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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高中生應該將所有重心放在功課嗎？還是趁年輕時好好的享受，滿足自我

需求呢？亦或像多數人一樣，只是在上課下課，過千篇一律的生活呢？處於目

前多元化的時代中，很多高中生迷失了自我，找不到出口，也不知人生的意義

與價值在那裡？我們看到週遭有些同學，每天掛在網路上，或沈迷於遊戲機及

智慧型手機中，我們也看到許多人為滿足欲望而打工及追求男女之情，但我們

也很幸運的能夠發現，學校中仍有許多的熱血青年，不浪費生命中的每分每

秒，做出令人敬佩的事蹟，讓人感動不已！不論你目前所處的環境為何？亦或

你的生命態度是泠漠、平淡或是熱情、豐富？都邀您一同來參與志工服務，讓

這個社會更溫暖。 

 

老師曾提及前教育部長曾志朗的一段話：尋找自我生命的意義，是生命教

育最重要的核心，只要體認生命，你就會改變，常常看到學生第一次走到老人

院、孤兒院，會突然發現他的人生變了，他會想到自己要怎麼活，所以部長非

常鼓勵青少年做志工。老師也曾說：「不一樣的生命態度會帶出不一樣的人生」，

這些話語都帶給我們很大的啟示，若我們能培養正確的生命態度，面對我們的人

生，相信我們的週遭，會減少許多的問題青少年。 

 

我們很幸運能在高中階段，參與校內外的志工服務，也因參與志工服務，讓

我們更了解志工的意義，因此有機會訪談到不同類型的志工，也因志工服務讓我

們的生命態度有所轉變，希望藉此專題研究，讓所有的高中生都能了解志工服務

的內涵，勇於參與志工活動，舞動青春年華，找到生命的意義，活出生命的價值。 

 

二、研究目的 

 

為了呈現高中生參與志工服務的內涵，本研究主要採用訪談法，以了解高中

生參與志工服務的感受及生命態度的轉變，也因參與屏東伯大尼之家的志工活動

而訪談了伯大尼的院長及終身志工，讓我們更了解志工的意義及重要性，本組的

研究目的歸納為以下幾點：  

1、實際參與志工活動的感受 

2、一位終身志工的啟示 

3、了解慈善基金會的成立精神及面臨困境 

 4、了解志工服務者對生命態度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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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流程 

 

 

 

 

 

 

 

 

圖一 研究流程圖 

 

四、研究方法 

 

本專題研究採取訪談法，除了實際參與志工活動外，也實地訪問屏東伯大尼

之家的院長及終身志工，並訪談樹德家商參與志工的學生，希望透過本專題研究，

能真實呈現高中生參與志工服務對生命態度之影響。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志工服務的定義 

 

聯合國定義「志願服務者」，是依個人志趣所趨，不計任何代價酬勞，

所從事的一種有組織、有目的、有方法，目的在調整與增進個人對環境的適

應者（蔡漢賢，1980）。 

我國志願服務法第三條第二項指出，能夠為社會提供志願服務工作者，

則簡稱為「志工（Volunteer）」。因而「志工」是基於自由意志來行動，而非

以外力強迫性，並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的志願服務工作者。證嚴法師（1999）

認為「志工」就是發心發願，將志工擺在第一的有心之士。簡而言之，「志

工」就是發自內心，貢獻自己所能，為社會提供服務者。 

 

(二)志工服務的類別 

 

楊翔喻（2007）認為適合青少年志工參與的服務類別有： 

1、社會福利類：如兒童、青少年服務志工，老人、殘障服務志工。 

2、教育類：如圖書館志工、課輔志工。 

尋找及確定專

題研究主題 

相關文獻 

資料蒐集 
擬定專題方向 

進行訪談 訪談資料統整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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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志工：如古蹟導覽志工。 

4、社區志工：如社區服務志工。 

5、環保類：如生態保育志工、資源回收志工。 

6、其他：依據基金會需求招募的志工、宗教團體志工。 

 

目前志願服務的類別隨著時代的進步已走向多元化，許多志願團體組織

所從事的服務類別，並不侷限於單一項目。本研究高中生所參與的志工包含

社會福利類、社區志工、環保類志工。 

 

環保類志工：樹德家商衛生糾察及環保志工 

 

 

 

圖二 衛生糾察協助垃圾分類  圖三 參與淨山服務隊 

 

(三)生命態度 

 

生命態度是個人對生活、生、死、生命的綜合性價值與看法，是人存在

的最高精神層次，在精神層次裡，人有自由意志，決定是否受限制或達到精

神超越（Frankl，1963）。根據黃雅文(2005)的整理，生命態度是一種內心對

生命及生命中所經歷事物的看法，是內心對自我、別人、環境及一般生命存

有的想法、感受、期望及行動的意向，並將生命態度可包含的內涵整理如下： 

 

1、生命意義 

Frankl（1965）和 May（1981）皆認為每一個人有追求意義的需求和傾

向，若去生命意義感和價值感，會產生存在的挫折，引發焦慮的精神官能症，

而生命意義的發現除了工作和愛，還包含了生命中的經驗。 

 

2、生命痛苦與挫折 

Frankl（1965）、May（1981）、Rogers（1961）等心理學者皆強調每一個

個體皆有自由的意志來選擇回應環境與命運的方式，個體可以自己決定以何

種態度來面對他所遭遇的任何處境。個體應正向看待生命中的痛苦與挫折，

視痛苦與挫折為生命中的必然及成長的機會，且相信生命中有無限潛能可以

越過這些苦難。 



 

4 

3、生命價值 

生命價值是指個人對自己生活價值的肯定（吳庶深、黃禎貞，2001）。

Frankl 認為唯有愛才能讓自己和他人看到自己潛在的價值，使彼此的生命提

升與成長。托爾斯泰也認為若人人都能以謀求他人幸福為人生目的，社會才

能達到和諧，自己也才有幸福的可能。 

 

4、愛與關懷 

生命最大的意義與價值在於對他人付出愛與關懷。Frankl 認為唯有愛才

能讓自己和他人看到自己潛在的價值，使彼此的生命提升與成長。托爾斯泰

也認為若人人都能以謀求他人幸福為人生目的，社會才能達到和諧，自己也才

有幸福的可能。 

 

 不一樣的生命態度會帶出不一樣的人生，因此培養正確的生命態度是每

一個人面對生命時不可或缺的課題，正值青春年華的青少年更應如此。因

此，研究者因實際參與志工服務，體會出志工活動確實對生命態度有所影

響，希望藉此研究喚貣學校單位及高中生對志工服務的重視，進而能影響更

多人投入志工活動，找到生命的意義，能克服困境，能懂得付出愛，也能活

出生命的價值。 

 

二、訪談設計 

(一)擬定訪談主題：本研究依據文獻整理出的相關資料，了解志工服務相

關文獻，進而發展本研究之訪談主題。 

 

(二)訪談對象：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訪談對象包含參與志工的學生、屏

東伯大尼之家的院長許敏政牧師及伯大尼終身志工明達精密有限公

司董事長。 

 

(三)訪談時間與地點： 

          1.志工參與學生 

            a.訪談時間：2011 年 09 月 20 日 晚上 18:30~20:00 

              訪談時間：2011 年 11 月 07 日 晚上 17:30~18:30 

        b.訪談地點：樹德家商圖書館及研究室 

    c.受談對象：參與志工的同學 

 

      2. 屏東伯大尼之家終身志工 

      a.訪談時間：2010 年 12 月 18 日 下午 15:00~16:00 

       b.訪談地點：屏東伯大尼之家 

       c.受談對象：明達精密有限公司陳董事長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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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屏東伯大尼之家院長 

      a.訪談時間：2011 年 03 月 14 日 下午 16:00~18:00 

       b.訪談地點：屏東伯大尼之家 

       c.受談對象：屏東伯大尼之家院長－許敏政牧師 

 

三、訪談內容 

 

(一)實際參與特教志工活動－因參與志工而轉變態度 

 

 

 

 
圖四 與樹德家商特教生同歡  圖五 支援高雄市視障生春夏令營 

 

1. 品慧擔任特教志工的轉變： 

    擔任學校特教志工之後，改變了很多，例：脾氣本來很衝，個性

較偏激，現在比較會想，不會像以前那衝動了！凡事也不會一直往壞

處想，變的較樂觀；也會包容別人關心他人，以前不會主動打電話給

親人問候，現在會傳簡訊給媽媽；當看到這些特教班的學生有成長時，

自己也開心；已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大學時也會繼續當志工，有機

會想轉讀特教相關科系。以前看到特教的學生會有點害怕，不太敢靠

近，現在因有機會接觸，才體會出自己很幸福，對有缺陷的人會想關

心，而不是避開。 

 

2. 孟勳擔任特教志工的轉變： 

    自己會主動甄選特教志工，與舅舅是聽障有關，因舅舅只大自己一

歲，從小感情就很親密，也因親人有此障礙，才會想參加特教志工。當

特教新生剛進樹德時，需協助他們坐校車，等熟悉後步上軌道，才會讓

他們自己來，這樣的訓練，讓我更有責任感，覺得有一份責任，要將事

情做好。世界有太多人需要幫助，會想盡己之力全力以赴幫助需要幫助

的人。以前不喜歡的事就不想做，現在會面對它，有時會想自己身心正

常，為什麼別人不正常，所以比較懂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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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大尼之家終身志工－明達精密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志工歷程 

 

 1. 接觸屏東伯大尼之家因由： 

      我是扶輪社的社長，常會辦活動，2007 年 12 月 7 號，我們在台北

辦一個活動，要捐助一千台輪椅，認識輪椅公主江偉君小姐，然後我們

跟她談過後，就順口問如果有什麼社會團體需要被幫助可以告訴我，她

跟我講說：「有耶！他們很需要ㄟ～，不過很遠呢！在屏東啊」，即屏東

的伯大尼之家，伯大尼的師母也北上，也因此第一次接觸屏東伯大尼。 

 

 2. 董事長本來要自殺： 

    其實 2007 年 12 底我就要去自殺了，因為我感覺人生很悲哀，因為

我那時候事業很不錯，但是我有兩個孩子，是雙胞胎啦，那時候我的孩

子是國中，我就覺得說，每天努力就是為了要賺錢，我只顧著做我的工

作，就這樣跟孩子疏離了，孩子變得很叛逆，跟孩子不親，我就覺得對

人生感到很失望，我也寫好了遺書，決定要自殺了！ 

      剛好師母來到台北，師母就說我是她的天使啊，我是伯大尼的天使

啊，師母及牧師幫我禱告，我眼睛閉著，但是我感覺我的臉是熱的，那

個淚水一直流一直流，我九歲就沒有媽媽，所有的痛苦都吞下去了，他

把我整個人的痛苦都禱告出來，我不自殺了！ 

 

 3. 立志當伯大尼的終身志工： 

    公司在台北生意做得很好，雖忙碌但常會到伯大尼看這些院童，只

要伯大尼有需要都會過來幫忙，目前已走出人生困境，跟家人及小孩的

關係很親密，我想伯大尼改變了我一生，我會永遠當伯大尼的終身志工。 

 

  4. 一個大公司董事長帶來的啟示： 

    董事長說了很多話，句句打動了我們的心，為我們上了人生寶貴的

一課，終生難忘，將來會繼續當志工，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圖六 陳董事長分享志工歷程  圖七 伯大尼院長－許敏政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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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訪伯大尼院長－了解慈善基金會的成立精神及面臨困境 

 

  １. 伯大尼之家的精神： 

    屏東伯大尼之家為挪威傳教士蘇超生牧生創立，伯大尼之家秉持著

耶穌基督博愛的精神『服務障弱，見證主愛；因你得福，領人蒙恩』。 

 

  2. 當上院長之後遇到的困境： 

    主要是經費及人力問題。每個月的成本需一百多萬，一年即需一仟

多萬元，負擔很重會有經費不足而負債的情形；而人員的流動也是一大

問題，因人員流動需培訓新人的問題，也是很大的壓力。還有之前的縱

火事件，是一件離譜的審判事件，目前還在訴訟中。憨兒根本沒有判斷

及理性答話的能力，警察為了早點破案，找裡面的院童及同工，連續問

話 12 個小時，審判書的內容也離譜到極點。我們希望司法是公平的，

還我們清白！以上均是我任內很大的挫折，但還是要勇敢去面對。 

 

  3. 經費的來源： 

      經營伯大尼需要龐大的經費，政府對於程度不同有不同的補助，像

輕度智障每個月補助 8,000；中度智障每個月補助 10,000；重度智障每

個月補助 12,000；不論補助多少，都不足以支付開銷，所以需要另找財

源，要能自己自足，伯大尼之家的義賣產品均是為了補貼不足的費用，

需要靠大的幫忙。我們一年需募款 1 千多萬，國外的捐款約佔 1 成左右，

大部分都是國內捐款比較多；也有些人或團體每個月會固定捐錢。 

  

   4. 持續行善的力量： 

         大家聽了院長的話，感觸良多，因要支出這麼大的開銷真的很辛

苦，各界的善款常不足，需自力更生，我們能做的除了能給院生持續關

懷外，也可以支持伯大尼的生機食品，只要愛心不滅，這個令人敬佩的

慈善基金就能永續經營下去。  

 

(四)了解志工服務者對生命態度的轉變 

 

 

 

圖八 分享參與志工的轉變  圖九 與伯大尼憨兒一貣拔紅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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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育慈參與志工的轉變： 

    我發現他們雖然有些缺陷，但是他們身上卻有我們所沒有的東西，

不自私、用愛心去面對它的所有一切，純真的笑容，伯大尼之旅帶給我

一場不同的人生體驗，有這個機會讓我去伯大尼，我相信是一種緣份，

要我除了對自己負責，也要我學習不要太自私，要去多多關心這個社會

上一些被忽略的弱勢族群，伸出雙手，給他們溫暖，讓他不要被我們的

社會在一場文明進步與知識發達的社會中被遺棄冷落甚至遺忘。 

 

2. 孟勳參與志工的轉變： 

    慈濟的師姐在 921 那天說過一句話，為什麼 921 大地震不是發生在

我家？而發生在南投，顯然那些人是為我死，那我們就要幫他們好好的

處理後事，這句話讓我感動不已，為什麼那智能障礙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那顯然是上帝安排壤我看看他們身上我沒有的東西。 

 

3. 芷珊參與志工的轉變： 

                在伯大尼我看到了許多人用生命活出了我們認為不可能的事情，這

是奇蹟嗎？我覺得不，奇蹟是要用許多許多努力，這過程很艱辛很痛苦

但也很快樂才能造就這種奇蹟，在伯大尼我學到了很多事情，對生命的

改觀，讓我上了一堂深奧的生命課程，我很慶幸我有做這個專題，不然

我可能還是以前那個懵懂的小孩，以為世界就只有這樣大，不會去注意

到再另一個地方用生命力量活出奇蹟的他們。 

 

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由以上的研究結果顯示，高中生參與志工服務對生命態度均有正面的影

響，不論參與志工的動機為何？以前的態度為何？當投入志工行列後，對生命

的態度均會有正向的啟示作用。 

 

1、 找到生命意義：高中生參與志工服務者，對生命意義持正向態度，會以

較樂觀的人生態度面對一切，也會珍惜生命，會珍惜愛發現愛。 

 

2、 克服生命痛苦與挫折：生活中難免會遇到困境及阻礙，當不順心的時候，

不會逃避它或一直往壞的方面想，因看到很多人不幸福或身心有障礙，

會覺得這些挫折其實也沒那麼嚴重，因此自然的會克服困境。 

 

3、 讓生命更有價值：我們的生活不只有讀書，我們花了時間參與志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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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因參與而有所成長，對很多事情的看法也改變了，因看到的視野廣

了，也見識了過去不曾接觸的事物，因有機會接觸弱勢族群，覺得這世

界上有太多人需協助，覺得有一分責任，要讓自己的生命活得更有價值。 

 

4、 學習愛與關懷：因參與志工，也會去看週遭環境中，除了自己當志工外，

也看到很多人都在當志工，看到社會溫暖的一面，會開始感恩，會適時

的關心週遭的親人及同學，會自然的去愛，去關懷他人。 

 

希望透用此研究成果，能讓高中生多參與志工活動，能珍惜生命，能學習

愛與關懷，並能付諸行動，讓校園有愛有溫暖，讓台灣的年輕人展現生命的活

力，活出生命的價值。 

 

二、建議 

在學校中，老師也會宣導愛惜生命的觀念，並引導正確的人生態度，但常

看到一些同學對他人仍然冷漠，仍然喜好玩樂等，當然也有許多同學值得學

習，學習若不學習做中學，效果必然不佳。建議學校可做以下措施： 

 

１、播放志工影片：讓學生多看多聽，雖然不能影響所有人，但至少會影響

某些人。 

 

２、擴大志工層面：目前多數學校的環保工作做得較落實，所以環保類的志

工活動較多，但關懷弱勢族群的志工較少，若能讓學生有機會參與此類

志工或參觀活動，會讓學生更珍惜生命，本研究中的學生到屏東伯大尼

之家的體驗，已對他的生命有不一樣的啟示。 

 

３、志工的力量：家長若當志工，也會影響小孩，而小孩當志工，也會影響

家長，若能鼓勵及推動志工活動，進而影響週遭的同學及家人，相信每

個人找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後，就會減少很多遺憾的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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