我的作用，大家好像沒那麼討厭我了，

感覺人緣變好了，然後大家也都很開心。（E490721） 

除了從教師和兒童的視角都發現人際關係有顯著改善外，參與活動的

小學生在進行各種探索教育活動的挑戰時，其溝通技巧上的進步也相當突

出。由於都會心靈弱勢的特徵之一，就是不善與人溝通，因此這部分的變

化就容易被觀察到。 

E23：又要討論了耶……我們來討論吧！ 

E27：我覺得……我們應該直接再試一遍吧！還不就這樣！這應該

沒有其他方法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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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3：對啊，不就是把手牽好然後小心一點把繩子弄過去，討論也

沒有用吧！ 

E27：我也覺得這次不用太討論，重點是練習吧！ 

E23：那大家來練習吧！（0501觀） 

上述對話中的兩位主角，在他們老師的心中就像是從來沒有交集的陌

生人，一位活潑好動，另一位則是較為安靜，在班上也都各自屬於不同的

朋友圈，可是在活動的上半天結束後，下午就很自然地會相互討論，而且

很有默契的達成共識。這是因為他們有了上午的共同經驗，不但是經過了

磨合，也有革命情感，所以在接下來的活動自然就容易溝通，短短數語卻

在言談間充滿應對進退的智慧，E27不是直接的告訴對方應該怎麼做，而

是運用了「我」訊息來讓對方先理解自己的想法，獲得正面回應後，還能

再次肯定對方，最後順利達成共識。從這個觀察筆記的內容，再與其教師

追究這兩位同學之前的關係後，可發現雙方的溝通技巧的確有顯著的進

步，而這樣的例子在訪談與反思札記中也經常出現。 

看到帶的小隊員從彼此看不順眼、不想講話，到最後能齊心協力

的完成下午的每個低空項目挑戰，真的很感動。尤其是他們專注

討論的神情，不僅是表達自己的想法，也能很安靜地傾聽別人在

說什麼，這真的跟上午的吵吵鬧鬧很不一樣，可見透過這樣的活

動，的確能增進溝通的技巧，感覺我也從中學了不少。（d14） 

（二）我們是一個班 

三年的活動參與者分別為三個班級，而每個班級參加前的狀況，根據

導師的說法，都是由許多小團體所形成的，雖然表面上風平浪靜，但各小

團體間的互動卻常常處於緊張的關係。然而透過這個活動，刻意的將小團

體打散後編入各隊，結果讓人非常驚喜，因為不但沒有造成彼此間的摩

擦，反而因為與較陌生的同學拉近距離，使得相互之間有機會、有時間可

以深入了解彼此的想法，最後促成了整個班級的團隊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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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鍾教授能給我們班這個機會參與此次活動，帶了他們已

經幾個月了，始終覺得少了點什麼，原來就是這種團隊的感覺，

之前看他們都是小團體為行動，這次活動結束後，發現我們班的

同學有整體的向心力，會全班一起討論事情，而且考量的是整體

班級的利益，而非個人或個別團體的，希望明年還有機會能帶我

的班級參加這樣的活動。（d07） 

本來以為某人很討厭，可是這次跟他同隊之後，發現他其實沒那

麼討人厭，而且還蠻好笑的，哈哈哈……之前也都沒什麼機會一

起，我們又是練不同的樂器，所以就這樣啊！大家一起玩還蠻搞

笑的，希望有機會再全班一起出來玩，不然在學校也不知道大家

這麼好玩啊！（E020413）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班，而不是分開的，之前會有這種感覺，大家

比較各玩各的，但這次活動完，就是一種感覺，我不會說，可是

還算不錯啦！希望還有機會全班一起參加活動。（E131006） 

因為參與探索教育活動的過程中，每位成員都必須與其他參與者共同

突破層層障礙以達成一致認同的目標，所以有效的團體運作便顯得特別重

要，個人與團體間的關係因而容易被看見，每位參與者都會發現自己對團

體的個別重要性，進而願意與大家分享自我，而這也是探索教育所能發揮

的重要功能。 

三、對生活的體驗 

（一）不是只有柴米油鹽 

這裡所指的「柴米油鹽」，當然不是其原意，而是代稱日常生活的大

小瑣事。然這整體的概念又有兩層意義，一是指日常生活中大小事的應對

與處理並非如想像中的容易；另一則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並不是只有想

像中那麼無趣、貧乏。「柴米油鹽」一詞出自一位連續參加了三次活動的

大學生之口，在訪談中他是這樣說的： 

我看到這些小朋友的表現哦……真的很驚為天人耶！在烤肉的時

候，他們很多人連貢丸是要自己串在竹籤上的都不知道，還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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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丸買來就應該跟小七的關東煮一樣是串好在上面的，我看他們

真的不知民間疾苦耶，這些柴米油鹽的事情對他們來說真的是外

太空的事情了！（U021810）  

而上述同樣的「貢丸」事件在小學生的訪談中也有說出他的觀點，他

認為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其實都沒機會接觸，因為家長總是幫忙打點得很

好，因此當他有機會接觸這些「柴米油鹽」的事情時，當然就顯得不知所

措，而且需要重新學習才能夠將之處理好。 

我們那隊的大哥哥叫我把貢丸串到竹筷子（指竹籤，下同）上面，

我以為那個本來就應該在上面的，所以我不會，而且那個丸子很

滑，我看到筷子尖尖的怕刺到，不知道怎麼弄，然後就去問同學，

結果他也不知道啊，我們兩個試了半天，結果都插得歪歪的，但

也是可以吃啦！（E520306） 

所以對於這些都會心靈弱勢的兒童而言，他們較少有機會接觸到一些

日常生活中的各種事物，當然也就沒有機會學習如何應對，因此當有機會

遇到時，表現就往往不如社會所期待得「正常」。而其實這樣對他們是很

不公平的，畢竟在他們的生活世界中，本來就相對地的單純，或許他們每

天只要乖乖地在固定地點等被爸媽接送上下學、把老師交代的作業完成，

就完成了他每日該做的全部事情，所以他當然不會處理那些從沒接觸過的

事物，而這些事物並非可以憑空掌握，需要實際經驗的積累才能一步步的

習得，因此對他們而言，這些「柴米油鹽」的事情的確不是如成人世界想

像中那樣容易。然另一方面，對於這些「柴米油鹽」之事，也不是全都只

有挑戰與挫折，許多參與的兒童也表現出對這些事情的興致。 

我每次等媽媽煮飯都覺得好無聊，結果今天自己洗菜還覺得蠻好

玩的，原來要把青椒裡面有籽，要把它弄掉，而且青椒好脆哦！

不用刀子切就可以剝開，可以弄成各種形狀，很像用色紙一樣。

（E381108） 

 



116 鍾啟暘：探索教育活動融入服務學習計畫對都會心靈弱勢兒童之影響研究 

 

看到小朋友在做那些很簡單的事情卻玩得很開心，覺得他們真的

生活在被保護得很好的世界裡，我是單親家庭，平常回家幫要幫

忙做家事，煩都煩死了，他們居然能一邊整理一邊玩，好像從來

沒做過這些事，真的不知道該說他們幸福還是可憐阿！（d42） 

對於成人而言枯燥乏味的瑣事，卻對兒童來說有如新世界的探險，這

是他們對於這些「柴米油鹽」之事第一類接觸的真實反應，也可見兒童對

於未知的世界的確充滿了好奇心和想像力。然而身處都會區的家長卻往往

剝奪了他們小孩探索世界的權利，無論是擔心危險、抑或是捨不得孩子去

做那些「粗活」，其實都可能讓這些孩子的心靈有缺角，而無法健全的成

長。 

（二）原來還有粗茶淡飯 

這裡的「粗茶淡飯」，當然也不只字面上的意思，而是指在日常生活

中，除了那些「重要」、「必須」做的事情之外，很多平凡無奇的小事情，

也是值得細細品味，甚至可以從中學習成長的。由於每次的探索教育活動

皆在戶外舉辦，參與的兒童自然有比平日更多的時間接近大自然，而大自

然之中本來就有許多生活在都市叢林裡難以觸及的，因此這些兒童也似乎

在其中發現了比寫作業、考高分、練才藝來得更有趣、更能獲得成就感的

事物。 

我的小隊員在今天小隊破冰時間的時候，發現了一隻大螳螂，一

開始我有點生氣，因為他們都不玩遊戲，但後來我想想他們既然

對那隻螳螂有興趣，就乾脆帶著全小隊去觀察它，一開始幾個女

生有點害怕不敢接近，但後來大家都很有興趣，一起觀察它的動

作，討論它吃什麼，研究它身體的構造等等，甚至我們後來就取

名螳螂隊，我回頭想這個過程，其實還蠻有意義的，因為他們很

快就透過這個事情成為一個團隊，也不需要什麼破冰遊戲了，我

想他們應該很少有這樣的機會吧！（S010307） 

這些小孩都是音樂資優班的學生，他們平常不是讀書就是練樂

器，家長也只看這方面的表現，所以造成他們對身邊其他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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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不關心，認為只有功課和演出才是重要的，這次他們參加這個

活動，我覺得最重要的成長，就是他們開始會關心身邊一些「不

重要」的事情，例如製作茶凍的時候，他們會問紅茶與綠茶的差

別；也會問來帶他們的大哥哥大姊姊一些很無聊的問題，例如談

過幾次戀愛；還有一個小朋友對於昆蟲的興趣也是我完全無法想

像的，我想這些生活中的平凡事才是真正的生活，希望他們不要

活在只有排名、表演的世界了！（T021123） 

由上可知，在都會區成長的兒童，受到空間的限制、時間的壓縮，常

常沒有多餘的空閒和體力來體驗周遭的人、事、物，漸漸地就養成一種對

其冷漠的習慣，而這樣的冷漠就是本研究所探討的心靈弱勢。而本計畫藉

由新的人（大學生、高中生）、事（探索教育活動）、物（戶外場地）的

刺激，以 Bacon（1987）所指的隱喻模式之方式呈現，代表了日常生活中

的挑戰，讓參與的小學生有直接且具體的體驗，使活動和其生活有了連

結，慢慢喚醒其沉睡的心靈，進而補足其原本生活中所缺乏的部分，而這

些成長也在所有參與者的回饋中可以看見。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探索教育活動能對都會心靈弱勢兒童在自我認識方面有正向影響 

研究發現，手牽手牽手服務學習計畫經由大學生帶領高中生一起服務

小學生，並以探索教育活動為主要實施內容，能對都會心靈弱勢兒童在自

我認識、團隊認同與生活體驗方面有正向影響。其中在自我認識方面，藉

由活動的體驗，兒童發現自己原本對自己的期望為何，進而知道原來別人

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最終承認自己現在的模樣，這是一個從社會互動中發

現自我的歷程，符合米德（M. Mead, 1863 ~ 1931）對於自我認識的觀點，

也就是將自我的焦點放在社會決定因素，人們對於自我的認知，是由個人

與他人的各種關係裡逐漸發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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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教育活動能對都會心靈弱勢兒童在團隊認同方面有正向影響 

而在團隊認同方面，兒童對於團體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除了在情感面

體會到與人相處的樂趣與溫暖，技巧面也習得相互溝通的方式，更理解制

度面中有關「班級」的概念不只是個名詞，更是團隊真實存在之處，而以

上的發展近似於團體動力學（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d）所探討之團體凝

聚力，也就是「團體對其所有成員的吸引力」，這使成員們在團體中覺得

溫暖與自在、有歸屬感，他們會感到被其他成員所重視，並被無條件地接

納與支持，而漸漸的在團體中發展出有意義的關係。 

（三）探索教育活動能對都會心靈弱勢兒童在生活體驗方面有正向影響 

最後在生活體驗方面，「柴米油鹽」與「粗茶淡飯」都有雙重意義，

前者指出兒童對日常生活之大小瑣事感受到的挑戰及興趣，後者則點出他

們可以從其中獲得學習與成長的機會，而兩者都呈現了兒童在都會成長所

受到的空間與時間限制，致使平凡無奇之事對他們而言求之不易，必須製

造更多的機會讓他們體驗多元，也因而更突顯了本研究的重要性。在手牽

手牽手服務學習計畫的媒合下，都會兒童在心靈上產生質變，回應了研究

動機，也達成研究目的之期望。 

二、建議 

（一）對服務學習推動的建議 

本研究乃以服務學習為媒介，促成大學師資生帶領高中生，一起服務

都會心靈弱勢之小學生，因此對服務學習本身意義與行動過程的理解，是

研究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參與服務學習之同學，對於服務學習本身的價

值、信念與認同，會直接影響本研究之成效，因此未來若繼續以服務學習

為橋梁，則所有執行的成員對於服務學習應有更多的認識。本研究中參與

服務學習的成員，皆依照計畫的要求，參加相關的講座與研習，但因內容

多聚焦於探索教育活動，較少觸及對於服務學習領域的說明，致使這些大

學生與高中生，常常在活動中覺得自己介於「主動服務者」和「被動學習

者」的尷尬角色之間，他們混淆在「我是來服務這些小學生的？」抑或「我

是來從探索教育活動中學習的？」之中，然其實這兩個角色對於研究或活

動而言並不衝突，他們應該同時是服務者與學習者。因之，建議日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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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計畫並進行研究時，應確實針對服務學習本身辦理更完整之研習，增

強參與者對服務學習觀念的認知，以達到推動服務學習之目的。 

（二）對探索教育活動實施的建議 

由於本研究中，帶領探索教育活動的大學生與高中生，較屬臨時成軍

性質，僅有透過與學校課程的配合，進行四到五次的行前說明及訓練，所

以他們對於探索教育活動內容的掌握尚為粗淺，雖然在活動進行中，都有

專業探索教育活動人員的從旁指導，但身為第一線帶隊的人員，仍應更扎

實地掌握探索教育活動的精義，才能將之發揮出最好的效果，因此建議未

來對於探索教育活動的第一線實施者，有更系統性的行前訓練。另外從被

實施者的角度而言，選擇適合其能力之探索教育活動，也是能否發揮整體

效益的重要因素，而在訪談中可以發現，多半的兒童對於具高度覺知風險

性的低空項目活動較感興趣，也因此較能使其體驗高峰冒險經驗，進而促

進他們對於活動的反思，達到對其弱勢心靈部分的正向影響；反之過於容

易完成的挑戰，不但無法達成預期效益，更可能有反面的影響。所以也建

議未來針對活動參與者所設計的探索教育活動，應要更加考慮平衡成員的

能力特性與活動難度，才能達成探索教育活動的目標。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由三年活動所累積的各種質性資料加以分析，試圖了解兒童透

過以探索教育活動為主軸之服務學習計畫，對其能產生何種影響，研究結

果雖初步發現在自我認識、團隊認同與生活體驗等方面有正向影響，但因

參與人員流動性高，每次帶領活動的大學生、高中生不盡相同，尤其三所

小學參與的學生，其特質也略有差異，因此較難一一深入探討背後成因，

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固定帶領的團隊，並針對單一小學的學生進行更深層次

的探究。其次，都會心靈弱勢的現象經本研究的探討後，可發現其情況比

預研究的結果更為嚴重，因此未來除須持續研究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外，也

應擴及國小低年級或國中階段的學生，以從時間縱軸面去理解發展歷程，

更能從整體面向處理都會心靈弱勢的問題。最後，在研究方法方面，由於

質性研究本身不是一個線性發展的過程，而是不斷積累和變化的，所以在

本研究期間，其實是處於不斷迴圈、反覆、重疊、補充的螺旋式上升狀態，

因此在龐大資料中，必定還有缺漏之處尚待處理，這是後繼研究者可以繼



120 鍾啟暘：探索教育活動融入服務學習計畫對都會心靈弱勢兒童之影響研究 

 

續探索之處，也是本文在閱讀與理解上的重要限制。綜上，此議題仍有許

多空間值得探究，期望未來研究能持續關注，讓非傳統弱勢學生可以獲得

更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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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手牽手牽手服務學習計畫之探索教育活動課程 

2014年 4月 27日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活動器材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出發至新北市文山農場   
1000-1030 眾星拱月 解凍活動 氣球 
1030-1130 茶凍 DIY 暖身活動 茶葉、杯子、水壺 
1130-1200 勇往直前 信任活動  
1200-1400 午餐、午休   
1400-1500 繩乎奇技 溝通活動 童軍繩 
1500-1600 盲人摸象 溝通活動 拼圖、眼罩 
1600-1630 活動總結   

1630- 賦歸   

2014年 5月 24日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活動器材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出發至陽明山衛理福音園   
1000-1030 乾坤挪移 解凍活動  
1030-1100 兩人三腳 暖身活動 繩子 
1100-1200 信任倒 信任活動  
1200-1400 午餐、午休   
1400-1500 賞鯨船 問題解決活動 低空設施 
1500-1600 飛越毒龍潭 問題解決活動 低空設施 
1600-1630 活動總結   

1630- 賦歸   

2015年 5月 16日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活動器材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出發至新北市坪林合歡營地   
1000-1030 伊比呀呀 解凍活動  
1030-1100 土地公擲茭 暖身活動  
1100-1200 信任倒 信任活動  
1200-1400 午餐（烤肉） 溝通活動 烤肉用具 
1400-1500 硫酸河 溝通活動 地墊 
1500-1600 諾亞方舟 問題解決活動 報紙、膠帶 
1600-1630 活動總結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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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5月 23日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活動器材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出發至新北市坪林合歡營地   
1000-1030 小蜜蜂嗡嗡嗡 解凍活動  
1030-1100 細胞分裂 暖身活動  
1100-1200 交頭接耳 信任活動 吸管、橡皮筋 
1200-1400 午餐（烤肉） 溝通活動 烤肉用具 
1400-1500 交通規則 溝通活動 地墊 
1500-1600 黑羊白羊 問題解決活動 低空設施 
1600-1630 活動總結   

1630- 賦歸   

2016年 6月 4日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活動器材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出發至新北市文山農場   
1000-1030 伊比呀呀 解凍活動  
1030-1100 穿針引線 暖身活動 童軍繩 
1100-1200 勇往直前 信任活動 童軍繩 
1200-1400 午餐（烤肉） 溝通活動 烤肉用具 
1400-1500 吊飾 DIY 溝通活動 自然物、細繩 
1500-1600 繩乎奇技 溝通活動 童軍繩 
1600-1630 活動總結   

1630- 賦歸   

2016年 6月 5日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類型 活動器材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出發至陽明山衛理福音園   
1000-1030 人肉戰車 暖身活動 地墊 
1030-1200 飛越毒龍潭 問題解決活動 低空設施 
1200-1400 午餐、午休   
1400-1500 賞鯨船 問題解決活動 低空設施 
1500-1600 高牆 問題解決活動 低空設施 
1600-1630 活動總結   

163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