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2.10 嘉義大學 社團評鑑說明會 1 引用自台南科大何守中組長 

在全國社團評鑑每個人都想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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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領導課程（三） 

             -方案設計與規劃、服務反思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組組長王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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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社團推動社會服務流程 

檢視社團特質 

檢視社團內成員特質 

從人 

    事 

    時   找到被服務需求 

    地 

    物 

            (需求面) (供給面) 

撮合雙方需求 

事前培訓 

活動方案執行 

服務形式、時間 

規劃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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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享  大  綱 

 服務基本認識 

 

 常見社團服務方案 

 

 社團服務方案設計與規劃 

 

 服務反思日誌撰寫 

 

 服務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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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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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服務需求 

一、「人」： 

二、「事」： 

三、「時」： 

四、「地」： 

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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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人」：社會弱勢的人，可概分下列類型 

    一、能力不足者，例如身心障礙者、老 

           人或失依兒童 

    二、災難受害者，例如88水災受災戶、 

            921地震受災戶等 

    三、準備未臻妥當者，例如未婚懷孕之 

            少女、新移民家庭等 

    四、以人口區分，有兒童、少年與老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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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場所 

 「地」：服務場所，可概分為機構、機關、社 

                    團與社區四大類。 

     一、公私立社會服務機構：例如育幼院、老人 

             安養院、各類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等。 

    二、政府社會福利機構：例如各縣市政府社會 

            局等。 

    三、慈善公益團體：例如慈善會、高雄市失智 

            症協會等。 

    四、社區發展或鄰里組織：例如社區發展協  

            會、社區長壽俱樂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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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大現況 

  -每個社區組織面臨的問題都不同 

高雄第一科大位於高雄市楠梓區、高雄
縣燕巢鄉與高雄縣橋頭鄉 

社區服務現況： 

   1.與高縣燕巢鄉社區服務深度與廣度最具 

      成效 

   2.高縣橋頭鄉社區未提出需求 

   3.高市楠梓區社區提出需求不明確，尚待 

      進一步合作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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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大現況 -以老人與兒童為主 

老人：養老院老人 

     

兒童：育幼院院童、社區弱勢學童、中 

               小學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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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依專業化程度，可分成三類，一般服務、日常
照顧服務與身體照顧服務，說明如下： 

    一、一般服務：團康表演、環境打掃、協助義 

             演(或義賣) 、募(或整理)發票。 

    二、日常照顧服務：協助換洗、修補衣物、友 

             善訪問、送餐到家等。 

    三、身體照顧服務：協助沐浴、協助穿換衣 

            服、協助進食、協助散步、協助使用日常 

            生活輔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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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所需要的訓練 

 一、一般服務：接受基本訓練，瞭解與受服務 

                   者之間的關係與基本服務態度。是比  

                    較容易實施的服務活動。 

    二、日常照顧服務：經過一定的訓練，大概可 

                    以勝任。 

    三、身體照顧服務：較適合一定程度護理訓練 

                    的同學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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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六原則 

一、量力而為原則： 

二、學以致用原則： 

三、工作滿足原則： 

四、受服務者滿足原則： 

五、服務學習社區化原則： 

六、結合社會資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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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團體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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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類別不同，特質不同 

服務性社團：熱情服務、親和與分享 

學術藝文社團：興趣明顯、才藝與教導 

康樂性社團：青春歡樂、用不完的精力 

聯誼性社團：臭味相投、熱情豪邁 

自治性社團：重視自我、議事與法治 

修改自文藻外語學院曹志誠組長課程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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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組織具有何種特性？ 

一、裏面的人擁有何種特質 

        很熱情，很歡樂，很容易自”high” ； 

        很有親和力，很容易親近，也許適合 

        陪伴老人、小孩。 

二、學校所在地 

        位於都會區，可以照顧獨居老人；位 

        於郊區，可以為偏遠小學學童課輔。      

修改自文藻外語學院曹志誠組長課程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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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自治組織具有何種特性？ 

三、擁有某種特殊專長或資源 

        會變魔術，會修電器，幼保科的(會帶 

        小孩) ，會表演布袋戲。 

      

修改自文藻外語學院曹志誠組長課程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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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社團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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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方案分類一 
      -依時間長短與服務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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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夥伴關係類型 

一次的服務學習方案 

短期的定點服務方案 

持續定點服務並建立彼此關係 

核心夥伴關係並形成互賴 

轉化型夥伴且共同創造工作與知識 

深
度
與
複
雜
度 

時  間 

資料來源：Enos & Morto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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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或短期的服務方案 

活動目的：在引導學生進入服務領域， 

            認識服務世界、培養對服務 

            的興趣 

實例：  

   1.各系學會舉辦的週慶活動，如機械週 

     等 

   2.大一新生定向訓練之社區服務等 

   3.社團於舉辦活動中安排之上街募款、 

     募發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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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磨練心志」 
 

 二、成為謙虛的人 
    無論人們擁有任何的才能，一旦擁有一顆 

      傲慢的心，就不可能得到幸福。 
 

 三、成為細心的人 
    做出成果排除浪費發現問題改善方 

      法 
 

 四、養成容易感動的心 
    感動才是人生 

一日清掃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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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的服務方案 

活動意義：一直以來，社團至社區服務就是大 

            學生在課堂生活以外的一部份，但 

            學生缺乏結構化的反思或幾乎沒有 

            反思內涵，讓學習品質備受質疑， 

            因此應加強有計畫的思考與設計 

實例： 

  高科大懿馨社學期中每週一天晚上至鄰近慈德
育幼院為院童課輔，15年從未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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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課餘至慈德育幼院課輔15年 

持續定點服務並建立彼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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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式的服務方案 

活動意義：即促進學生價值發展模式，從探   

             索、澄清走向理解、活化及內化階段，即 

             服務他人的價值已內化成為學生個人價值 

            發展的重要部份，發展長期承諾，讓服務 

            學習具體成為實踐公民教育的有效方法。 

實例： 

  高科大懿馨社近5年持續至鄰近安招社區，為
弱勢學童舉辦暑假營隊 



                101.02.10 嘉義大學 社團評鑑說明會 26 

與安招社區兒少中心 
       合作舉辦營隊5年 

持續定點服務並建立彼此關係 

核心夥伴關係並形成互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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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方案分類二 
   -依執行難易度、時間持續性 

     與參與成降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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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常見服務活動方案分析 

服務學習活動 執行難易度 時間持續性 參與成就感 

1.協助老人福利機構募 

   集與整理發票 

▲  ▲ ▲ 

2.協助育幼院清掃環境 ▲ ▲ ▲ ▲▲ 

3.育幼院兒童課業與生 

   活輔導 

▲ ▲  ▲▲ ▲▲ 

4.社福中心志工服務 ▲ ▲  ▲▲ ▲▲ 

5.老人福利機構中秋聯 

   歡晚會 

▲ ▲ ▲ ▲ ▲▲▲ 

6.獨居老人關懷訪視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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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活動範例： 
   育幼院兒童課輔與生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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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標 

協助學校附近育幼院兒童課業，並給予
生活輔導，以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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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高科大懿馨社 

   協辦單位：高雄縣慈德育幼院 

與協辦單位洽商下列事項: 

   1.先期拜訪育幼院 

   2.溝通課輔或院童其他需求 

職前訓練 

    1.瞭解院童心理與課業現況 

    2.課業輔導方式 

開發準備 服務(實踐) 反思 慶賀 評量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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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項目： 

  （一）課業輔導，陪讀及指導家庭作業。 

  （二）學業輔導，關心兒童在學校學習狀況， 

              並給予協助與建議。 

  （三）生活輔導，瞭解兒童的身心理狀況，並 

              給予協助或建議。 

 活動進行： 

    由社團同學定期前往機構並向機構反映兒童狀
況。 

 訪視同學需事前保險 

開發準備 服務(實踐) 反思 慶賀 評量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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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反省」和「思考」 

 小組討論：分享彼此的服務經驗和心得，或者
各自陳述自己在服務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共
同討論並找出解決或改善方案。 

 心得寫作： 

   我最滿意的是什麼?我感到困難的是什麼?我最
重要的貢獻是什麼?活動中有何缺失?下次如何
改進? 

 服務日誌撰寫： 

    What、So What、Now What 

開發準備 服務(實踐) 反思 慶賀 評量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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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賀階段： 

   1.慶賀是一個分享過程，藉同學分享肯定 

      自己的參與和貢獻，並激起持續投入服 

      務的決心。 

    2.慶賀可以運用慶祝同樂方式進行，可 

       以頒發感謝狀、謝卡、徽章、證明 

       等。 

開發準備 服務(實踐) 反思 慶賀 評量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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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標準： 

   1.受輔導兒童功課是否有明顯進步。 

   2.受輔導兒童行為是否有所成長。 

   3.同學在服務過程中是否得到成長與成就 

      感。 

   4.機構是否減輕照顧負擔。 

檢討與改進 

開發準備 服務(實踐) 反思 慶賀 評量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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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活動範例： 

                  獨居老人關懷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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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標 

協助學校附近○個里內，其日常生活無
親友可協助起居，生活自理能力較低之
獨居老人，共20人，每周由社團同學編
組拜訪一次，關懷其生活並協助解決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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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高科大向陽社 

    協辦單位：高雄縣政府社會局、燕巢鄉公所、 

                       鳳雄村辦公室 

 與協辦單位洽商下列事項： 

   1.確定關懷對象(包括地址與相關資訊) 

   2.先期拜訪鄰里辦公室、獨居老人 

 職前訓練： 

    1.瞭解老人心理與社會適應、老人常見疾病 

    2.家庭訪問技巧與注意事項 

    3.關懷訪視實務工作 

開發準備 服務(實踐) 反思 慶賀 評量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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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一）關懷訪視問安服務。 

  （二）家事協助。 

  （三）陪同散步、購物或就醫。 

定期訪問：由社團同學兩人一組定期訪  

             視，關懷並適時提供必要地之協  

             助。 

訪視同學需事前保險 

開發準備 服務(實踐) 反思 慶賀 評量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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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反省」和「思考」 

 小組討論：分享彼此的服務經驗和心得，或者
各自陳述自己在服務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共
同討論並找出解決或改善方案。 

 心得寫作： 

   我最滿意的是什麼?我感到困難的是什麼?我最
重要的貢獻是什麼?活動中有何缺失?下次如何
改進? 

 服務日誌撰寫： 

    What、So What、Now What 

開發準備 服務(實踐) 反思 慶賀 評量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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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賀階段： 

   1.慶賀是一個分享過程，藉同學分享肯定 

      自己的參與和貢獻，並激起持續投入服 

      務的決心。 

    2.慶賀可以運用慶祝同樂方式進行，可 

       以頒發感謝狀、謝卡、徽章、證明 

       等。 

開發準備 服務(實踐) 反思 慶賀 評量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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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標準： 

   1.是否依規定時間定期拜訪。 

   2.是否將發現問題向指導老師反應。 

   3.是否具備基礎的服務知識。 

   4.是否得到社區里鄰長與社區民眾的支持 

   5.是否與社區社工員討論老人狀況。 

   6.是否讓老人得到關懷，而有愉悅的感覺 

   7.是否使同學在服務過程中有所體認。 

   8.是否有足夠經費執行本活動。 

 檢討與改進 

開發準備 服務(實踐) 反思 慶賀 評量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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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設計的原則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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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與方案設計 

方案是完成某一特定目的，所採取的具
體行動。 

方案設計指針對某一特定問題，研擬一
套可行的計畫，以具體的行動，運用各
種社會資源相互配合，以完成機構所應
執行的任務，或達成預期目標，所擬定
的一套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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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目的 

目的： 

    第一：是完成計畫理念、釐清工作流程 

    第二：是內部工作人員溝通、決策及評 

                量的依據 

    第三：是作為申請或爭取經費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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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目的與要素 

要素： 

   1.必須有嶄新的創意，能不落俗套，或突 

      破以往的作法 

   2.必須是有方向的創意，針對某一欲處理 

      的問題，加以設計 

   3.必須有實現的可能，不天馬行空或好高 

      鶩遠 



                101.02.10 嘉義大學 社團評鑑說明會 47 

方案設計成功的因素 

 1.蒐集完整的資訊：類似論文之文獻探討 

 2.有理論可支持： 

 3.具備適當的方法： 

 4.良好的判斷能力：判斷何種方案較佳 

 5.分工合作的團隊： 

 6.大眾的支持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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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設計的過程 

       步驟1 

 

方案界定
(針對服務
對象需求) 

       步驟2 

 

問題分析(蒐
集 

現有資料) 

     步驟3 

 

需求評量 

     步驟4 
 
選取策略
與設定目

標 

      步驟5 
 
方案設計
(系統組合
系列服務) 

     步驟6 
 
資訊管理
系統 

     步驟7 

 

方案行銷
與預算 

      步驟8 

 

方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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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計畫書的內容 

 1.方案名稱： 

 2.緣起： 

 3.依據： 

 4.目的或宗旨：意義、價值與功能，預計 

       達成之目標。 

 5.辦理單位 

 6.指導單位或贊助單位： 

 7.實施時間或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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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方案計畫書的內容 

 8.實施地點： 

 9.參加對象： 

 10.實施要項：實施內容生動活潑 

 11.預期效益：想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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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日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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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b 學習階段、學習面向與學習週期 

階段
別 

學習階段 學習
面向 

學習循環週期 

1 具體經驗(CE) 情感
面向 

（What） 

具體經驗 

 

（ Now What）       (Why How） 

行動經驗            反思經驗 

 

 

（ So What） 

抽象概念化 

2 反思經驗(RO) 觀察
面向 

3 抽象概念化(AC) 

運用新觀念於新經
驗 

思考
面向 

4 行動經驗(AE) 

產生新原則、新經
驗 

行為
面向 

資料來源：Kolb,1981,1984,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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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問自己 

What? 

So What? 

Now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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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日誌撰寫 

由參與服務的同學每日、每週或每個服
務方案實施之後撰寫日誌。 

撰寫內容： 

   1.什麼(what)—今天做了什麼?看見了什麼? 

             聽見了什麼? 

   2.所以是什麼(so what)—我學到了什麼? 

             這些對我有什麼意義? 

   3.現在是什麼(now what)—這些經驗對我   

             有什麼影響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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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日誌」～樂生養老院 -1/3 

What服務內容： 
看見了同學對老人的付出，也看見了老
人們對我們慶祝聖誕節的感動。 

我在過程中與老人們聊天，其中談到關
於對此活動覺得好不好？他們都說我們
表演的很好，還我們從哪裡來的；接觸
的人有很健談的、有不太能說話的人、
也有怕生的人、各種的人都有，我並非
都有接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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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日誌」～樂生養老院 -2/3 

So What學習要點： 
學習到如何與一個老人溝通及學習到如
何全心全意地為一個人付出。有一些老
奶奶對我們說了一句讓我覺得很有意義
的一句話，這話深深烙印在我心頭上，
她用台語說：「若精神治療是七分，那
麼藥物治療是三分。」意思是說用『愛』
比什麼都來的重要。 
感想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結論，那就代
表著我的想法，對我未來會有所幫助，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反覆思考，這樣我就
可以知道怎麼做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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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日誌」～樂生養老院 -2/3 

 So What學習要點： 
在這次服務學習過程中，我遇到了一個難題，
我和一位同學一起完成的作品有兩個，我們一
人送一個給老人，我送給一位有眼鏡的老人，
但他們都不肯收下，說他不要，那時我很難過，
我一直說這是我們親手做的，希望您能收下之
類的話，講了很久，好險有位阿姨幫我說，他
才收下的。我所能做的就是表達我們的心意給
他知道。 

 Now What省思檢索： 
因為服務對象是比一般人更需要愛LOVE的人，
所以我就更需要比對一般人付出更多，對於往
後的我的看待任何事會更加認真，更付出。因
為我想改變自己為他們帶來歡樂及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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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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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服務結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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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泰緬邊境2000天 

作者：賴樹盛 

國外志願服務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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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服務的心理建設 

隨時給自己心理建設，
保持對人、事、物的
高度興趣，勇於嘗試，
樂於接受，敢於承擔，
該是比學習語言更重
要。 

簡單的說，人們吃什
麼就跟著吃什麼，喝
什麼就跟著喝什麼。 



                101.02.10 嘉義大學 社團評鑑說明會 62 

服務的理性與感性 

 見樹不見林、主觀性太強、工
具任務取向(為做服務而服務)
等，是一些海外短期志工容易
發生的現象。 

 海外短期志工，不只是理性的
把任務完成，還需要更多感性，
利用服務機會體會不同文化社
群的歷史背景，同時反省自己
的社會位置，反省自己的文化
限制，這些才是真正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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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於事務性操作的海外服務 

 參與海外服務工作的首
要任務，並非急著去幫
助什麼，或趕著要改變
什麼，因為長久複雜的
戰亂問題及當地貧困情
況，並不會由於我的短
暫到來便迎刃而解或有
所改善，而是應該調整
自己來配合當地步調，
試著去瞭解當地的人、
事、物，同時也讓對方
有機會來認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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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工作是急不來的 

 服務工作是急不來的，尤其
是在文化迴異的海外場域，
自己既有的思維模式和操作
技能往往不能派上用場，反
倒可能帶來更多麻煩。 

 能夠帶來改變的服務介入，
需要長時間的投注，需要對
等態度的溝通，要能與對方
結交為夥伴，透過相互理解、
學習、包容，逐漸累積出當
地的內在發展能量，才能使
服務效應真正得以持續，有
效改善彼此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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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他人的苦難 

 一位克倫族青年曾經問我，
台灣年輕人是不是都很會
賺錢，不然每個人都有很
昂貴的數位相機和高檔手
機呢? 

 他們是不是真的很關心我
們?因為他們無論到哪，就
是先拿起相機什麼都拍，
記錄我們的生活。 

 他還說：「我們好像真的
很窮，我也希望以後賺很
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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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理想與現實 

 我常覺得人生很苦，但自己的
人生再苦，也遠比不上難民所
受的苦難折磨吧?他們都可以勇
敢面對人生，那我們又為什麼
不行呢? 

 理想是接受這樣的現實，謹慎
因應生命歷程裡所有可能的遭
遇，仍願意去嘗試調整自己和
改變社會，發自心底相信這樣
的現實世界，能夠必須因為人
的努力而有所改變。對我而言，
現實和理想並非衝突的，而是
一體兩面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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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抱美好希望‧做最壞的打算 

如何將理想化為現實、現
實充滿理想，創造出一個
得以揮灑的空間，這取決
於自己所感受到的、決定
去做的、選擇過什麼樣的
人生，以及準備用什麼樣
態度來面對我們所處的這
個世界，永遠懷抱著最美
好的希望，隨時做好最壞
情況的準備，正是這些年
我最深刻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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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志工文本彷彿是「國王的新衣」 

 志工如果僅短暫停留，還期
望融入當地以理解困境，期
待短期協助能夠改變現狀，
我想這不僅是不切實際，更
可能達到反效果。如今，許
多關於國際志工的文本彷彿
是童話故事的「國王的新
衣」，充斥著浪漫動人的慈
善語言，鼓吹著鄉愿式的善
行無私，反倒隱含並滋生族
群中心與英雄化的優越心態，
這些對於青年的自我探索並
無助益，更遑論培養真正的
國際視野和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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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服務的跨文化溝通過程 

 對我而言，青年赴海外
服務實際上是跨文化溝
通過程，藉由彼此的理
解，重新檢視自我生命
經驗，持續深度反思與
內在對話，才能進而調
整觀念和型塑價值，讓
新世代青年得以厚植能
量，為夢想耕耘，因應
時代的快速變化，踏實
穩健的邁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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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羞愧的淚水 

某日傍晚，我信步走
在辦公室屋後的荒地
上，發現……. 

我朝那位也望著我的
先生微笑點點頭，而
他則突然招著手示意
我走過去。當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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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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撿海星丟回海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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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聆聽 

 

  祝福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