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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二：一、以樂觀、正向意義、感恩知足、同理

心等正向心理學核心價值融入服務學習之課程；二、以質性研究方式了

解師生互動及學生學習歷程。研究對象為桃園縣某科大二技42名幼保系

新生，學生接受為期13週，每週一次融入正向心理學之服務學習課程，

並另外從事校外服務學習（12小時）。研究結果發現：樂觀方面，幫助

學生面對問題時視困難是暫時的，努力解決問題；正向意義方面，學生

覺得從事服務學習活動中，學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增進班級的團體凝

聚力及自信心；同理心方面，學生透過服務學習不僅能認知同理心，並

能進而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感恩知足方面，學生了解不是只有金錢可

以助人，付出心力去服務也是助人的方式，感受到「助人為快樂之本」

的真諦。

關鍵詞：正向心理學、同理心、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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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各大學院校皆致力於推動服務學習課程，但卻不免遭遇許多

困境。例如張雪梅（2008）的研究指出，學生會反彈為何要幫學校打掃

校園、為何零學分，卻又強迫必修。倘若學生對服務學習的意義認識不

清，可能導致負面想法而降低其關懷弱勢與社會之熱忱，甚至對學校產

生反感。許多研究顯示學生參與社區服務的動機愈強烈，所得的滿意度

愈高（Berger & Milem, 2002; Hellman, Hoppes, & Ellison, 2006），服

務態度越佳，服務成效也越好（張同廟、柳金財、魏世賢，2010）。因

此如何建立學生對服務學習產生正向態度及動機，進而正向思考，方能

發揮服務學習的最大效應。   

目前正向心理學蓬勃發展，強調開發人的長處和潛能（L o p e z  & 

Magyar-Moe, 2006），提升正向思考及正向情緒，有益幸福感及生活滿

意度的提升（Seligman, Steen, Park, & Peterson, 2005; Sheldon & Laura, 

2001）。基於以上之研究背景，加上國內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之動機，

利己取向多過利他取向，此一心態亟需調整（林慧貞，2006），因此

研究者欲透過正向心理學理念幫助學生增進對服務學習的正向思考，學

習尊重他人，進而關懷社會，找到服務學習的內在意義，培養健全的心

態。

根據以上之背景及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以樂觀、正向意義、

感恩知足、同理心等正向心理學核心價值融入服務學習之課程，透過學

生自由選擇服務學習方式，並採用質性研究方式了解學生的學習歷程以

及省思內容。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首先說明服務學習的內涵，以其運作規劃及相關研究加以說

明，接著介紹正向心理學及其主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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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學習的內涵

服務學習是結合經驗的教育模式，透過參與服務讓學生感受「學

習」的意義（Young, Shinnar, Ackerman, Carruthers, & Young, 2007），

亦強調學以致用，學生將自己的專長結合服務性質，透過實地應用來驗

證所學。

（一）服務學習的運作規劃

Fertman、White及White（1996）提出服務學習的運作規劃包括四個

階段：

1. 準備階段：此一階段的重點在確認服務成員、地區及對象，並對

服務內容擬定計畫及方向。

2. 服務階段：服務團隊此時可從事直接接觸服務對象的服務，或募

款、策畫等間接服務（吳肇銘、鐘至函，2009）。

3. 反思階段：反思活動可透過省思日誌、小組討論及上台報告等方

式進行。

4. 慶賀階段：重視分享的過程，肯定學生的參與和努力，可透過感

謝狀、謝卡、證明等方式表達。

因此本研究透過正向心理學樂觀、正向意義、同理心、感恩知足的

理念，涵養學生對服務學習課程秉持正向態度。

（二）服務學習的相關研究

服務學習具有協同合作、互惠、多元及以學習為本位的特性

（Jacoby, 1996; Sharkey, Brooker & Schulte, 2002）。大學生從事服務

學習可以增進社會資源（Kenny & Gallagher, 2002），帶動社區進步與

發展，進而解決社區問題（Peak, 2002）。然而，在國內實施以來，仍

有些學校的服務學習停留在勞動教育階段（馮莉雅，2003），學習要

素比重不夠，因此建議減少勞動服務比例，發展融入式課程（林慧貞，

2006）。

本研究欲透過正向心理學理念，建立學生良好態度及價值觀，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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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服務熱忱，增進學習與成長之成效；另一方面，藉由服務學習的體

驗和省思，也可以作為學生在學理上的驗證，彼此相輔相成。

二、正向心理學

Seligman（2002）為開創正向心理學的先河，近幾年來，心理學逐

漸將焦點放在正向心理學，重視人的長處和美德，研究者統整過去進行

樂觀、正向意義及正向情緒的相關研究經驗，將本研究的主要內涵歸納

如下：

（一）樂觀

Sel igman（2002）強調樂觀可以作為建構美好人生強而有力的工

具，他提出樂觀的解釋型態，分為三向度加以說明：

1. 永久性&暫時性

樂觀者認為好事件的原因是永久的，壞事件的原因是暫時的；悲觀

者認為好事件的原因是暫時的，壞事件的原因是永久的。

表1

永久性及暫時性的解釋型態

樂觀者  悲觀者

好事件： 我當上小市長是因為我 好事件： 我當上小市長是因為我這次用心

 很受全校同學的喜愛。  拜託大家，拉票成功。

壞事件：我作文寫不好是因為我 壞事件：我作文寫不好是因為我沒天分。

 這次花太多時間構思，

 寫作時間不夠。

 

2. 普遍性 & 特定性

樂觀者認為好事件的原因是普遍性的，壞事件的原因是特定性的；

悲觀者認為好事件是特定性的，壞事件是普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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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普遍性及特定性的解釋型態

樂觀者  悲觀者

好事件：小強和我玩是因為他喜歡我。 好事件：小強和我玩是因為他

   想要我教他數學。

壞事件：我數學考不好是因為我對數學 壞事件：我數學考不好因為我

 比較不在行。   樣樣都很差。

3. 個別性

個別性可以分為內在和外在兩個向度，壞事件發生時，樂觀者容易

歸咎於外在因素，悲觀者則會歸因於自己的因素而自責。

表3 

個別性的解釋型態 
樂觀者  悲觀者

好事件：我成績很好是因為我的 好事件：我成績很好是因為我有補習。

 能力很好。 

壞事件：小狗被車撞死是因為開 壞事件：小狗被車撞死是因為我不夠小

 車的人不小心。  心，是我害死了我的狗。 

（二）正向意義

正向意義的課程設計目的在引導學生追求高層次的內在意義，建立

正向價值觀（Baumeister & Wilson, 1996）。研究者統整三位學者的觀

點（Davis, Nolen-Hoeksema, & Larson, 1998; Folkman & Moskowitz, 

2000; Frankl, 1969），將正向意義分為兩類，分別是「正向事件的正面

意義」及「負向事件的正面意義」，藉此讓個人從工作、興趣或挫折、

傷痛中找到的正向價值觀，第一類引導學生在學習或興趣中找到的正向

價值觀；第二類是幫助學生從負面事件中，思考自己所獲得的內在啟示

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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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恩知足

根據Walker和Pitts（1998）指出感恩和滿足的正向情緒有關，因此

本研究將感恩之內涵進一步延伸到知足之面向。許多人心存感恩，卻未

表達與實踐，餐飲集團的領導人戴勝益強調年輕人應心存感恩，且身體

力行，每天從寫感謝信開始（游常山，2011），學生若養成感恩的良好

習慣，未來將受用無窮，因此本研究除引導感恩思維，並重視表達感恩

的想法，付諸實踐。

（四）同理心

Hoffman（1977）認為同理心包含認知、情感、反應三要素。研究

者從教學的經驗中發現，學生具有同理心的認知和情感，但在表達和實

踐上卻有落差。因此本研究將透過故事引導，幫助學生認知同理心，並

透過活動，學習如何善用我訊息來表達同理心，進而懂得欣賞別人的優

點，肯定自己的長處。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式進行，以至善科技大學（化名）大一42名

新生作為研究對象，學生接受為期13週，每週一次融入正向心理學之服

務學習課程，並另外分組從事12小時服務學習實踐活動。研究目的在探

究透過長時間深入的教學、討論、觀察中蒐集資料，然後分析學生的學

習成效、反應和心得，經由研究者與專家諮詢深入討論與澄清後，不斷

檢討、反省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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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至善科技大學（化名）幼保系進修部二技一年一班共有42位學生，

班級同學均是女生，學生來自各地五專畢業生，以北部居多，屬在職進

修的性質，因此學生的年齡層分布較廣，從20歲到50歲都有；其次，學

生大多為職場人士，主要從事幼兒園教保人員或保母工作，利用週末假

日進修學習，班級氣氛熱絡，彼此互動溫馨。

三、研究者背景與角色

研究者為進行此一研究，曾兩次接受卡內基訓練，累積時間共六個

月，從卡內基訓練活動，研究者學習團體討論的技巧，應用在課程活

動設計中，幫助學生討論及上台表達。研究者的角色為「教師即研究

者」，研究者先蒐集文獻，再設計教學活動，然後進行教學，教學過程

也觀察學生的學習情形，分析學生反思日誌，進行錄音及相關文件蒐

集，以了解學生整個學習過程。

 

樂觀
 

正向意義
 

同理心
 

感恩知足
 

正向心理學
 

 掌握成功經驗，瞭
解問題是特定的

 

 
將負面思維轉化為
正向想法，不過度

自責 

問題是暫時的，勇
於解決問題

 

找到生活事件的正
向意義

 

找出負面事件的正
向意義

 

認知同理心
 

瞭解溝通的重要性
 

善用我訊息
 

不計較失去，懂得
珍惜擁有

 

身處逆境，仍不忘
感謝

 

活在當下，愛要及
時

 

表達感恩惜福的想
法，付諸行動

 
 

欣賞他人，肯定自
己

圖1  以正向心理學融入之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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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設計

研究者透過正向心理學相關理論為基礎設計課程，主要透過真人實

事影片、體驗活動、實踐活動傳達相關理念，亦講述自己親身經歷自我

揭露來啟發學生，並請同學透過分組討論，分享相關的經驗和感受。評

量方式主要透過真實性評量，亦即觀察、紀錄及有系統地蒐集學生反思

日誌、上台報告及相關文件，了解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及改變，作為教

學評量的依據。

表4  

以正向心理學內涵融入服務學習課程之內容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主要活動/週數 

 1. 樂觀者掌握成功經驗，了解問題是特 1. 影片「汪洋中的一條船」

  定的，勇於接受挑戰 2. 力克胡哲真人實事影片

樂觀信念 2. 樂觀者能將負面思維轉化為正向想法， 3.  「下一次的微笑」影片

（3週）  不過度自責 4.  研究者自我揭露與分享

 3. 樂觀者視未來是美好的，勇於解決問 5.  同學分組討論及上台分享

  題，視問題是暫時的 

正向意義 1.  幫助學生找到生活事件的正向意義 1. 「我的最愛」活動

（2週） 2.  幫助學生找到負面事件的正向意義 2.  研究者自我揭露與分享

   3.  同學分組討論及上台分享

 1.  研究者自我揭露方式，引導學生了解 1.「欣賞他人，肯定自己」活動

  同理心 2.  影片欣賞

同理心 2.  引導學生溝通的重要性 3. 研究者自我揭露與分享

（4週） 3.  表達「我的訊息」，具體反映出同理心 4.  同學分組討論及上台分享

 4.  引導學生欣賞別人的長處，找到自己的

  優點 

 1. 引導學生知足「不計較失去，懂得珍惜 1.  生命勇士李克翰的真人實事

  擁有」的道理 2.  罹癌鬥士千惠真人實事影片

感恩知足 2.  引導學生了解「身處逆境，仍不忘感謝」 3.  感恩任務

（4週） 3.  引導學生了解「活在當下，愛要及時」 4.  研究者自我揭露與分享

 4.  實踐活動「感恩任務」 5.  同學分組討論及上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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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蒐集

（一）教師日誌及省思日誌

教師日誌紀錄每一次課堂上師生互動的情形、師生彼此間的對話，

以及同學上課的反應。省思日誌則是研究者每次上課後的反省，以及每

次進行專家諮詢後，對於專家建議的省思和想法。

（二）參與觀察

Miller和Crabtree（1999）指出觀察為質性研究搜集資料的方式之

一，研究者在每一堂課的教學之後，觀察學生的表現，做成觀察紀錄，

紀錄學生在課堂上的言談及回應。 

（三）學生的反思日誌

研究者每次上課後蒐集每位學生所寫的反思日誌，其中記載學生的

心得及其對相關主題採取的行動。

（四）學生文件

學生進行服務學習分組後，各組多次開會討論進行活動，並拍攝照

片及紀錄相關會議內容，作為資料蒐集與分析之參考依據。

六、資料的分析

（一）資料的轉錄

本研究在資料蒐集時，亦同步進行資料轉錄與分析之工作，每次上

課及訪談的紀錄，立即進行逐字稿的整理，以便強化研究者對於質性資

料之敏感度，同時有助於後續研究工作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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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放性編碼

質化研究資料龐雜，舉凡教學日誌、教師省思紀錄、學生反思作

業、師生對話等均重要，因此研究者將這些資料配合研究主題，先予以

分類，再進行開放性編碼，將重要的字句劃線後用更精鍊的語句註解說

明。

（三）選擇性編碼

研究者將相似或相近的開放性編碼加以歸類，形成選擇性編碼。開

放性編碼是較零散的概念，選擇性編碼則具問題導向，可以將開放性編

碼進一步地統整歸納。

（四）文獻對話與專家諮詢

找出研究結果之脈絡後，持續檢索國內外相關文獻，以便能將結果

與文獻對話，分析與相關研究間的異同，並諮詢相關學者專家，根據其

給予之意見加以修正。

研究倫理方面，研究者根據研究過程，詮釋師生互動情形及研究者

的省思，藉以分析研究結果。研究之前均獲得學生之同意，為保護學生

隱私，學校名稱及學生名字均以化名呈現。

七、研究的信效度

胡幼慧（1996）指出三角校正可使研究者以不同方法蒐集不同資

料，相互檢視、進而互補與整合。研究者採方法、資料等形式之三角校

正，以提高信、效度，分述如下：

（一）方法的三角校正：本研究採用不同資料蒐集的方法，包括專家諮

詢、學生反思日記、觀察、訪談、教師日誌、反思日誌等，輔以

錄音和逐字稿紀錄，以檢視研究的一致性。 

（二）資料的三角校正法：

1. 訪談部分運用錄音機協助資料蒐集，並反覆核對錄音內容，以確

定其內容無誤後，立即將資料以電腦文書處理方式轉譯成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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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2. 為避免研究者因個人主觀因素及經驗而影響研究的進行及結果的

詮釋，研究者藉著撰寫教學日誌及反思日誌，隨時反省。

3. 為減少個人偏見，邀請三位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檢視研究結果之內

容，針對研究資料不足或須釐清之處，進一步闡釋與修正。

肆、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說明樂觀、正向意義、同理心及感恩知足信念的教學過

程，接著探討大學生服務學習的歷程。

一、樂觀信念的教學及學生反應

（一）樂觀者掌握成功經驗，了解問題是特定的，勇於接受挑戰

研究者播放真人實事改編之影片「汪洋中的一條船」。影片中鄭豐

喜從小家庭貧困，又患有青蛙腳，每天必須爬著去上學，而後因成績優

異，爸爸送他一輛腳踏車。他學騎腳踏車的過程中，受盡鄰居的嘲笑和

侮辱，但是他並不氣餒，跌倒了再爬起來，不斷的練習，最後終於學

會騎車。從這次成功的經驗，他學到了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而不是別

人，問題是特定的，不要讓負面情緒擴大。

研究者也透過自我揭露，分享了自己目前所接受的挑戰，並播放失

去雙臂的年輕人劉偉，他用雙腳彈奏理查克萊德門的鋼琴曲「夢中的婚

禮」，說明自己為何想學此一曲目，希望從中也激勵自己，安頓心靈，

努力克服困難。

上台演奏鋼琴，是自己十歲的夢想，大學時代學琴五年，而後工

作、結婚生子、進修，十多年間沒有接觸琴鍵，但指間滑出美妙旋

律的聲音，時常在耳畔迴響。於是我四十歲開始人生的圓夢之旅，

重新拜師學琴，兩年後毛遂自薦的到醫院擔任門診中心彈琴的音樂

志工，剛開始因彈錯音亦感挫折，但多次練習後克服障礙，從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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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自己三十年前的夢想。上台演奏的成功經驗，讓我對自己更有

信心，只要設定目標，努力去做，就會有成功的一天。（研究者的

教學日誌0306）

研究者讓學生回顧自己過去的成功經驗，從這些經驗中看到學生勇

於接受挑戰，面對困境，秉持正向思維，進而看到成功的曙光。

1. 克服疾病，努力圓夢

學生提到自己過去有十年憂鬱症病史，醫生甚至提醒若是求學，增

加壓力，必須加重藥量，該生仍決定完成夢想，克服困難。

最難克服的難關，對我而言，就是完成學業，國中以來，我一直被

憂鬱症所苦，很難從學校畢業，但是我下定決心，相信自己一定

可以畢業，對我而言，十年的辛苦也就值得！（小綠的上台發表

0306）

2. 克服別人異樣眼光，獨立養育兒子

學生提到自己十九歲遇人不淑未婚生子，曾經絕望傷心，卻也奮發

圖強，克服別人的閒言閒語，獨力撫養兒子，從中學習堅強和獨立，凡

事自立自強，不依賴別人。

我十九歲時談戀愛，遇到不好的人，生下兒子以後，曾經絕望到不

想活下去，所幸堅強的意志和母愛幫助我度過難關，現在兒子已經

十五歲，我從中學到一個人要自立自強，不要依賴別人。（小花的

上台報告0306）

3. 挑戰自己的弱點，進而發揮潛能

許多學生提到自己因不會說話、功課不好而受人嘲笑，但是並未因

此而自暴自棄，反而想辦法加入社團、多加演練、參加比賽等方式改善

缺失，進而發揮潛能。

我很內向，不敢講話，時常被人取笑，五專時決定改變自己，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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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服務性社團，上台帶領大家團康活動，在一次又一次的活動中

突破自己，進而成為社團幹部，帶領學弟妹，我成功地改變自己原

先內向的性格。（小紫的反思日記0306）

4. 勇於面對問題，堅持到底

許多學生面臨學業、懷孕、畫展等不同的問題，藉由不斷的努力及

永不放棄的毅力，獲得成功經驗。

我懷孕流產三次，仍不放棄，第四次懷孕努力安胎下，終於生下我

的寶貝，所以碰到困難不要放棄，努力一定會有成果。（小紅的反

思日記0306）

（二）樂觀者能將負面思維轉化為正向想法，不過度自責

Seligman（1991）強調內外在向度並非教孩子推卸責任，而是根據

事情的原因做合理的解釋，避免自己扛所有的責任。

為引導學生建立正向思維，遠離自責的負面型態，研究者帶領學生

欣賞一段力克胡哲（Nick Vujicic）的影片：力克從小患有海豹症，沒有

四肢，童年時期時常被人嘲笑，甚至有輕生念頭，覺得活著沒有目標和

希望，直到十七歲時受到一位演說家的激勵，開始找到自己的目標，雖

然演說之路並不順遂，但是當他從自責的負面型態「覺得自己很自卑」

轉化成「上天給我這樣的身體，不用說話，就可以激勵別人，這是上天

的禮物」的樂觀想法，他開始能對自己的殘缺釋懷，大家也就不再關注

於他的外表，而是他的內涵。

學生的反應非常熱烈，透過分組報告，每組選出最佳報告者上台分

享，分享的內容頓時讓所有師生熱淚盈眶。

1. 從「為女兒先天缺陷感到自責」的型態中轉化為「環境使然，盡

力彌補」

小藍年輕時已有一對兒女，卻又再度懷孕，當時先生常酗酒、經濟

情況不好，很擔心沒有能力養育三個孩子，於是到處辛苦打工，孩子出

生後臉上有缺陷，讓小藍深感自責，從省思中，逐漸能釋懷這一切並不

是她的錯，家庭經濟、先生不負責任、基因問題，都是可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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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酗酒，家裡沒有錢，我不知道要怎麼生下第三個孩子，即使懷

孕，我還到處打工，做挖水溝這種吃力的工作，結果女兒生下來臉

上有缺陷，我心裡好自責，但是再仔細想一想，這不是我一個人的

錯，環境不好，先生發酒瘋，我也很無奈，我只能盡力彌補，帶孩

子去看醫生，看看能不能補救。（小藍的上台發表0313）

2. 從「覺得自己功課不好很自卑」的自責型態中「找到自己的天賦

和才能」

幾位學生小時候學科成績不好，時常被父母或老師罵，因而更怕該

學科。過去覺得自己很笨，現在覺得不要自責，自己只是某一方面比較

不行，在其他領域一樣可以大放異彩。

我從小功課不好，爸爸時常罵我，吃飯的時候說我浪費米，時常被

別人取笑，走路都抬不起頭，覺得自己很笨，直到高職以後，我慢

慢找到自己的興趣，發現自己也有很棒的地方，畢業以後當了幼兒

老師，我發現原來只要有心，我也可以教得很好。（小青的上台報

告0313）

3. 從「排斥自己多慮又敏感的性格」轉化為「欣賞自己的細心和敏

銳」

小芯原先為自己多慮敏感的性格所苦，因而影響自己的人際關係，

然而投入托嬰職場以後，發現自己的細心和敏銳的特質，將孩子照顧得

無微不至，使家長更放心。

原生家庭的專制教育讓我的個性多慮，出社會後總覺得自己和別人

格格不入，心思細膩讓我總是顧慮很多，重視小細節。後來我接觸

托嬰的行業，發現這樣的特質讓我照顧孩子更敏銳周全，與家長溝

通更順暢。（小芯的上台報告0313）

4. 從「對母親的重男輕女心懷怨恨」轉化為「原諒並感謝母親」
小白因為母親重男輕女，不能原諒母親，長大以後，母女時常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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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如今兄弟姊妹各自成家立業，母親時常打電話向她抱怨，從中感受

到母親的辛苦，開始能原諒母親，說出感謝母親的話。

以前我時常和媽媽吵架，很氣她重男輕女，現在我長大了，看到媽

媽很孤單，時常跟我抱怨，我開始原諒媽媽，跟她說感謝的話，我

改變很多，她聽了哽咽，說不出話來，我很開心，我做了很好的改

變，讓我們的關係變好！（小白的上台報告0313）

5. 從「對父親充滿恐懼」轉化為「了解爸爸也愛我，只是方式不

對」

有些學生提到父親嚴厲的管教，時常口出惡言，讓孩子心生畏懼。

直到為人母以後，願意敞開心扉和父親溝通，才了解父親的疾言厲色，

也是出於對自己的愛。

以前很怕爸爸，因為我功課不好，爸爸一直罵我，讓我失去信心，

直到我有小孩以後，養兒方知父母恩，我開始跟爸爸聊天，我也才

了解爸爸是愛我的，也是為我好，只是他用不對的的方式來愛我。

（小津的上台報告0313）

6. 從「對生病感到沮喪失望」轉化為「與病痛和平相處」

有些學生為身體病痛所苦，從剛開始感到沮喪絕望，到後來慢慢學

習與病痛和平相處，覺得愛自己就是不要抗拒病痛，善待它，它也會善

待自己。

自律神經失調一直伴隨著我，頭痛、心悸、亂經，家常便飯，曾沮

喪的想，我一定會被它搞死，但是排斥和抗拒之後，我發現雖然我

無法醫治它，但是我可以和它和平相處，我要多愛自己，好好吃飯

和運動，多愛自己，善待它，病情就會好轉。（小菊的上台報告

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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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樂觀者視未來是美好的，勇於解決問題，視問題是暫時的

研究者播放「下一次的微笑」影片，其中主角琳琳因為舞跳得不好

受人指責而引發憂鬱，所幸藉由家人的協助慢慢想開。研究者分析主角

的心路歷程，發現悲觀者視問題是永久的，無法解決；樂觀者視未來是

美好的，問題是暫時的，能勇於解決問題。研究者接著鼓勵學生寫下

自己的問題，並找出解決方法，學生的困擾問題以學業和工作問題占七

成，她們的問題和解決方向如下：

1. 學業壓力

由於學校課業繁重，有一些學生一直學不好的科目，學生仍想出方

法，像是每天複習、請教師長同學、相信自己、做好時間規劃表等，督

促自己要努力克服困難。

以前我習慣臨時抱佛腳，現在我想要克服這個毛病，所以我要訂好

讀書計畫表，上課之前先預習、課後也要複習，不會的多請教同學

和老師。（小思的反思日誌0403）

2. 工作困擾

幼兒園工作大多為兩位老師共同帶班，彼此合作，可能會有一些摩

擦，透過彼此溝通與協調，找到改善之道。

幼兒園新進一位老師，教學過程中常有問題，我不斷教導她，可是

她總是沒做好，讓我有些不知所措，現在想想，我應該委婉但具體

的跟她溝通，甚至示範一次給她看，幫助她能學習，並且做得更

好，而不是像現在一樣抱怨。（小愛的課後對談內容0403）

二、正向意義的教學及學生反應

每位大學生累積不同的生命經驗，若能營造一個溫暖安全的情境，

讓學生將生命中負向的經驗以文字或語言表達，經由自我揭露的方式沉

澱思考，將有助於統整思緒，從而以開放的心面對創痛，以正向的方式

詮釋負向事件，獲得學習和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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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我的最愛」活動中，幫助學生找到生活事件的正向意義

生活事件的正向意義，最能啟發人心的部分莫過於「愛的見證」。

研究者帶來「卡片」，這些卡片是從事教職以後最珍貴的禮物，從師生

互動中學到付出愛，也得到愛，是離開世界時唯一想帶在身邊的東西。

學生帶來的見證物品包羅萬象，有手錶、外套、布偶、照片、戒指或刺

蝟等等，從中感受到愛的真諦。其中小貝提到爸爸的身教和為人處事就

是自己的最愛。

我最愛的是爸爸，他是一個外省人，住在眷村，他時常替人著想，

為大家幫眷村除草、分送他做的臘肉，以前覺得爸爸為何要如此

呢？現在想想，從他的付出不求回報，我得到很好的身教，對我有

很深的影響，這也是我一生受用的無形財富。（小貝的反思日誌

0424）

小智在母親過世後，整理母親的遺物時發現一個古董瓶，她透過這個

瓶子想念母親，鼓勵自己活在當下，好好愛孩子，與孩子共創美好回憶。

看到這個古董，代表著媽媽，雖然媽媽已經過世十多年，她仍舊活

在我的心中，媽媽的愛無可取代，也告訴我要活在當下，好好照顧

孩子、陪伴孩子，這就是愛的傳承。（小智的上台報告0424）

從活動中也看到學生從中找到自己生命及工作的價值。小歡提到自

己從小功課不好，非常自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直到五專時參加服務

性社團，帶領社員到許多偏鄉服務，從中找到自己的長處，看到自己的

優點，也看到自己生命的價值，進而投入教育孩子的行列。

我帶著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夥伴，上山下海到各個偏鄉去服務，盡我

們的力辦了大大小小的活動，最後得到社團評鑑優等的肯定，我也

從中發現原來我也是有長處的，我可以把我服務的熱忱帶給孩子，

於是我走入了幼教的行列。（小歡的上台報告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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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拿出一封信，是過去教過的小學生十年後寫給她的信，信中孩

子提到自己過去偷竊犯錯，在小花的啟發和淚水下決心改過，十年來沒

有再犯，讓小花感動，對教育的熱忱得以不斷延續。

能在教育路上感動學生，讓學生走上正途，是我人生最大的感動，我要

將我的熱情延續下去，感染週遭每一個人。（小花的反思日誌0424）

（二）透過師生自我揭露，找到負面事件的正向意義 

Esterling、L’Abate、Murray與Pennebaker（1999）指出自我揭露是

幫助人找到意義的良方，因此研究者透過先自我揭露，說出負面事件對

自己的啟發與成長。

我讀小學三、四年級時非常害羞，從不敢上台說話，期中考試結

束，安排的早自習活動便是由班長點名同學上台講故事。班長每次

都點到我，我只好被罰站，因為我不敢上台說故事，也一直為此事

深深苦惱。

直到五年級，我開始力圖振作、克服困難，從毛遂自薦的參加說故

事比賽開始，第一次比賽經驗，面紅耳赤，說不到三句話便下臺。

雖然情況很糟，但是我告訴自己，我終於有勇氣走上講台了。就這

樣，一次又一次的上台經驗，我吸收到別人演說的精華，也不斷自

我勉勵，逐漸有所進步，到現在，說故事是我最喜愛的活動之一。

回顧過去，小學時代的班長彷彿我生命中的黑天使，她激發了我的

潛能；過去上台挫敗的經驗，讓我學到跌倒了沒關係，要有勇氣一

次又一次地爬起來，這才是勇者的表現。（研究者教學日誌0501）

學生的分享很踴躍，也從中發現一個人將失敗或錯誤當作學習與

成長經驗，將提升挫折復原力（Brooks  & Golds te in著，洪慧芳譯，

2004）。

1. 從與家人或朋友的爭執中，學到溝通的重要性

幾位學生提到與家人或朋友因故產生摩擦，漸行漸遠之際，了解到

家人是愛自己的，更了解溝通的技巧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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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晚一點回家，爸爸就會一直問我跑去哪裡了，以前覺得不耐煩

就頂嘴，現在知道爸爸也是為我好，就會好好回應，跟他說：「對

不起，讓你擔心了！」（小思的反思日誌0501）

2. 從家人生病過程中，學習同理及陪伴的重要性

幾位學生提到家人罹癌或得憂鬱症，曾經絕望痛苦，卻也從中學習

透過同理、包容和陪伴，引領她們走過生命的幽谷。

先生做生意失敗，就罹患憂鬱症，好多年都想自殺，隨時交代遺

言，讓我和孩子絕望痛苦，還好我們沒有放棄，帶著他看醫生、做

心理輔導，在我們的關心和陪伴下，他慢慢恢復正常了。（小夢的

上台報告0501）

3. 從學業成績的挫敗中，學到多看自己的長處與優點

幾位學生提到自己在學業成績方面的挫敗，傷心難過之餘，也透過

師長或自己的領悟，看到自己的長處和優點，開發自己的潛能。

國中時進入升學班，考試成績時常墊底，沒有自信心，於是經常翹

課，後來被導師找到，告訴我：「其實你的成績不是樣樣都差，像

你的數學就很不錯，不要放棄自己！」

經由老師的激勵，我開始振作自己，不再自暴自棄。（小紅的上台

報告0501）

藉由分組報告，可以引發學生感恩知足的正向情緒，研究者再經由

同儕互評選出最佳報告者上台發表，並頒發自製獎狀，鼓勵學生，讓學

生從中得到成就感，更樂於表達。

我覺得自己自信心不足，沒有勇氣而不善表達，藉由老師分組報告

的活動，讓我增進自我表露的勇氣，從中得到成就感。（小樂的反

思日誌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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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同理心的教學及學生反應

（一）以自我揭露方式，引導學生了解同理心

研究者以最近自己遇到的問題，說明同理心的重要性，研究者教導

親職教育課程約十年，課程中引導學生回顧自己原生家庭，找出父母教

養的優點、問題，探討自己的感恩與成長，並提出自己未來育兒的理念

與方向。最近遇到一位學生交作業時不留情面的回應，文中寫到「你

以為你是誰？憑什麼叫我把原生家庭的事告訴你，而且還要寫四頁，

那不就我家發生的大小事都要跟你報告，我很討厭你的作業，越想越生

氣！」看到學生的批評，心裡很難過，但是再想一想，學生會如此排斥

此一作業，必然是回顧原生家庭帶給她很大的痛苦，於是研究者私下找

學生談話。

研究者：寫這份作業帶給妳很大壓力，回顧原生家庭，是不是帶給

妳很多不愉快的回憶？

學生（點點頭）：我很討厭上你的課，妳總是說要懂得感恩，要向

父母表達愛，我就是做不到。（研究者的反思日誌0508）

聽了學生的感言，與她分享一段自己媽媽成長的故事，也讓她了解

每個人的際遇和成長歷程不同，要能表達感恩需要時間、生活經驗的輔

助和醞釀，是無法勉強的，學生終於破涕為笑。

從這個舉例，同理心讓研究者面對負面事件時，藉由同理對方的想

法，減少內心的痛苦和焦慮，更能透過對話，化解彼此之間的摩擦，由

於研究者帶領的這一班學生，大多是幼兒園老師或是保母，面對學生、

家長時，期許她們能反應對方的情緒，用同理心的方式回應。

（二）透過短片，引導學生溝通的重要性

短片中的女主角因為對方出言不遜而離婚，彼此分開多年，男方想

重修於好，卻因女主角發生911空難事件而天人永隔。透過短片，進一步

讓學生覺察溝通和表達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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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的作業中，發現學生能舉一反三，廣泛的應用並表達同理

心，而且範圍廣泛，除了日常生活與家人溝通之外，也應用在職場與同

事相處，甚至和幼兒的互動上。

1. 家人溝通：同理孩子的情緒取代過去的斥責

每天兒子一回家，我會問他學校考試考得怎樣，以往他一說出低

分，我馬上就生氣地回應：「你到底有沒有認真讀書！」然後兒子

就賭氣不跟我說話。今天，孩子跟我說數學考75分，我想一想，
跟他說：「你今天考不好，心裡一定很難過，我們一起來看看錯在

哪裡？媽媽來教你。」看到孩子微笑的點點頭，我覺得我做對了。

（小琪的反思日誌0515）

2. 同事相處：同事的經驗不足，以同理取代抱怨。

同事做事情時常馬虎，很多事情需要我去收拾，剛開始我很生氣，

然後我想一想，她才剛畢業，很多事情不懂，就別生氣了。（小愛

的反思日誌0515）

3. 幼兒互動：同理幼兒的想法，並與幼兒溝通。

我現在和幼兒相處，會去猜想他的感覺和想法，我發現我懂他的時

候，他就會願意聽我的話。像是小如在洗手台玩水後，被另一位老

師帶到旁邊休息，五分鐘後又踢了旁邊的小朋友，還不願意道歉，

我跟她說：「你不是故意的，是因為坐很久很無聊，才會踢小朋

友，想跟她玩是不是？」不說話的小如點點頭，馬上態度軟化，願

意和我溝通。（小紫的反思日誌0515）

（三）表達「我的訊息」，具體反映出同理心

一般人若是只說出結果，像是「妳很專制」，很容易引發彼此的誤

會與爭吵，此時若能再加上自己的「感覺」和「具體事件」，提供「我

的訊息」，像是「上次開會時，我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這讓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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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自己不被尊重」，對方較能同理自己的心情。

研究者鼓勵學生透過寫信表達自己的感覺，除了善用「我的訊

息」，也要表達出欣賞、愛和感激，更能讓對方心悅誠服。小天提到

自己當主管以後，看到下屬疏忽或犯錯，她會用「我的訊息」寫信給下

屬，肯定對方，並期許彼此一起想辦法。

我剛開始教書的時候，也遇到很多挫折，這種滋味很不好受，我也

有這樣的經歷，妳的教學技巧很好，聲音宏亮又有朝氣，和小朋友

互動方面再多留意細節就會更好，讓我們一起想辦法！（小天的反

思日誌0522）

小立也提到自己面對叛逆期的兒子，半夜才回家時，採用「我的訊

息」的方式互動，兒子很快就道歉。

兒子去聽演唱會，半夜才回家，我本來想要生氣地質問他，後來想

到應該先用「我的訊息」表達，讓孩子知道我的擔心，於是我跟孩

子說：「今天晚上，媽媽一直坐在這裡等你回家，很擔心你路上出

事，你怎麼那麼晚回家呢？」兒子聽了，立刻回應說：「對不起，

聽完演唱會，同學說要唱歌聚一聚，沒有拒絕，所以回家太晚，讓

你擔心了！」（小立的反思日誌0522）

（四）透過「欣賞他人，肯定自己」活動，引導學生欣賞別人的長處，

找到自己的優點

研究者請學生分組，先發小卡片，讓學生填寫，透過卡片表達對組

員的欣賞、感謝或歉意，並善用舉例，分組面對面表達。這是一個令人

感動的時刻，學生們時而哄堂大笑，時而淚流滿面，過程中氣氛熱絡。

最後分組選出最佳報告者上台，說出對組員的欣賞、感激或道歉，從中

也發現經過將近一年的相處，大家對彼此的特質理解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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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你，你每次看到我，總是對我說：「吃飽沒？」，讓我感到

非常親切，從小到大，只有媽媽會不斷問我這句話，關心我的生

活。（小菊的上台報告0529）

小芳總是慢條斯理的，講話深思熟慮，有涵養，而我的性子急，行事

匆忙，她的慢活哲學是值得我學習的地方。（小米的上台報告0529）

四、感恩知足的教學及學生反應

（一）從生命勇士李克翰的真人實事，領會知足「不計較失去，懂得珍

惜擁有」的道理

李克翰在大學時期因車禍導致頸椎重傷，全身除了頭部之外都不能

動，剛開始他非常絕望，甚至想要自殺，後來開始正向思考，找到生命

的價值。 

從前的我，把活著視為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所以追求快樂成了首

要目標，很少去體貼別人的感受。受傷之後，活著對我來說，成為

一種奢侈的幸福，如果可以多活一天，我希望自己每一分每一刻都

可以活得更有價值，可以為別人多做些什麼。這是我目前最大的願

望。（李克翰的演講內容1031124）

 

李克翰生病後，努力完成碩士學位，成為專業的心理諮商師，他第

一個幫助的人是一位因墜樓而腰椎受傷的女孩，女孩覺得自己活得不快

樂，坐輪椅後更不快樂，一直有輕生念頭，然而，李克翰的一句話「我

好羨慕你！」讓女孩非常驚訝，她覺得自己半身不遂，還有何值得羨

慕？李克翰告訴她：「你還有手啊！手可以做好多事情！」女孩開始領

悟到「一個人不要只看自己所失去的，應該把握自己擁有的」，於是她

從自暴自棄的想法中走出來，迎接美好的未來。

李克翰的故事讓學生格外感動，從學生的回應中，看到她們更懂得

珍惜擁有，覺得健康就是最大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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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說要珍惜當下，以前總是聽聽而已，這個故事給我最大的啟

發是讓我覺得健康就是幸福。（小郁的上台發表0605）

（二）從真人實事影片了解「身處逆境，仍不忘感謝」及「活在當下，

愛要及時」

影片描述主角千惠小姐罹患乳癌前後的心路歷程，千惠因母親罹癌

早逝，所幸父親及男友一路相伴，男友甚至在千惠死前一個月，在教堂

舉辦盛大的婚禮，完成千惠的夢想。而後千惠病情迅速惡化，握住父親

的手，嚥下最後一口氣。二十四歲罹患不治之症，千惠沒有怨天尤人，

反而心存感恩，只是吃冰淇淋、能用梳子、穿上高跟鞋等，她都能感受

到幸福的滋味，讓健康的學生獲得更多反思。

跟千惠比起來，我其實擁有很多，可是我卻將這些小確幸視為是稀

鬆平常的事，不懂得珍惜現在的幸福，是自己該反省的地方。（小

琪的反思日誌0612）

看到千惠堅強勇敢的面對癌症，仍心存感恩，學生感到自己卻時常為

小事感到絕望和抱怨，應該學習千惠「身處逆境，仍不忘感謝」的精神。

我常常為小事抱怨，一遇到困難就感到絕望，我跟千惠比起來，其

實幸福很多，我要向她學習！（小雨的反思日誌0612）

千惠的父親提到他握住千惠的手那一剎那，千惠嚥下最後一口氣，

她彷彿一直在等待著父親那一雙手，學生看到這裡，很多人開始落淚，

感受到要活在當下，愛要及時。

和爸爸的關係沒有很好，爸爸生病以後，我開始突破自己，會找爸

爸聊天，我覺得不要讓彼此日後心中留下遺憾，所以我們的關係變

好，這也是千惠給我最大的啟示       愛要及時表達。（小天的反思
日誌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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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研究者親身示範，引導學生用實際行動完成「感恩任務」

研究者以自己實際的經驗，說明「感恩任務」的重要性：母親是多

年的糖尿病患者，如今因病導致視網膜病變，左眼視力僅有0.1，因此研

究者藉著一次全校導師會議中優良導師的上台分享，請媽媽幫忙錄音為

理由，帶著母親一起與會，在簡報的最後五分鐘，說出一段時常激勵學

生的生命故事，當面送花感恩母親的栽培，最後相擁而泣。

研究者讀高二時成績不好，父親與母親商量，希望研究者轉夜間部

就讀，白天工作，幫忙家計。然而母親的期許甚高，相信研究者能考上

理想大學，於是兩人爭執不休，父親最後非常生氣，表明母親若不順

從，將離家而去。沒想到隔日早晨，母親已幫父親收好行李，並表示自

己即使做牛做馬，都要栽培孩子讀書向上。這段往事改變研究者的一

生，也因母親的深切期許，開始奮發圖強，終能不負所望。

藉由這次會議，研究者面對面向母親說出自己內心的感恩，讓與會

的老師作為見證，希望拋磚引玉，讓學生也能藉由感恩任務，說出自己

內心的感謝！

學生的感恩任務主要以家人、朋友及師長為對象，學生以卡片、禮

物、紅包、做家事等方式表達感恩，其中小志用幫父母洗腳的方式表達

感恩，最有創意。

雖然已年過四十，也是三個孩子的媽，爸媽仍是我最堅實的後盾，

家人對我的好，總以為是理所當然的，透過這個課程讓我省思，我

要為最親近的家人付出，所以我透過感恩任務為他們洗腳，不足以

回報他們對我的千分之一，希望這麼做能讓父母歡喜。（小志的感

恩任務0619）

小青在負面事件正向意義中提到：父親從小到大常常因為她的功課

不好而指責、甚至不准她吃飯，然而在感恩任務中，她卻感恩父親，並

對父親說我愛你，了解父親過去所做的一切其實是為她好，只是表達的

方式不好！



26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

感恩爸爸對我的照顧，雖然小時候功課不好，常常被爸爸罵，可是

我知道爸爸是愛我的，只是教導的方式不好，最近爸爸得了漸凍人

的病，我心裡非常難過，爸爸在我心裡是個大巨人，近年已經不能

言語不能行走，長期躺在床上，我只能流淚不停地對爸爸說：「爸

爸！我愛你！辛苦了！」（小青的感恩任務0619）

小夢在負面事件正向意義中提到丈夫做生意失敗後罹患憂鬱症多

年，時常有輕生念頭，在感恩任務中，卻能感恩先生讓她在婚姻中獲得

學習和成長：「我要謝謝我先生，讓我在婚姻中遇到各種困境，讓我在

婚姻中成長很多。」

學生透過感恩的練習，讓感恩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透過感恩的學習，我在生活上時常應用，像是以前不會主動跟媽媽

說謝謝，現在可以自然而然地說出來。（小夢的感恩任務0619） 

從學生面對負面事件，能找到正向意義（Moskowitz, 2001）進而感

恩逆境，呼應Fredrickson（2001）提出「擴展建構論」（broaden-and-

build），認為正向情緒可以擴大認知，有益個人資源的建立，可以引發

更多正向情緒（Fredrickson, Cohn, Coffey, Pek, & Finkel, 2008）。

五、服務學習的歷程

學生透過討論選擇服務學習地點，服務地點不宜離學校太遠，因此

選擇鄰近長庚兒童醫院，並主動與社工單位聯繫，撰寫企劃書，獲得醫

院的同意，開始服務學習的歷程。

（一）學生自由選擇服務類型

學生討論出的服務學習類型共分為「四格畫作」、「手工小物」、

「戲劇表演」、「幼兒律動」、「手工黏土」、「樂器亂打秀」等六種

類型，他們選擇服務類型的考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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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服務對象的需求：學生會根據評估與判斷，根據服務對象的

需求，分組選擇服務類型。

兒童醫院的孩童，身體有病痛，一定會影響心情，我們演出有趣的

兒童戲劇「無毛雞」，分享歡樂給身體有病痛的孩子，讓她們暫時

忘記痛苦，展現愉快的心情！ （小樹的反思日誌0313）

2. 根據服務對象的興趣：學生依照服務對象的性別不同，根據她們

的喜好來選擇服務的方向。 

小女生都喜歡髮夾或手鍊，小男生一定很愛玩玩具，所以我們這組

根據小朋友的喜愛製作小物，懷抱著愛心，希望小朋友拿到時充滿

笑容。（小芬的反思日誌0313）

（二）進行分組

學生確定服務型態後，開始舉辦籌備會，分組並選出組長，以「手

工黏土」為例，分為攝影組、海報設計組、活動邀請組及捏塑指導組，

學生選擇組別的考量如下：

1. 根據自己的專長選組

我在表演方面很有經驗，過去參加全國說故事比賽也得到第二名，

所以我自願演出兒童戲劇中的主角。（小班的反思日誌0320）

2. 根據自己的興趣選組

我很喜歡美勞，我可以透過製作溫馨的小熊黏土，搭起和醫院病童

互動的橋樑，帶給她們美好回憶。（小班的反思日誌0320）

3. 勇於嘗試，接受自我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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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樂器亂打秀，其實我很害羞，最不會樂器，但是我希望能突

破自己，接受挑戰。（小伊的反思日誌0320）

六、進行服務學習後的反思

本次服務內容分為動態和靜態兩方面，動態部分，演出兒童戲劇

「無毛雞」，由十位學生自製道具，自編劇本，本劇榮獲全國幼保技藝

競賽佳作，劇情詼諧有趣，具有教育意義，培養孩子自信心，從戲劇

中了解自己是獨一無二的，更能發揮自己的潛能，找到自己的優點。

「幼兒律動」由學生帶領小朋友跟隨音樂共同律動，選擇的樂曲適合小

朋友，大學生先跳完一次後，再邀請小朋友共同律動。「樂器亂打秀」

由學生利用環保器材，像是鈴鐺、保特瓶等，配合音樂設計不同音效展

演。

靜態方面，三位學生展示四格畫作於海報板上，帶領小朋友欣賞並

解說，其中兩位學生製作的「四格畫作」，獲得全國教保技藝競賽佳

作。「手工小物」有學生自製兒童髮夾及玩具，分送6樓病房的小朋友。

「手工黏土」主要是小熊造型黏土，上面有磁鐵可以吸附在冰箱上，分

送6樓病房的小朋友。

經由學生實際進行服務學習的過程中，反映出正向心理學課程中所

引導的信念和想法。

正向心理學的理念，讓我在服務學習過程中能調整心態，用更正向

的態度進行服務。（小晴的反思日誌0619）

（一）樂觀信念方面

面對問題時，學生能以問題是暫時的，努力解決問題。辦理音樂亂

打秀的學生們，由於大家白天要工作，假日要上課，一起討論很多次，

還覺得時間不夠，最後組長突破困境，主動錄製錄影帶，讓大家可以線

上點閱，提供修正意見，順利完成彼此間的演練，克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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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大家時間喬不攏，很傷腦筋！還好組長想到一個妙點子，自

己當主角，提供錄影帶讓大家給意見，修正好以後回去練習，效果

很好，我們很快能順利演出。（小湯的上台報告0619）

（二）正向意義方面

學生覺得從事服務學習活動中，獲得多方面成長與收獲，從中找到

意義與價值。

1. 學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無論是採用哪一種服務學習方式，學生均認為重視團隊精神，彼此

分工合作，是成功的關鍵，與陳倩玉（2005）以及葉祥洵（2006）的研

究結果相似。

服務學習讓我學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我們在幼兒律動練習的過程

中，互相加油打氣，分工合作，讓表演進行得更順利。（小高的反

思日誌0619）

2. 增進班級的團體凝聚力

學生雖加入不同的服務類型，卻能彼此加油打氣，互相幫忙，進而

增進班級的團體凝聚力，與劉若蘭（2009）的研究結果相似。

我加入兒童戲劇的演出，除了我們這組成員很努力，也感謝班上

同學給予幫忙，像是有別組同學幫我們製作佈景，甚至主動提供

道具，透過這個活動，發現班級充滿凝聚力。（小晴的反思日誌

0619）

3. 增進自信心

小由第一次做黏土，心中忐忑不安，原本擔心無法勝任，經由同儕

的引導和鼓勵，提升自信心，與許惠玲（2011）提及服務學習可增進自

信心的理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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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玩過黏土的我，當然是笨手笨腳的，心想怎麼做得出好作品送給

病童呢？所幸貼心的組長和組員們一直鼓勵我，給我自信心，讓我

信心大增，不斷進步！（小由的反思日誌0619）

 

4. 開發潛能

小光年過半百，因為年紀較大，擔心自己在各方面跟不上年輕的同

學，對自己沒有信心，藉由服務學習機會，她發現自己在戲劇方面具有

潛能。

從戲劇表演中，我克服了上台的恐懼，找到自己的潛能，才知道原

來我也可以這麼棒，在戲劇方面是很有天分的。（小光的反思日誌

0619）

5. 增進勇氣

小青表演律動，原本內向文靜的她，透過這個活動，更樂意接觸人

群，進而提升勇氣。

經由這個活動，我有了自信，做任何事都不怕，我得到最好的禮

物，就是「勇氣」。（小青的反思日誌0619）

（三）同理心方面

學生透過服務學習不僅能認知同理心，並能進而站在對方的角度感

受同理心。

我參與音樂亂打秀的活動，我們開會討論好幾次，大家意見都不一

樣，有時會有不好的口氣，過去開會的時候，我只會想著要如何表

達自己的想法，現在我會站在同學的角度思考，聆聽別人的想法，

尊重別人的看法。（小丁的反思日誌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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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感恩知足方面

學生懷著祝福的心從事服務學習，看到小朋友興奮的表情，從中獲

得無限的成就感，也了解不是只有金錢可以助人，付出心力去服務也是

助人的方式，感受到「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真諦。

我和小朋友一起律動，帶給小朋友歡樂，我自己也可以感受到快

樂，看到小朋友的笑容，我覺得很開心！（小安的上台報告0619）

學生除了感受到成就感，也感謝同學的協助、老師的引導以及長庚

兒童醫院給予機會從事服務，從中收穫很多。

謝謝同學們在服務學習過程中的互助合作，謝謝老師的引導和鼓

勵，也謝謝長庚醫院和小朋友，給我們有這個機會去做服務，我學

到很多。（小美的反思日誌0619）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樂觀解釋型態的教學，引導學生視問題是暫時的，勇於解決問

題，並掌握成功經驗，了解問題是特定的，不讓負面情緒擴大，

最後教導學生不過度自責。

（二）正向意義的教學，從活動和師生自我揭露中，幫助學生找到生活

事件的正向意義及負面事件的正向意義 。

（三） 同理心的教學，透過故事引導學生表達「我的訊息」，具體說出

自己的感覺，體驗同理心，並引發高層次的同理心。

（四） 感恩知足的教學幫助學生領會「不計較失去，懂得珍惜擁有」的

道理，並從影片了解感恩知足的真諦，再透過簡報，引導學生要

感恩惜福，並以實際行動完成「感恩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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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根據服務對象的需求、興趣、節慶特色，學生將服務學習類型共

分為「兒童戲劇」、「幼兒律動」、「樂器亂打秀」、「四格畫

作」、「手工小物」、「手工黏土」六種類型。經由學生實際進

行服務學習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學生的省思能反映出正向心理

學課程中所引導的信念和想法。

（六） 透過服務學習，在樂觀方面，幫助學生面對問題時視困難是暫時

的，努力解決問題；在正向意義方面，學生覺得從事服務學習活

動中，學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能增進班級的團體凝聚力及自信

心，進而開發潛能、增進勇氣；在同理心方面，學生透過服務學

習不僅能認知同理心，並能進而站在對方的角度感受同理心；在

感恩知足方面，學生了解不是只有金錢可以助人，付出心力去服

務也是助人的方式，感受到「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真諦。

二、建議

（一）給教師的建議

1. 教師的身教與引導，有助學生正向價值觀的內化

透過教師的領悟及生命故事的傳承，分享生命經驗，不僅能感動學

生，更能讓學生領悟，身教是一種無形的示範，讓學生更敏於吸收，更

勇於實踐。

2. 透過正向心理學的教學，幫助同學上台分享及反思，增進班級凝

聚力

研究者透過正向心理學教學，引導學生進行實踐和反思，從學生的

反思日誌，看到學生能將理念落實於生活中，再經由分組討論活動，成

員彼此激勵，獲得良好的成效。學生們認為透過這些討論和分享，感受

到同儕的堅韌及正向思考，鼓舞自己更加努力，甚至與家人相處，甚至

工作、婚姻、教學或交友都有正面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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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家長的建議

1. 家庭教育應重視樂觀信念的引導

研究過程中發現許多學生的自責型態和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有關，

過度批評、重男輕女或完全以課業為主，不重視孩子的長處，這樣的教

養方式，容易使孩子產生自責的心態，家庭應重視樂觀信念的引導，才

能減少孩子的悲觀解釋型態。

2. 家庭教育應強化多元智能的觀點

從學生的省思日誌中，發現學生因課業壓力而受到父母指責，自信

心低落的比例很高。父母親不僅朝課業方面思考，也應從多元智能的觀

點思考，發現孩子的獨特性與天賦，肯定孩子的潛能，將進一步幫助孩

子建立樂觀信念。

（三）對課程設計的建議

1. 課程的進行，應根據學生的需求加以調整

研究者原先的課程規劃是希望同理心教學最後延伸至寬恕的正向情

緒，幫助學生寬恕別人，並寬恕自己，然而從負面事件的正向意義教學

到同理心教學後，在反思日誌或上台報告中，有很多學生提到從小課業

不佳受到嘲笑或責罵，深覺學生需要提高自信心，因此調整課程設計，

加入「欣賞他人，肯定自己」活動，引導學生欣賞別人的長處，找到自

己的優點，從中得到極大迴響。

2. 分組活動的進行，宜採用不固定成員同組方式

自由分組容易讓學生成員固定，採按順序報數，同數字者同組的方

式，可以讓每次學生分組成員皆不同，一方面增進同學間的熟悉度，另

一方面，也可以激發更多元的思考和創意。

3. 依據授課內涵解讀學生反映內容，避免學生產生概念重疊之混淆

Fredr ickson提出擴展建構理論，認為正向情緒可以擴大思考和行

動，找到正向意義，幫助人們建立心理、認知及社會資源，對事物能正

向解讀，進而與其他正向情緒相輔相成，引發更多正向情緒。基於此一

論述，許多正向情緒相輔相成，可以互為解讀，研究者上每一單元課程

時，僅根據當時授課之正向心理學內涵加以解讀，以免太多心理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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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讓學生產生混淆。

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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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Learning Curriculum Combined with 
Positive Psychology

Ya-Jane Chaung*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1) to design a service-learning curriculum 

that could be combined with positive psychology (four teaching components: 

optimism, positive meaning, gratitude and content, and sympathy), and (2) to use 

the qualitative method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42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oyuan City. They participated in our curriculum 

for one session per week for 13 weeks. The teaching process included four 

components of character education and service-learning activities (12 hour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In “optimism,” students treated difficulties as temporary 

and attempted to solve the problem. In “positive meaning,” students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teamwork, and enhanced class cohesion and self-confidence. In 

“sympathy,” students gradually realized the meaning of sympathy and attempted 

to consider situations from their peers’ perspectives. In “gratitude and content,” 

students gradually realized not only that money can help people but also that 

expending effort to help others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In other words, they 

realized that “helping others is the foundation of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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