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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賽會如果沒有賽會志工的付出，是無法負荷舉辦大型運動賽會之龐大的工作量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12) 。本文為個案研究，旨在探討奧運志工從參與志

願服務之動機，以及呈現奧運志工服務經驗歷程，到經驗收獲和代表之意義。研究參與

者有包括服務雅典奧運、北京奧運與倫敦奧運共七名志工。資料蒐集方式以半結構式訪

談，輔以文件資料、照片引導事件訪談法、研究者日誌等作為資料多元檢核，以建立研

究信實度。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也同時進行主題式分析，研究歸納出奧運志工服務經驗四

個主題：不做不會怎麼樣，做了會很不一樣；準備決定表現，表現來自支持；用心，就

會有用力的地方；回到生活原點，延續我的熱情。根據上述結果，研究結論如下：1.奧

運志工參與服務動機包括賽會形象、社會支持、身份認同、榮耀感 2.資訊管道不透明和

賽前沒有充足模擬訓練會導致志工工作不投入，但管理者建立志工心理資本，可提高志

工工作投入 3.滿足志工基本生理需求與尊重需求、打造奧運氣氛以及建立附加價值，會

使奧運志工持續性服務 4 .奧運經驗對志工的意義包括帶來後續效益、對奧運的認同以

及奧運已成習慣。最後，提出未來研究建議與實務上建議，以提供賽會管理者與研究者

之參考。 

關鍵字：奧運志工、人力資源管理、服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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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all Gear Turn the Mega-Event to Success:  

A Case Study on Olympic Volunteer's Service Experience 

June, 2014 

Author: Cheng, Shih-Ying 

Advisor: Chen, Mei-Yen 

Abstract 

Volunteers have been integral to the success of the Olympic Games since they were first 

used during the 1948 Games in London and, as the British capital prepares to host the Games 

once again, the role of Olympic volunteers ha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This case study 

explored from the meaning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Olympic, volunteers motivation to 

Olympic volunteer experience in process of presenting. There were 7 research participants 

have serviced in Athens Olympic Games,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the London Olympics 

Game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ing, document collecting, and photo elicitation, the 

researcher built up research data. After collecting data, thematic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earch summarized Olympic volunteer experience of four themes: Something 

undone causes no change, but makes a vital difference once done; Preparation decide to 

performance, performance from support ; Intentions, they will be hard work ; Back to the 

origin of life, continuing my passion.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1) 

Olympice volunteer’s motivation inclunded the Olympic image, social support, identity, 

honor (2) Information is not transparent and without adequate simulation training before led 

to volunteer work is not put into .However managers establish volunteer mental capital 

investment to improve volunteer work (3) Satisfy volunteers basic physiological needs and 

respect needs, building the Olympic atmosphere and create additional value, will lead to the 

Olympic volunteers continuting service (4) Olympic experience significance for volunteers 

including bring benefits, follow-up of the Olympic Games and the Olympic identity has 

become a habit. Finally, the proposal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provide a sport events managers and researchers. 

Key words: Olympic volunteer, human resoursce management, servic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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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口試當天，輪到指導教授美燕老師講評：「詩縈的表現超乎我所預期」。沒錯！有這

樣的成果，也超乎我自己所預期的，這個研究真的完成了！我想這條研究之路，絕對是

要歸功一路上許多幫助我走來的貴人們。 

首先是我的家人，鄭氏家規第一條提到：「出門在外，不管有多麼忙碌，都要一通

電話，告訴家人自己平安」。我想寫論文的這段期間，我違反了許多次家規，每一次的

熬夜趕工都忘了打電話回家，但是老媽總會在隔天早上傳簡訊給我加油打氣，因為有您

們的支持，每一次熬夜後的清晨都精神百倍應付接下來的挑戰。而我這個不孝女終於要

畢業了，請讓我好好孝順您們，您只要專心練習太極拳，以後成為一代宗師。 

謝謝我的指導教授美燕老師，兩年來跟隨老師吃香喝辣？不是啦！是跟隨老師在旁

學習，謝謝老師不吝嗇的提供我們許多機會，不管是重要會議、球賽的訪視，或是實習

工作的機會。在研究之路上，多次指引迷路的我，謝謝老師細心的栽培與關心。我想美

燕老師身上最讓我感到佩服的就是，面對許多同時進行的行程、會議，都可以從容不迫

冷靜的判斷，那在背後需要多少的努力與準備呀！也因為這樣老師總是不辭辛勞提點我

們及早準備的道理，讓我們在關鍵時刻時，也能夠游刃有餘的準備每一場硬仗。其實剛

進入貴人美家族，自己非常擔心木訥的個性會跟不上老師的腳步，好在有同門夥伴叮噹、

凱雯、北極的陪伴，雖然我們一路上吵吵鬧鬧，但總是在關鍵時刻給予神來一筆的助攻，

化解一次又一次的危機。貴人美家族是一種傳承，謝謝大狗學長在百忙之中，還要抽空

與我討論主題命名的問題，您字字句句的鼓勵與建議不只受用於研究之上，也給我許多

未來的建議與方向；也謝謝萇萱、Nixon、張皓與振淘每次讀書會以及口試當天的協助，

加油！記得先蹲低，然後你們會跳得比我們還要高喔！ 

謝謝高麗娟老師在質性研究方法學上大力的協助與指導，與老師的相遇真的是相見

恨晚呀！每一次論文遇到瓶頸寫不出來，只要往返中山南北路(因為要前往臺北市立大

學天母校區上課)，都會豁然開朗，雖然每次下課後都已經是九點半快十點，而詩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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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拿問題麻煩高老師，老師都還會很親切地，拉我一同坐在只有微弱燈光的走廊邊，幫

我解惑，差點都要鑿壁取光了呢！(笑 XD)。也謝謝柯伶玫老師遠道來幫詩縈與凱雯進

行口試，其實這真的不符合成本效益的苦勞呀！老師給予的許多建議與指正，詩縈會牢

記在心裡。 

當然還有這篇研究的主角們：Grace、Aladdin、Yuan、Jimmy、Lin、Chen、Kenji，

沒有你們的故事就沒有這篇研究，謝謝你們願意分享那些精彩的故事與經驗，讓一旁聽

的我即使沒有參與過，也如同去過三屆奧運一般，多麼的寫實。希望可以將您們的心聲、

感想、需求，傳達給管理者知道，讓更多人知道志工不再是免錢的勞動者，而是每一個

重要的齒輪，接下來讓我將你們的故事「說」給更多人聽。 

歡笑論文團的戰友(飯友)們絕對少不了你們，育瑄、鳳禎學姊、淡定學長，讓我吃

飯也不會寂寞(誤)，當然寫論文也是，謝謝你們給的正面能量。還有，陪我一起遠征教

育所質性研究的佳圻、廷安、芝攸，終於我們在最後一堂課讓授課老師留下良好的印象。 

最後，寫給現在的我「我相信有種內在力量會決定我們成為贏家或輸家，而贏家是

那些真正聆聽內心聲音的人」─席維斯‧史特龍。或許我該學習聽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給自己多一點的勇氣，別把眼前的浪視為最高的，要將它看成是可以跨越的。  

 

 詩縈 謹致 

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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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夜空中賽會主場館被煙火的閃亮晃晃地包圍，開幕式聚集上百萬雙眼睛的關注，觀

眾為自己國家的選手掌聲歡呼，但是 2009 年的高雄世運會在地主隊繞場完之後，後面

還緊接著一群數百人的隊伍，原來他們都是這次世運會的志工。他們甚至比選手笑容還

燦爛，因為自己能夠參與這場賽會而感到自豪。志工的服務對運動賽會的順利進行有非

常強大的助力，所以我們常在賽會的閉幕典禮上看到有個儀式，是由奧委會委員特地向

志願者代表獻花，以感謝他們對整個賽事進行期間的奉獻。 

賽會宛如一臺大機器，而且會依照賽會的大小、賽制的不同，所需要的零件也不盡

相同，要使這臺機器運轉所需的財力、物力與人力資源也非常的龐大，但如果賽會全部

雇用全職人員，那龐大的開銷將是賽會難以承受的。由此看來志工資源就顯得重要。 

這些志工可能要為了這次的服務而暫停自己的工作，他們不支薪，甚至也不一定會

補助費用，僅僅只有餐盒或者志工制服，所以研究者將這群無名英雄比擬成－齒輪。「這

個世界上沒有無用的齒輪」。因此，唯有每個齒輪都在自己的位置貢獻自己小小的力量，

轉動著，這個賽會才能持續轉動。賽會如有許多部門、許多零件，而其中上萬名志工就

是齒輪，齒輪與齒輪如果不咬和，這機器就不會運轉，為了要讓機器轉動的順暢，就需

要將齒輪上油，適切的人力資源管理可讓志工可以在服務前瞭解自己的能力或是必須具

備的技能，才可以增加自己的服務品質。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呈現奧運志工服務經驗。探討人力資源管理對志工之影響，將其

經驗整理成運動賽會之人力資本，以提供相關組織作為管理志工時之參考依據。本章內

容共包含以下六節，分別為：第一節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第二節揭示研究目的；第三

節整列研究問題；第四節名詞釋義；第五節研究重要性；第六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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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對大型運動賽會來說志工是重要的資產，他們必須完成行銷、票券販售、群眾管理、

募集資金與準備食物等許多任務 (Giannoulakis , Wang & Gray, 2008; London 2012 Game 

Makers Volunteering, 2012) 。基本上許多賽會如果沒有賽會志工的付出，是無法負荷舉

辦大型運動賽會之龐大的工作量，例如：2012 年的倫敦奧運需要動員七萬多名的人力 

(London 2012 Game Makers Volunteering, 2012) 。賽會的成功與否，其中專業之人力資

源更是辦理賽會的靈魂，包括規劃、調查、設計、接待、行銷等。各項環節均需整合與

培訓，並透過適當的人力資源，適才適所之人力配置，人力資源管理得當才能使賽會事

務成功的推展與執行 (高俊雄，2004；程紹同，2002；彭小惠，2005；鄭勵君，2001) 。

毫無疑問的，大型運動賽會需要這些數千名的志工奉獻自己的技能、時間與組織承諾，

志工已成為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 (Kodama, Doherty, & Popovic, 2013) 。 

不管是地區性賽會甚至到奧運會，大多數的運動賽會都必須依賴志工的付出

(Dickson, Benson, Blackman, & Terwiel, 2013)，尤其是大型運動賽會。前奧會羅格主席 

(2001) 提到如果沒有這些志工的貢獻，奧運會將難以運行，因為他們大大降低營運上的

成本。申辦賽會需要許多的時間與金錢投資 (Andranovich, Burbank, & Heying, 2001; 

Burbank, Andranovich, & Heying, 2002; Gold & Gold, 2008)，但這些賽會將會為主辦城市

帶來經濟上的發展、基礎建設的開發、旅遊業的興起，且這些訓練有素的志工也將成為

最重要的賽會遺產，因為他們在賽會結束後繼續為地方社區活動繼續服務 (Associated 

Press, 2005;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2008) 。2010 年溫哥華冬運會與冬季

殘奧認為招募志工除了貢獻自己過去特殊的經驗，可以加強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以及加拿

大的人才庫，亦可提高全國人民對志願服務的認識與好處  (Vancouver Organizing 

Committee, 2007) 。同樣的 Volunteering England (2011) 相信 2012 年倫敦奧運的經驗可

以改造未來英國志工之發展；而 2014 年索契冬奧的執行長 Dmitry Chernyshenko 表示：

未來他們將無償的貢獻索契最偉大的遺產—志工文化的經驗，給未來冬奧的主辦城市一

個借鏡 (Sochi 2014,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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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研究上述所提及的，志工對運動賽會來說提供莫大的助益，而賽會組織則認

為必須透過策略性規劃從招募、人員配置到培訓的過程，才可以將志工轉化成有用的賽

後遺產。 

教育部體育署為了要應付賽會所需之志工人力，於 101 年 2 月 29 日發佈運動產業

發展條例，臺灣的體育政策正式邁入運動產業的全面思維，同時針對培訓專業人才及招

攬國際人才的面向上，提供了獎勵或輔導的法源，面對整體運動產業的蓬勃興起，運動

產業人才與志工培育的需求相形重要。且教育部為了培育更多有高度熱忱的運動志工，

自民國 95 年度起實施學校運動志工計畫，在 50 所校院熱誠教師努力下，六年培訓超過

1.1 萬人，登錄服務人次數與時數各超過 3.2 萬人與 3.7 萬小時 (教育部，2013) 。 

除了上述政府推動新政策外，近年來也積極舉辦運動志工研習，與會人數也不斷增

加。2012 年於馬來西亞舉辦奧林匹克青年運動領袖研討會，課程中提到志工對大型運動

賽會與全民運動的推展均有重要影響。特別指出，志願服務是雙向關係，志工與組織達

到雙贏局面，從事志願服務時，組織要提升志工之相關能力與經驗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2012) 。 

因此可知，未來舉辦運動賽會對於志工資源需求與日俱增 (Kim, Chelladurai & Trail, 

2007) 。「志工」顧名思義服務者可以依照自己自由意願提供時間、技術等服務 (Kemp, 

2002) 。瞭解賽會服務期間志工對於賽會組織的志工管理滿意度，期望於下次舉辦賽會

前對於志工管理計畫提出建議與改進。 

在這些背景之下賽會志工管理相關題目的研究日漸受到重視 (Cuskelly, Hoye, & 

Auld, 2006) 。目前針對志工管理的研究大多往兩個方向進行：第一為採人力資源管理

的角度探討志工部門，志工在運動賽會中需要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但是志工是未

支薪且自由選擇服務意願的角色，人力資源管理是較為硬性的管理方式。Cuskelly, Taylor, 

Hoye, 與 Darcy (2006) 認為應該從單方面以管理者角度制定最佳管理模式，轉變成建

立志工合作的關係；第二為以休閒理論探討志願服務 (Stebbins & Graham, 2004；王寶

慧，2013；羅郁平、許政斌、黃義翔，2013) 。李昭瑩 (2009) 發現認真休閒與運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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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之間存在關連性，因為運動志工的特殊性使他們比隨性休閒者更願意付出時間在賽事

當中，也比隨性休閒者多了熱誠，進而主動加強自己的專業知識以及實際經驗。針對上

述，可瞭解運動志工願意投入自己的熱情，故管理者可加強了解認真性休閒的內涵，並

嘉其概念結合招募志工之策略。 

在運動賽會管理的相關文獻中，多為透過量化研究探討志工的組織承諾、培訓滿意

度、參與動機等，這些研究可以提供志工管理者瞭解志工參與服務的各種動機 (Costa, 

Chalip, Green, & Simes, 2006; Fairley, Kellett, & Green, 2007) 。而這些實證性的研究已經

探討出影響個人參與志願服務因素與模式，但個人參與志願服務並非簡單的影響關係，

而還受到個人當下面臨的狀況，例如：時間、個人需求、價值觀、動機與能力等更多層

面複雜的交互影響 (Paolicchi, 1995) ，相較之下探討賽會志工服務經驗之質性文獻較為

薄弱。隨著志工這個角色日益重要，因此，要更深入瞭解志工服務經驗，故採質性研究

的方法，重建志工在服務時的經驗文本，以便日後舉辦各項大型運動賽會志工管理者更

能瞭解志工之需求，在志工規劃上能夠節省更多資源。以達到互相合作平衡的模式，並

且增加研究與實務領域之厚實度。 

因此，賽會管理者需要了解如何招募以及留住這些志願者。如果研究賽會志工，奧

運會是特殊的個案母體，因為每屆奧運都吸引大量的志工前往服務 (Fairley et al., 2007) 。

過去也很多相關研究都強調志願者在奧運的重要性，並提出建議，這些志願服務者付出

對於奧運有莫大的貢獻。Getz (1991) 認為賽會志工的管理與其他種類的志工管理是相

當不同的，特別是在短期的賽會服務上管理者應該更注意資源的獲取 (招募志工) ，以

及建立社區支持(鼓勵社區從事服務)，因此，志願管理者應該要了解這些人的動機。 

黃煜 (2013) 認為辦理運動賽會工作性質特殊，其包括參與組織多元化，以及賽會

組織與賽會本身之生命週期密切相關。因為多數國際運動賽會需要仰賴許多賽會的協助，

其涵蓋層面包括政府單位、國際及國內運動組織、委外企業、媒體組織及贊助商等，這

些組織成員背景多元化、運作方式亦截然不同，且 McDonald (1991) 提到舉辦奧運最大

的挑戰在於如何管理大型且多面向的組織。此類大型運動賽會的挑戰性在於短時間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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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培訓、社交以及留住員工 (Hanlon & Jago, 2004)，為了使賽會順利進行，來自不同

的組織成員勢必要進行大量的溝通事務。 

另外，舉辦賽會從開始成立籌委會，並隨著愈接近賽會開幕，也會增加組織成員的

人數，到賽會結束後，籌委會也會跟著畫下休止符。因此，組織組成的臨時性如同企業

常提到的「專案管理」。大型運動賽會的工作人員常會覺得自己的能力跟不上組織改變

的速度，因而產生壓力。但是如果組織提供工作環境的相關訊息、提供支持，使他們能

夠適應工作帶來的挑戰，那麼壓力與挫折將會降低 (Xing & Chalip, 2009) 。員工的經驗、

環境因素等已被證明是影響工作績效的關鍵因素 (Tesluk & Jacobs, 1998) 。 

雖然過去有描述高階管理者針對賽會管理之經驗研究 (King, 1991; Romney, 2004; 

Ueberroth, 1985)，但是鮮少從執行任務之工作者的角度出發，經驗研究可以擴大我們對

賽會志工的理解，其重視個人經驗的社會力量，這種強調個人敘說、講故事的方式，可

能會產生與賽會管理者不同的見解與研究問題 (Rinehart, 2005) 。研究者沒辦法直接走

入相同的經歷，只能透過再現、透過講述故事的方式來研究過去的經歷，因此，研究者

以奧運志工當作個案，針對前往服務之志工以訪談、文件與照片蒐集資料，以參與者講

述的方式，再現的經歷將會成為故事所敘述的基本內容，希望將奧運志工之所見所聞做

有效的儲存與分享。 

第二節  研究目的 

英國首相卡麥隆 (David Cameron) 2012 年 7 月 5 日於羅浮堡大學，發表以奧運遺產

為題之演說，其中提到：奧運不只為倫敦留下鋼鐵及混泥土之建築，還有志工服務可以

強化我們社會、提供民眾幫助他人管道的機會 (GOV.UK., 2012) 。由此可知，奧運志工

是未來發展賽會之重要遺產。如果於賽前了解志工之經驗與期望，可以為未來志工管理

做好準備與規劃。因此，本研究之目的以奧運志工個人觀點述說志工服務經驗，從參與

奧運服務前參與動機，志工服務過程中的感受，到奧運服務經驗代表之意義。並呈現未

來奧運志願服務相關研究之見解與方向，提供志工管理單位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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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奧運志工服務經驗，研究問題分為下列： 

一、奧運志工參與動機為何？ 

二、奧林匹克運動會之人力資源管理對於志工的影響為何？ 

三、奧運志工持續性服務之因素？ 

四、奧運服務經驗對志工的意義為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使用之特定名詞，共有「奧運志工」、「服務經驗」以及「志工人力資源管理」，

其名詞釋義分述如下： 

一、 奧運志工 (Olympic Volunteers) 

最早出現奧運志工之名詞是在 1992 年巴賽隆納奧運的官方報告中：「奧運志工是出

自於利他動機，在奧運賽會期間提供運動員、觀眾等服務工作並與保持奧運組織合作關

係。組織分配給志工非金錢相關的任務，志工則是對奧運組織保持正向的組織承諾。」

(Karlis, 2003) 。 

本研究所指之奧運志工為出自於個人自由意願、不以實物報酬為目的，對雅典奧運、

北京奧運與倫敦奧運提供志願服務的人員。 

二、 服務經驗 (Service Experience) 

Dilthey 描述生活經驗是一種自我反思，其本質上是俱有時間性之個人生活意念 

(van Manen ,1997) 。林詠淇 (2010) 指出志工的服務經驗是指志工透過服務過程所觀察、

所體驗後產生出的感受與發現。 

本研究所指服務經驗是指志工參與奧運服務所有體驗，從服務前的準備、培訓、工

作內容等所見所聞。凡在志願服務過程的經驗裡點滴，及服務行為為個人帶來有形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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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改變，均是研究者所關切之重點。 

 

三、 志工人力資源管理 (Volunteer Human Resoursce Management) 

Hanlon 與 Stewart (2006) 歸納學者對於大型運動賽會人力資源管理之相關研究，

認為大型運動賽會的主要步驟應包括建立組織架構與管理團隊、選才、激勵人才及留任

人才。因此，本研究志工人力資源管理是以「選、訓、用、留」的四個方向進行探討。 

第五節  研究重要性 

本研究的目的為以個案研究方法探討奧運志工服務歷程，彌補過去研究多以量化研

究以及管理者的角度切入大型運動賽會之人力資源研究領域，了解志工之動機以及過程

中賽會所提出之人力資源管理對志工的影響，將提升未來賽會制定志工管理方案策略，

透過研究結果呈現更深入了解奧運志工心理感受與意圖後，可以幫助相關單位形成有效

的人力資源與管理策略，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志工遺產，作為日後辦理賽會發掘出更多潛

力。 

第六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奧林匹克運動會從 1896 年開始，至今已舉辦 30 屆，橫跨將近兩百多餘年，研究無

法研究所有奧運史上之運動會的志工經驗，因此，研究雖為探討奧運志工服務經驗，但

實際上的範圍如下： 

(一) 本研究探討的奧運年份包括：2004 年雅典奧運、2008 年北京奧運以及 2012 年

倫敦奧運。 

(二) 本研究僅探討奧運志工服務前的準備、服務中的經驗與想法，以及賽會結束後

志工的感想。 

(三) 因為研究者採滾雪球抽樣法，故在尋找研究參與者時並未限制志工參與的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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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範圍僅探討參與者所屬之組別，其他賽會組別則不列入研究中。 

二、研究限制 

潘慧玲 (2003) 認為個案研究之目的不在將研究結果推論至其它個案之上，只探討

研究者所設定之個案脈絡。據此研究是以以個案研究，訪談奧運志工個人經驗，七位奧

運志工從組織內部參與自己所屬的部門，以主觀看法呈現自身參與經歷。而奧運會是更

為廣泛的母體，不能涵蓋整個奧運志工的服務經驗。並提供賽會志工領域第一線經驗一

個全新的角度，將其相關研究向外延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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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概念式情境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奧運志工服務經驗，從參與奧運服務前參與動機，志工服務過程

中的感受，到奧運服務經驗代表之意義，而研究設計是參考Maxwell互動式取向設計 (高

熏芳、林盈助、王向葵，2001)，本章命名為概念式情境，其內容包含：第一節奧運志

工發展，第二節賽會志工相關研究、第三節志工服務經驗之相關研究，第四節前導研究

知結果，最後為本章總結。 

第一節  奧運志工之發展 

主辦奧運會對地方帶來許多面向之影響，特別是在人力、財力、物力與環境方面。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09) 。當澳洲雪梨確定獲得 2000 年的主辦權之後，

澳洲政府於 1993 年開始實施國家基層政策，甚至提出新的名為下一步 (Next Step) 的志

工計劃，有將近 110 萬名志工在全國 30 萬餘座體育俱樂部服務，其志工貢獻超過 10.7

億澳幣 (Homma & Masumoto, 2012) 。由此可知，奧運志工不僅於賽會期間扮演重要角

色外，在賽前亦需要他們的力量協助奧運賽前置作業。而 Preuss (2004) 甚至還提到，

對主辦城市來說志工的重要性，不僅是其貢獻自己力量，也是在創造主辦城市的形象。

然而，奧運志工發展絕非一蹴而成，本節會先瞭解志願服務的概念，再回朔過去發展，

學習其經驗與教訓。 

奧運志工雖然是在 1992 年巴賽隆納奧運的官方報告中才明確定義，但它實際上可

以追朔至 1986 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從第一屆現代奧運會走到今天，奧運志工已經成

為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而志工的概念非常廣泛，它會根據志工本身的社會或文化而有

所差異 (宗教信仰、政治立場、體育與健康因素等) 。然而還是有一些共同的概念： 

1. 志願服務：個人非義務的承諾 

2. 利他主義：非金錢獎勵、非營利性的動機 

3. 社會貢獻：以某種方式對社會付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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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志工承諾是建立在個人不求回報的付出，而他們的動機來自於團隊與利

他主義。儘管志工的動機是出自於自我決定，但志工的工作往往與組織團隊合作相關聯，

而組織會滿足志工的動機與需求，例如社會參與、強化責任意識、團隊合作等方式，讓

志工更投入至工作內。動機是指員工在組織內，給自己最大的動力去執行被分配之任務

(Pinder, 1998) 。 

奧運志工一詞最早是出現在 1992 年巴賽隆納奧運會的官方報告中：志工是出自於

個人對組織的承諾，且以利他之想法為奧運貢獻自己的力量。且在接收工作任務的同時，

也不會收取金錢上的報酬 (Burn, 2000) 。而奧組委的職責在於分派任務給志工執行，其

角色首次出現在 1980 年莫斯科奧運中，當時首創奧運志工計劃且招募約 6000 名志工。

之後洛杉磯奧運、漢城奧運等幾屆開始將志工編列至奧運組織工作的基礎環節之一。 

一、奧運志工的價值 

從經濟學、社會學、文化等不同面向來看，奧運志工已成為促進社會大眾與奧運之

間的雙向溝通橋樑，而社會大眾參與志願服務也將成為推動奧運支重要力量，其奧運志

工之價值可從三面向呈現 (李學君，2003；宋玉芳，2004；Bontempi, 2002；Kemp, 2002)： 

(一) 經濟價值 

舉辦奧運工作項目的大規模賽事，對人力資源的要求極為靈活，組委會需要在 4 年

內把一個只有幾個工作人員的組織發展壯大到幾萬人，在奧運會結束後一個月內迅即減

至幾百人，一年後這些工作人員全部遣散。志工的工作特點與奧運會對人力資源的特殊

需求高度契合。因此，使用大量志願者逐漸成為籌辦奧運會的一個慣例。 

(二) 社會價值 

奧林匹克運動是一項以追求人類社會的和平、進步與團結為宗旨的公益事業。在當

今的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在奧運會商業化的運作模式中，最能體現公益性的正是不計

報酬、無私奉獻的志工，活躍在奧運賽場內外的志工，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展示奧運會獨

特的精神價值，志願者參與奧運會服務，無私地為完成一個有益於社會的共同的目標而

奮鬥，此眾志成城過程本身會增強參與者的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和民族的認同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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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加強了社會的親合力和凝聚力。 

(三) 文化價值 

奧運志工在為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官員、裁判員、記者、觀眾及遊客提供熱情

周到的服務的同時，展示本國風土人情，是促進世界各民族友好交流、增強相互理解、

增進友誼的文化使者。而且，奧運志工還是奧林匹克精神的象徵者，傳播奧林匹克精神，

有助於保持和提高奧運會的形象，縮短奧運會與大眾的距離，促進國際溝通與相互了解，

對增強民族凝聚力，改善民族素質，樹立社會新風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二、奧運志工之發展 

然而，在達到現今對奧運志工有明確定義之前，過去奧運志工的概念隨著社會志工

與運動的發展日益被重視，運動志工漸漸才被視為不可或缺的角色。目前，志工成為奧

運會是否能成功持續性發展最關鍵的因素。研究者根據 Moragas, Moreno, 與 Kennett 

(2003) 以及宋玉芳 (2004) 揭示之奧運志工演變過程，其研究指出奧運會的演變可以從

內在組織結構與外在社會變化分成四個方向進行分析： 

(一) 1896 年雅典奧運～1936 年柏林奧運 

在此階段的特色是由協會與俱樂部推行志工工作，但是這些志工並不署名。而

奧運會本身主要是社會服務與教育性質的組織。志工主要從童子軍或軍隊招募而來。

奧運會組委會分配給童子軍和軍隊的任務多為繁瑣的體力勞動，他們的基本任務包

括傳遞信息、維護秩序與治安、協助觀眾以及搬運器材等簡單的任務。但是 1936

年柏林奧運會原本主要人力來源從童子軍但卻更換成納粹青年，對政治勢力的依附，

為了維護所支持的政權，而不是為了推廣奧運精神而自由參加。 

此階段正是奧運發展初期，甚至首屆奧運會因為資金短缺，幾乎快要停辦，緊

接著連三屆奧運會都因為資金問題，不得不與商業博覽會結合，成為博覽會的附屬

品。由於缺乏資金和經驗，奧運會的組織工作暴露出許多缺陷，如奧運會設備不穩、

運動場地缺乏統一標準、比賽缺乏必要的規範等，那個時期的人們還難以理解奧林

匹克思想，未完全接受這種國際性文化的奧運會這一綜合運動會，所以，非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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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的支持，雖然當時還沒有志工這一概念。  

(二) 1948 年倫敦奧運～1976 年蒙特婁奧運 

這階段主要受到社會動亂與政治局面混亂影響。當時舉辦奧運會只是被視為第

二次大戰結束後打開新政治局面的活動，其主辦城市為社會與經濟能力發展優勢的

工業化國家。志工的重要性不斷提高，人力來源主要還是以童子軍與軍隊為主，但

青年組織、個人、學生身份等參與亦愈來愈多。而童子軍在奧運會中大多協助觀眾、

幫助警察、接待貴賓、擔任各體育團體的嚮導。開始對志工進行培訓。奧運會志工

的初次培訓出現在 1952 年的赫爾辛基奧運會，這是奧運志工演變歷程中的標誌性

事件，為以後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1952 年之後的奧運會組委會逐漸意識到培

訓對於整個籌辦工作的重要性紛紛制定了各具特色的培訓計劃。 

(三) 1980 年莫斯科奧運～1988 年漢城奧運 

這階段無疑是開始奧運志工最關鍵的時代。出現大規模的志工群體，在莫斯科

奧運中志工被奧組委納入奧運規劃中，志工在奧組委的組織活動中充分體現了自身

的價值，且在洛杉磯奧運裡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人員構成更加多樣。來自社會各

個階層、各個行業的男女老少都投身於志願者隊伍，包括商人、學生、教師、家庭

婦、醫師、教授、老年人、青少年，等許多運動愛好者。 

(四) 1992 年巴賽隆納奧運～2000 年雪梨奧運 

志工人力資源計劃已成為奧組委相當重視的環節，並隨著每屆奧運會志工規模

不斷擴大。無疑地再次顯示奧運志工成為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他們的身影不僅出現

在奧運會當中，現在電視報導或文化活動中也不斷的被矚目。 

此外，組織發展趨於成熟模式，1992 年的夏季奧運會與冬季奧運會都採用了

與篩選結合的培訓方式。阿爾貝維爾冬奧運會的志願者培訓包括: 一般培訓—利用

影像材料、電腦學習技術、一本長達 170 頁的教材以及 3 本雜誌進行教學；而專

項培訓—注重訓練完成、具體競賽區和職位上工作的能力。巴塞隆納奧運會也啟動

了一個包括一般培訓與專項培訓的培訓計劃。分工亦愈來愈細，奧運裡扮演相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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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角色。分成一般志工 (觀眾服務或指引服務)，專業志工(藥檢、醫療或語言翻

譯)，隨著科技愈來愈發達，對於專業性志工需求也急劇上升。 

運動志工其中也包括奧運志工，他們不僅為奧組委提供無私的服務，也為我們社會

展現團結的精神。總而言之，從這一連串志工發展歷程，奧運志工從被匿名，不被重視

的角色，演變到成為奧運會成功舉辦不可缺少的因素。在當今的經濟社會，成功舉辦奧

運會更是離不開志工，因為志工不僅在技術層面上為奧運會無償地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

源，降低了舉辦奧運會的成本，更為重要的是奧運志工特有的社會價值，凝聚群眾力量，

促進社會發展，傳播奧林匹克精神，在現代社會的公益事業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前國際奧會主席羅格先生表示：「志工為奧林匹克運動的基礎，若無志工的承擔義

務和敬業奉獻，籌備奧運和各層次的比賽是不可能順利進行的」 (Volunteer Olympic 

Review, 2001) 。因此，每次夏、冬季奧運會的閉幕典禮上，IOC 主席一定會發表談話，

表示對奧運志工的感謝之意。以下表 2-1 說明近年來夏、冬季奧運會賽會志工的人數情

形： 

表 2-1 

夏、冬季奧運會志工人數 

夏季奧運會 冬季奧運會 

時間 主辦城市 志工人數 時間 主辦城市 志工人數 

1984 洛杉磯 28,742 1984 薩拉耶 10,450 

1988 漢城 27,221 1988 卡加利 9,498 

1992 巴塞隆納 24,548 1992 阿爾貝爾 8,647 

1996 亞特蘭大 47,466 1994 利力哈曼 9,054 

2000 雪梨 46,967 1998 長野 32,579 

2004 雅典 60,000 2002 鹽湖城 26,000 

2008 北京 76,000 2006 杜林 18,000 

2012 倫敦 70,000 2010 溫哥華 20,704 

資料來源：IOC 官方網站 http://www.olympic.org/ioc 

由上表可知，夏冬季奧運志工人數的發展情形，其中尤以夏季奧運的志工人數成長

更是可觀，雖然 2008 年北京奧運所處的中國人口眾多，但是運動賽會志工的發展情形

的確逐屆提昇，可見這類職務工作在世人的價值觀正逐漸提升中。 

http://www.olympic.org/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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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賽會志工相關研究 

賽會志工的貢獻在許多文獻中已得到許多的證明，且其貢獻還會不斷持續的被重視 

(Cuskelly et al., 2006) 。可以從賽會之參與服務志願者的人數不斷增加中看出，賽會對

志工需求的依賴。從 2004 年雅典奧運有六萬名志工參加，到 2008 年北京奧運已經增長

到七萬六千人。為了讓這些運動賽會成功與持續性運作，必須有積極主動、熱情的志工，

而且能夠滿意的達成他們的職責。 

大型運動賽會志工提供無償的努力、知識、技能與經驗及服務以促成運動賽會之任

務完成，志工人力資源可為組織省下可觀的人事費，使成為大型運動賽會成功的關鍵因

素 (Monga, 2006; Fairley et al , 2007) 。志工提供給賽會籌委會無償的勞力、知識、技能

及經驗，因大型運動賽會的規模及活動複雜度，志工是賽會籌委會之重要人力資源 

(Monga, 2006) 。 

Gladden, Milne, 與 Sutton (1998) 將賽會志工管理分成兩個部分：1.協助賽會組織

與支薪人員之工作且須確認需求之志工數量 2.招募、培訓與管理志工。賽會志工可能參

與賽會管理和營運，其中包括：團隊管理與聯絡、扮演媒體角色、飲食與飯店接待、行

銷、場地管理、群眾管理、財務、風險管理、緊急救護、賽會營運、註冊、志工的監督

與管理等。 

 運動賽會志工與其他運動組織的志工不同，其組織承諾傾向短期，而定期參與運

動組織之志工是一個較長期的關係。由於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招募、遴選與訓練之工作，

才更需要更密集的計畫來管理他們。因此，主辦單位必須強化內部的組織與規劃能力，

確定工作任務，鎖定目標族群之後，透過網路平臺促銷活動，並藉助媒體公關充分運用

社會資源，讓志工清楚國際賽會的理念，才能吸引不同領域的適任志工，積極的參與運

動賽會，並從活動中獲得自我成就感，共同完成偉大的國家榮耀之任務。 

過去賽會志工相關文獻大致可分為探討 1.志工參與賽會服務之現況，以及其人口統

計變項 2.志工參與動機、滿意度與持續性服務意願等因素影響與關聯性，3.以人力資源

管理賽前規劃與運作情形。本節分別從兩個方向進行相關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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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志工參與動機相關研究 

黃美珠與陳美燕 (2014) 以 2009 年臺北聽障奧運會為例，發現志工參與動機中包含：

愛國、利己及社交因素為志工參與志願服務的主要考量因素，且愛國動機、社交動機對

志工組織承諾有正向影響。另外，其研究特別比較學生與非學生身份、初次參與服務與

曾經有經驗的志工進行比較其參與動機在組織承諾上是否有差異。研究結果顯示：愛國

動機與社交動機對組織承諾有正向影響，學生與非學生身份，以及過去是否有服務經驗

的志工，在動機與組織承諾上均顯示差異 (黃美珠、陳美燕，2014)，因此，如果能夠針

對不同背景志工，提供不同教育訓練課程，滿足不同族群的需求，可以提高志工再次服

務之意願。同樣也是以 2009 年聽障奧運為對象，張廖麗珠 (2011) 歸納志工參與運動賽

會志願服務的動機為：不想錯過臺灣首次辦理國際大型賽會之歷史、拓展視野、能成為

其中一份子感到與有榮焉、儘一份心力、自我成長的機會。除了歸納志工的參與動機之

外，研究結果顯示志工參與動機對工作滿足感有正向影響 (張廖麗珠，2011)，意思為當

賽會志工參與動機愈強烈，賽會服務過程愈會產生更高的工作滿足感。 

上述研究發現賽會志工參與對象大多為學生族群為主，但李世昌 (2006) 則是想了

解銀髮族對於馬拉松賽會志工的參與意願為何？不同族群對於賽會志工參與意願而有

所不同。其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志工會因為大會贈送特殊且有意義的紀念品產生服務的意

願，顯示福利激勵制度對志工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且一般族群還比銀髮族更在乎福利獎

勵的實質效益，顯示不同族群的志工參與意願也有所不同。成人參與服務還是以回饋社

會為最主要的參與動機，但福利獎勵還是對志工來說是最大的誘因。期望未來可以鼓勵

不能參加比賽之民眾可以加入志工服務的行列，開發不同族群的服務市場。 

此外，為了解影響賽會志工服務因素有助於賽會管理者進行管理，Alexander (2013) 

以 Volunteer Function Index 與 Olympic Volunteer Motivation Scale 兩個量表評估 2012 年

倫敦奧運志工參與企圖，其研究結果顯示，影響志工產生正向且持續性服務的意願因素

有：過去有服務的經驗、滿意度以及技能發展；動機與滿意度對志工過去服務經驗有顯

著的預測力。此研究說明賽會組織提供令人滿意的服務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上述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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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過去服務經驗會影響未來服務意願。不同於 Alexander 是以奧運志工參與動機量

表探討參與企圖， Allen 與 Bartle (2014) 則採用自我決定論研究個人動機、工作環境

與參與志願服務之間的關係，以英國女子高球公開賽為例。研究發現內在動機與管理者

的支持影響志願服務。因此，培養內在動機與管理者針對志工自主管理給予支持，可以

協助管理者與志工之間的合作關係，使得志工參與動機更加積極。 

Farrell, Johnston, 與 Twynam (1998) 則是調查加拿大女子冰壺錦標賽之賽會志工

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其定義參與動機有四個大方向：目的性、團結、外部因素影響 (家

庭與自由時間的運用)、組織承諾 (自己有能力可以負荷工作結合外在的期望進行志願服

務) 。大型運動賽會，例如奧運會都需要依賴大量的志工，其中這些志工是為了前往當

地旅遊順便進行志願服務的工作。因此，Fairley 等 (2007) 調查海外志工了解雅典奧運

志工旅遊的動機，並發現四個方向：懷舊、朋友、與奧運的聯結以及分享奧運專業知識。

另外，還區分出賽會旅遊志工、賽會旅遊與賽會志工之動機不同之處。 

為了維持一個志工團隊，需要建立激勵、組織承諾以及持續性服務的意願，這些是

管理者重要的任務之一。Bang, Won, 與 Kim (2009) 設定之研究目的是想要探討動機與

承諾之間的關係，且是否會影響志工未來持續性服務的意願。研究對象是 2005 Life Time 

Fitness Triathlon 鐵人三項的志工。結果表明：人際交往、對運動的熱愛、個人成長以上

這些動機對組織承諾有顯著影響。志工的組織承諾、動機、社會參與、外在獎勵可以預

測未來持續性服務的意願。 

 根據上述文獻大多提到社交因素、利己因素、承諾、自我成長等因素，且多探討

動機與持續性服務企圖影響與相關程度，研究可以藉由這些資訊有效地規劃保留志工人

力的策略，以維持志工與管理者之間的關係。但是志工參與奧運其動機是否還受到其他

因素影響，且多數是以量化研究進行心理需求之因素是否會互相影響，令志工感到滿意

進而願意持續性服務。且國內目前還未有奧運志工相關研究，是否與過去研究結果相符

合，為本研究欲探討方向之一。 

(二) 人力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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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策略具體包含：招募、遴選、考核、獎勵、評量、培訓、發展、溝通、工

作設計 (Beatty, Huselid, & Schneier, 2003) 。然而，人力資源規劃是一套廣泛的規劃，

包含理念與實際做法。從 1980 年人力資源作為重要的管理學論，已經廣泛發展成重要

的知識流派 (Guest, 1997; Schuler & Jackson, 1987; Sparrow & Hiltrop, 1994) 。 

大型運動賽會的志工並非每位都是專業且專職的運動管理相關人才，因此，為了使

賽會順利運作，志工需要加強特定知識與技能，此時訓練就是必須要進行的重要活動。

大型運動賽會有非常多部門，每個單位需要的技能都不相同，在招募志工時，僅會要求

志工具備部分必備技能即可。人力資源管理是一套有效提升競爭優勢的管理系統，亦可

提高公司業績(Huselid,1995 ; Huselid, Jackson, & Schuler, 1997) 。然而，教育訓練是組織

人力資源管理中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提升服務效率的重要方法 (陳武雄，2004) 。 

這些不同的角色需要特定的技能或知識，因此，需要進行專門訓練。志工角色的複

雜性會根據賽會的類型、期程、大小而有所不同。Chelladurai 與 Madella (2006) 提及志

工參與賽會志願服務之前的教育訓練是志工得以勝任後續工作的重要前提，大型運動賽

會志工在實際參與志願服務之前，必須先獲得擔任志願服務工作所需之專業知能，志工

教育訓練提供志工個人學習成長的機會，賽會籌辦組織如能以系統性及前瞻性的角度辦

理教育訓練，同時兼顧志工個人需求與賽會目標的達成，將有助於賽會後續工作的推動。

「訓練」是賽會志工管理中最關鍵的部分 (Karlis, 2003) 。 

呂謙 (2003) 亦指出，訓練及培養志工，滿足其工作任務分配及學習新的技巧，並

評估學習效果及執行的績效，以作為改善訓練績效及溝通的管道，並讓志工服務能持續

推廣，已經成為現今舉辦賽會，甚至於國際大型活動或職業賽會之趨勢。大部分的志工

經驗是由兩個關鍵要素組成：培訓與任務執行，志工評估培訓的品質進而影響他們的工

作滿意度 (Wisner, Stringfellow, Youngdahl, & Parker, 2005)  

管理者執行招募策略應先確定工作任務，再鎖定特定目標，主辦單位透過活動公益

形象與福利誘因，以吸引不同領域的潛在志工，從服務學習、服務體驗中獲得成就感 (畢

璐鑾、吳秀佳，2007；謝定中，2007) 。徐揚 (2005) 提到臺灣缺乏足夠的資源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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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舉辦大型運動賽會容易發生志工人力資源上的問題： 

1.招募：多以無經驗之學生為主。 

2.遴選：對志工的面試無法適才適所的工作分配。 

3.訓練：對志工的訓練缺乏完整教材與教法。 

4.志工之權責劃分，沒有明確書面資料規劃，常造成志工遇事無所從。 

5.對志工的照顧與重視度不足，進而影響團隊士氣造成服務品質降低。 

根據徐揚上述提到之問題，本研究從其他文獻發現：謝定中 (2007) 探討高雄世運

籌委會招募國際運動志工的人力資源管理問題。採用文獻分析法及比較分析法發現，招

募到的志工以學生居多，但具英文溝通能力者僅 60%左右，是不算高的；世運籌委會對

志工訓練的計畫周全完整，但是賽會結束後對人力的再運用或人力去留，仍待及早規劃。

所以除了透過大專院校招募管道外，還可以針對各個全國單項協會進行專業之志工招募，

以彌補學生經驗不足之處。在後續志工人力去留之問題，各局處均應及早規劃，以使志

工參與的動機更受激勵與強化，也進一步增加其認同感與歸屬感。此與方信淵、高錦勝

與陳敏弘 (2009) 從 2009 世運會志工來源評估結果相似。研究中發現欲了解賽會志工需

求，可先搜集志工人數資料，再與專業人士討論估算，以利招募。志工來源則是以大專

院校學生為主力。 

另外，畢璐鑾 (2010) 也是探討高雄世運會賽會志工服務之情況，研究志工招募策

略、教育訓練與績效指標之模式，運用結構方程式建構招募策略、教育訓練與績效指標

模式。從模式的建構得知，志工對於能參加大型運動賽會，抱持著服務學習及服務體驗

的理念參加世運會；教育訓練以討論互動最重要，其顯示雖然課堂講座是最基本傳授技

術的方式，但是溝通管道的暢通與學習成效之提升工作技巧才是志工所重視的。 

在選拔方面，2008 年北京奧運從一百多萬申請者中挑選七萬名志工，且大部份都是

北京的大學生。Zhuang 與 Girginov (2012) 研究目的在探討北京奧運究竟是如何進行志

工選拔，尤其關注三種形式的資本 (社會資本、人力資本、政策資本) 在志工選拔中扮

演的功能為何。研究結果發現擁有三種資本的人比起只有政治、人力資本的志工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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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被選上當奧運志工，由奧組委將這些專業人力招募進賽會組織內當志工，儘管這

些志工不願意參加，因此，有違反奧運志願服務的精神。 

臺灣於同年也舉辦 2009 年臺北聽障奧運會，林瑞泰、黃秀鴦與何金樑 (2006) 透過

人力資源管理的理論與概念，建立系統性的訓練計畫，期望可以使臺北聽障奧運會能夠

順利進行。因為聽障奧運會較為特殊，需要的志工人數四倍於其他國際運動賽會。且志

工的訓練也較為複雜，除了一般賽會事務之外，還需要針對聽障人士的心理、唇語與手

語等訓練與培養，才能使賽會順利進行。而招募比起一般志工，志工管理者應該接受更

複雜更耗時的任務，因此，志工管理者應該在賽會規劃期就進行招募，而第一線的志工

可以等賽會日期較接近再進行招募 (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 2000) 。 

聽障奧運賽會雖設有志工管理單位，但受限於組織編制難以擴編人力 (黃美珠，

2012) 。因此，可建議大型運動賽會之籌委會設置志工專責部門，負責籌備期間與賽會

期間志工之維持與管理。亦可仿效高雄世界運動會 KOC 組織體制，甚至將志工督導納

入志工管理中心，由各局處的專業指導與督導業務。使得志工協調與督導可達到平衡。 

第三節  志工服務經驗之相關研究 

經驗研究探討範圍非常廣泛，舉凡從生活經驗、生命經驗、教學經驗、生涯發展經

驗等。從經驗研究發展上來看，不管是在理論上或是方法上，其變得愈來愈複雜。過去

研究經驗主要會以現象學進行探討，Schleiermacher (1985) 他提出理解乃「再經驗」作

者的心智過程，然而我們無法進入作者內心的世界，因此，我們需要一套可以信賴的詮

釋方法來理解文本。研究目的大多從參與者的服務經驗中探索其對生命價值或意義的看

法。 

蘇秋雲 (2005) 從安寧照顧志工選擇安寧照顧之動機及服務過程中，探討與臨終者

之互動歷程，以及這樣的照護經驗對安寧照護志工來說人生意義為何；蘇麗芳 (2013) 以

現象學研究方法，探討海外志願服務對女性國際志工的生命歷程之影響，從投入志工行

列後面臨阻力，到如何面對困難，最後有什麼成長轉變；蔡月芬 (2008) 輔導志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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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研究，呈現輔導志工生活經驗背後的意義。而以詮釋現象學方法論的研究大多是

以哲學思考的觀點切入，目的在於有系統的探究人類生活世界，讓事物得以原貌重現，

並經由詮釋建構出完整的解釋性的描述。 

再來會發現研究主題個性化，愈來愈多關於種族、民族、國家、性別、組織等文化

假設互相碰撞。邱則堯 (2012) 採用深度訪談法探討志工參與花博動機與經驗，研究發

現不同年齡層的志工參與大型活動的動機也有差異。花博的服務經驗也使他們對花博產

生特殊情感，凝聚對花博的認同；除了探討參與動機之外，加入研究持續服務之影響因

素，才能招募合適的志工與留住志工，王文玉 (2008) 了解社區志工參與志工服務的經

驗感受，探討志工成員參與服務並持續性的原因包含：個人期望滿足、人際關係連結、

領導方式與團隊氣氛；同樣地，林進勛 (2008) 除了了解生命線志工如何看待志願服務

工作，亦探討產生持續服務之動力，並探察高雄縣生命線志工在經歷服務經驗之後，自

覺心境上的轉變與對生命之領悟。 

由於探討動機與持續性因素可以得知參與者之需求，但服務的過程中可能遭遇到困

境，那這樣的經驗對參與者來說又有什麼樣的影響，因此，經驗研究又接續延伸探討整

個經驗的歷程。卓雅苹 (2004) 探討犯罪兒童安置輔導中，社會工作者對其角色功能的

主觀認知，與犯罪兒童間「助人關係」的建構與發展；廖宮鳳 (2004) 瞭解婦女志工在

從事服務學習過程中所經歷的點滴及因服務學習為個人內在或外在帶來的改變及影響，

在此研究強調「服務」的「學習經驗歷程」中所個人所感受的一切，包括參與的動機、

過程的經歷與點滴以及經由服務行為對個人帶來一切有形或無形的改變；邱朝基 (2008) 

探討婦女在參與志願服務的經驗歷程，以及如何在多重角色轉換中調適，並了解在服務

過程中本身所獲得的成長與改變。 

就現象學而言，能深入研究個案的主體世界，所得到的資料較能代表其現象即自然

的事實狀態 (Chen, 1988)，研究者唯有透過了解參與者當時的行為意義，才能提出適切

地相關建議，使該領域獲得正確且豐富的實務經驗。但隨著質性研究持續的發展與轉變，

目前「敘說研究」是國內新興研究經驗的研究取向，如同 Clandinin 與 Connelly (2000)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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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敘說研究是了解經驗的一種方法。…是研究者與參與者之間的合作，…是活過的與

說過的故事。敘說研究的視角作為解釋與描述志工決定參與志願服務的最佳研究方法

(Paolicchi, 1995) ，以下從敘說研究可能採取之方法了解其特點。 

一、個人經驗法 

Clandinin 與 Connelly (2000) 提出發展個人經驗法有四個焦點：內在，是指情緒、

希望、氣質，指研究者自己內在的狀況；外在是指存在的狀況，也就是 E. M. Bruner 所

說的事實；而回顧與前瞻是指過去、現在或未來；最後是體驗一個經驗。李政樺 (2009) 

透過運動教練自我經驗故事敘說，了解他如何以自身的價值觀點看待體育教學生涯，以

及教學過程所帶來的轉變。研究者開始會先敘述自己的立場，再敘說運動教練以及體育

活動的概述，文本的呈現會從開始接觸游泳的歷程，到克服工作上的困境，最後根據這

條運動教練之路提出反思。 

個人經驗法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除了上述以觀察和訪談呈現故事之外，還有王幼

鈴 (2012) 飛碟王國的口述歷史，也會從上述的四個向度去談研究者與保齡球之關聯性，

保齡球發展歷史，有哪些轉機，最後提出反思。這種個人的經驗會引起與其他人有相同

經驗的共鳴。 

二、自我民族誌 

此類型之研究可以透露個人成長背景、生活經驗、受教育之經過等，讓讀者更容易

進入作者之場域內。自我民族誌目前漸漸地被人們所接受探討經驗的方法，從個人經驗

開始，反映客觀的聲音 (Ellis & Bochner, 2000) 。透過自我民族誌「局內人」的觀點建

立一個更完整、更全面的特殊現象，以補齊對此之認識。 

Kodama, Doherty, 與 Popovic (2013) 以自我敘說之方法探討作者參與 2010 冬季奧

林匹克運動會之服務經歷，其中提到：此次賽會因工作定位模糊造成志工心理之不確定

性，建議賽會經理人應該將工作權責劃分清楚，否則會造成志工服務品質降低等影響。

作者也提出後續研究之建議，建議可以朝向研究特殊職位的賽會志工，其培訓性質、內

容與機制等，可以讓未來臺灣運動賽會經理人可以提出有效的志工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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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懷真 (2012) 利用敘事研究瞭解參加 2012 倫敦奧運志工對志工管理作法做經驗

分析每位志工是如何獲得訊息、參與甄試、接受訓練的？由此可以瞭解志工參與倫敦的

實際過程。其中提到：「當第一天任務結束後，因為彼此溝通不良、協調不足。覺得混

亂無章，屢屢可見因相互衝突之指令及前後不連貫的信息」。因此，由敘說研究中可以

清楚的呈現，志工究竟對於哪些事件或者管理方式會產生正面情緒與負面情緒，因為這

些經驗是連續的，過去的經驗可能會影響現在的生活經驗，甚至會影響到未來。 

誠如上述，以自我敘說的方法可以提供豐富之研究者志願服務個人動機與文化背景

等資訊，探討這些志工的生活經驗可以同時瞭解賽會組織進行志工管理究竟是如何影響

這些志工，在這裡所呈現的志工生活經驗進一步反映出個人與組織文化的影響，進一步

將運動賽會志願服務的概念具體化。志工尋求幫助他人的機會，他們面臨的情況並非簡

單的反應。他們決定是否參與志願服務，往往需要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思考，要如何去

參與？要花多少時間在志願服務上？是否符合他們的個人需求、價值觀、動機與能力，

這個部分量化研究可能無法探討心理層面。新時代的志工多以短期工作項目為主和只在

他們方便的時間從事志願服務，因此，非營利組織必須更有競爭力，以成功招募志願者。 

留住現有的志工，組織可以承擔更少的成本，並能更有效地利用多餘的金融資源，使能

夠達成組織的使命 (Long & Goldenberg, 2010) 。 

第四節  前導研究之結果 

概念式情境可包含是初步的研究結果 (高熏方、林盈助、王向葵，2001) 。研究者

於 2014 年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發表一篇「喀山世界大學運動會賽會志工服

務經驗之探討」，此研究目的在探討志工參與服務背景歷程與動機，並以志工角度具體

描繪喀山世界大學運動會志工管理的樣貌，並整理志工對自己志願服務經驗的歷程與學

習收穫之看法。以下為研究結論與討論： 

一、志工來源多以當地相關科系的學生與俄羅斯聯邦之志工，培訓與溝通多用俄語引起

國際志工不被尊重之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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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明修 (2003) 認為志工可能面臨的壓力有以下幾種：身體、工作情緒、工作生活

與服務之間角色差異的壓力、人際溝通衝突的壓力與突發事件帶來壓力。工作壓力對持

續性服務呈現負向影響，並且以內在壓力影響最大 (邱麗如，2010) 。其中此次賽會阿

鴻多次提到事件多與工作情緒壓力有關，因為賽會志工沒有分配到滿意的職務，阿鴻覺

得自己被分配至場地志工比起接待單位較能夠發揮自己所長，以及同行志工因語言溝通

障礙造成無法勝任服務工作，進而引起志工之負面情緒。此次賽會為國際大型運動賽會，

就人力素質考量而言，無論是賽會正職或志工人員皆需具備外語 (英語) 能力訓練，因

為英語能力是國際交流之必備技能。 

二、透過與未來舉辦城市之國際志工交流計畫，可以招募到有相關技能之即戰力的志工，

但對於賽前志工規劃之經驗學習稍嫌不足。 

人力資源規劃主要是預測組織人力需求的一種過程，有助於減少組織在未來人力資

源需求的不確定性 (中山大學企管系，2009) 。規劃也是人力資源任用的第一步，賽會

志工因為流動性高，對於要招募多少志工才能符合賽會需求，是需要過去舉辦大型賽會

之經驗才能分析預測。故志工管理系統在規劃時，必須考量到志工、志工管理人以及志

工服務單位的志工督導人三類角色的需求與職責，才能設計出符合需求的志工管理系統。

以 2009 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為例，運動賽會志工除了在賽會進行期間服務外，賽

前籌備也需要志工的參與。 

三、工作配置未符合志工志趣需求，造成志工工作壓力。 

人員的甄選是希望在眾多的應徵者中，找到對的人，放在對的位置上，因此都應以

個人的專長及興趣為考量才能適人適任。工作分配兼顧志工參與志願服務動機與興趣及

賽會需求。Chelladurai 與 Madella (2006) 以奧運志工工作分配為例，說明大型運動賽

會志工分配與專職的賽會員工不同，賽會專職員工必須配合賽會工作指派要求，而賽會

志工剛好相反，賽會籌委會則應儘可能配合志工的參與動機興趣與需求傾向分派工作，

賽會籌備工作龐雜，志工工作分配儘可能符合志工志趣需求，有助於後續志工的維持與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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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激勵制度完善，集點卡活動深受志工歡迎且防止志工流失。 

激勵最大的目的就是提昇志工動力，透過滿足志工的需求來增加其努力工作的慾望，

從而展現出整體目標。他是一個心理過程，成功與否取決於員工內心是否受到激勵 

(DeNisi & Griffin, 2001) ，並且設法將志工的需求與賽會連結在一起。喀山世大運賽會

激勵計畫與劉銘 (2008) 提出賽會激勵有相符合之地方：1.制定相關內部法規來規範志

工行為 2.定期對志工的工作給予回饋 3.根據評估結果來激發志工的內在參與動機(例如

提供紀念品、制服、進行某些賽場的特權 4.多種激勵方式結合(內外在激勵、形象模範

激勵) 。多為非貨幣類型的激勵，尤其以制服上印製 logo 更讓志工引以為傲。 

根據上述之研究結果與討論，做出以下反思： (1) 究竟什麼樣的激勵才是令志工滿

意的？維持志工的參與熱誠，更應瞭解志工願意投入賽會工作之動機；同時對研擬策略

使志工能持續留任極為重要。確認特定參與動機將有益於管理者針對志工志趣進行工作

安排，讓志工感到更高的參與滿意度，進而持續投入。 

(2) 哪些培訓課程是對志工最有幫助的？加入志工組織第一步的訓練是引導，這是

對新進志工提供基本的背景資訊，使他們能順利適應,讓志工能培養組織和工作部門所期

待的工作態度、標準、價值觀 跟行為模式。引導是正式的一系列課程。志工會獲得一

本手冊或書面資料，內容包含工作時數、績效考核、福利、日常作息等相關資訊。任用

志工應建立志工的基本資料庫，包括學歷、專長、經驗、緊急聯絡人、興趣或參與社團、

現職或兼職工作等。所處的工作環境盡量給予如同輔助工作人員的待遇，例如：辦公桌

椅、電話、制服、用餐等。志工到工作單位報到後，需由該單位工作者負起志工管理者

的職責，提供行政、心理與教育的支持，依據志工能力分派任務。志工報到後需安排一

位資深志工帶領。志工管理者務必要與志工建立良好的關係。給予值勤志工問候與關懷，

提供值勤時的協助，平等對待每位志工。也應瞭解志工間的人際互動關係，建立聯繫與

關懷網路。注意是否已經為志工準備好適合的工作環境、所需設備等。 

未來臺灣將舉辦更多之國際大型運動賽會，仿效過去其他主辦城市之經驗，交流計

畫的概念很好，但是卻只做到皮毛，只在賽會培訓期間才將人才送往國外，但是卻都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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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了解這些經驗的脈絡，韓國仁川在 2014 年即將舉辦亞運會，韓國之作法會去拜託

前幾屆亞運會之主辦城市希望對方給他們有個機會可以讓人才到你這裡學習，而這位人

才的食宿由韓國自行負責，為的就是可以從頭學到尾，知識管理愈來愈重要，應設立專

責單位協助建立知識管理機制，將籌辦經驗傳承。 

第五節  本章總結 

本章開始探討奧運志工發展，過去奧運志工一詞甚至還沒出現在賽會計劃之中，甚

至是由童子軍或軍隊提供協助，但是慢慢的開始對外招募個人，此時志工的工作任務範

圍也逐漸地擴大，向公眾開放之後，大會開始重新規劃志工這個角色。例如：田徑場上

的障礙物更換、協助警察、翻譯等服務，志工的工作任務開始更加融入奧運組織內，他

們開始協助支薪員工的工作。而奧運會本身就被歸類成大型運動賽會，毫無疑問地在國

際體壇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隨著歷史的轉變，志工已有納入組織的總體規劃之中。因此，

研究者將更詳細探討志工為何要參與奧運志願服務。 

大型運動賽會以提供具有組織與規則性質的運動競賽為主要服務活動的群眾聚會 

(葉公鼎，2009) 。各主辦國家為求賽事的圓滿達成任務，除硬體及軟體所需的經費需向

外募集資源，人力資源更是賽會成功舉辦的推手。舉辦大型運動賽會從籌備至舉辦 不

僅耗時甚久，除了籌備委員會所聘任的各種專兼任人員，為符合不同時期的賽會需求，

志工的招募與管理無疑是舉辦一個成功賽會的關鍵因素。 

而賽會志工相關研究多探討志工參與賽會服務之現況、志工參與動機、滿意度與持

續性服務意願等因素影響與關聯性，以及人力資源管理之規劃。從賽會志工相關文獻中

發現國內賽會志工參與對象大多為學生族群為主，面對未來將舉辦更多國際化之志工如

果只依賴無經驗之學生族群，是否能夠應付突發狀況。另外，綜合賽會志工動機包括設

交因素、利己因素、承諾、自我成長等因素，且多探討動機與持續性服務企圖影響與相

關程度。而國內目前還未有奧運志工相關研究，是否與過去研究結果相符合，為本研究

欲探討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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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經驗研究大多從現象學的角度進行切入，但現象學呈現結果較哲學思想，注重

探討參與者過去經驗的意義，因為研究目的主要探討志工參與動機以及人力資源對志工

的影響，經驗意義探討不是主要問題。而目前國內也愈來愈盛行敘說研究，但又過於強

調是研究者與參與者之間的合作，研究者自身並無參與奧運志工之經驗，因此，只能透

過訪談法重現奧運志工自己過去的服務經驗，以他們的視角來建立奧運志工服務經驗研

究。在第參章會接續說明研究為何採取個案研究，以及將如何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在論文開始前，研究者先進行前導研究，以喀山世界大學運動會之兩位志工作為研

究參與者，整理志工對自己志願服務經驗的歷程與學習收穫之看法。並獲得以下發現：

一、志工來源多以當地相關科系的學生與俄羅斯聯邦之志工，培訓與溝通多用當地語言

(俄語)引起國際志工不被尊重之負面情緒；二、國際賽會志工交流計畫只有於賽會期間

參與服務，對於賽前與賽後之經驗學習薄弱；三、工作配置未符合志工志趣需求，造成

志工工作壓力；四、激勵制度完善，集點卡活動深受志工歡迎且防止志工流失。 

為了預先熟悉研究者進入正式研究後可能會遭遇之困難，故透過前導研究過程，修

正訪談大綱及預先演練訪談過程，吸收訪談經驗。因為世界大學運動會與奧運層級不同，

且喀山世大運之志工與奧運志工參與服務之管道也不同，奧運志工參與動機與服務過程

中實際感受，將有待研究者進入研究場域後，透過訪談、文件分析與照片引導事件訪談，

與參與者實際互動後，探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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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七節：第一節為個案研究，第二節為研究設計，第三節為資料蒐集與方

法，第四節為資料分析，第五節為研究信實度，第六節為研究倫理，第七節研究歷程。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探討奧運志工的服務經驗，為了更深入探討這個主題，本研究採質性

研究取向之研究設計。透過參與者對個人服務經驗敘述以及人力資源管理之感受的深度

描述，研究者還能夠比較與過去文獻大多從管理者或觀眾的角度分析問題的視角有何不

同。我們不可能全面性呈現奧運賽會運作情形，只能以不同的角度再現當時的樣貌。 

重視現象發生的情景背景  (context) 尊重研究對象的個體意識與生命意義 

(meaning) ，嘗試進入研究對象的內心世界，以感同身受的角度，經驗他們內心世界的

本質及相關情境，看他們所見，感他們所受，涉入過程較量化研究高，有系統的紀錄所

看到的，所得到的，再加以解讀分析 (顏伽如，2003) 。 

第一節 個案研究 

Stake (2008) 稱個案研究之個別單位為有界限的系統 (a bounded system) 。所謂有

界限的系統，是指有範圍的時間與空間，它可能是一個個體、場域、事件、行動、問題

或是文件資料儲存庫等 (潘慧玲、陳文彥，2010) 。由於是詳實的剖析，所以包含整體

情境脈絡的豐富、深描、完整與變動；強調發展的要素，通常是指一連串具體且互相有

關聯的事件。以幫助研究資料完整性，以作深入詳實的描述、詮釋與分析。Merriam (1998) 

對於個案研究的定義認為是對一個有界線範圍的系統，做全貌式的描述和分析；Punch 

(1998) 則認為個案研究基本上是在自然情境中，引用多重資料來源來進行對個案全面性

的探討。綜合上述，個案研究主要是了解個案現象與情境脈絡間的交互關係，它重視脈

絡情境而非特定變項，是在乎發現什麼而非驗證因果。 

一、個案研究 

本研究欲探討奧運志工參與志願服務之原因，以及奧組委所提出完善的人力資源計



     

 

28 

 

劃進行志工管理，而這群志工內心真實的想法與感受為何，並深入探討其獨特之經驗意

義。但研究者因權限不足、人力脈絡有限之下，無法進行大規模之調查研究，故研究者

根據學者之建議：當研究者需要探討某些特定群體、特定問題、特定情境時，建議可採

用個案研究 (Patton, 1999) 。因此，研究者採用個案研究方法，藉由文件分析、深度訪

談、照片引導式訪談等方式對此個案進行深度的了解。 

在研究開始前，研究者可能會不太清楚問題、觀念、理論是什麼，但進入場域後，

會發現甚至清楚的知道某些事件、問題、關係將是重要的，然而他們聚焦在某些意義上 

(Smith, 1994) 。個案的內容即使撰寫到最後階段也會不斷變化。一些人要求個案講述他

自己的故事 (Carter, 1993 ; Coles, 1989) 。我們不能確定讓個案自己講述是否能講得完整

且清楚，但是這種講述俱有很強的解釋性研究的特質，即尋找參與者言語中所欲表達之

意義。 

個案研究必須提供讀者對現象的理解，也有助於讀者對資料的再理解。因此，研究

者希望以奧運志工的角度進行厚實的描述準備前的動機、經驗，與奧運服務過程中人力

資源對志工的影響為何，最後賽會結束後志工經驗的意義，主要是探討整個服務現象的

過程、意義並進行詮釋以及理解的追求，並不是統計數據的呈現，它是描述性的。 

從整篇研究中亦可看出其特色符合個案研究之目的。依照 Merriam (1988) 提出個案

研究的特色，包括：整體性、獨特性、描述性、詮釋性、歸納性、啓發性等六項。(一) 整

體性：希望從一個完整的脈絡中來掌握研究現象。因此，研究者不只探討奧運舉辦期間

的狀況，而是從賽會前期志工是如何準備這趟旅程，抱持什麼樣的想法願意前往服務，

最後賽會結束後，志工的轉變與收獲，呈現研究結果的全面性與通盤性。 (二) 獨特性：

個案研究注重某一項特殊狀況之情境脈絡。奧林匹克運動會經常被運動管理學者作為研

究主題 (Beis, Loucopoulos, Pyrgiotis, & Zorgrafos, 2006; García, 2001; Mason, Thibault, & 

Misener, 2006) 。因為奧運會的特殊性質，它是世界上最大、最受歡迎的運動賽會之一 

(Toohey & Veal, 2000)，研究者的目的不在於將此研究結果推論至其它的個案上，而是為

了真實呈現「個案所發生的所有狀況」，最終表現此個案的獨特性。 (三) 描述性：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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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結果透過豐富、濃厚的描述來呈現研究現象。因此，研究者利用照片引導事件訪

談法，描繪奧運志工對賽會結束後的改變與收獲，照片可以蒐集更真實的感受。 (四) 詮

釋性：個案研究需提供讀者足夠的脈絡證據，以對現象或事件作為意義詮釋。奧運志工

相關的文件包括：志工手冊、工作日誌、報紙、臉書談話內容等補足整個服務經驗脈絡

多樣性。 (五) 歸納性：研究過程中的推論、假設都應該在研究資料中呈現，這些資料

必須根植於研究脈絡中。研究者日誌就扮演記錄整個研究歷程以及對研究資料的反思，

將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如何解決等記錄下來，亦可成為非常重要的資料分析重要依

據。 (六) 啓發性：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供賽會志工相關研究不同視角，以喚起志工管

理人員對志工需求之重視，期待能與有相同經驗者產生共鳴。 

根據 Yin (2001) 的觀點，個案研究設計類型可分為單一個案與多重個案設計，主要

有四種彼此相關的研究類型構成 2*2 的矩陣模型，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個案研究設計類型 

 單一個案設計 多重個案設計 

整體性 

單一分析單位 

類型一 

單一個案整體設計 

類型三 

多重個案整體設計 

嵌入式 

多重分析單位 

類型二 

單一個案嵌入設計 

類型四 

多重個案嵌入設計 

資料來源：吳建華、謝昱發、黃俊峰、陳銘凱(2003) 。個案研究。載自潘慧玲(主編)，教育研究的

取徑：概念與應用(頁 199-236) 。臺北市：高等教育。 

 

整體與嵌入式個案的差異在於個案研究如只對一個計劃總體的性質進行探討，即為

整體設計；如果有將單一個案分成其他的分析單位，亦將其他子單位一同進行分析，則

為嵌入設計 (王文科，1995) 。由於研究者欲探討奧運志工服務經驗的多元樣貌，單一

個案可能無法全面且整體性的探討，因此，採用多重個案整體設計，共請來七位研究參

與者共同建構雅典、北京、倫敦奧運志工服務經驗真實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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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參與者 

因為奧運志工資料並未儲存在教育部體育署的運動志工資料庫內，故採取滾雪球抽

樣，研究者以調查名義選取一小部分俱有研究感興趣特質的個人，而這些人成為研究者

消息提供者，介紹或幫助研究者與其他俱有此特質的人聯繫，而那些符合條件的人又協

助研究者尋找介紹合適的人 (徐振邦、梁文蓁、吳曉青、陳儒晰，2006) 。滾雪球抽樣

在特定母體成員難以接觸的情況下，是最適合的方式，因此，滾雪球抽樣亦經常使用在

質化的田野調查或觀察研究上 (許文凌，2012) 。研究者只能先以自身人際脈絡尋找符

合研究資格。且參與者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 參與者可以華語進行深度訪談  

(二) 參與者必須被奧運會之志工管理單位正式錄取，而非自行前往或參與其他私

人組織之志工。 

(三) 必須全程參與賽會，從招募、參與遴選、實地參與服務最後獲得證書。 

經教授介紹、網路 PTT 尋人以及朋友的介紹下找到適合的人選後，再透過消息提

供者告知研究目的，徵求該人選的初步同意及聯絡方式；由研究者以電話進一步詳細說

明研究的過程，再提出邀請。徵得參與者無酬參與研究、分享個人經驗的允諾後，將其

列入名單並安排後續的研究時程，並且依據受訪者之工作情況，安排以受訪者便利性最

高的地點，例如其住處或工作地點鄰近之安靜場所進行訪談。正式訪談前，研究者首先

搜尋參與者的基本資料，並寄送訪談指引。訪談結束後進行轉錄與分析，直到資料飽和

後，停止資料搜集，最後共找尋七位奧運志工，作為本研究參與者。其基本資料如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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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參與者基本資料 

匿名 性別 服務賽會 服務部門 現職 訪談次數 

Aladdin 男 雅典奧運 語言服務 運動服務業 2 

Jimmy 男 雅典奧運 語言服務 大學教授 1 

Yuan 女 北京奧運 城市志願者 學生 1 

Lin 男 北京奧運 城市志願者 職業軍人 2 

Grace 女 倫敦奧運 開幕式舉牌 鋼琴教師 2 

Chen 女 倫敦奧運 開幕式舉牌 學生 1 

Kenji 男 
北京奧運＆

倫敦奧運 
贊助商部門 金融業 1 

第二節 研究設計 

個案研究設計像一個漏斗 (Bogdan & Biklen,1998) 。研究早期是寬闊的一端：即研

究者搜尋可能成為研究主題或資料來源的地點或對象，尋找他們的研究主體，然後試圖

以研究目的判斷研究場域或各種資料來源的可行性。研究者尋找任何研究可能進行及可

行的方式，從搜集資料開始，檢視及探索資料，最後決定研究進行的方向。 

許多學者認為質性研究中各部分之間是相互影響、同時進行的關係 (陳向明，2002) 。

質性研究重視必須在不同的要素之間來回探索，形成一種迴旋縈繞的研究空間概念。 

Maxwell 提出互動式取向架構，此種概念並非驗證要素間的重要聯結，而是從研究者的

思考作為研究發展的設計 (高熏方、林盈助、王向葵 ，2001) 。因為研究者的目的在於

探討奧運志工服務經驗之歷程，從參與者提供之經驗文本中歸納出共同主題與意義，是

跟著參與者主觀的脈絡發展而成。因此，本研究以互動取向的模式作為本研究架構，它

是一個較無明確結構、彈性極大且互相影響的結構。此模式包含五項要素：目的、概念

的情境、研究問題、方法與效度 (高熏方、林盈助、王向葵，2003) 。如下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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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互動式取向設計架構圖 

本研究主要以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探求奧運志工服務的全程經歷，首先瞭解

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資訊以及服務的賽會資訊，過程中會採相片引導事件訪談與半結構式

訪談，蒐集研究對象個人的服務經驗、感受與想法。再以蒐集到的文件，例如：志工手

冊、臉書群組聊天記錄等相關文件進行整理與分析。 

研究者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對主題現象的敏銳度是非常重要的。潘淑滿 (2003) 指

在當研究者在對所蒐集的資料進行詮釋的過程，必須是以研究對象的立場與觀點出發，

融入當事人研究情境中，充分了解研究對象的主觀感受、知覺與想法，進而理解這些研

究現象或行動背後所隱藏的意義與價值。 

確立研究主題後針對賽會志工之相關文獻進行歸整，為了使正式研究搜集資料的程

序有修正的機會，同時也進行前導研究。Yin (2001) 前導研究主要是幫助研究者考量資

料內容與實施程序，以精進自己搜集資料的能力。本研究之前導研究對象是以喀山世界

大學運動會賽會志工，針對參與者提供之建議進行修正訪談大綱，以及培養研究者自身

訪談的經驗與能力，使得研究者在進行正式研究時能夠清楚掌握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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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結構式訪談法、照片事件引導訪談以及文件分析可以了解志工賽會服務的個人經

驗，量化研究無法顯現這種個人化的差異。本研究確定研究範圍後，以滾雪球抽樣法尋

找受訪者。然後以深度訪談法中的半結構式訪談進行資料蒐集。研究者將訪談的錄音檔

轉錄成逐字稿後，將整理好的逐字稿交由各個受訪者自行檢視自逐字稿是否為想表達之

觀點，研究者再將逐字稿進行調整。將逐字稿進行編碼，以便進行資料分類，以便做資

料整理與分析，依據研究方法而得的資料分析後，做出結論與建議，如下圖 3-2 所示： 

 

圖 3-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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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與方法 

通常個案研究會利用訪談、觀察與文件等方法搜集資料。Denzin 與 Lincoln (2003) 

蒐集傳記經驗的資料，研究者必須將自己融入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以參與觀察方式參

與他們的日常活動，並且過程要以田野筆記的方式詳細記載發生的各種問題與日常特徵。

參與型研究者的目的就是從參與者的視角出發來理解經驗的意義。 

但因為研究主題為奧運志工服務經驗，是已發生的事件無法進行觀察。因此，研究

者採訪談法作為主要蒐集資料的方式，開放式訪談非常適合參與性觀察、互動研究和敘

事資料的蒐集 (Denzin & Lincoln, 2003) 。另外，再搭配照片引導事件訪談，以及文件、

檔案記錄增加資料搜集來源。訪談的過程採全程錄音的方式，再轉錄成逐字稿，然後進

行資料處理與分析，整理出受訪者的訪談轉錄稿後，再交由受訪者回饋確認，最後進行

比較與分析。 

一、 訪談法 

Gubrium 與 Holstein (1998) 他們的論點是將訪談看作講故事，看作實踐的產物，

參與者透過講故事來完成他們敘述的連續性。他們一再強調應該是去分析「如何」講故

事以及故事講了「什麼」。同樣的 Sarup (1996) 也寫到：每一種敘述都包括兩個部分：

故事 (敘事) 和話語 (論述) 。故事是內容，或者一系列事件。在敘述中，故事告訴我

們發生了什麼，話語則告訴我們是如何發生的，話語更像是一個情節，使讀者意識到事

情是怎麼發生的，以及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 

訪談就是創造一種情境，讓研究者可以透過口語雙向溝通過程，輔以聆聽與觀察，

共同建構在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行動的意義，進而透過詮釋過程，將被研究的現象與行動

還原再現 (潘淑滿，2003) 。相較於問卷調查法，訪談法俱有更大的自由度去針對探討

之意義進行解釋，且可以直接了解參與者對於研究問題之回應，在適當的時機表達自己

的觀點，讓整個談話過程中建立雙向互動的關係。根據陳向明 (2002) 一書中提到質性

研究中的訪談俱有以下幾個功能： 

(一) 了解受訪者的所思所想，包括他們的價值觀念、情感感受與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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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了解受訪者過去的生活經歷以及他們所見所聞的有關事件； 

(三) 對研究的對象獲得一個比較廣闊、整體性的視野。 

因為研究主題為奧運志工之服務經驗，但奧運乃已發生之事件無法使用參與觀察法

進行資料搜集，故以訪談法作為主要方法。研究者可以藉由和參與者之言語互動，建構

出參與者在服務期間之相關事件的所見所聞，並了解他們對這些事件之意義解釋。為了

要達到從多重角度對事件的了解，會從雅典、北京和倫敦奧運中選取七位參與者進行研

究，以求結果呈現寬廣且整體性。 

而訪談法又可依據其控制程度分成三種類型：結構型、無結構型與半結構型 

(Bernard, 1988) 。Malinowski (1989) 提出結構式訪談與非結構式訪談的差別：前者的目

的是獲得精確的質性資料以便在預設的範圍中解釋行為，而後者的目的是理解社會成員

複雜的行為，並不強行地將這些行為納入有限的預先分類中。 

研究者在第一階段訪談採半結構式訪談，目的是想要了解參與者對於研究主題所看

待問題的角度，他們對這次服務經驗意義的解釋，是以他們認為重要的問題做深度的討

論。在這個階段研究者只是一個聆聽且輔助的角色，儘量讓對方進行發揮，並適時地針

對參與者表達之敘述，階段性的提問。在第二階段則會聚焦第一次訪談歸納整理出之主

題，再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其結構俱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且還會讓參與者有空間積極

參與，研究者只會準備粗略的訪談提綱，為了讓參與者有充足的時間可以準備，如此訪

談的過程就會更順暢。另外，研究者也會將第一次分析結果與參與者進行討論，如果有

問題也可以直接修正，省去電子郵件往來耗損之時間。 

Lofland (1971) 曾就如何做訪談、如何記錄內容、如何實際做筆記、如何組織筆記

內容作了詳細的介紹。他提到實地工作者盡可能不引人注目的使用微型錄音設備，或者

用大腦記著，然後再找個隱蔽的角落迅速記下剛剛的內容。研究者同意 Lofland 的觀點，

不管情形如何，研究者都必須做到：1.定期及及時做筆記 2.記錄所有事情，不管它在當

時重不重要 3.記筆記時儘量不惹人注意 4.經常思考與分析筆記內容。 

另外，根據雙方接觸方式也可以分為直接訪談與間接訪談兩種類型。直接訪談就是



     

 

36 

 

研究者與參與者直接坐下來，面對面的進行訪談。間接訪談則是雙方事先約定時間、透

過電話等工具與對方進行交談 (陳向明，2002) 。直接訪談的好處就是可以直接了解對

方的情緒反應為何，並且將問題作適度的調整，另外，工具書也特別提到不建議採用電

話訪談，因為會很難判斷對方的真實情緒與反應。但是因為研究參與者有兩位在國外，

研究者也因為時間、金錢考量，無法進行面對面訪談，索性利用視訊電話的方式，雖然

無法面對面進行訪談，但因為科技的進步，利用視訊也可以了解對方的情緒反應，是一

個退而求其次之方法。如果研究者在與參與者進行多次之直接接觸後，尚有問題沒有釐

清，又礙於沒有機會再次見面，則會採用電子郵件的方式進行確認。 

有鑑於開放性訪談可讓受訪者表達內心所想提供的訊息，但為了避免遺漏與本研究

相關之珍貴資訊，故採半結構的問題形式作為訪談大綱，以利訪談時主題基本脈絡可循，

訪談時可視研究對象的反應隨時加入更深入的問題，或是受訪者不清楚問題，改變問題

之敘述或改變問題順序。訪談大綱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並參酌文獻探討所編制而成，再

經由指導教授審閱修正。主要是要了解大型運動賽會籌委會對賽會志工培訓的過程與結

果，詳見附錄二。 

二、 文件分析法 

對個案研究而言，文件的重要之處在於確認與增強由其他途徑獲得的證據 (潘慧玲，

2003) 。這類型的研究文件有許多形式，研究者盡可能的蒐集。質性研究蒐集到文件的

種類可以分成兩種：文本與非文本資料兩種形式 (潘淑滿，2003) 。文本即是研究者透

過訪談、觀察或文件檔案；非文本則是指研究者透過研究過程所搜集到的聲音或影像資

料。本研究文本與非文本資料包含：訪談錄音檔案、參與者的逐字稿、志工手冊、參與

者自傳、工作日誌、研究者日誌、報紙等。Yin (2001) 提出文件資料來源之缺點：1.較

難進行糾正；2.如果蒐集不完全會有偏見的選擇；3.報告可能會反映出作者未知的偏見；

4.文件的使用可能會受到隱私權的限制。 

針對上述本研究會使用多重證據來原來解決資料不完全之偏見，除了訪談逐字稿之

外，也會搜集參與者工作日誌和自傳等，並在訪談同意書上註明文件使用的範圍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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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參與者同意。下表 3-3 為本研究所搜集之文件編碼： 

表 3-3 

文件編碼表  

種類 範例 意義 

逐字稿 A1-001 A1：Aladdin 第一次訪談 

001：Aladdin 逐字稿第一個碼 

工作日誌 Ylog-080701 Ylog：Yuan 的工作日誌 

080701：2008 年 7 月 1 日 

參與者自傳 Abig-001 Abig：Aladdin 的自傳 

001: Aladdin 的自傳第一個碼 

報紙 Gft-120815 Gft：Grace 提供的報紙 

120815：2012 年 8 月 15 日 

 

三、 照片引導事件訪談 

照片常常被稱作記憶的鏡子，它將研究者帶入日常生活世界。在日常生活事件，觀

察者的身份、對象的視角和拍攝的主題都被問題化了 (Denzin & Lincoln, 2000) 。 Harper 

(2002) 透過照片表達以下的觀點：視覺敘述和故事把照片和第一人稱敘說聯繫在一起，

文化故事透過時間與空間得以展開，而系列的照片就是透過上述三者得以組合起來。顯

然一幅圖像只能講述一個故事，而視覺敘述試圖表達關於文化的、個體的組織的以及他

們之間的故事。由上述可知，照片有助於發覺深層次的東西，詳盡闡述故事中的意義。 

在質性研究中，照片被視為一種十分有價值的實物資料，因為它可為研究提供十分

豐富的資訊。相片可以呈現樣態、產生資料與故事、引發看法、記憶、當做形象化提示

與溝通方式等，使用的相片可分研究者自行拍攝及研究參與者所拍攝等兩種，考量該研

究問題、設計而定 (高麗娟，2004) 。其次可以從這些參與者親自拍攝的照片了解他們

對服務經驗的相關線索與意義，什麼事情對他們來說比較重要。Mead (1963) 亦曾指出

社會學研究使用攝影與拍照技術的主要目的，一是照相機能夠詳盡紀錄所發生的事實，

二是可全面性呈現出生活的樣貌與情狀 (李政賢、廖志恒、林靜如，2012) 。照片有可

能是個人的，也有可能是官方提供的，透過「照相」、「收藏」兩種行為模式進行探討，

並加入其收藏「目的」之動機因素考量。在此，研究者並非只侷限在照片上，因為，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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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達 (1996) 提到物的意義是人與物在特定的社會與環境脈絡下交互作用所展性的。因

此，參與者可以帶「物品」或是物品的照片來進行訪談，瞭解這些照片或物品所代表之

特殊經驗為何。 

Seidman (1991) 認為如果要了解有關參與者經驗和看法進行較為深度的研究，因此

研究者設計兩次訪談。考量第一次訪談，研究者還未與參與者熟識，如果請參與者提供

照片或物品，可能會讓他們感到不自然、不安全，甚至不想將私密的照片與物品進行分

享，因此，將照片引導事件訪談放在第二階段進行。訪談前請參與者提供 3~5 張相片或

物品，作為訪談的媒介與內容。因為研究目的是需要受訪者回憶過去賽會服務的經驗，

故照片有助於受訪者的回憶描述較為清楚，例如當參與者談到賽會服務中某一個重要的

歷史時刻、一次印象深刻的場景，他們對照片敘述的故事是真實且吸引人的，在質性研

究中也非常強調研究資料之真實性，照片可以刺激參與者的深層記憶，使他們的談話更

多生動具體。 

第四節 資料分析 

主題式分析法在心理學的質性研究中廣泛被應用 (Braun & Clarke,2006) 。Rubin 與 

Rubin (1995) 聲稱主題式分析的過程是令人興奮的，因為研究者會發現整個訪談的過程

都嵌入許多的主題與概念。此外，分析不只是從一個階段轉到下一個階段，整個過程並

不只是線性的發展；相反的，它是一個遞迴的過程，隨著時間的發展，在整個過程中根

據研究者的需要來回移動 (Ely, Vinz, Downing, & Anzul, 1997) ，且不能操之過急。Braun 

與 Clarke (2006) 提出主題式分析的步驟：1.熟悉自己的資料 (包含轉錄訪談資料) 2.產

生初步譯碼 3.尋找主題 4.檢視主題 5.定義與主題命名 6.撰寫報告。但是高淑清 (2008) 

認為以上的分析過程缺少「理解循環」、「團隊檢證或同儕稽核」的步驟，還是淪為直線

進行的傳統分析方法，會影響研究之信實度。 

高淑清 (2008) 提到主題分析的目的在於「發現蘊含文本中的主題，以及發掘主題

命名中語詞背後的想像空間與意義內涵的過程」。意即在廣泛的文本中，整理歸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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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題幫助研究者了解文本之意義。且主題分析法發現蘊含於文本中的主題，挖掘主題

命中語詞背後的想像空間與內涵之過程 (高淑清，2008) 。研究者也依照此分析方法，

首先研究者會將逐字稿、受訪者準備之課程教材、相片、訪談日誌等文本，反覆閱讀找

出其中規律性，此規律性指重複特定出現的名詞、一句話或一段事件，接著將相似的概

念整理成範疇，相似的範疇整理成群組，並以能代表這些群組的詞彙或短語將其命名，

才形成架構。並隨著新資料的分析，不斷調整範疇與組成的架構，如圖 3-3。 

 

圖 3-3. 主題分析螺旋圖 

資料來源：高淑清 (2008) 。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高雄市，麗文文化。 

經由整體性的描述後，形成奧運志工整體服務經驗歷程。亦將分析結果請受訪者檢

視，以確認是否正確反應出其經驗，最後將分析的資料根據研究主題呈現在論文中。 

(一) 敘說文本的逐字抄謄 

要將文本進行分析，就必須把口頭的資料轉錄成文本的形式，以便進行分析。轉錄

的過程耗時且令人沮喪，但是可以讓自己進一步熟悉資料的方式 (Riessman, 1993) 。有

些學者會將此階段視為「質性研究資料分析的關鍵階段」 (Bird, 2005)，而且是一種解

釋性的行為，從中了解意義，而非只是將聲音轉成文字 (Lapadat & Lindsay, 1999) 。雖

然過去沒有文獻表示敘說類型的相關研究在轉錄的過程必須多詳實，但 Poland (2002) 

認為主題式分析嚴格且徹底的要求轉路的文字必須非常「確切」，每個逐字甚至是咳嗽

等非語言都必須準確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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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些轉錄的文本必須保存訪談過程「真」的性質，例如透過使用符號，加強單

單文字的敘述 (Poland, 2002) 。研究者也會在每份逐字稿前註明符號的意義，如下表 3-4。

正如前面所述，在轉錄的過程所花費的時間是不會白白浪費的，因為它可以在分析的初

期透過轉錄更透徹了解自己的資料。此外轉錄資料可以培養緊密地閱讀與解釋文本的能

力 (Lapadat & Lindsay, 1999) 。轉錄完成後研究者還會再重新檢視錄音檔與文本以確保

結果的準確性。 

表 3-4  

Grace 訪談逐字稿舉隅 

符號意義： 

標楷體 國語 

Times New Roman 英語 

較長停頓 ── 

語氣較短 ～ 

語調上揚 ↗ 

語調下降 ↘ 

語句未完 ︴ 

【】 表示訪談中受訪者簡短的語句、表情、動

作、說話音調、情境事件 

( )   表示研究者簡短的語句、肢體動作與支持

性語助詞回應 

(續下頁) 

  



     

 

41 

 

表 3-4  

Grace 訪談逐字稿舉隅 (續) 

參與者：Grace 研究者：詩縈 

 

(二) 文本的閱讀 

研究者面對龐大的逐字稿文本，要從中萃取共同主題前必須先經過閱讀文本的階段，

高淑清 (2008) 認為面對所有的訪談資料研究者應該拋開自己原有對經驗的詮釋，完全

的投入參與者的生活經驗中，以中立的觀點檢視文本。才可以呈現參與者經驗的原意，

研究者需寫下個人對文本的初步理解 (客觀描述與解釋)，再來是初步的省思(主觀的感

受)，透過這些記錄與意義單元的劃記可以重建經驗意義，也呼應上圖的整體—部分—

整體的歷程分析。下面為研究者閱讀文本後的初步理解，以 Aladdin 為例： 

Aladdin 參與奧運是他第二件完成的夢想，前一次是騎腳踏車環島，對他來說這些

圓夢計劃可以加深「夢想可以實現」的想法，使他毅然決然的離開原本的化工領域，轉

而投入運動服務業。另外，這次的經驗也給他另外一個角度，因為以前有當過選手，也

是運動迷會收看運動比賽，過去也沒有擔任過這樣的角色，第一次擔任就是奧運志工，

逐字稿 譯碼 摘要 

研究者：就完全沒有像包三餐這樣︴ 

Grace：有附餐～有附餐，可是他們不可能像北京奧

運就直接指派人，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阿

(G1-004) 。他完全是靠徵～徵招，對－然後所以他

需要很多，因為－你有看過他的開幕嗎？(G1-005) 

研究者：還會有一些表演 

Grace：對阿～對－就是－需要－那些全部都是志

工，除了一些－比較 TOP 的～的人以外，actually 是

一個 between 就是－反正就是除了 in more fullment

是有 paid，其他人都是沒有 paid(G1-006)，對阿！所

以他真的就是－沒有那個－後來其實我覺得應該就

是有丟就有上吧【笑聲】(G1-007) 。先丟然後他會

說：喔！我們幾號開始 ordination，然後 ordination

有些步驟，然後～然後之後要等，你把你分到哪一

組，就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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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樣的角色幫助自己可以多一個角度去看事情，就像最後一塊拼圖一樣，讓自己的

運動賽事經驗會更完整更具整體性。就如同自己如果沒有當過餐廳服務生，就會對於服

務不周的地方一直抱怨，但是如果你曾經做過服務生的經驗，自己就能夠感同身受這個

身份的體驗。 

接者，以 Aladdin 為例，以下為研究者閱讀文本後的初步省思： 

其實研究者開始並沒有設定探討志工經過奧運服務會有什麼心理上的改變，因為奧

運最多也才兩、三個星期，要有什麼改變好像很困難，因此，研究者是以「服務結束後

有什麼樣的收獲嗎？」這個角度下去訪談，結果參與者回答非常令研究者意外，原來在

心理上是會改變的。 

奧運是大家耳熟能詳全世界最大的運動賽會，我們對奧運都會抱持門檻較高，或是

覺得在參與有一定的難度。因此，對奧運活動有興趣的志願者覺得能夠被選上當志工，

是非常難得的經驗，甚至將這些經驗當作自己在未來工作轉換跑道上有更大的勇氣。透

過詳細的規劃圓夢計劃，過程中的一些波折，到最後真的到當地去服務，這些行為特質

與深度休閒的特質相近，許多志願服務會以深度休閒理論探討，其他的志願者是否也有

相同的行為模式，是否真的適合使用深度休閒來探討志工的參與動機，會在後續訪談繼

續詢問其他志工的想法。 

(三) 發現事件與視框的脈絡 

檢視整體的文本後，對其有初步的理解與省思，就要進入第三步驟，深度的理解經

驗現象，從脈絡與視框發現經驗的起始原因，以便做後續的分析。視框是指參與者在不

同的情境脈絡下，其說話情境中所隱含的主張、概念或意義。事件是指參與者對事件的

單純描述。但此主張、概念或意義在談話中較支離破碎，也會隨著時間空間改變 (高淑

清，2008) 。透過事件與視框的分析釐清說話者所經歷之事件與觀點感受，進一步了解

說話內容間的關係。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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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Aladdin 訪談逐字稿標記/譯碼/摘要舉隅 

符號意義： 

標楷體  國語 

Times New Roman 英語 

較長停頓 ── 

語氣較短 ～ 

語調上揚 ↗ 

語調下降 ↘ 

語句未完 ︴ 

【】 表示訪談中受訪者簡短的語句、表情、

動作、說話音調、情境事件 

( )   表示研究者簡短的語句、肢體動作與支

持性語助詞回應 

參與者：阿拉丁 研究者：詩縈 

逐字稿 譯碼 摘要 

比方說像尊重慢慢大家對於志工的尊重，尤其是像奧

運這種，你會發現每年的閉幕典禮一定會把志工拉出

來，一定會有一個志工代表，或是怎麼樣的說謝謝，

這個已經變成好像大型賽會一定要做的一件事，當然

確實是要感謝他們，這就是你所謂的尊重，讓他們覺

得說這幾天辛苦有代價，我覺得這個就是大會要去注

意的，不要弄一弄時間到了讓大家覺得就叫他們閃了

啊(A2-024)！這個尊重他還延伸到其他點，比方說我們

會做一個結訓證書，也不是結訓證書就是一個服務證

書，這個都是小細節，可是對志工來講那個意義深厚，

通常是所謂在尊重，那比方說你平常不是在把它當人

員在使喚(A2-025) 。那愛與歸屬可能就像你講的偏向

同儕，那這個通常，其實比較常的方式是他們自己會

去發展，因為你畢竟通常來這邊的人已經有自己的動

機，不是被強迫的，你有些比方說像老師指派的或幹

嘛的，這個可能在這一塊就會不太會去─去碰這塊，那

其他的人大部分的還是好相處的，很自然你被分配到

各個小組，你都會有交流，但這個也是大家出發點都

是良善的，很自然的大家(A2-026)，那也有可能像你講

的。 

A2-024

尊重 (視

框) 

 

 

 

 

 

 

 

 

A2-025

服 務 證

書(事件) 

 

 

 

A2-026

社交 (視

框) 

尊重志工已經是近

幾年來每個大型運

動賽會必做的事

情，在開幕式上感謝

志工，不要讓他們覺

得自己的付出是白

費的賽會一結束就

讓他們草草的離開。 

 

不只有在開幕式上

感謝志工，可以從小

地方例如服務證

書，這些雖然都是小

細節，但是這些是證

明志工的付出。 

 

社交是這些志工自

然而然就會去發展

的，一定會有交流，

而且是自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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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再次整體閱讀文本 

再度閱讀文本是幫助研究者回到其所有資料的整體角度再次進行理解與省思，再次

閱讀文本並不是線性的關係，而是如同高淑清 (2008) 不斷強調主題分析就是徘徊在整

體—部分—整體的分析流程。研究者在第三步驟進行部分文本的理解與省思，再次閱讀

整體的經驗文本可能會對初步的理解產生改變，希望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閱讀生新的理解。

以下為文本再次閱讀與理解之舉隅： 

經過第一輪的訪談可以發現每個人經過奧運的服務之後有不同的轉變，也分成不同

的方向，例如光是社交就分成不一樣的種類，有學生身份的 Yuan 與 Lin 經過這次的服

後都表示「認識更多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領域，過去自己身處學校，因此，交友

範圍也只有自己的同學，但因為這次賽會服務 Yuan 擔任組長一職，可以接觸官方的人，

透過奧會舉辦的聚餐認識其他服務區領導階層，這些都是過去不會有的機會。Lin 也因

為北京奧運的經驗回國之後被選為臺北聽障奧運某項目的志工經理，在服務場域裡還遇

到以前學校的學長，還得到很多的幫助與協助，除了以上擴大交友圈外，還有利用徽章

認識相同興趣的志工，還有在服務期間住在 share house 與其他國家也對奧運有相同熱忱

的朋友一起談奧運喝酒聊天的故事。由此可見，社交不只有表面的交朋友，還有學長學

弟制、徽章背後的商機以及 share house 的平臺。(研究者日誌，20140422) 

(五) 分析經驗結構與意義再建構 

在分析前研究者已經經過上述「整體—部分—整體」的閱讀且熟悉自己的文本，並

針對這些文本記錄自我省思，但有時理解會受到先前表象根深蒂固的影響，高淑清 

(2008) 建議解構次主題、懸置先前的理解、再次還原真相，藉由再次閱讀文本，重建經

驗結構的意義。研究者也會邊蒐集資料、邊進行分析，此時文獻評述是主題豐富的來源，

就像研究者自己關於主題問題的經驗一樣。然而，研究者時常從文本本身歸納出主題。

Miles 與 Huberman (1994) 建議研究者開始要透過閱讀文獻來獲得一般主題，然後再進

行下去時，增加更多的主題與次主題。編碼的過程也是分析的一部份 (Miles & Huberman, 

1994)，因為研究者講自己的文本轉化成有意義的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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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初步次主題命名舉隅 

群聚之意義 

單元譯碼 

子題 初步次主題 

g1-001  g1-002  g1-047   

a1-009  a1-010  a1-011    

g1-012  g1-014   g1-015  

g1-016 

很少接觸運動資訊 志工拉近我與奧運的距離 

g1-018  a1-014 a1-015   

a1-017  a1-018  a1-036 

a1-037  a1-038  a1-042  

過去曾經是運動員 

 

(六) 確認共同主題與反思 

主題式分析是在尋求文本中顯著的主題，其最終目的在於了解不同層次、不同主體

間共同的網絡結構與描述 (Attrde-Stirling, 2001) 。然而它卻沒有任何方法或步驟去萃取

主題，只是分析解釋共同的主題特色。研究者根據高淑清 (2008) 建議研究生學位論文

以「主題、次主題與子題」呈現即可。此與 Attrde-Stirling (2001) 提出之主題網絡系統

化的萃取相類似：1.基本主題 2.組成主題 3.整體主題。其萃取的過程與紮根理論相類似，

主題網絡開始不會設立模式或假設，只是在散亂的文本當中，以明確合理化的過程找出

隱含的意義。誠如 van Manen (1997) 所言，主題命名不是一個規則可循的歷程，因此，

切忌以預設的概念形成主題意涵與命名。研究者也會以反思、再思、深思的反覆檢驗文

本命名貼切性，因此，過程也會以同儕檢核的方式協助研究者以不同角度來思考命名的

合理性與連結性。 

(七) 合作團隊的檢證 

在研究的歷程中，研究團隊可透過定期的學門讀書會，每次安排三到四人上臺以簡

報方式，向指導教授、學長姐與同學們報告自己目前蒐資料與遇到的困難或問題，以意

見交流之方式，互相討論。到了凝聚主題的階段，也會報告自己主題分析的流程，透過

綜合討論檢視主題命名是否符合文本意義。另外，研究者也修習其他系所與學校質性研

究的課程，師大教育研究所安排之質性研究，有設計質性夥伴透過每週上課討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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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互相檢視。 

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 

質性研究的進行，在於訪談者是否能與研究參與者建立互信互賴、互動良好的關係，

在訪談時幫助研究參與者澄清思緒感覺、鼓勵並引導研究參與者做適度開放，並在輕鬆

的情境下才能獲得深入有意義的資料。而質性資料的信度與效度，相當程度取決於研究

者的方法論、技巧、敏感度與誠實與否 (高立文，2001) 。  

研究結果品質的把關與研究信實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為了確保本研究資料蒐集與

分析品質，研究者根據 Lincoln 與 Guba (1985) 提出四項標準：可信賴性 (credibility) 、

可轉換性 (transferability) 、可靠性 (dependability)、可確認性 (confirmability) 進行檢

定，並且執行可確認質性研究結果可信之策略，參閱表 3-7： 

表 3-7 

質性研究結果可信的指標與策略 

可信指標 質性研究方法策略 

可信賴性  多元檢證 

 同儕檢核 

 研究參與者檢核 

可轉換性  詳實過程透明化 

可靠性  同儕檢核 

 參與者檢核 

 多元檢證 

可確認性  同儕檢核 

 參與者檢核 

 多元檢證 

 

一、多元檢核：根據 Denzin 與 Lincoln (2000) 提及四種古典的分類，一是資料來源，

其中所謂的來源又可以分為人為、時間、地點等方面；二是方法的三角檢測，可運

用觀察、訪談與文件分析等方法；三是研究人員，例如：聘用其他研究員一起進行

資料分析；四是理論方面。此外還可以加上資料形式的三角檢定，例如：運用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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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書資料、記錄資料、與量化資料為了使資料更具推廣性，在資料蒐集過程中運

用不同的資料蒐集方式或來源，蒐集與研究問題有關資料。 

二、反思性：為增加資料可確認性，在蒐集與分析資料過程中，為避免研究者主觀意見

影響結果的中立性。研究者不管於文獻搜集、與參與者訪談結束或是閱讀文本的過

程，都會以研究者日誌。 

三、同儕檢驗法：同儕審視的作法主要是邀請未參與研究的外部人員。針對過程中研究

者所使用的方法、所做的資料分析與詮釋，以及在田野中如何與他人互動等，提出

問題與建議，讓研究者可以誠實面對自己 (潘慧玲，2003) 。研究者定期參加指導

教授每兩週所舉辦之論文讀書會，在每次的聚會中，每次讀書會都會邀請具有志工

經驗或人力資源管理背景的學長姊、同學們擔任同儕檢核者，給予我建議與回饋，

共同討論文本內容、萃取的意義單元、歸納主題是否有意義的陳述內容一致。 

四、研究參與者檢核法：Melnick 與 Beaudry (1990) 進行一向現象學取向的研究，然後

在第二次訪談時，就給訪談者看轉錄稿，內容包括一些有關主題的眉批，以及追蹤

性的問題。研究者也採用此作法，每次訪談結束立即轉錄成逐字稿，研究者重複閱

讀逐字稿，才將逐字稿寄給參與者，請參與者做進一步的確認逐字稿的正確性，以

及是否忠實呈現出參與者的原始說法，如有偏差或扭曲原意則請他們給予回應，並

立即更正，力求受訪者真實感受。因此，在進行第二次訪談時，雙方就可以根據轉

錄稿分享彼此的省思。等到最後完成分析後再次尋求更高推論的回饋，例如：有關

主要因素、因果關係，與詮釋性的結論層次上尋求回饋。在此階段張芬芬 (2005) 建

議研究者事前規劃詳細「預留時間」，因為如果沒有預做計畫，可能後來就無法再請

研究參與者提供回饋。圖表資料也有助於將研究發現清晰且系統性的呈現出來，他

們從圖表中很容易得到整體的了解。 

五、提供豐富的原始資料：對質性研究效度主要的威脅，來自資料本身是錯誤的或不完

整的；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過程能夠輔以錄音、錄影等視訊設備，協助研究者蒐集

更完整的資料 (潘淑滿，2003) 。因此，研究者必須徵得受訪者之同意後，才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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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二部數位錄音筆進行訪談錄音，事後由研究者親自將訪談的全部內容一字不漏的

轉為逐字稿，也將觀察時的所有細節、人物言語、行為仔細紀錄，當研究者在做初

步結論時，會不時回到這些原始資料中進行檢驗。 

第六節 研究倫理 

研究者與參與者之間的關係影響著研究的品質，因此，質性研究非常在意研究者的

工作倫理及道德水準，為維持本研究之倫理，因此，本研究根據 Christians (2005) 所提

出之下列四項原則，盡力使研究者與受訪者間保持一平等的權力關係： 

一、知情同意：參與者必須是自願同意參與，也就是說他們的同意必須建立在全面的、

公開的訊息基礎上。且訪談同意書必須告知參與者研究的持續時間、方法、可能帶

來的風險以及目的或目標 (Christians, 2005) 。根據上述敘述，研究者的作法如下：

首先在聯絡參與者之意願時，表明自己的身分，並說明本研究的動機及目的，以徵

得參與者的同意，並且向對方承諾所蒐集的資料只做學術用途，相關資料絶對保密，

不論研究結果如何，研究者都尊重受訪者選擇的權利，並且讓受訪者知道有「中途

撤換同意權」，給予他們選擇不參加與不合作的自由。如果受訪者同意接受訪談，會

留下聯絡方式並且依照受訪者意願選擇訪談地點，當天研究者會提供訪談同意書。 

二、隱私與隱密性：為了防止參與者身分不必要的暴露，所有的個人資料應保密，並僅

在匿名的方式下公開。在研究開始之前，研究者主動告知對方，不論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會暴露受訪者的身份，一切與受訪者有關的人名、地名、機關名都將使用匿名

方式處理，以保障受訪者身份的安全，同樣的在本論文的內文中亦以化名呈現。 

三、合乎情境：研究者會於訪談結束後進行反省，是否對受訪者表現出不適當或不尊重

的態度與行為，以及在訪談過程中是否有打斷或不當引導受訪者的對話，以影響受

訪者的原意或思考方向。尊重受訪者之立場，適時判斷當下對方之感受，給予回饋

與同理。此外當研究者的言談觸動到受訪者的情緒感受時，研究者不會削減或控制

其感受或信念，研究者會察覺情緒的存在，並且不會讓他們干擾此研究，但如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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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碰觸此話題，研究者也會尊重不回答的決定，選擇以輕鬆的互動方式來緩減受

訪者的防護機制，以免破壞與受訪者之間和諧的關係，進而影響研究進行。 

第七節 研究歷程 

奧運對每個主辦城市來說都是爭相舉辦的全球性賽會，而也因為它每四年就會更換

一次主辦城市，所以對每個城市來說，舉辦一次奧運會必須花費相當大的人力、物力與

財力。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14) 提出奧運會知識管理計畫，成功的知

識管理可以提高員工的服務品質，就如同引擎上淋上發動機油一樣，其中在這之中最重

要的是志工的付出，希望透過訪談，將志工的知識儲存與分享。一本「奧運不買票，我

在雅典當義工的日子」一書，打開我研究的契機：原來臺灣有這麼熱血的人，真的跑到

半個地球遠的雅典當奧運志工。他的所見所聞都寫在書裡，其實臺灣不只有他去國外的

賽會當志工吧！那我為何不將他們出去的經驗整理出來呢？因此，研究者以個案研究的

方式了解志工服務的經驗，並期望透過質性研究的歷程，可以反省自己在研究過程的缺

失，並使得此議題能夠更深入的探討。 

一、前哨戰 

研究者因為過去擔任過學校運動志工，因此，論文想要做類似的主題。但是只要輸

入關鍵字「運動志工」就有一堆的文獻跑出來，如果自己還要研究這個領域，究竟要如

何在這千篇的文獻中找到自己的出口呢？但其實會發現大多的研究多在探討動機、滿意

度與阻礙因素的研究，志工為何會願意打開自己的荷包飛到其他國家去從事賽會的自願

服務，他們的決定可能面對許多更複雜的因素，往往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思考，量化的

因果研究不能掌握豐富、複雜的社會和個人經驗故事。 

決定研究方向後，一年級下學期即將備戰第一次的研究生研討會，在暑假期間參與

博士班的工作坊，是由高麗娟老師演講的敘說研究。因此，想使用敘說研究進行我第一

個前導研究，研究對象是以喀山世界大學運動會志工，因此，希望透過敘說研究，探討

志工參與服務背景歷程與動機，並以志工角度具體描繪喀山世界大學運動會志工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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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貌。簡報完後，接受答辯時，所上的教授提問：這樣就是敘說研究嗎？敘說研究不該

是更故事性，描述的內容應該更細微而不是這些從網路上就查得到的資訊。研究者以為

只要將參與者的故事，分類並呈現結果，再與文獻進行討論就是敘說研究。對敘說研究

的誤解讓我的資料呈現「太堅硬」。 

如同 Clandinin 與 Connelly (2000，p.20) 提到：「敘說研究是了解經驗的一種方

式。…是研究者與參與者之間的合作，…是活過的說過的故事」。從這句話來看，研究

者犯了三個錯誤：1.敘說的資料是故事性的，如果經過訪談所獲得的資料並非故事，而

是一來一往的問答就不算是敘說。2.研究者與參與者之間的合作，在敘說研究中，研究

者必須描述與參與者之間的聯結，研究者在此研究的位置，而不是只是一昧按照訪談大

綱一個問題一個回答，這又回應到 Clandinin 與 Connelly (2000) 說過一句話：敘說新手

經常擔心方法論與程序的問題，他們嘗試去定義敘說研究，企圖在研究架構中找到利基 

(何粵東，2005) 但是理論在敘說研究中的位置與形式主義不相同，對於敘說研究而言，

從經驗現象的探索開始。所以並不是依照研究者一開始擬定的問題走向，而是由研究者

說故事的方向進行次要主題的追問。而研究者採取敘說的方式建構文本，是在增加自我

與外在世界的了解，文本的創造是詮釋的過程，因此，研究者必須在書寫的過程中不斷

地進行反思、釐清問題並解決問題，這亦是研究者在本章中所進行的步驟。這是我第一

次的質性研究，經過了教授的建議修正我的研究方向。 

但是我的經驗研究究竟要採用何種研究方法論呢？過去文獻裡大多使用現象學、敘

說研究還有個案研究，那他們之間又有什麼不同呢？ 

三者之間的差異已於高老師質性研究的課堂中獲得解答，個案研究較注重客觀敘述，

必須要講清楚個案的特色，因此，撰寫研究參與者的篇幅較廣；而敘說研究會講比較多

的「我」較注重主觀經驗的描述，要多著墨在研究者與參與者之間的關係，以及研究者

自身的經歷；現象學的寫法則會比較偏向哲學思考，從開頭到結尾都會比較像探討心理

哲學的方式 (研究者日誌，2014/4/15) 

二、人從哪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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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寫研究計劃時，研究對象預計是找尋大型運動賽會的志工，但口試委員建議，

因為大型運動賽會的層級還是分的很多，如果要做不同場賽會就要以多重個案的方式撰

寫，建議可以找單一賽會即可。因此，研究者就將範圍放在奧運志工上，但是究竟要如

何找到這些人，研究者也苦思了很多辦法。研究者第一個找尋的方式是透過網路 BBS

站張貼請益文章，尋找參與者： 

標題: [請益] 徵求擔任過 2012 倫敦奧運志工 

時間: Sun Dec 22 19:49:11 2013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休所學生，正在進行一篇有關奧運志工經驗之學術論文研究， 

目的是希望透過訪談的方式，了解賽會志工服務過程的經驗與實際服務情況。 

目前正在找尋研究對象，研究過程中也會秉持研究倫理之保密原則，一切有關研究對象

之人名、地名、機關名等皆以匿名方式呈現。如果有意願幫助此篇研究，煩請寄信至以

下信箱，詳細內容與研究進行方式再以信件進行溝通。 

過沒幾天後，就收到 Grace 的回信： 

您好： 

在 BBS 上看到你在徵求擔任過倫敦奧運志工的人的經驗談，我在當時是 placard bearer 

如果您有興趣的話可以跟我聯絡囉！ 

因此，研究者透過這樣的方法找到了第一位參與者，第二位 Aladdin 則是透過指導

教授的介紹，用 email 的方式邀請，Aladdin 也義不容辭的加入研究，第三位 Yuan 是研

究所的同學介紹的學姊，剛好也在師大就讀研究所，在聯絡與訪談的接洽都非常順利。

但在這之後就遇到找研究參與者的瓶頸，因為才搜尋到三位的研究者，擔心資料無法飽

和，經過第一次的同儕檢核，將目前發生的瓶頸，分享給自己學們的學長姐以及同學知

道，我的同學立刻在自己的臉書群組「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訓」裡張貼文章，立刻獲得

多方的建議與回應，也讓我認識到 Kenji。 

雖然在臉書群組上，獲得 Kenji 回應答應參與研究的留言，當下我也私下寄 mail 與

他聯絡，但是在這之後一直還有收到回覆，我也幾乎快放棄這條管道，一個半月後 Ken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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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mail 回覆我，因為自己經常在國外出差，會有使用網路上的限制，因此，回覆晚了。

我又驚又喜的與 Kenji 約定好網路視訊訪談的日期與時間。(研究日誌，2014/3/22) 

我的同門也自己臉書放上我正在找尋參與者的訊息，也透過她的人際關係，讓學妹

知道我目前的困難，透過她的牽線聯絡上別系所同學有學長曾經去北京奧運當志工，就

就是我找到 Lin 的過程。學姊和我分享牧羊奇幻之旅的其中一句話：當你真心追求某種

事物的時候，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你完成。此句話真的活生生的驗證這樣的狀況，

能夠順利的找到這七位參與者，真的多虧我的教授我的朋友，以及網路力量真偉大。但

是透過滾雪球抽樣可能會遇到參與者擁有共同的文化，研究者應該更謹慎，當遇熟悉代

表會失去敏感性，失去研究所需要的距離感。陳向明提到當研究者過分追求與參與者之

間的認同，會失去研究時所需要的心理距離與空間距離，因此，要對資料文本保持高度

好奇，以及不斷的進行反思，不能將所有的文本資料都是為理所當然，研究者必須扮演

求真的角色。 

三、原來跟我想的不一樣 

研究計劃當時設定的主題是想要了解奧運志工的養成過程，但是實際進入田野，馬

上就碰到一個障礙，兩位志工的服務經驗顯示，志工的訓練其實很簡單，大會找志工來

不會安排很困難的工作，第一：因為大賽馬上就要開始了，如果以 Aladdin 國際志工的

身分到雅典的時候已經是賽會前一週，馬上就要進行服務了，沒有多長的時間可以讓他

們去適應困難的工作；第二－如果要進行嚴密的訓練，時間、金錢、人力都將會是龐大

的負擔，但找志工來服務就是為了要節省大會成本，所以兩者是相衝突的。另外，Grace

她是一個舉牌員，一開始就跟我說：我們沒有一般訓練，就直接找大家來，告訴志工怎

麼走位，賽會前幾個月訓練比較鬆散，快到比賽時就會比較密集。所以研究者比較難從

志工訓練上得到資料。Marshall 與 Rossman (2010) 將探討研究主題比喻成漏斗大開口的

一端，一開始廣泛蒐集一般性的事物或現象，例如：社會運動的議題；漏斗中段以下，

開始聚焦在特定的社會運動現象上，並將此過程命名成「問題意識發展的漏斗模式」。

另外，高老師也給研究者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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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訪談時不要把問題聚焦在賽會培訓上，而是以開放式的詢問奧運志工在服

務過程中的經驗，質性研究本來就是從開放到縮小，呈現一個漏斗狀，但是最後選擇採

哪一面向分析必須要研究歷程寫清楚。(研究者日誌，2014/2/18) 

接者研究者碰到的問題是，訪談完將錄音檔轉錄程逐字搞，要進行參與者檢核，所

謂的檢核，到底是要將轉錄的逐字稿直接給參與者檢視呢？還是將初步進行分析後再給

參與者檢視。高老師的建議是： 

最好兩者都提供，而且在第二次進行參與者檢核後呈現每個主題，每個主題下都放

一句或部分的逐字稿當例子，詢問對方是否有要再增加其他想法，用表格的方式呈現會

比較好。(研究者日誌，2014/2/18) 

其實感覺自己現在對所謂質性研究的理解還是很理想化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需要做怎樣的準備？會面臨什麼樣的困境與挑戰？會在其中有怎樣的感受體會與收穫？

會對自己的生命經驗有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或許怎麼看文獻看著作都很難有答案吧！

突破對質性研究的幻想與憧憬的方法，我想只有直接到研究場域裡去吧。 

其實依照研究設計，研究者預計要進行兩次以上的訪談，因為經驗故事比較屬於深

層的資料，並不是一次訪談就能全數蒐集完，在研究設計中，第一次是以半結構式訪談

蒐集較實際情形的經驗，但第二次加入照片引導事件訪談，希望了解奧運服務經驗對他

們的意義是什麼？背後有什麼樣的故事。在第一次訪談會請研究者簽屬訪談同意書，並

且解釋會在第二此訪談請參與者準備代表經驗的物品或照片。第三位參與者 Yuan 因為

是中國的外籍生，當時北京奧運服務的物品都放在北京的家中，因此婉拒我第二次訪談

的邀約，但是研究者還是請他想像，如果要拿出來，您會選擇什麼樣的物品？有什麼原

因嗎？雖然沒有實體物品或照片訪談，但是還是可以瞭解出志工重視的面向。第四位

Jimmy 是一位大學教授，他將自己在雅典服務的重要物品都捐贈給學校作為運動博物館

的展示，且寄了封郵件告訴我因為學校事務繁忙，也還沒有找到相關的物品，因此僅接

受研究者一次訪談。Chen 不在意自己在倫敦當志工的經驗，所以也都沒有把當時服務

的物品留下，但是有提到如果要進行訪談，會準備與朋友的合照，但是研究者與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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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第二次訪談的時間，卻沒有得到回覆。Kenji 則是因為工作關係，長期在國外出差，

且並不是每個出差的地點都會提供網路，再加上工作繁忙，無法進行二訪，但是 Kenji

有在第一次訪談中提到，自己與其他國際志工還有臺灣國旗合照的故事，還有自己全身

上下都是奧運周邊商品，是個十足的奧運迷。在研究訪談同意書中提到，如果參與者不

願意進行研究，可以自行退出，因此研究者就以 7 位參與者共 10 次的訪談，呈現奧運

志工服務經驗之真實樣貌。 

四、這個研究不只有我 

研究者預計進行兩次以上的訪談，並將研究如何進行、進行的次數清楚的寫在訪談

同意書上，但經過第一輪訪談後，卻發生部分參與者聯絡不上的困境，研究者覺得相當

懊惱，以及反省是否自己在第一次訪談時做了什麼不禮貌的舉動讓研究參與者感到不悅。

將自己目前的狀況告訴學姊，學姊與我分享自己過去田野的經驗。 

因為要調查原住民的生活進入當地田野內進行觀察與訪談，但是卻在某一天晚上碰

到一位喝醉酒的阿姨，對方很兇的說：你是誰？你來我們這裡做什麼？你真的是學生嗎？

你不是來偷學我們的技術嗎？你把教授的電話留下來，我真的會打喔！我真的會打。(研

究者日誌，2014/4/24) 

學姊說他當下真的嚇傻了，完全不知道該做怎麼樣的反應，但是如果是現在的她應

該可以做出不同的處理方式，例如可以告訴對方，讓自己進入田野的守門人是誰，讓他

知道其實自己不是闖入者，而是由他們內部的人引導進入的，降低他們的防衛心。或者

以幽默的方式帶過，不要當下真的什麼話也沒有回應，應該可以先讓氣氛緩和下來，隔

天等對方比較平靜的時候再進行正式的介紹與道歉。進入田野常常會有意想不到的狀況

發生，也會發生找不到可以訪問的對象，但是你要記住你的研究對他們不是最重要的，

對方其實沒有義務性的要協助你，做研究就像交朋友一樣，就是要靠關係、靠朋友，抱

持著感恩的心。 

 聽完之後，研究者感到非常的羞愧，因為畢竟自己遇到的狀況和學姊的問題比起來

真的小巫見大巫，研究其實是很單方面的，說真的對於他們的好處或者也不會改變他們



     

 

55 

 

的生活，我的參與者真的也都很包容我，他們不曾質疑我的身份，很相信我的能力。每

次於訪談結束後，研究者都會和參與者聊起研究目前進行的狀況，他們都會適時地給予

鼓勵與協助，Aladdin 其實目前也是研究生的身份，彼此交換研究的經驗，互相討論交

換研究情報，這些都是在研究過程中不可預知的部分，研究者不應該太過目的性的去要

求對方必須給予幫助與回饋，就像學姊說的，參與者並沒有義務姓的要協助你的研究。 

Lin 很羨慕的說：我很羨慕你可以自由想與運動相關的事情，可以寫奧運的研究。

這些東西整理出來應該會很有趣。Lin 甚至曾經為了未來舉辦的臺北世大運寫了一封建

言信，但最後也只得到「會再向上呈報」的回應。或許研究者應該把握現在還可以撰寫

感興趣研究的時光，未來也許不會繼續朝向運動領域，但至少曾經為這個議題努力過。

蒐集資料準備收尾時，大家都會和我講一句話就是：你的研究什麼時候會完成，我可以

看到你的成果嗎？此時研究者發現，這個研究不再是屬於我自己的，還有所有的參與者，

這些研究結果都是由他們無私的分享建構而成的。 

五、邊分析邊「綁粽子」 

為什麼會形容分析的過程像綁粽子一樣呢？訪談的過程，研究者也不斷進行分析歸

納，試圖找到共同主題並命名。研究者第一個聚焦的方向是參與動機，並且發現參與者

大多對報名奧運志工沒有抱太大的目的性，就是如果有被錄取就去服務，那沒有錄取也

沒關係。所以研究者第一版的第一個主題命名為「不做不會怎麼樣，做了會很不一樣」

來表達參與動機，但是當研究者第一次與學長進行同儕檢核的時候，學長對此命名提出

建議：「這句話好像只有後面那段才是重點，而前面好像不是那麼重要，還有第二個主

題命名與次主題的關聯性低，希望你可以再多思考看看」。研究其實當下是覺得：不會

啊！我覺得我命名的很好，沒有人會比我對自己的文本資料還來得熟悉了。 

但其實研究者這樣的想法，就不能完成研究信實度，多元檢核內其中就包括研究者

不能是同一人，因此，研究者必須進行同儕檢核，在這裡的同儕檢核做法類似量化研究

的評分者信度，主要是邀請未參與研究之人員，通常是研究者的同儕，針對過程中研究

者所採用的方法、所做的資料分析及詮釋，提出問題癥結點，以讓研究者誠實的面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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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Lincoln & Guba, 1985) 。其實研究者再回頭看自己歸納的主題會發現，原來自己的

主題與次主題的關聯性真的很低，有時候研究者在進行主題分析常常會陷入主題命名之

迷失，太強調一定要使用順口溜。 

雖然研究者不是做敘說研究要以故事的方式表達，但是經驗研究的呈現上還是希望

讓讀者閱讀起來是流暢的，如果主題和次主題之間的關聯性較低會讓讀者讀起來前面講

前面的，後面好像又是另外一個故事。學長和我做個比喻：在分析歸納的同時，要不時

地回頭去看自己所凝聚的主題是不是都聯結在一起，是不是粽子都能抓成一串，否則進

入後面的討論容易迷失方向。研究者直到主題分析第三版都還謹記學長的這句話，希望

可以分享給其他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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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呈現奧運志工在奧運期間的服務經驗。將七位參與

者訪談過程中搜集到的文本、提供的照片與物品進行分析。本研究發現奧運志工是以對

奧運產生之認同為根本而產生動機，而參與者又分為主動規劃與被動行動兩種行為模式；

過程當中都沒有產生負面情緒與中途放棄之意圖，因此，研究者規整影響其事件有哪些；

最後奧運會結束後，參與者留下些什麼以及獲得些什麼。研究者將研究結果分成以下四

個主軸進行討論：第一節「不做不會怎麼樣，做了會很不一樣」說明奧運志工參與奧運

服務之背景與動機；第二節「準備決定表現，表現來自支持」描述奧運志工在服務的過

程中，奧組委對志工進行哪些管理；第三節「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說明奧運志工在

服務過程中的經驗、感受與體會；第四節「回到生活原點，延續我的熱情」呈現奧運會

結束後，奧運志工獲得與轉變。 

 

第一節  不做不會怎麼樣，做了會很不一樣 

當志工這件事其實如果不去做，對參與者的生活也不會有影響。但是有了機會或願

望希望可以去實現，讓這些經驗成為自己最重要的回憶，青春不留白。前往奧運做志願

服務要花費金錢 (住宿、交通) 、要花時間 (準備履歷資料)，那究竟是什麼樣的起始動

機，讓這些志工願意遠洋前往異國服務呢？本節就參與者參與奧運志願服務之動機做探

討，分別從「值得追尋」、「排除萬難」、「得償所願」、「無與倫比」四個次主題與九個子

題加以詮釋，以表 4-1 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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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不做不會怎麼樣，做了會很不一樣」主題脈絡表 

主題 次主題  子題 

一、不做不會怎麼樣，做了會很不

一樣 

1.值得追尋  1-1 奧運賽會形象 

1-2 全國動員 

2.排除萬難 2-1 交通住宿 

2-2 朋友協助 

2-3 工作自由度 

3.得償所願 3-1 另一種參與奧運的方式 

3-2 拉近我與奧運的距離 

4. 無與倫比  4-1 工作重要性 

4-2 榮耀的光環 

一、值得追尋 

從首屆奧運開始舉辦，其一直代表著人類體育的巔峰殿堂，但現在奧運被賦予不同

於其他單項性或區域性賽會的特殊意義，也鼓舞著全國的運動員、觀眾共襄盛舉這場盛

典，正因為如此奧運品牌也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賽會品牌。每屆賽事的主辦方建立賽

會標語以建立賽會的識別系統，雅典奧運「重返雅典」、北京奧運「國家大事」、倫敦奧

運「everyone 每一個人」，志工會受到這些賽會傳達的精神或故事所影響，如果感到契

合就會選擇去參與。 

 (一) 奧運賽會形象 

現在賽會強調價值觀的東西，雅典奧運打造自己的故事，以重返雅典為主題，讓志

工感覺參與這次的賽會，自己也跟著雅典重返過去的榮耀。在價值觀的建構上倫敦奧運

也做的很明顯，因為北京奧運以「數大便是美」的方式來呈現，外界開始會期待倫敦奧

運會以什麼樣的方式來超越北京奧運，倫敦奧運注重「人」即使有缺陷也沒有關係，因

為倫敦奧運不可能比北京奧運的人還要多，所以他走出自己的風格。 

 

奧運本來就是從雅典發源的，他那屆又有一個很特殊的身分就是回到雅典，我奧運

回到雅典，他那屆又有一個很特殊的身分就是回到雅典，我奧運回到雅典。我當時

覺得說可以參與這個的更覺得更難得 (A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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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動機—當然是難得啦！可以去服務—可以去參加最大的運動會，也可以去玩。

(J1-004) 

 

現在不是強調文化奧運會、綠色奧運會，這些比較價值觀的東西，那我覺得倫敦奧

運真的都表現得非常明顯，所以我就會覺得，自己會覺得共同，就是會有覺得會跟

他們融入一起的感覺，是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很喜歡奧運這個—這個東西(K1-054) 

 

因為那時候北京奧運弄的那麼大，倫敦要怎麼弄出不一樣，因為你不可能比的了人

多，可是這個方式是讓我覺得比較－更感動的地方吧！( G1-087) 

 

根據「不做不會怎麼樣，做了會很不一樣」之主題呈現，發現奧運志工初始動機，

均為奧運是世界上最大的體育盛會，奧運會的光環不僅吸引大量的運動員、贊助商、觀

眾共同觀賞，甚至讓志願者們都爭相報名志工名額。不論主動參與或被動參與者會受到

奧運會獨特的形象所影響，其建構出的正向賽會形象進而促使志工前往參與，倫敦奧運

Grace 與 Chen 認為倫敦奧運會開幕式與北京奧運不同，是較為自由、開放且充滿故事性

的活動表演，深受其吸引，並引起想參與之動機。 

然而舉辦大型運動賽會除了為主辦城市帶來利益之外，亦對目的地形象有正向影響

之關係，同時增加賽會觀光客對目的地之忠誠度與重遊意願，且已經有相關研究驗證大

型運動賽會對目的地形象與觀光客忠誠度有志向影響 (Kalanidou & Vogt, 2007 ; 

Kalanidou & Chang, 2008)，積極的運動觀光遊客會評估運動賽會認知與情感方面之形象，

高度運動賽事參與者會受到情感、象徵性，與功能性意義所吸引 (Filo, Funk, & O’Brien, 

2008) 。奧運志工如果對所服務之賽會形象表示較高的滿意與認同，會增加他們參與的

意願。 

(二) 全國動員 

北京奧運則不斷地從各方面傳達「奧運是全國的事」，每屆奧運會，主辦當局都會

邀請當屆奧運會拍攝紀錄片，而《築夢 2008》這部北京奧運的紀錄片沒有緊張刺激的比

賽過程，有的是申辦奧運成功到舉行奧運前前後後的人和事，市民、建築師、工程師、

女體操運動員、奧運特警等…各樣背景、各種職業的人，上下一心，每人都在自己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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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而努力，盡力做好奧運。北京志工 Yuan 提到為自己剛上大學希望可以做一些社會實

踐的事情，北京舉辦奧運對於每位國民來說都是無比榮耀的事情，因此，去參與這次的

服務。 

 

剛上大學，也比較閒，也特別想去，想到外面去做社會實踐，鍛鍊一下自己的

能力(Y1-042) 。可能因為國家有某一件大事，群眾凝聚在一起吧，大概就是這

個樣子，那時候確實凝聚力很強。(Y1-022) 

 

運動賽會會對民族自豪感與國家認同帶來特定的影響 (Ikhioya, 2001)，國家認同會

產生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而這股自豪感會驅使志工積極工作。Karkatsouli, Michalopoulos ,

與 Moustakatou (2005) 是以雅典奧運志工作為對象，了解國家認同做為激勵因素是否會

影響公部門績效評估，結果與本研究相似，國家認同是志工主要激勵因素，這些志工的

貢獻也成為奧運舉辦成功的附加價值。 

二、排除萬難 

參與奧運必須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與金錢，參與者提到雖然會想要參加下一屆的奧運，

但也必須工作能夠允許。如果這些參與阻礙的因素減少，自然就會去參與奧運服務。此

段提供奧運志工於服務前之準備工作，以及所遭遇到的阻礙。首先必須先了解整個賽會

的志工的遊戲規則、招募的條件，再來規劃當地的交通與住宿，必須清楚知道場館分佈

以及前往服務所花費的時間，最後是知道自己被分配到的工作後，先提前準備相關職務

的工作內容或基本知識，如果提前做好這些準備，可以幫助志工更快適應當地的現況，

減少意外發生。 

(一) 交通住宿 

倫敦舉辦奧運是以不影響平日運作為原則，所以如果到上下班尖峰時刻容易造成堵

車的情況。再加上因為倫敦的場館分佈廣，因此，要從住宿到服務地區，需要四個小時

的時間。交通需要花很多心力去準備，因為如果不適應當地交通，會影響到整個服務的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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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全就是以不影響到整個城市的日常運作為前提，倫敦奧運的交通非常非常的可

怕 (K1-027) 。從最南邊我住宿的地方到去 zoom one 沙灘排球的場館，這個我就花

了快四個小時，就真的非常非常遠，所以就是我覺得在這時候，這個是我當初是沒

有 prepare 到的(K1-029)，如果 for 我下次奧運會的機會，我就話把個交通，我覺得

交通是要花很多 attention 的，因為交通是每個城市你不太習慣的話，其實這個可能

是最影響到你的生活啊、或是在志工工作上面的一個—一個因素。(K1-030) 

 

雖然就是很多地方，他有跟我們說在哪裡，那詳細，譬如說我們敦化東路怎麼走，

但是實際上我們根本沒有到過那裡，也不知道怎麼走。(L1-021) 

 

如果擔任奧運志工，大會不會幫志工準備住宿的地方，所以都要靠志工自己尋找，

但是因為賽會徵選的過程不透明，志工有時會不知道自己有無被錄取，不知道要如何做

後面的規劃，也因此，也會發生要先找住宿，還是等錄取結果出來再找住宿的困境。而

且當地住宿難找，票務網站介紹的地點都很貴，希望大會可以多準備相關的觀光資訊。 

 

我接到來自希臘的電話，對方是奧會語言服務部門的人員，問我在雅典是否已經找

妥了安全的居住地點。我說因為一直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所以我還沒預定，他則說

必須要先有安全的住所才決定要不要錄取。這樣的先後順序讓我有點困擾。

(Abig-022) 

 

因為那時候住的地方非常非常難找，所以我是透過當地的叫 Thomas Cruise 的票務

網站，這個票務網站他會賣給你一些住宿，但是住宿就很貴，但對啊！你如果要住

的話會非常遠。(K1-028) 

 

(二) 朋友協助 

倫敦志工Grace提到剛開始自己沒有主動去報名是因為覺得招募的條件與自已不符

合，因此，就沒有再深入地去搜集相關的資訊，但是朋友加入之後，才發現其實沒有想

像中的困難，受到朋友的影響，開始期待這項服務，因此，就去參加了。相較於 Grace

是被朋友影響而加入，Yuan 與 Kenji 是主動規劃者，除了網路招募的管道，北京奧運還

會用韻當地盛行的 QQ 網路通訊軟體，Yuan 也會與有相同目標的同學一起加入服務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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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而且在同一個服務區裡幾乎都是自己的同學。Kenji 則是會提前規劃下次的巴西奧

運，也會號招同儕一起加入，目前已經累積七位朋友。如果有熟悉當地的朋友可以提供

服務期間的協助，將會大大降低志工遇到交通與食宿的問題。 

 

知道他們在徵志工這樣子，就可以去參加他們的 audition，然後因為我朋友先去，

後來以為來不及，但最後還是有寄申請表，所以就去玩了。(G1-002) 

 

應該是有那個 QQ 群那種，還有朋友介紹啊！就說你想不想去做志願者、或是：欸

我們這裡缺個人你要不要來。(Y1-006) 

 

我反而是影響朋友，現在的巴西奧運會已經有六、七個人就是—因為我覺得像我自

己啦！ (K1-061) 

我後來發現找到當地的友人，尤其是交通、食物的話，基本上他在那邊生活久了！

所以各個價格或是飲食習慣他們都可以幫你安排好，那我覺得這是滿省時省力的。

(K1-025) 

 

(三)  工作自由度 

因為參與奧運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所以如果工作上不能配合，就無法前往服務，

倫敦志工 Grace 是鋼琴老師所以工作時間上很自由，不會影響、雅典志工 Jimmy、北京

志工 Yuan 與 Lin、倫敦志工 Chen 都是還在當學生時，利用閒暇之餘去擔任奧運志工；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 Kenji 為了要當北京奧運志工，是以尋找有與奧運合作的公司才進

入，先在上海找了一份實習的機會，因為 J&J 是奧運贊助廠商之一，公司會配有名額可

以讓員工前往北京當志工的機會，內部的其他同事都覺得這是一件苦差事，沒有人願意

參與，在沒有競爭之下，順利前往。 

 

因為我去英國唸書，然後念完書之後去念研究所，念完就在那裡工作剛好碰到 2012 。

(G1-001) 

 

在英國讀博士的時候，因為一個希臘同學他要去當志工，問我有沒有興趣就去報名

了 。(J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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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從來沒有參加過奧運會嘛！就是你要深入到裡面去參加奧運會，又在那裡讀書，

它又在 London 開，然後你知道那種感覺跟在自己國家的感覺—我自己國家的奧運

會都完全沒有在 care (C1-006) 

 

我第一次的時候就是因為我那時候為了要去當 volunteer，我先找那裡一個實習的工

作，就是在北京的一個銀行，一個 summer intern 。(K1-001) 

因為我那時候是在 J&J 做 summer intern，那時候公司就有給我一個推薦信，就讓我

到北京奧運裡面負責贊助廠商。 (K1-003) 

 

女性參與國際志願服務之個人阻力來自於個人、家庭、社會，而經費為重要阻礙因

素之一 (蘇麗芳，2013) 。而本研究發現住宿交通與工作自由度可能會造成志工參與服

務之阻礙，參與者認為志工本身必須準備完備的住宿與交通資訊，如果有朋友或公司給

予協助，能夠降低參與服務之阻礙。單小琳 (1990) 指出社會支持包括兩個概念，一為

社會概念，意指與個人有所聯結的社會環境，其範圍由小到大包括親密關係、信賴者、

網路連結及社會人士；二為支持概念，是指情感和工具性支持行為。 

研究結果顯示奧運志工之服務動機與社會支持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朋友與公司主管

提供訊息、支持他們從事奧運志願服務，即為訊息支持與工具支持性度高。倫敦志工

Grace 提到如果朋友沒有先加入開幕表演組志工，她也不會去主動申請，因為她在參與

前會認為那不是自己可以勝任的工作。意指非主動性參與者如果受到朋友或公司給予精

神或實質上的幫助與支持，他們會跨越心理壓力，願意去參與奧運志願服務。另外，Kenji

在公司的幫助之下，得到奧運企業志工的機會，工具性的支持也讓他化解從事服務的障

礙。 

 

三、得償所願 

部分志工雖然過去有運動員的背景，但是因為以運動員的身份參與奧運有困難，因

此，選擇擔任志工以另外一種方式參與奧運；其他沒有運動相關背景，則是認為這是難

得可以接觸世界最大運動會的機會，平常也不會接觸運動資訊，希望可以增加自己的經

驗與給自己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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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另一種參與奧運的方式 

Lin 與 Aladdin 過去曾經是運動選手，但是成績還不能參加奧運，但是當選手並非易

事，不是每位選手都可以站上奧運的舞臺。Aladdin 覺得當觀眾比較容易達成，成為起

始動機。自己在搜尋相關資訊的同時也接觸到招募志工的資訊，因此，選擇去參與志願

服務。 

 

因為我跟 Bin 以前是選手嘛！我的成績沒有好到說可以參加這個，我想要說那也是

運動員一個夢想、一個舞臺，那可以經由別種方式，參加這個盛會。 (L1-011) 

 

因為你也知道當選手沒有那麼容易、那麼簡單嘛！選手這條路我覺得機會不是太大

啦！最簡單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去當觀眾，我去看比賽、拍拍手，然後幫自

己喜歡的球隊加油，是最早、最一開始的動機啦！(A1-011)反正當志工也是參與奧

運的一種方式，而且你不用擔心看不到比賽，我就想說寄吧！ (A-015) 

 

(二) 拉近我與奧運的距離 

奧運只有運動員才可以在開幕式繞場，雖然自己平常沒有什麼機會接觸運動，但如

果是以當志工的身份也是另外一種參與的方式，奧運不再只在電視上觀看的活動，是可

以實際去參與，且是給自己一個參與的機會也是給自己的挑戰。 

 

我平常沒有機會可以去接觸運動、跟奧運有什麼關係，而且你沒事不會去那邊繞場，

除非你是運動員吧！對不是運動員的人來說，運動會真的只是拿來看而已啊！

(G1-047) 

這是我第一次在奧運擔任志願者，也是第一次覺得奧運不再只是觀賞而已。我沒有

辦法買到開幕門票…但我就是開幕式的一員(Gft-001) 。 

參與者對於運動的熱情在奧運服務動機中占了很大一部份。可以與世界上頂尖的選

手並肩在奧運場上，看著他們揮灑汗水、淚水，對於成績拼搏的精神是非常難以忘懷的

經驗。Fairley 等 (2007) 介紹懷舊 (nostalgia) 的概念是指過去奧運會服務的經驗，會驅

使志工再次服務。Kodama, Doherty 與 Popvic (2013) 因為自己過去曾經是滑冰選手，

對於自己過去運動員的身份還存在依戀，想要重回運動場上的欲望，非常嚮往過去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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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期。因此，個人過去的身份會影響奧運志願服務的動機。 

Aladdin、Kenji、Lin 過去有運動員的背景，也非常了解場上運動員的心情，為了想

要與這場世界級的賽會有所聯結，會想要成為其中的一份子，有機會可以再接觸到競技

運動的環境，而且奧運高水準比賽也是這些運動員曾經夢想的舞臺，為了想要成為其中

的一份子，成為前往服務的關鍵驅動因素。也有相關研究指出，志工的滿意度會因身為

大型運動賽會其中一員而感覺到自豪，兩者之間有顯著的預測關係 (Kim et al. ,2010) 。 

 

四、無與倫比 

(一) 工作重要性 

因為語言翻譯的志工來自各個不同國家，可以接觸到多元文化的機會感到很有意義。

雅典志工 Jimmy 一開始就希望可以在語言服務單位，因為他覺得翻譯的工作比較適合國

際志工，基礎的工作交給當地的志工即可。 

 

覺得參加這個一個可能是—最大的好處就是讓我就可以讓我去看不同的運動

(J1-012) 。比較上來看翻譯的工作可能比較—比較幫的上他們，那其他的工作

其實當地的人就可以做了。(J1-015) 

 

現場的工作人員其實對外國的志工來講不見得是適合的角色，因為現場的話更

細，假如我要去推欄架，或者是我要幫選手拿衣服，那個訓練可能就會比較細

一點，那這個細的部份變得說等我過去可能就太慢了、太晚了(A1-037)， 

 

研究發現部分志工的工作內容其實並不困難，有些甚至是平凡且枯燥的任務，如果

不是真正的志願服務，可能無法勝任。Allen 與 Shaw (2009) 的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工作

內容平凡枯燥，但是如果志願者對於這些工作任務有高度的認同性與重要性，他們的參

與度也會很高。如果讓這些志願者了解他們所付出的貢獻是有極高的價值，也會讓他們

對於工作內容產生期待。 

(二) 榮譽的光環 

大會會根據志工分配之職務給予適當的權限或激勵，語言服務志工就會提供個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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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的權限，甚至還會安排其他交通接送的志工接駁語言服務的志工；北京志工 Chen

還提到當大家都只能在場館外面拍照，自己可以直接走進場館，因為可以擔任開幕式的

舉牌志工，這種榮譽感只有實際上參與的人才能感受到。 

 

我是志工，還有志工會協助我，比如說哪裡有問題，他就會派車來協助我，開

車來載我的也是志工，所以整個看來，就是方便度都還滿大的。(J1-021) 

 

我覺得那種感覺是你的榮耀感讓妳—讓你得到很多。因為比方說奧運會前大家

都在那邊拍照，在場館裡面拍照然後就這樣走進去了耶！然後你—你知道那種

感覺，但是你知道—他沒有給你很多的東西，但是那種榮耀感是你，只有深入

在裡面的人他才會有。(C1-038) 

 

過去研究驗證工作滿意度與志工承諾，也證明驕傲感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密切關係 

(Jitpailboon, Park, & Truong, 2006) ，也就是說志工的驕傲感可以作為參與大型運動賽會

一個先決條件，也會成為影響志工滿意度的前置因素。奧運透過給予志工適當的權限與

獎勵，例如語言服務志工可以進入各場館觀看比賽、開幕式表演志工可以領取開幕式預

演的票，讓他們邀請自己的家人朋友觀看，透過以上做法，讓他們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自

豪與榮耀。Boezeman 與 Ellemers (2007) 志工也會從他們工作角色的重要性，透過他們

的感知水平影響建立對組織的驕傲感。 

綜合上述，本研究歸納奧運志工參與動機因素結果如下圖 4-1。奧運志工參與動機包

括賽會形象的認同、運動員身份認同、社會支持以及榮耀感。其中單箭頭表示產生某種

情緒，例如：奧運志工對與自己所認同的賽會形象產生好感，會選擇去參與賽會；部分

奧運志工過去是選手的身份，因為懷念過去運動員的競技舞臺，因此，選擇透過當志工，

以另外一種方式接近奧運；參與奧運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與金錢，奧運志工受到同儕

的影響，發現原來當志工沒有想像中的困難，而工作的自由度也讓奧運志工們可以暫時

放下工作投入奧運志願服務的行列中。除了將志工適才適所外，賦予志工適當權限，讓

他們瞭解自己工作對賽會的重要性，他們感受到服務者的榮譽光環，會增加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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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奧運志工參與動機 

黃美珠 (2012) 以 2009 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作為研究個案，其研究結果發現

志工參與動機因素有國家級的大賽事盡心力、難得的人生經驗、與選手接觸的機會、認

識朋友、外語溝通的機會、升學用途。和上圖 4-1 進行比較發現，相類似之動機有國家

級的大賽事盡心盡力，以及難得的人生經驗類似研究中的賽事形象，因為受到奧運賽會

形象影響，參與者皆表示這是一生難得的機會。不同的動機包括與選手接觸的機會、認

識朋友、外語溝通的機會、升學用途等，這些因素較屬於這次經驗後的收獲，而不是參

與服務前的動機，賽後的收獲與意義會在第四主題進行討論。 

奧運志工的動機與其他持續性的志工服務動機也有相重疊之處。就是利他因素，奧

運志工他們有一個強烈的動機，就是希望可以貢獻自己的力量，將賽會辦好。但是他們

的利他動機又與其他的社區服務志工不相同，他們的目的並不是幫助雅典市民，他們利

他動機的主要對象是奧林匹克運動會。  

第二節  準備決定表現，表現來自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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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就奧運志工針對奧組委進行志工人力資源管理有何感想與經驗，發現如果志

工在服務前，資訊來源或志工培訓完善可以降低他們的不安，此外管理者的角色也可以

從旁協助，因此，分別從「資訊不對稱」、「凡事豫則立」、「從內心管理」三個次主題以

及九個子題加以詮釋，以表 4-2 呈現如下： 

表 4-2 

「準備決定表現，表現來自支持」主題脈絡表 

主題 次主題 子題 

二、準備決定表現，表現來

自支持 

1.資訊不對稱 

1-1 錯過招募 

1-2 觀光資訊 

1-3 社交平臺 

2.凡事豫則立  

2-1 預習功課 

2-2 時程安排彈性 

2-3 模擬實戰 

3.從內心管理 

3-1 平行關係 

3-2 精神喊話 

3-3 溝通橋樑 

一、資訊不對稱 

奧運的招募管道都是透過官方網站進行消息發佈，但是參與者表示雖然對奧運志工

有興趣，但是會因為沒有持續性的追蹤訊息導致錯過原本想要報名的工作。或是無法了

解目前大會招募作業進行的階段為何。總總的情況都表示其實資訊不對稱，這樣可能會

產生志工的不安感。此外資訊平臺的建置也可以階段性的發展，開始為招募，接續提供

當地觀光資訊，以及志工社群平臺。 

 

 (一) 錯過招募 

雖然奧運志工的招募相關資訊都是放在網路上，但是倫敦志工 Kenji、Chen、北京

志工 Lin 以及雅典志工 Aladdin 都有發生錯過招募期、聯絡不上北京招募志工網站，甚

至是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被選上等情況發生。也許錯過招募資訊是志工自己的疏忽，但是

隨著資訊的日新月異，進步的速度一日千里，在資訊管道上面可以採用更及時的方式，

讓有興趣關切這方面主題的參與者可以隨時了解目前招募進行的階段。北京奧運則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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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招募的族群為當地的大學生或是英美澳洲等地的國際大學生來協助，會授權給地

方學校進行招募事宜。但對於臺港澳門等地有心想要參與的志工來說，卻只能透過協會

招募的方式去參與，且資訊都非常的不廣泛。 

 

雅典那邊大會打電話來，(A1-016) …你有沒有確定要來這邊服務，能不能提供一些

相關的證明，所謂的證明就是你機票定了沒、你的住宿，你住哪裡？那時候我就想

說：報名這麼久都沒消息，你沒有跟我確認我怎麼敢訂機票阿！我當時候是這樣想，

可是他後來要我提供這樣的東西。(A1-018) 

 

北京奧運那時候有開放一個類似志願者的網站，你就可以上去登錄，但是其實我們

臺灣的那個是會被擋的，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上去報名，(L1-003) PTT 就是 BBS

那也有上—很多那個類似論壇，很多北京奧運他們志工的論壇，像 BBS 他有

volunteer 網就是那個志工網，但是都沒有這方面的訊息啊！(L1-004)  

他【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那時候的交流幾乎都是跟對岸有關係的交流，剛好那時候

剛好要辦這個奧運，(L1-001)，他也推這個專案就是說，我們招募很多想要去北京

奧運的人，那你們就來報名，那我們會再篩選，但是他篩選的條件，他沒有跟我們

公佈，他只有說你把你的報名表送過來。(L1-002) 

 

在準備出發前，所有的奧運志工共同表示他們的感覺—不確定性。不是擔心自己無

法勝任工作，而是奧組委公佈志工錄取名單以及被分配到的部門，這些訊息都不及時性、

不透明性，導致讓志工在出發前會有不確定的心情。因為這可能會導致志工沒有足夠的

時間去安排行程、規劃住宿與交通等因素。在工作場所裡，不確定性與模糊性會造成潛

在的危險因素 (Jackson & Schuler, 1985) 。 

(二) 觀光資訊 

官方網站的功能除了提供志工上網報名登記外，因為志工大部份都是第一次到主辦

城市，執行工作任務之外，也會想要在當地進行觀光旅遊，因此，大會可以於賽會期間

提供當地的觀光資訊，例如：餐廳的位置、附近的著名的觀光景點，以及前往的交通方

式。觀光資訊便利可以讓志工在從事地方觀光時更方便，亦可以讓他們再出發前往主辦

城市，就先規劃與搜集觀光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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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奧組委的話它可以提供的資訊就是整個賽會一個—一個大的概況，就比如說比賽

時間—比如說我們可能會些交通管制嘛！(K1-026) 。 

其實我覺得對外籍選手來講他們會有一些焦慮，應該跟他講說可能 local 會有什麼

餐廳，那這個餐廳會以養生為主，如果你很了解比如說臺北的話，就跟她講說比如

說在什麼民生社區啊！他可能就會有什麼健康為主的飲食，他可能會一點點，可能

是對你來講可能是—是比較有保障。(K1-034) 。 

 

也是因為有官方網站這東西我才會有辦法以一個素人就有辦法去找到奧運相關的

訊息，各方面的東西我才有辦法去找到(A1-013) 我連到它的官方網站，就在找怎麼

買票、怎麼參與的過程中發現有在徵 volunteer 這塊。(A1-014) 

 

(三) 社交平臺 

除了網站之外，北京奧運還會採用中國最大的互動社群網 QQ 進行招募、聯繫等。

從招募平臺的建置到賽會期間當地觀光資訊，可以再延伸至社群平臺，以倫敦奧運來說，

其實各個組別會自發性的發起臉書群體，志工們可以在上面分享即將舉辦的活動資訊，

或是作為賽後分享照片的平臺。以大會角度思考，也可以打造住宿媒合平臺，需要找住

宿的志工將自己的需求放在網路上，而願意提供住宿的當地人去接洽，就可以解決前面

住宿交通的問題。 

 

我就延續如果是以現在 facebook 的功能上來講，我可以直接延續到服務的，可能大

家彼此交流阿！大家拍得一些照片阿！其實都可以傳上去放在上面，都可以放在上

面，甚至說當結束之後這個東西也可以當作一個後續的一個─聯誼的點(A2-014) 現

在搞不好就是貼上去了，搞不好就會有當地很熱心的部門的志工就會說，阿！住我

家就好(A2-015)你也可以拉出一個住宿媒合平臺，你有需要你就去到那裏，那有想

要接待的也可以去那邊。(A2-016) 

 

他有把我們排練的照片放在官網上面，然後整個過程就排上去這樣(G2-010) 今天哪

裡有 party 吧！比較多人問，結束之後有沒有誰找到我的相片之類的，她需要這樣

子，就有人幫你找。( G2-023) 

 

奧運每屆都必須招募上萬名志工進行協助，而畢璐鑾與吳秀佳 (2007) 淺談 2009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招募策略，並提出將行銷策略應用在志工招募策略裡，分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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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價格、促銷與公共關係。而在促使階段，為了使更多志工獲知活動資訊，並踴躍

投入參與的行列，促銷計畫的成功與否，大眾傳播是重要的工具 (王明鳳，2006) 。其

實奧運招募志工計劃非常完整，對於主辦國家內部的訊息都非常的廣泛，

Panagiotopoulou (2005) 列出雅典奧運招募志工之宣傳活動表，從電視、廣播、雜誌刊物、

5 月 12 日國際志工日發起特殊的廣告、透過測試賽直接招募志工、官方網站等，而這些

活動是從雅典奧運舉辦前三年就開始進行。但是考量到每屆奧運對志工種類的需求不同，

促銷的方向也會不同，例如北京奧運主要是以國內大學生為主要招募對象，而臺港澳地

區之志工必須透過北京奧運授權協會進行招募，所以在招募管道上就會較單一化。 

第二也必須考量奧運舉辦年之網路發展的環境，當時 2004 年雅典奧運網路世代才

剛起步，所以會發生訊息不對稱之情況，到 2012 年倫敦奧運已經出現志工社群交流平

臺，根據上述參與者之建議，可以將網路平臺再更延伸，可以加入觀光資訊提供志工服

務前的規劃，根據 Pi (2001) 研究發現運用網路建構的互動平臺是很好的促銷方式。故

網路平臺提供多樣化資訊進而激發志工參與意願。 

 

二、凡事豫則立 

順利錄取後就要開始進行培訓階段，因為參與者大多是國際志工的身分，因此，只

能在賽會開幕前一周抵達主辦城市，在時間吃緊之下，只能利用極短的時間進行模擬訓

練讓志工快速了解工作內容，此外參與者也提到，除了大會的培訓之外，志工本身也應

該花點時間消化培訓課程的資訊，這樣可以使工作時更順暢。充分的準備才能夠降低志

工對陌生的工作產生的不確定與不安感。 

(一) 預習功課 

Jimmy 與 Aladdin 都是雅典奧運的語言翻譯志工，即使自己是運動相關的背景，但

是對於賽會專業的用語還是很陌生，因此，要接觸到這方面的工作就必須要服務前做足

功課，甚至在藥檢的部分還需要事前演練。尤其是 Jimmy 因為無法配合奧組委的培訓時

間，但大會還是因為他的語言能力傑出且符合大會需求，還是讓他去服務，為此大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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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前都會發給語言服務的志工專用的手冊，裡面有所有的運動翻譯，對志工的幫助非

常大。 

 

只是說，在翻譯的時候，可能你會有一些—你要先做一點功課啦！做一點功課比如

說，很多的運動的特殊名詞事實上我們—雖然有接觸但有些還是不太知道(J1-022) 

這是有關語言專業用語的部分，比較專門的工作，比如說藥檢的時候，要跟他講的

話是哪些話，就是要事先做演練，就是要一樣，所以這個工作會比較—要戰戰兢兢

(J1-023) 

比賽的時候，這些都是要事先做，他也會發給你手冊，這個手冊就有所有運動的—

的翻譯給你，翻譯員有他特別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有啦！但是我拿到的資

料就有這些專業的—專業的資料，可以讓你事先的準備(J1-025) 。 

 

英文版運動簡介的折頁，一下子就幫我把原有的中文體育嘗試轉成英文，而且裡面

有很多專用的單字，這在一般字典裡不好找呢！另外還多發了兩本由三種官方語言

(希、法、英)對照的運動詞彙集。(Abig-076) 

 

(二) 時程安排彈性 

倫敦奧運安排志工培訓的頻率間隔不會太近，還是會讓志工保有一定的自由度，但

還是會有規範，例如倫敦奧運志工不能缺席超過三次，也會有一定要參加的日期。 

 

他就給你一些日期他就是說，噢！你應該要來、你應該要來，最後是你一定要來，

他就說超過三次沒有來，你就不用來了，因為你會跟不上(G1-028) 一個月一次或兩

次，然後五月可能變到兩次、三次，然後就愈來愈多，所以你一開始就可以選擇，

然後愈到賽期就愈近，然後到前一禮拜是你一定要來的(G1-029) 

 

就是有三次的那個—三次的選拔嘛！就是一開始超級～多人嘛！老爺爺老奶奶什

麼年齡層都有，然後第二次就是人少一點，然後第三次就是人更少。選出來之後，

那個間隔也是滿長的，他不會今天 rehearsal 然後明天再 rehearsal (C1-009) 

 

 

(三) 模擬實戰 

志工訓練的內容除了採課堂講授的方式進行之外就是模擬訓練，這個在各個服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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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都會進行的方式，這樣的方式除了可以讓志工事先了解工作內容、熟悉場地之外，也

可以提高服務的效能。但是還是受到時間限制，必須在短時間內要完成培訓，因此，不

會每一位志工都可以輪流上臺演練，雅典志工 Aladdin 在第一次藥檢服務時，還是有些

許緊張。除了演練內容外，大會還會播放影片讓志工觀看，用影片的方式比較容易讓志

工進入工作內的氣氛會了解工作進行的方式。 

 

下午的課程，則是做些模擬演練，比方說記者會的情況，由記者發問，透過語言服

務的義工翻譯給選手知道，然後選手回答，再將訊息翻譯給記者。另外，在進要檢

驗的流程，也需要我們協助藥檢人員告訴運動員該做的動作與注意事項。(Abig-074) 

 

早晨不到九點，各分隊隊長和副隊長來到站點，開始進行學習。當天站點負責人首

先對志願者進行崗前培訓，並明確了分工。同時站點負責人向個隊長介紹站點安裝、

運作的相關知識，並就站點文化背景、特色服務進行專題輔導。隨後各隊長與副隊

長開展半天崗位體驗活動。(Ylog-080722) 

 

培訓會給我們看一段影片，它就會告訴你，其實就像 introduction 一樣嘛！它就是

告訴你我們要幹嘛，因為其實我們大家都很鬱悶，我們到底要做什麼，你懂我的意

思嗎？(C1-012) 

 

參與者皆表示雖然自身有運動背景，但是也是第一次面對語言服務志工的任務，服

務前必須自我充分準備，工作上會運用之運動項目相關字詞等翻譯，如果是志工經理的

角色，志工本身就更需要自己複習培訓時所教的內容，否則將無法應付此工作。Nichols

等 (1998) 提到如果沒有足夠的訓練，志工人員會因為超過負荷的工作產生壓力，進而

導致人力流失。 

在奧運服務期間，每位志工都是體驗式培訓，讓他們邊做邊學，以讓他們可以在短

期內學習自己的技能與工作內容。透過專業的崗位培訓以及志工學習可以建立任務的明

確性和信心，另外還可社交以及建立團隊凝聚力，尤其是這些志願者來自社會不同群體 

(Shaw, 2009) 。 

雖然像語言翻譯的工作較俱有挑戰性，但是過程當中奧運志工幾乎沒有人退出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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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提供志工一個獨特的工作環境與經驗。此外課堂以及各小組實際模擬訓練也非常重

要，但是因為志工人數太多，並不會每個人都可以進行演練，如果當志工培訓沒有達到

期望的學習承諾，志工的態度會呈現消極 (Costa et al., 2006) 。因此，大會應該提供充

分的學習機會，強化志工的能力與學習機會。 

另外，根據研究者前導研究的結果發現，如果培訓加入腦力激盪等分組討論的課程，

可以讓志工之間多一些交流機會，亦可分享自己於培訓課程中遇到之困難與心得。Costa

等 (2006) 發現培訓如果適當地給予志工分享自己的經驗，可以幫助志工建立對團隊的

認同感。如果一個團隊建立起認同感，就能提升個人對組織的承諾，進而提升整體服務

歷程的滿意度。 

三、從內心管理 

志願服務是以人為基本的單位，透過人的服務給予受服務的單位或個人得到精神上

的支持或物質上的幫助。即使招募到充足的志工，沒有管理者，整個團隊也很難運作，

在賽會中志工的來源五花八門，要如何將這些南轅北轍的志工做適當的處理及安排。奧

運的志工經理通常會與志工保持平行合作的關係更勝階層領導模式，而且還要具備說書

人的角色，將自身的經歷用吸引故事的情節套住聽眾，藉由故事隱藏的內涵較容易激起

志工的共鳴與認同。 

(一) 平行關係 

因為 Yuan 除了擔任北京奧運的志工之外，同時也是城市街道小隊的組長，因為組

員幾乎都是高中或大學同學，雖然有些志工與自己有年紀差距，但大家還是不分年紀不

分職務的把工作做好。倫敦奧運的志工經理對志工講話的語氣都很柔軟，且不會強制性

的要求志工，而且還會跟大家一起吃飯聊天，保持平行的關係。 

 

當然除了我同學其他的年齡都比我大，可是沒有任何困難，大家可能目標都一致吧！

(Y1-027)就是想做好這份工作，不分誰到底是負責人，和我們也做一樣的工作。

(Y1-028) 

 

他經常那個說：誒～現在再走一圈喔！然後要走到這個點喔！什麼之類的，但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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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說讓大家覺得，因為你知道北京奧運會是很嚴格的(C1-020) 

 

我是覺得他們還滿重視 volunteer 的工作的經驗是非常愉快的，他們有比較 senior

的人就是像 team leader 的人，我們一起跟我們吃飯或是跟你交流跟你聊一些怎麼

會來倫敦啊！(K1-080) 

 

(二) 精神喊話 

志工經理分享自己的經驗，鼓舞所有志工共同辦好這場賽會。例如 Grace 的志工經

理不管是在培訓的時候還是在正式表演前都會站出來對組員精神打氣；雅典志工 Jimmy

覺得志工的組別非常廣泛，但是管理者還是會經常關切語言服務組，且小組的名稱被排

在手冊前面，顯示對語言服務的志工非常重視。 

 

負責人自我介紹，她說她先前在國外住了十五年，兩年前把工作辭了，特地回到雅

典幫忙籌劃奧運。他覺得這是種責任，也是種榮譽，奧運回到其發源地，希臘人一

定會把它辦好。(Abig-74) 

 

我們的志工是被放在滿前面，所以他把翻譯志工，語言服務的這個區塊，應該是很

重視，包括志工這個頭，最高的，他就常常會來，或是請我們協助(J1-017) 他們就

是會常常來關心我們工作啦！會問一下還缺什麼，需要支援的(J1-019) 因為志工非

常非常多他會經常在我們這群出現代表比較看重、比較重視。(J1-020) 。 

 

這就是我們的 leader，team leader 他每次都跟我們說：表現的很好啊！你們表現得

非常好，表現得非常出色之類的，反正他就會鼓勵你就是了，然後等下記得怎麼樣

怎麼樣。( G2-019) 。 

 

(三) 以身作則 

倫敦Grace會覺得如果管理者表現優良也會影響志工的表現，會想回以一樣的表現；

北京奧運因為招募的成員多為學生，因為沒有奧運的經驗會讓志工也感受到緊張，但是

北京奧運則會讓人感到他的運動氣氛很強烈，因為有豐富的大型運動賽會的經驗，擁有

相關經驗的人才豐富，招募的都是在地社區的志工，平常都要在做服務，過程中也可以

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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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有－管理階層有做好這些事情，下面的人就會回以這樣的表現嘛！所以這就

影響到其他人，過程就還滿順的。(G1-083) 

 

我覺得北京辦奧運會，就是連 volunteer 都會很緊張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沒有經驗，

那個組成份子也是大家都沒有經驗，因為大家都是學生嘛！(K1-040)但是你在倫敦

奧運就不一樣，因為他是運動氛圍已經是很強的一個城市，所以他各式各樣的運動

人才，或是跟 community 社區的結合，然後倫敦辦過大賽的經驗。(K1-041) 

 

多他的原因就是他用的是在地的人，再來是我們實際上在服務的時候，其實每一個

跟你一起工作的人，他都在教你，就是他們都很—首先他們都很平常都有在做志願

者的服務。(K1-048) 

 

參與者一致對於自己的志工經理有非常正面的評價，因為志工經理會不時地來關心

自己的組別，讓志工產生被尊重的正向感受。同樣的，Kim 等 (2008) 發現 1988 年漢城

奧運因為賽會志工管理不善，影響志工的自豪感以及產生賽會的負面形象。因此，當賽

會志工管理者給予志工工作任務上之關切與支持，或是表達對志工為賽會付出的感謝之

意，志工會更滿意自己的經驗，並且會以身為志工而榮。 

除了與志工保持平行互相幫助的關係之外，志工經理還會在賽前分享自己的經驗，

激勵志工讓所有志工都保持正向積極的態度去服務。全球最大的餐飲集團百勝集團執行

長 David Novak 強調以「信賴員工」為核心信念的企業文化，激勵員工發揮最大的潛能 

(蘇鵬元，2014) 。Novak 提到員工的重要性：「我要我的團隊成員了解自己的舉足輕重，

也希望他們每天上班都可以樂在其中」。上述的做法都類似心理資本 ，心理資本源自於

Avolio 與 Luthans (2006) 認為你自己期望成為怎麼樣的一個人，是悲觀、樂觀？還是

消極、積極？內容包括自我效能、希望、樂觀和韌性四個方向。 

但蔡進雄 (2006) 指出心理資本並非全部都是先天的，其實它也是可以經由後天培

養而成的，領導人亦能善用比馬龍效應、發揮情緒智力、發展高度自我效能來培養後天

的心理資本。就李新民、朱芷萱 (2012) 提出理論觀點而言，真情領導之真情流露情緒

可以透過情緒的感染促發下屬的心理能量。因此，志工管理者在培訓開始就分享自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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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故事，呼籲所有志工共同為這次賽會努力，也是彰顯管理者真情領導之非知性方式。

同時如果管理者表現積極進取，志工也會更加投入希望回報管理者之熱情。社會交易解

釋架構說明真誠領導者以自己的身體力行來交換下屬的真心回報 (李新民、朱芷萱，

2012) 。根據上述說明，第二節人力資源管理對奧運志工之影響研究結果如下圖 4-2： 

 

圖 4-2. 人力資源管理對奧運志工之影響 

上圖 4-2 說明，人力資源管理雖然是階段性發展，從招募、培訓到管理，但是人力

資源管理對志工的影響是不斷滾動式的累積。在招募階段因為資訊管道不透明，以及主

辦城市之住宿資訊尋找困難，讓志工產生對服務的不確定感，可能會影響參與意願；培

訓過程雖然有採取模擬訓練，但因為志工人數眾多並非全體志工都能進行演練，志工在

執行服務時會有生疏的感覺，另外，雖然自己有運動相關背景，但還是對自己的工作項

目的專有名詞不是很熟悉，志工組長也必須接受多項培訓，以上會產生志工對工作任務

的壓力，因此，有參與者建議志工自己也必須花點時間學習，以提高自己服務專業性。 

最後，如果開發和有效的管理志工心理資本，可以讓志工當面對挑戰性的工作，也

會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達成，為了成功也會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在逆境中也都會保持

正面的想法。另外，管理者亦可朝向真誠領導的用心領導，透過實際行動領導協助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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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正向心理。因此，在各階段均要重視志工需求，否則所有的情緒累積，可能會導致

志工的負面情緒，進而影響志工工作投入。 

第三節  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 

本節說明奧運志工在服務過程中的經驗，只要奧運組織以用心的態度關懷志工，志

工就會以更用力的方式繼續服務，參與者均呈現正向且滿意的原因，分別從「各得其所」、

「奧運氣氛」與「附加價值」三個次主題以及七個子題加以詮釋，以表 4-3 呈現如下： 

表 4-3 

「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之主題脈絡表 

主題 次主題 子題 

三、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 1 各得其所 1-1 尊重需求 

1-2 安全需求 

1-3 基本需求 

2.奧運氛圍 2-1 嘉年華 

2-2 居民互動 

2-3 奧運精神 

3.附加價值 3-1 文化蒲公英 

3-2 休閒者 

 

一、各得其所 

研究結果發現，參與者多為國際志工，他們自費前往服務，自己會照料住宿問題，

因此，其實他們抵達後就將全部的心力放在活動上，所以只要滿足他們基本的飲食與安

全的需求，志工就會非常願意繼續服務，如果給予志工更高階層的尊重需求，則會讓他

們想要表現得更好。 

(一) 尊重需求 

安排有意義的工作，讓志工自己覺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很俱有意義，他們就會願意

繼續服務，畢竟很多行政雜務可以外包，但是只有讓志願服務者從事真正對他有意義的

工作，才能讓服務的工作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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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受到的重視就是，你會覺得你工作很重要，讓你覺得你工作比較重要，你確實—

你不是去玩而已，整個過程你不是去玩而已，真的有幫助到這個賽會、這個國家，

我想很多人。(J1-036) 

 

不只是奧運會，英國很多的運動賽會都會採用英國皇室題字的方式感謝所有的成員，

讓志工感覺被重視，即使那不是首相自己寄的信，還是會覺得大會尊重志工並不是嘴巴

上說說而已，還是有實際作為。 

 

那時候拿到我也很興奮，但當時我—其實一樣的英國志工，這個好像是他們在—他

們有一個大不列顛國協，會有很多運動會在很多地方都舉辦，然後他們會利用這個

模式去感謝所有的參賽的成員這樣，他們就會覺得他們的確是—就是很有傳統，然

後—很重視，不管，就是每一個在賽會裡面的參與者，他們都會一一表達感謝。

(K1-087) 

 

就覺得他們滿有心的啦！即使那不是首相自己做的事情，可是他也要－要做這個動

作，他們真的還滿感謝所有幫忙的人吧！(G1-049) 

  

服務前不覺得自己的角色重要，但過程中發現大會對語言服務的重視程度大，可以

從宣傳手冊將小組名稱放置書的前面。倫敦奧運也會將開幕式的表演志工的全名放在節

目單後。 

 

我其實剛開始不覺得說特別重要，只是說在參與後，在整個志工群裡面，他對我們

這個小團隊的重視程度應該是滿大的，因為他整個宣傳，他就會把它放在比較重要、

前面，書裡面，他最後有出版。(J1-016) 

 

最後每個人都有一本節目單，本來外面的人買本來是要錢的，節目單的最後面的一

頁－當然不可能一萬個人的大頭貼都放上去，不過大概有上千個人被放進去 。

(G1-050) 

 

(二) 安全需求 

北京志工 Lin 因為是經由臺灣青少年協會的管道，前往北京奧運服務，整個服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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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過程，都會由當地的大學生來協助，除了確保他們的安全之外，也像保姆的身份

一樣，給予臺灣的志工很大的安定感。Aladdin 因為過去也有擔任過聽障奧運的志工經

理，他覺得大會要非常注意志工的安全，不要安排很危險的工作讓志工去完成，這樣會

辜負這位志工的工作熱情，注意志工安全也是大會特別注意的方向。 

 

就他甚至有派一樣是隨時就是跟著我們去，然後他也跟我們穿一樣的衣服，對然後

他不是志工他就是照顧我們的人，但是她為了不要讓我們覺得他是很奇怪的人、很

有距離。(L2-004) 

 

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你不要派一些危險的給他做，弄個什麼斷手斷腳之類的，那這

個當然就—你會有點辜負了這個人，他的熱忱來這裡做結果你派了危險的工作給他，

害他導致他後半輩子怎麼樣怎麼樣。 (A2-023) 

 

(三) 基本需求 

每屆奧運都會提供志工可以免費搭乘交通工具，飲食方面也是免費暢飲。除了吃的

飲食之外，大會送志工很多服務時會用到的裝備，這些在賽會結束後都會是非常重要的

紀念品。 

 

他其實還滿有心的，三明治都不難吃，而且他很多口味，大概四個口味吧！可是你

就是－吃到後面就－就一樣了，他其實還滿－就是三明治還有 cereal bar 像麥片的

餅乾。( G1-059) 

 

倫敦奧運志工穿著的制服上是大會選部分志工的臉，將其印製在衣服上。志工收到

的鞋子也是平常可以穿搭的，非常實用。 

 

比如說像我們的制服是－很多人臉在上面，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然後那些臉就

是志工的練，每個人的臉，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拍的，不是哪個明星的臉，或是哪

個有名的臉，就是志工的臉。 (G1-054) 

衣服鞋子－鞋子還滿實用的，是真的可以穿的，除了－牌子沒有給你之外。( G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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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組委為了要建立志工正向積極文化，會透過發放志工制服、獎品與交換奧運徽章

的活動，以及在培訓與服務期間無限量供應志工飲食。此激勵策略亦可對應至 Maslow 

(1943) 提到人類的需求包括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尊、自我實現需求，並進一步指

出人們的需求是在滿足生理需求之後才會發展到心理需求 (余振忠，1994) 。志工是自

願性的服務，相對而言他們會自願負擔參與服務的支出，所以對他們來說參與奧運的需

求，處於馬斯洛需求層級中較基本的階段，及生理與安全需要。 

實際推展策略為： (1) 大會提供志工最基本的三餐溫飽及個人交通。例如：Kenji

提到北京奧運有國外選手很擔心中國的食品安全的問題，希望大會可以提供其他安全飲

食的資訊，以及城市附近觀光的交通資訊，如果大會提供這樣的服務會讓志工或者其他

奧運的參與者覺得城市便利性高 (2) 志工的工作還是要建立在安全的工作環境上，志工

付出勞動、奉獻愛心，卻還要讓他們負擔潛在的風險，如果志工的人身財產安全受到侵

害，將會嚴重打擊志工的服務熱情，產生負面情緒甚至會嚴重影響志工的服務品質。 

接續參與者認為應該被滿足的需求是較上層的社交與尊重的需求。心理需求會依照

奧運志工不同動機而有所差異。例如：Kemp (2002) 認為社會服務志願者與奧運志工之

參與動機有差異，在奧運志工中發現他們對國家的自豪感、社交的動機，且渴望被重視。

因此，社交對部分奧運志工來說，能夠以志工身份與遊客身份來到主辦城市，接觸他國

文化與人群機會，可說是非常重要的 (Williams et al., 1995) 。但也有志工希望被獲得尊

重，因為這能讓他們願意付出更多的努力。 

 

二、奧運氛圍 

志工去參加奧運最讓他們感到驚奇的是整座城市都像舉辦慶典般，一下飛機就讓志

工很深刻的體會到，這個國家要辦奧運的氣氛。不管是整個城市的氣氛或是與居民的互

動，都會讓志工感覺到這就是世界級的運動會，且象徵著和平、友誼與團結的奧運精神，

不分國籍大家共同把這場盛事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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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嘉年華 

奧運舉辦期間，路上的民眾都像舉辦嘉年華一樣的熱情，雖然身為國際志工但是可

以感受到賽會給志工不分膚色不分人種的感覺，彼此不會有競爭的想法，眾人都沉浸在

慶典的氣氛當中，有種嘉年華的感覺。 

 

他們幾乎為了這個就是那段時間好像嘉年華會，你隨時出去路上都很多人在唱歌表

演，甚至國家代表對在路邊就在表演啊，所以是很熱鬧。(J1-033) 

 

我覺得會有奧運的向心力，因為像我是身在國際，就是像我在北京，我也會，因為

我比較沒有那種，就我不會覺得我是那個國家的那個人，會因為覺得奧運會給我那

個價值在於說覺得全世界真的就是不分膚色、不分人種，而是他就是像一個嘉年華

會(K1-053) 

 

(二) 居民互動 

希臘民眾看到國際志工來當地幫忙，都會展現他們的熱情，歡迎國際志工。北京志

工 Yuan 服務的站點為了要更進一步滿足遊客的需求，設立了意見簿，廣泛徵求市民、

遊客意見，有位居民希望服務站可以提供天氣預報的服務，因此，也馬上跟進。甚至還

有位老人會用地書1來表達對奧運的熱情與關注，也同樣吸引了眾多遊客的目光。這些

居民其實都非常感謝志願者的付出，除了意見簿之外也可以在站點的板子貼上自己感謝

的話，透過把話說出來的互動，會讓志願者更投入到賽會裡。北京奧運賽艇場館到主場

館都需要搭乘接駁車，Kenji 在車上遇到來自蒙古的媽媽，因為兒子的孝心讓他有機會

第一次來北京，但身體行動不便還想讓座給外國年輕人，原來是因為她覺得身為東道主

不能讓客人站著，所以即使身體不方便還是希望可以讓外國年輕人坐下。 

 

他會把志工意願放高一點，所以我們去的話，當地的人看到國外志工其實他們都很

熱情，都會跟我們打招呼，所以不一定要首相啊！你就會體會到當地人會很感謝你。

(J1-041) 

                                                        
1 地書：在各大公園，甚至馬路的人行道上，有一些老人用一種同掃帚般長的桿子，筆頭則用海綿做成

的特殊的筆，蘸水在地上寫字。由於不用紙墨，而是用水在地上寫，故稱之為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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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在跟媽媽聊天，因為那個媽媽有點身體不方便，可是還是他還是堅持—堅

持讓座給那些人，因為兒子的孝心，讓她能夠第一次來到北京，他覺得他身為一個

主人，應該要有主人的樣子，算他對—他在怎麼樣身體 不良於行，因為你做主人

嘛！就不好讓客人站著，然後你就看著殘障媽媽意志非常堅定的一定要把座位讓出

來。(K1-065) 

 

這位老人是公園附近的居民，每天一大早就要到公園裡來晨練，寫一寫地書。今天

他來到公園看到城市志願者們正在開展奧運宣傳服務活動，於是趕忙上前，用水筆

一揮，熟練地在地上會出五環標誌，並在五環裡增添了栩栩如生的福娃形象。老人

對志願者說：北京奧運是咱們北京市民的光榮，看到你們這些大學生利用休息時間

為市民們提供服務，真謝謝你們！我學地書一年多了，就用這種形式來給你們助助

威吧。(Ylog-080709) 

有一位住在附近的大媽來公園晨練時看到志願者忙碌的身影，非常感動，他在本上

寫道，謝謝志願者們冒著酷熱仍無私地給我們講解奧運知識，有問必答，有求必應，

你們是北京的光榮、北京的驕傲，謝謝。(Ylog-080716) 

有位大爺建議志願者說：你們看看公園裡都是晨練的人，你們要是能弄個天氣預報

多好啊！志願者立即響應，張貼今日天氣宣傳畫，播報今日天氣情況，還設置了遊

客注意活動時間、天氣變化等溫馨提示內容。(Ylog-080716) 

 

(三) 奧運精神 

倫敦奧運期間可以從廣告中看出他們對奧運的看法，廣告中的人都在辦公室上班，

但都會與奧運的項目有所聯結，例如雖然路上塞車，但是也會被轉化成跑障礙賽，想要

用飛鏢射老闆的銅像，就會變成射箭項目，用這些幽默去表達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運

動員完美的轉身。奧運會的標語是 this is for everyone，雖然是標語也可以從開幕式感覺

出來，這場賽會是需要每一個人的努力，標語不再是口號，而是可以讓志工真的感受到

被尊重的精神。 

 

在倫敦奧運的時候，他其實也有那些廣告，我覺得廣告能夠反應出他們對運動的想

法，在倫敦的時候會把很多的上班族，他就好像內心有一個奧運選手的夢，所以大

家在上班的時候，比如說很堵車像是在跑障礙賽這樣，結果他真的會跨欄啊！幹什

麼的。然後比如說，在辦公室就比如說跟很惡毒的老闆，就是被罵完就會直接去射

他的銅像，就會變成射箭項目，我覺得他就是有一個廣告去 create 說，每一個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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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完美轉身。(K1-073) 

 

  

他們這次的 slogan 是「this is for everyone」雖然要競爭，每個國家一起來做這件事

情，所以你們有競爭，他這個精神也是用在──開幕上面( G1-076) 。可是你會覺得

在這次活動這就是每個人要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只是一個口號，而本來就是

為了運動賽事而的－的－的目的，可是他把那精神也用在開幕上面。(G1-078) 

除了廣告標語之外，也可以從當地的居民對奧運的態度，看出他們所認為的奧運精

神。倫敦志工 Grace 覺得從賽會開始到結束，雖然自己是志工，但是他接觸的所有工作

人員都沒有態度不佳，甚至有新聞報導，因為倫敦奧運全部英國人都變得和善，但結束

之後又變回冷漠。倫敦志工 Kenji 也提到從一下飛機就有年長的奧運志工來迎接他們，

雖然自己就是來這裡服務的人，還被當地的志工當作客人般服務，這些爺爺奶奶級的志

工他們是在歡迎來到倫敦的客人，而不只是志工而已。 

 

然後還有就是你從開始到結束，你遇到的工作人員都沒有臭臉，這還滿難得的，因

為英國人都是以臭臉聞名的人 (G1-073) 。因為有個報紙就是，那一個月好像全部

人或全部英國人都很好，都很友善這樣子(G1-074)，結果結束之後又變回很忙碌、

很冷漠的英國人，就有這樣的報導啦！可是在那段期間好像大家都很 nice 很有笑臉，

還滿好笑的，所以整個過程我遇到的人都很友善，他很尊重你，所以你就會－我啦

我就會很有被尊重的感覺。(G1-075) 

 

 

就是我們剛到倫敦奧運就是到機場的時候，對我們一到機場的時候，就有完全大陣

仗的 volunteer 去接待，然後接待你的也都完全不是學生，是老爺爺老奶奶都是非

常精神抖擻這樣子，對啊！(K1-035) 

 

除了虛擬的社交平臺之外，Kenji與Yuan提到大會也會有實際的社交活動，例如：

志工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以及志工的餐敘等等。黃詩珊 (2007) 探討從志工對非營利組織

之情感切入研究，討論其前因與影響結果。經由驗證結果發現，在「成員與組織之互動

關係」層面，涉入程度、接觸頻率與參與資歷對認同呈現顯著影響，由此可推知，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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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民眾表現熱烈歡迎民眾，與志工頻繁接觸，志工會因為他們的熱情，會想要一起合

力辦好這場賽會。 

積極因素包括置身於慶典般氣氛，感受奧運精神、感覺是團隊的一部份、感覺受到

重視，居民對你微笑，雖然這些感謝是只是小事，但參與者認為受到鼓舞，會讓他們感

覺到被鼓舞且會產生積極的心態。同樣的在 Elstad (1996) 研究指出慶典氣氛在奧運會中

的重要性，發展奧運精神是為了提升奧運志工回去服務的意願。同樣的 Fairley 等 (2007) 

的研究也指出志工會受到奧運精神的影響，在賽後也會想要重新回到當時的情境中。 

 

三、附加價值 

這些奧運志工除了在各個職務上扮演服務者的角色外，還有其他角色功能性，城市

志工會透過舉辦許多文化活動，將中國文化展現在公眾面前，也拉近與民眾之間的距離。

讓整個城市都成為文化招牌。另外，Aladdin 與 Kenji 都會在沒有服務的時間裡從事其他

的休閒活動，有自行規劃以及奧會舉辦，除了調節自己服務的疲勞，當地觀光也可以讓

自己更融入這個城市。 

(一) 文化蒲公英 

Yuan 是北京奧運的城市志工，除了執行每日的任務之外，也要擔任中文文化的傳

遞者會舉辦很多文化活動來宣傳奧運精神。 

 

城市志願者將手繪的臉譜擺在站點展示，引來眾多遊客駐足觀賞。Yuan：路過我們

站點的外國客人較多，他們對這些臉譜作品都很好奇，我們以此為契機，向他們介

紹每一張臉譜的同時，也向他們介紹中國的傳統文化。(Yft-080823) 

有一個老爺爺拿了一種類似毛筆的東西，在公園的地上寫字，我不知道您見過沒有，

就是－他那個毛筆沾上水，這麼大一個，沾上水然後在地上寫書法，寫的很漂亮

(Y1-030) 那是偶然發生的，很多人看到那個就很想學，然後就很多人早上去公園，

跟那個老爺爺去練那個書法。(Y1-034) 

 

Lin 原本填寫場館服務，後來被分配到交流站，與民眾進行遊戲，主要是幫民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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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奧運正在進行哪些比賽、地點，除了交流的功能之外，還可以加深民眾對奧運的認識。 

 

實際上被分配到我們類似在，一個每一個路口，路口都有設一些類似那個叫什麼—

交流站，那要怎麼講，譬如說他會撐一個傘，然後放在每一個路口，他那邊會有一

些東西，譬如說一些刊物啊！一些小遊戲、小活動就會讓當地的民眾可以感受到現

在在辦奧運的氣氛，那我們的工作就是跟在場民眾進行一些小遊戲(L1-015) 。 

或者是跟他解說，這附近有什麼場館是在辦什麼比賽，那—你們可以去看看或者是，

你們不知道怎麼去或怎麼樣再提供，類似一個服務站就對了，那他的服務站又有一

個交流功能，跟當地民眾互動的一個過程，類似是這樣。(L1-016) 

 

(二) 休閒者 

如果當天沒有值班的話，自己的同事還會帶其他的外國志工去觀光倫敦，因為倫敦

奧運希望帶給每位志工享受的精神，不管有沒有值班都可以享受在倫敦的每一天。此外

還會舉辦奧運志工運動會，這活動部分項目甚至可以使用奧運場館，有些則是普通的場

館。是由奧會贊助這個活動，志工自願參與，所以有些項目會很多人參加。 

 

因為我們也有休假的時候，如果你沒有人帶你去玩的話，他也會幫你安排，因為一

個組裡面其實我們上班時間也不多嘛！大概就是一週五天他就幫你排班表，就是你

off 的時候就會讓也是 off 的人帶你去倫敦就是去玩一玩，我覺得這都是滿貼心的

(K1-081) 。就是英國很常講 have a nice day 我覺得她會希望今天你不管是在服務還

是沒在服務，你都非常非常 enjoy 在倫敦的每一天。(K1-082) 

我覺得倫敦奧運的話，我們不同賽館的志工其實還滿多交流的，對然後他們也有辦

選手村的 event 我們也有去參加。(K1-076) 

我記得有舉辦一個小小型的運動會，就跟奧運一樣，就是大家可以參加，就譬如就

是說有馬拉松啊！就是可以—有些是可以用奧運的場館、有些就是找很爛的場館

(K1-084) 。應該是大會有 sponsor 但是下面都有，應該是 volunteer 那一組但是因為

他是自願參加，所以說有些項目會大家比較多人(K1-085) 這真的是很難得的機會，

不過大部分就是在他們的練習場啦！因為他也會有類似的—類似的場地，可以讓選

手們去練習，但其實每個項目他的那個賽期都是固定的嘛！所以說如果他有 off 的

時候就會有 volunteer 去玩。(K1-086) 

 

Aladdin 所有的觀光旅遊路線都是自己規劃，參觀古蹟、欣賞音樂會，甚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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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內從事自己最愛的慢跑。 

 

時差還沒條過來，不到五點就醒來了。打開燈，拿出旅遊書，研究今天該去哪裡玩。

(Abig-042) 

下午四點，換上跑服慢跑去。慢跑對於我來說，算是一項生活的指標，當新生活從

陌生逐漸習慣，從忙碌到找出空擋去慢跑，看來我已經抓到了住在雅典的節奏

(Abig-069) 

 

Coyne 與 Coyne (2001) 認為旅遊志工 (尤其是出國旅遊)，需要相當多的金錢投資，

這麼一來旅遊志工不像其他重複性服務的志工，無法頻繁地出國服務。但他們也不是第

一次出國，與其他重複性服務的志工相比，旅行志工的社會動機不一樣，特別是社會福

利參與動機非常大一部份。由於大部份的運動賽事並不是持續性的，因此，不需要太多

的承諾，但是必要的時間與金錢投資還是必要的。也就是說，這些旅遊志工必須有更強

烈的動機來克服這些障礙。也根據 Fairley 等 (2007) 對雅典奧運旅遊志工做參與動機之

調查，發現過去雪梨奧運服務經驗的記憶非常深刻，因此，他們會渴望重回當時的經驗。

其受訪者還表示：希望可以了解希臘文化，因為希臘奧運是奧運會的開端，這樣的特別

性是別的運動賽會比不上的。Weinmann (1983) 與 Carlson (1991) 認為接觸新文化對個

人發展上有助益，例如：使個人有更高的包容性，可以包容個體差異；俱有全球性視野

與洞察力，可以讓自己的生活加入新的價值觀。在這旅遊志工的經驗學習中包括：個人

知識的發展、自信心、獨立性、文化意識與社會能力。 

另外，研究者發現，參與者除了擔任奧運賽事的相關服務外，在非任務期間也會去

從事其他的觀光休閒行為，但是相關研究鮮少探討志工在非工作期間從事休閒活動對工

作任務的影響或效益有哪些？但是可以知道的是，奧組委提供志工許多休閒上的選擇，

讓奧運志工除了工作服務上的經驗，也延伸至觀光旅遊的經歷。透過這些旅遊或觀光的

活動，可以讓志工與其他參與者之間更為密切，因為除了工作時段之外，他們還一起分

享旅遊的經驗。而這些都並非只是表面上的社交行為，而是能夠讓他們產生更密切的聯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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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回到生活原點，延續我的熱情 

本節就奧運志工在奧運結束後之心境轉變與代表經驗物品的意義做探討，分別從

「經驗遺產」、「看見臺灣」、「其中一員」、「奧運風格」四個次主題與 10 個子題加以詮

釋，以下表 4-4 呈現： 

表 4-4 

「回到生活原點，延續我的熱情」主題脈絡表 

主題 次主題 子題 

四、回到生活原點，延續我的熱情 1.經驗遺產 1-1 完整角度 

1-2 社會網絡 

1-3 新的體驗 

2.看見臺灣 2-1 國旗與奧運 

2-2 我來自臺灣 

3.其中一員 3-1 工作制服 

3-2 頒發榮譽  

3-3 上電視 

4. 奧運風格 4-1 奧運已成習慣 

4-2 生活充滿奧運符號 

 

一、經驗遺產 

這次的奧運服務經驗究竟帶給參與者什麼樣的回饋，其實是研究者在開始時沒有列

入研究問題。因為奧運短短的兩週究竟可以給參與者帶來什麼樣的心境轉變，因此，以

「奧運結束後，獲得到什麼」進行探討。參與奧運其實就廣義來說，很簡單，只要打開

電視機觀看奧運的比賽，就算參與其中。但是因為當奧運志工必須克服的因素太多，工

作、家庭、經濟，甚至是到後續的行程安排等，所以當有機會可以被選上當志工，對參

與者來說，這次的志工經驗是讓他們多一個角度看賽會，不再只是臺下的觀眾，而是可

以看到整個賽會幕後運作的過程，而這樣的經驗也讓部分志工得到臺北聽障奧運志工經

理的機會，又讓他們多了不一樣的奧運志工角色。 

(一) 完整角度 

不管是在演講還是在夢想書裡清楚寫到，奧運對Aladdin來說是一直要執行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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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完成之後是更讓自己了解夢想是可以實現的，不管花多久時間，一點一點的規劃，讓

他更接近自己定下的目標。一場運動賽事包含很多參與者的角色，所以這次當志工是給

自己多一個角色。自己過去也當過選手，也非常了解比賽前後的心情。第二種身份就是

觀眾，因為自己從小就是運動迷，所以也經常當觀眾這個角色。第三種角色就是志工，

過去也沒有擔任過這樣的角色，第一次擔任就是奧運志工。 

所以這樣的角色幫助自己可以多一個角度去看事情，就像最後一塊拼圖一樣，讓自

己的運動賽事經驗會更完整更具整體性。就如同自己如果沒有當過餐廳服務生，就會對

於服務不周的地方一直抱怨，但是如果你曾經做過服務生的經驗，自己就能夠感同身受

這個身份的體驗。 

 

那我以前跑步嘛！雖然是學校但是也是，你當過選手，所以我了解選手在比賽前後

的心情(A2-004)，這個狀態，第二個就是我常在看這些比賽，一個運動賽事來講，

另外，一個主角就是觀眾，觀眾來看這個 show 來看這個賽是這樣子，所以我以前

不管是電視上看或是現場看，其實也常常在當這個角色(A2-005)，可是志工就是第

三個角色，他等於是說有點像是服務人員或者像是他可能包含了裁判阿、志工阿、

工作人員這一類都是屬於，就是讓賽事進行的一個角色，這等於是第三個—第三個

重要的族群。(A2-006) 

 

Aladdin 第二個拿出來與我分享的物品是志工服務證，Aladdin 心虛地與我分享他用

這張服務證做過的「壞事」，因為擔任語言服務組的志工，拿到的工作證的權限是無限

大，因此，可以自由進出任何場館，但是 Aladdin 又會擔心這樣做的正當性是否好不好，

雖然猶豫但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因為就用了這張工作證，看到一票難求的田徑賽，

第一次坐在不是觀眾的位置，而是坐到賽場邊非常靠近的位子， 工作人員的位置，這

是當志工才有的特殊福利。 

 

最有特殊性，因為你說志工服，其實網路上也買得的到，那你這一張，就是能夠照

出自己的名字然後自己的部門啊！基本上他也是最能夠代表我去做了那件事的一

個物品。(A2-029) 比較特別的事就是有拿過這張去做過壞事。什麼壞事就是，我

們在的部門比較特別 language service 那這個部門散佈在各個場館，這個符號是無

限大，是所有場館都可以去(A2-030) 我服務的同事就在傳說：欸我們這一張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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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任何場館，都可以進去就對了，後來有試一次，有兩次啦！跟我的同事，一個瑞

士的同事就跑去算是獨木舟激流的那個場館，我們就跑去那個場館先看比賽志工就

看我們的權限，就讓我們進去了。(A2-031) 你穿著志工服，照理講你穿志工服帶

這個證，你應該就是當班的，要不然想說奇怪你怎麼坐在那看比賽，會有一點模糊，

那當然這個東西另外一個角度是這是一個小福利。(A2-033) 

 

Aladdin 因為要準備採訪，結果天外飛來一顆界外球，掉落在觀眾無法進入的區域，

也因為如此自己順利的撿到界外球。剛好碰到曹錦輝藥檢，所以可以剛好拿界外球給他

簽名，也許在臺灣如果進球場看球賽有機會可以要到球星的簽名，但是因為當了雅典志

工，一個突如其來的界外球，是一顆屬於奧運會專用的棒球，然後又剛好分到藥檢的工

作，讓他拿到值得珍藏的“lucky ball”。 

 

這顆是奧運比賽的用球，我在棒球場服務嘛！這顆是奧運比賽用的用球，那時候很

幸運的，我撿到界外球。我在 mixed zone 要訪問那個球員。結果打一個界外球就

是我站的那個附近，本壘後方就捕手後面，所以就根本沒有觀眾然後我就趕快去沖

過去把球撿起來。(A2-037)，我們能簽的時候就是比較私下的時候，那時候他剛好

那時候抽到藥檢，那藥檢又沒差，我陪他去藥檢室，這顆球剛好在身上，那就剛好

給他簽。(A2-038) 

 

服務結束之後，倫敦每位志工表演者都會拿到一本節目單，在奧運標語那一頁還會

用志工的人臉拼湊「This is for everyone」，這本節目單介紹表演活動的內容，以及所有

參與表演人的姓名，不管是有支薪的工作人員還是志願服務的志工會依照組別分類，都

可以找到自己的名字。因為開幕式表演的安排，都是與英國各種發展的歷史有關，所以

對於非英國人的表演者來說，就會比較難懂這背後的意義，但是有同組的組員會將這些

故事整理起來 email 給其他的組員。Grace 關心的是這些表演背後的故事，相較之下是

否可以出現在電視轉播上，對他來講比較不那麼重要。 

 

然後我那時候也會特別關心，它背後的含義，應該說我比較在意的是為什麼他要這

麼做？他要這麼做？對啊！show 臉的那個沒差啊！( G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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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網絡 

Lin 是參與兩岸交流協會才有機會到北京當志工，而兩岸交流活動除了讓兩岸的青

少年體驗奧運活動等，也提供兩岸青年互相交流的機會，在相關計劃的論壇裡有很多的

聲音，希望未來有更多的機會可以互相了解彼此的文化，多一點的交流互動才會減少彼

此間的歧異。另外，北京奧運的 Yuan 也認為因為自己擔任組長的身份，有在活動的前

後會舉辦上午培訓下午聯誼的活動，這些活動只有管理階層才可以參加，彼此有交流的

機會，對她來說賽會結束後覺得朋友變多了，過去的交友圈只有在學校，因為這次的服

務有機會認識不同領域的朋友。 

 

他們那時候還沒有小三通，還沒有自由行，很少大陸人來臺灣，經由這次的機會，

讓他們也對臺灣人有這樣的感覺，那種不一樣的感受：ㄟˊ原來也有臺灣的同胞來

這裡當志工，他們也都 OK 相處得很好，很周到這樣。(L2-003) 

 

朋友更多了，朋友更多了真的更多了，而且和我們政府官員的接觸比較多，但也算

朋友，以前只是學校裡，身邊阿周圍一些，現在北京四面八方都有。( Y1-051) 

 

雅典志工 Aladdin 被分配至語言服務中心，因此，每個人都會拿到自己部門的徽章，

語言服務的徽章造型特別，上面有三個嘴象徵會好幾種語言。徽章的背後有寫著<750，

Aladdin 推斷因為語言服務中心只有 750 人，所以這個徽章只發行 750 個。徽章的總類

百百種，因為自己曾經當過志工，所以選擇志工最為主要的搜集樣式。藉由徽章交流機

會，搜尋到其中一個徽章較為特殊，是倫敦志工的樣式，Aladdin 拿也同樣重要的可口

可樂的徽章跟他交換，對方才願意割愛。為什麼交換徽章好玩，因為每個徽章後面都會

有他交換來的故事，我是怎麼換的、跟誰換的、在什麼樣的場合換的。 

 

其實有限量，這個很珍貴的就是左上角有個數字，小於 750 這個徽章只發行 750，

可能小於 750 吧！可能語言服務中心總共有大概 750 位志工吧！(A2-040) 

因為徽章總類太多買不完所以後來就想說，我就蒐集跟志工相關的徽章，因為也有

人蒐集跟吉祥物相關的徽章，那我就想說我乾脆以後，反正我也曾當過志工嘛！

(A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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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知道這個不常見，他也不想跟我換，我本來拿另外一個倫敦的徽章跟他換，他

又不要跟我換，可是我那時候又很想要這一個，我就只好死心，因為那個是我託我

學弟買的，我學弟他們剛好那時候，有幫朱木炎去競選奧運—奧會那個忙，所以他

們有進出選手村，那我之前有請他幫我買，那時候買是十英鎊，四百多塊臺幣，他

看一看就，這個—他知道這個—也是比較少見，他才勉強跟我換。(A2-042) 

但這些東西有時候對於你沒有參與志工的人就會覺得那個有什麼價值，其他人就好

玩說他背後─為什麼交換徽章好玩就是他背後的故事，就是會想說這個是跟誰換的。

(A2-043) 

 

(三) 新的體驗 

北京奧運 Lin 經過北京奧運的經驗後，回到臺灣剛好碰上 2009 年的臺北聽障奧運，

Lin 想要再次貢獻自己的能力，大專體總讓他做聽障奧運某項目的志工經理，雖然他覺

得自己經驗或心情準備上還不是很充足，但是這次的管理者經驗為自己累積難得的學習

機會。 

 

他所有的志工經理都是學生，給大家一個經驗培訓啊！那反倒是他有一個配套措施

是，這些學生為幹部但是在現場還是有很多學校的主管、老師、主任甚至一些體委

會的官員，他會現場坐鎮，就是隨時給你一些幫助，行政的方面他們就負責，負責

志工管理基層其實這些還滿有制度的啦！ (L1-024)  

 

這樣的奧運志工服務經驗給志工帶來很不一樣的收獲，包括了完整參與奧運的角度，

不再只是以觀眾的身份，還可以看到賽會背後運作的機會，還有擴展自己的社交網絡，

以及為後續帶來其他新的賽會志工經驗。Kim, Zhang ,與 Connaughton (2010) 表示志願

服務可以增加志工的專業能力、經驗，以及最後的服務證明。且 Downward 與 Ralston 

(2005) 也認為志願服務的經驗可以增加個人發展的機會、增加志工的自信心，讓他們勇

於面對新的挑戰。 

Wilson 與 Musick (1997) 認為志工參與志願服務的起因是為了發展個人的人力資

本、社會資本與文化之本，且前面文獻中有提到，Fairley 等 (2007) 認為志工參與動機

包括懷舊、友誼、與奧運的聯結、分享奧運的專業知識，此與研究結果發現奧運經驗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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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收獲相似，擴展自己的社交網路。此研究結果代表奧運志工參與志願服務並非目的

性，在參與前並不會將社交或增加自己能力作為參與動機，而是參與之後才有此收獲。 

二、看見臺灣 

臺灣過去受到政治因素影響，經歷過兩個中國的階段，最後才在 1981 年與國際奧

運簽署協議，才以「中華臺北」的名義重返國際體壇。也因為臺灣在體壇上這樣特殊的

位置，參與者前往服務時，在場館內看到其他國家升起自己國旗，而臺灣卻只能升會旗

感到無奈。但是 Kenji 希望自己前往國外服務時也希望國際能夠認識臺灣，因此，會與

自己的志工夥伴拍下國旗與奧運場館的相片，過程中會希望自己服務表現優異，因為自

己是代表臺灣前往主辦城市服務，不希望表現太差 。 

 (一) 國旗與奧運 

Kenji 與我分享如果要分享他過去經驗的照片，第一張一定會拿出臺灣國旗與當地

主場館的合照，為了告訴全世界，臺灣在哪裡都不會缺席，選手不會，志工也更不會，

覺得自己是擔任大使的身分，透過這次服務的機會讓其他國家的朋友介紹臺灣。 

  

我都會選一張照片，不管我去哪一個奧運會都會跟朋友—就是把國旗會—會把他亮

出來，就是跟主場館做一個合照。(K1-088) 那個就是為什麼我自己會想參加這麼多

的奧運會，也是會很希望在當志工的時候最大的成就感是人家了解臺灣，這個是—

你就是一個 ambassador 你就像是一個大使一樣，你去介紹你自己的地方(K1-089)，

那我覺得這個我是覺得最 proud 最驕傲的臺灣人不管在哪個大型國際賽會我們都不

會缺席就是我們都不管是以選手的身份、以觀眾的身份或者是志工的身份，我覺得

去當志工，我們有能力去幫助其他的人，對那我覺得這些事情也可以去代表—也可

以去。(K1-090) 

 

在附近的場地有奧運的旗幟，Grace 與臺灣國旗合照，但是看到其他國家香港是用

香港自己的國旗，中國是用中國自己的國旗，看到臺灣的國旗是中華奧會，想起臺灣運

動在國際上的地位，心中不是滋味就改與奧運會旗拍照。 

 

這個是奧運旗，所以我才舉它，然後對於中華臺北這個名字不太高興，所以我就，

香港就香港，中國就中國，為什麼我們是，有誒，一進去就看到旗子掛起來，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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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們的國家在哪裡啊！結果看到那個梅花旗就想算了，真的不要提了，不要提，

我有舉奧運旗。(G2-020) 

 

(二) 我來自臺灣 

因為自己來自臺灣，為了不讓其他國家的志工認為自己是來混的，會盡心工作，自

己是代表臺灣。 

 

而且你也是臺灣去的嘛！所以這個也是跟—因為這個團體就是一個臺灣、一個保加

利亞、一個德國，其實你也是代表一個國家去做，阿如果你沒有做好的話，人家也

會—你大概也會擔心人家會不會覺得臺灣人是不是都這樣，所以你儘量就會把自己

工作做完沒，讓其他人覺得你不是去混的。(J1-038) 。  

 

Tomlinson 與 Young (2006) 國際運動賽事與國族認同的關係，始終是國內外學界

關切的主題 (黃冠華，2006) 。運動員日夜苦練，為了能站上奧運的舞臺，取得驕傲的

成績，而奧運會的金牌數也成為表現國家實力的重要指標。運動賽會可以讓國家建立民

族自豪感與民族認同感 (Ikhioya, 2001) 。而 Karkatsoulis, Michalopoulos, 與 

Moustakatou (2005) 發現國家認同可以作為志工參與奧運之激勵因素，而此國家認同會

為志工帶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而這份自豪感會驅使志工更投入到工作內。 

但上述之國家認同與本研究發現有些許不同，Kenji 在北京奧運與倫敦奧運主場館

外拍下臺灣國旗與主場館的合照，想表現出「臺灣不會缺席任何的運動賽會」；Grace

雖然自己對運動不太了解，但是在倫敦奧運的開幕式現場，也會想與奧運跆拳國手合照，

因為其正式代表臺灣舉會旗的選手，象徵臺灣優秀運動員形象；Jimmy 則是因為自己代

表臺灣，因此，在服務過程中不想中途放棄。參與者以國際志工的身份前往其他國家進

行服務，雖然不是自己國家舉辦奧運，但是這樣的國家認同為支持這些志工想要去參與

奧運或是在服務過程中表現良好。運動賽會除了儀式意義之外，也提供志工展現國族情

緒的出口。在這篇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志工對國家的情感聯繫會影響加強他們持續性服

務的意願，甚至是再次服務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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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中一員 

Grace 與 Kenji 都有拿出制服，而 Yuan 拿出榮譽獎狀、Grace 則是拿出與自己舉著

國家名牌出場的照片，這些都代表者參與者非常以奧運服務期間的自己為榮，希望將這

份榮譽感好好的收藏，也代表者參與者對自己的組別認同，過去與自己的志工工作夥伴

一起服務的經過，自己也曾經是奧運的其中一員。 

(一) 工作制服 

Kenji 有點擔心自己老了之後該怎麼要留住這些回憶，因為其實自己不喜歡拍照，

又想要將這些經驗留下，因此，就仿照高中生畢業會在制服上簽名，他也會希望在奧運

期間，合作過的同事或朋友在他的志工服上留下這些痕跡，證明我們曾經一起服務過。 

 

為什麼會選志工的衣服，因為像我們以前畢業，大家會在上面簽名留念，第一個是

我覺得每次奧運志工申請的過程其實都是經過滿多的艱辛，很多的不確定，(K1-093) 

覺得像奧運志工的衣服就是真的會記得，因為到最後我們大家都會在上面去簽字，

我覺得因為這種東西就是服務，沒有辦法留下什麼具體的一些，具體的事情嘛！

(K1-096) 

 

志工穿著的制服上是大會選部分志工的臉，將其印製在衣服上。制服上印製志工的

臉，世界上只有這一件，Grace 很珍惜。 

 

比如說像我們的制服是－很多人臉在上面，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然後那些臉就

是志工的練，每個人的臉，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拍的，不是哪個明星的臉，或是哪

個有名的臉，就是志工的臉( G1-054) 剛好碰到其中一個人，就在等進場的時候，

他就說：那是我的臉。這樣子，所以他就很想跟他照相之類的，就如果你在－因為

你在，全世界就這一件了，我還滿珍惜的啦！(G1-055) 

 

(二) 頒發榮譽 

每位志工服務結束後都會收到大會頒發的證書以資鼓勵，除了北京奧運之外，倫敦

奧運還會附上首相官邸的信，以表達感謝志工的心意，讓志工覺得，奧運組織尊重志工

不是嘴巴上說說而已，是有實際行動，雖然不是首相親筆寫的，但是收到英國女王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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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感到十分光榮。 

 

獎狀裱起來，我曾經把它取出來複印過也不在手裡，拍－不記得有拍過，因為後來

證明我經驗的大部分都複印了。要選我大概會選那張獎狀吧！因為那是我至高無上

的榮譽了。還有一些別的，還有一支 swatch 的錶，福利。(Y1-052) 

 

(三) 上電視 

Grace 平常不會看運動比賽，但是對於奧運的開幕式特別感興趣，各國家的國旗、

衣服以及他們進場的方式，還有活動表演背後的故事意義是什麼，相較之下，大會在開

始前給志工的承諾：每個人都會有十秒的入鏡機會。是否可以出現在電視轉播上，對他

來說就不那麼重要了。因為倫敦奧運的開幕式表演有很多都是與倫敦歷史發展之重大事

件有關聯，因此，如果不是當地倫敦人可能會對表演的內容不那麼熟悉，工業革命表演

小組其中一位成員就將這些表演背後的故事整理成檔案，寄給自己的組員，達到知識分

享。 

 

有一個英國人，他們就打說他們為什麼要，為什麼會有什麼 Pearly king 跟 Pearly 

queen 阿！因為有一組穿亮亮的老人。這是因為他們是倫敦的關係，為什麼會有女

教師？噢！因為那時候有女權運動，他就是都有解釋，有些事你不在那個國家你不

會知道，那個人他就很熱心的吧！這些東西都寫出來，然後 email 給他的組員，有

這種狀況啦！( G2-017) 

然後我那時候也會特別關心，它背後的含義，應該說我比較在意的是為什麼他要這

麼做？他要這麼做？對啊！show 臉的那個沒差啊！( G2-018) 

而且由於我們是一定會被拍攝到的一組，儘管我們不是拍攝重點，但是還是可以感

受到當天組內的每個女生都非常興奮！畢竟這輩子大概也僅這個時候有機會出現

在各國的電視或報紙雜誌上了。( G2-005) 。 

 

物品一方面也代表社會認同與連結，大會透過提供制服建立群體的身份認同，Tim 

Dent 在物質文化一書中提到足球隊支持者總是藉由足球球衣來宣示他們的忠誠，這些迷

你球衣除了象徵價值外，完全沒有實用價值 (龔永慧，2009) 。物件是屬於當代的，隨

著時間物件的使用方式也會被挪用。奧運志工的制服設計都會較為鮮豔或造型特殊，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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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奧運開幕式的舉牌員制服就是以志工的人臉設計而成，希望以制服來建立志工們共同

的組織文化。但它只有在特定環境脈絡下建構出的意義，只有在賽會服務期間代表的是

志工正在執勤中，是一個提供協助人的角色，俱有代表身份的意義。但隨著時間流逝，

物品的意義也隨之改變，志工制服它成為收藏品。參與者提到：賽會結束後我也不會再

將這件制服拿出來穿，剩下的是代表「曾經是其中一員」的意義。在這裡所產生之認同

是指對奧運這項比賽的認同，而不是對自己所屬的部門。 

雖然賽會結束後，參與者仍然可以透過這些物品去回憶與反思，那令人難以忘懷的

經驗。Doherty (2009) 探討大型運動志工之賽後遺產，其研究發現如果過去服務經驗讓

志工感到負面情緒，會影響他們再次服務之意願。雖然這些參與者表示很不確定未來還

有沒有機會參加奧運志工，因為誠如前面第一個主題所提到的，因為參與奧運必須克服

重重障礙，但如果還有機會當然會希望可以參與，因為這次的服務經驗讓他們感到非常

珍貴。因此，此心情類似 Fairley 等 (2007) 指出奧運志工覺得最重要的奧運遺產就是那

股驕傲，即使賽會都結束很久，他們還是會對於能夠成為奧運一份子感到驕傲與榮耀。

而 Kim 等 (2010) 也發現志工的滿意度也是讓他們感到驕傲的重要因素之一。過程中他

們受到尊重、看到運動明星感到興奮、獎狀與獎勵代表著他們的榮譽。再進一步的說，

他們的奧運遺產就是能夠與其他人分享他們的經驗，就像現在他們將自己的故事分享給

我知道，而我再將他們的聲音讓更多人聽到。 

 

四、奧運風格 

北京奧運是 Kenji 第一次的奧運志工經驗，如果沒有當志工，也會當一個熱情的觀

眾收看比賽，無論如何都想參與奧運，所以會找不同連結。例如現在已經在準備下一屆

的巴西奧運，就會先搜尋巴西奧運的選擇標準，藉此機會還開始學葡萄牙文，這些不斷

準備、參與的過程都已成為自己的習慣了，生活用品很多都是奧運相關的商品，整個生

活已經充滿奧運的符號。 

(一) 奧運已成習慣 



     

 

98 

 

Kenji 從小對於奧運就相當迷戀，會自行去圖書館借閱有關奧運的相關書籍，會自

己辦比賽自己當選手，直到現在每屆奧運都會守住電視機觀看奧運比賽。但是因為今年

工作因素沒辦法去 Sochi 冬季奧運，仍然在家將所有的節目都預錄下來，深怕錯過。連

下屆的 2017 巴西奧運，也已經列出有關奧運所有的準備清單，為了就是不能再錯過任

何一次參與奧運的機會，對 Kenji 來說奧運已經是一種「習慣」。 

 

其實我還滿是滿沮喪的老實說，所以我那時候在—就是在奧運會就是索契十六天的

賽事，我每一天【加重語氣】都大熬夜的去把比賽看完 (K1-013)我在奧運志工，就

是已經變成是我一個—就是一個習慣(K1-014) 就算現在不是奧運的季節，我都會—

比如說像去年九月是公佈 2020 的奧運會，所以我就會提找七年，然後我自己會有

一個表格，就真要會 list 到說每年要怎麼做，才可以到那一年去到那個奧運會去當

volunteer 這樣子。(K1-015) 

 

(二) 生活充滿奧運符號 

對奧運的狂熱，讓 Kenji 這幾年不管是房間還是飾品，生活中已經充滿許多奧運的

符號。 

 

因為基本上我就是一個奧運狂啊！像我自己房間。我會買很多，比如說純一般的徽

章、鑰匙圈，還有分送親友的娃娃之外，我皮包也是倫敦奧運會買的，床單啊、床

包啊！什麼也都是在—對啊像我這次沒有去買索契，我也在索契的 website 買了一

些那個—就是買了一些就是一些紀念品。(K1-099) 

 

過去文獻將志願服務視為一種深度休閒 (serious leisure) 。Kenji 提到自己將參與奧

運視為一種習慣，而參與奧運志工前一定會做慎密的規劃，這與 Stebbins 提出的深度休

閒行為模式相當雷同：1.即使面對困難仍然願意堅持不懈：雖然參與奧運的門檻不高，

但是被錄取之後的行程規劃、交通住宿，甚至工作等…可能會因無法控制之因素而影響

是否可以參與服務，但是最終都克服困難前往服務；2.歷經發展及、轉捩點與逐步精進

等休閒生涯的發展階段，逐步累積休閒生涯的結果：第一次參與北京奧運，是 Kenji 第

一次出國，卻忽略了住宿地點離服務據點遙遠的問題，導致 Kenji 必須犧牲睡眠提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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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但是第二次倫敦奧運服務，就會預先解決這方面的問題；3.需投注個人的努力以及

運動知識訓練技能：參與奧運志工後除了要投入自己的時間之外，也必須參與奧組委規

劃的培訓課程；4.從休閒中獲得自我實現、自我豐富、提升自我形象與歸屬感等持久的

利益：對他們來說參與奧運就是一個目標，而且必須去完成，最後完成自我實現的夢想。

5.對活動俱有強烈的認同感，時常談論活動：在服務過程中，容易會找到同好者，大家

都有共同的服務經驗，產生同樣的認同感。 

但是研究者發現深度休閒理論只能用在部分主動參與奧運的志工上，因為 Jimmy、

Grace、Chen 都被同儕影響的因素居多，只是因為剛好有空閒的時間，也臨近舉辦城市，

其參與的困難度或限制都不高，所以才會願意參與。非主動參與之志工其參與奧運服務

比較偏向「有計劃基礎」的休閒，這是一種在自由時間裡短程的，適度複雜的、偶發的、

俱有創造力的工作。運動賽會的志願服務工作，在這活動中參與的人，既一定要特殊機

會才能碰面，或是不會經常見面的朋友，透過此一起從事利他的志願者，將社區計劃和

重大事項付諸實踐，貢獻群體力量 (Stebbin & Graham, 2004) 。 

從上述可以想像 Kenji 是一位風格強烈，全身上下都充滿奧運符號的奧運迷。雖然

消費者必須具備足夠的金錢能力才可以從事消費行為。但是真正的風格象徵並非靠財富

累積，而是消費者自身具備的品味 (劉維公，2006) 。而品位是生活風格的生成原理，

是一組統一的秀異喜好，讓人在個別的象徵次空間中，例如傢俱、穿著、語言或身體等，

依然會有相同的表現意圖 (Bourdieu, 1984) 。而累積愈多且愈一致的品味就代表 Kenji

的生活風格穩定性強烈。生活風格的意象傳達是一種質的累積方式，Kenji 透過購買奧

運相關的紀念品，將意象告訴他人自己所主張的品味，尋求更多人對符號的意義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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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此研究所關注之方向在奧運志工服務經驗歷程，以及奧運提出之人力資源對志工的

影響，這次的奧運服務經驗對志工的意義。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作為本研究方法學。本

研究所指為個案為七位志工分別在雅典、北京、倫敦奧運服務，而非整個奧運志工團隊。

透過主題式分析，歸納出整個奧運志工的服務經驗歷程，分別從「不做不會怎麼樣，做

了會很不一樣」、「準備決定表現，表現來自支持」、「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回到生

活原點，但它延續我的熱情」四個主題進行討論與分析。 

第一節  結論 

一、奧運志工參與服務動機包括賽會形象、社會支持、身份認同、榮耀感 

(一) 打造賽會形象 

  不管是主動參與還是被動參與的志工，初始動機皆為奧運形象，因為奧運是世界

上最大的運動賽會，能參與是一生難得一次的機會。因此，賽會說出自己的故事可將

欲傳達之形象吸引更多志工加入。雅典奧運傳達奧運重回雅典，過去奧運從雅典發跡，

2004 年要回到雅典，建立歷史性且難得的故事，讓志工有希望可以參與其中的期望；

北京奧運這是中國的第一次，也是全國人民的第一次，凝聚全國高度參與和投入；倫

敦奧運這場賽會是屬於每一個人的，希望傳達享受在倫敦的每一天，把志工也當作客

人在對待，由此可見每屆奧運傳達理念皆不同，志工會選擇自己嚮往的賽會形象去選

擇是否參與奧運志工。 

(二) 對自己過去運動員身份認同 

  研究者發現參與者的參與動機還包括身份認同，而這個身份認同是來自懷念過去

運動員的環境產生個人的動力。以選手的身份參與奧運也許很困難，因此，藉由志工

的身份回到懷念的運動環境。而研究結果還發現其他的認同，但是不在這裡討論。 

(三) 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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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動參與的志工動機則受社會支持影響為最大因素，因為開始會對奧運抱持參與

困難或自己無法勝任其任務之想法，但同儕會給予參與者信心與興趣，群體參與可以

降低參與者之不安情緒。 

(四) 榮耀感的光環 

  志工會對於大會給予的權限，自己會建立對組織的自豪感，且志工工作安排也極

為重要，必須讓他們感覺到自己是有付出努力，且有幫助到賽會，即便工作性質枯燥

平凡，但是他們也會對工作任務有高度的認同性與重要性。 

二、奧運人力資源管理對志工之影響 

(一) 資訊管道不透明 

  奧運在招募階段所傳達之資訊管道不夠透明、即時性，志工有發生錯過招募日期，

或是在出發前不清楚自己服務的工作項目之情形，導致志工會對奧運志工服務產生疑

惑影響他們前往的決定。另外，除了招募資訊之外，住宿與交通資訊流通不便利，主

辦城市的住宿、飲食與交通資訊便利性會影響志工在賽會服務時間的適應，進而影響

服務心情與品質。 

(二) 模擬訓練需配合自我學習 

  奧運培訓階段除了單向講授的方式之外，實際模擬雖可幫助志工快速了解未來應

執行的工作內容，但志工人數眾多並非全體都能實際演練，因此，志工賽前自我補習

培訓內容亦可幫助志工解決服務面臨之困難提高自身專業性。志工服務時間上的安排

以不超時為原則，因為志工工作性質屬志願性，不管是服務或培訓課程都不宜安排太

密集，以免造成志工對服務產生壓力，可以利用培訓後安排餐恤，增加志工參與意願。 

(三) 管理者建立志工心理資本 

  奧運經理以分享自己的故事經驗，激勵志工保持正向、積極態度進行服務，管理

者宜開發志工心理資本，因為心理資本並非志工天生具備，在培訓階段或即將上場服

務給予志工精神打氣鼓勵，以協助者的角色與志工保持平行關係，以身體力行換志工

真心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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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奧運志工持續性服務之因素 

(一) 滿足志工生理需求與他尊需求 

  透過基本需求滿足對志工持續性服務的影響，提供研究者對志工參與服務歷程相

關心理有更清楚的了解。根據 Maslow 的需求層級理論的假設模式，人最初因一系列

基本需求而產生動力，當這些基本需求獲得滿足後，其會對更高層次的需求產生動力。

奧運志工認為奧組委應最先滿足志工基本生理需求以及安全需求，志工就會感到被重

視，更高階層的尊重需求會刺激志工表現，甚至對工作任務的勝任感以及對管理者的

關係感也會提高。 

(二) 打造奧運氣氛 

  根據參與者表示一到主辦城市便可以感受到濃厚的奧運氣氛，讓他們感到自我實

現奧運夢想的興奮感。且賽會期間都保持著慶典的氣氛，這些慶典的氣氛可以產生社

會互動的機會，當地民眾對這些國際志工抱持感謝之意，與奧運結盟的餐廳免費招待

志工用餐，加強志工與社區連結與歸屬感，這些慶典般的氣氛是當地居民與志工之間

互動自然形成的。 

(三) 建立附加價值 

  在上一章研究結果中發現，奧運志工還存在休閒者的角色，那也根據過去文獻指

出旅遊賽會志工其參與動機會受到前一次「一生一次難得」的奧運經驗的影響，極度

渴望再次重回奧運志工的行列。 另外，在服務的過程中也可以體驗不同的文化，這

些文化學習亦對志工個人發展有相當多的助益。 

四、奧運經驗對志工的意義 

(一) 經驗帶來後續的效益 

  這次的奧運經驗帶給志工一個新的視角，因為過去都是從觀眾的角色出發，志

工的角度讓他們可以看到賽會背後的運作情形。也因為這次奧運服務的經驗讓 Lin

與 Aladdin 可以回到臺北聽障奧運協助，分享他們自己的經驗，在這奧運團隊中不

再只是過去自己的社交圈，而是遍佈世界各地，這次的服務打開他們的社交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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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發現也歸因於奧運的獨特性質，因為比起區域型的大型運動賽會，奧運會具備

更具影響力的「拉力」。 

(二) 對奧運的認同感 

  參與者以制服、頒發的獎狀、自己上電視的照片來代表自己的奧運經驗，賽會

結束後，這些物品的意義也跟著改變，從原本表示身份的服裝、以及賽會頒發志工

的獎勵，這些物品成為參與者的驕傲，他們對於自己能夠成為奧運的其中一員而感

到驕傲，這份認同不是對自己的部門而已，而是對奧運本身。 

(三) 奧運已成為習慣 

  從 Kenji 對奧運的態度與想法來看，參與奧運已成為他的深度休閒，所以會持

續性的服務，不管是有沒有當上志工，Kenji 也會以觀看比賽的方式表達他對奧運

的喜愛與支持。奧運已成為他生活的中心，甚至已經規劃未來的參與計劃，他不斷

地自我奉獻，與接受挑戰。研究者發現他具備面對困難也努力不懈、逐步精進、投

注個人努力、從休閒中獲得自我實現、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對奧運抱有強大的認

同感等七項深度休閒之特質，並且會將奧運視為自己的生活風格，對奧運的認同轉

化成自己的風格符號。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提出未來研究建議與實務上建議，以提供賽會管理者與

研究者之參考： 

一、實務應用  

(一) 賽會志工培訓，可分成當地志工與國際志工培訓，當地志工之培訓期較長，需

要了解主辦城市之文化、觀光旅遊及交通等知識，還可與其他賽會結合，進行

示範賽之實習，增加志工的實作經驗；而國際志工因為於賽會開幕前一週才會

抵達主辦城市，因此，可提供雙語翻譯之服務工具書，且造型最好可讓志工方

便攜帶，以利他們於服務期間發生問題可以立即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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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招募志工方面，雖然過去都以學生族群為主要的人力來源，但是企業團體的

志工，他們可以作為志工經理與學生志工之間的橋樑，同時兼顧領導者與輔導

者的角色，因為雖然學生的時間與熱情可以為賽會提供許多協助，但是還是需

要擁有社會經驗之志工提供他們的危機處理能力，提高組內的穩定度。 

(三) 第一階段的招募管道應公佈清楚招募條件以及參與規則，第二階段建立線上培

訓課程，讓志工非培訓時段或是無法參與培訓的志工，可以在家自行學習，第

三階段建立社群平臺，可讓志工輕鬆分享服務的心得以及分享照片，而此平臺

包含更多對賽會的歷史，以及賽會相關的資訊。甚至讓志工互相討論自己所遭

遇到的問題，管理者亦可透過監控這些網站，了解賽會志工的經驗和如何改進

他們所關心之問題。 

(四)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奧運志工同時也扮演旅行者的角色，建議與餐飲旅遊業者合

作，推動賽會旅遊行程，以賽會特色結合當地觀光，一方面吸引國外志工的人

力協助，一方面為在地帶來可觀的觀光效益。賽會可與餐飲業者締結友好關係，

讓賽會志工於服務期間用餐給予折扣。 

(五) 從參與者分享可發現奧組委提供相關激勵制度能夠有效影響志工持續性服務

的意願，不管是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因此，研究者建議賽會管理者與行銷

人員結合，建立整套激勵制度，開發更多種類賽會週邊獎勵小物，並結合志工

出勤記錄，分階段贈送相關獎勵物品，讓志工更期待下一次獎勵，以減少志工

流失。 

(六) 賽會結束後，可將賽會志工安排至各社區或運動中心等相關單位，繼續進行運

動相關服務，增加賽會志工與社區之間的聯結，吸引更多潛在賽會志工。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雖然大型運動賽會相關研究未來還會持續朝向志工心理、人口統計變項與組織

因素等量化研究。但是志工個人經驗訪談可以允許非一般且真實性的個人經驗

真實的呈現，故建議未來可以朝向國內舉辦之綜合型賽會或單項型運動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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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全運會、全中運等賽會進行探討。 

(二) 本研究是從第三者角度訪談第一線之志工服務觀點進行探討，建議未來研究可

針對志工經理一職，探討其向下如何與志工進行互動與管理，向上如何與規劃

階層之管理者進行溝通，或是以自我敘說呈現志工自我心境轉變的經驗。 

(三) 在研究結果中發現志工在非任務期間從事相當多種類之休閒活動，但研究者並

未深入詢問從事休閒活動後，對工作任務之影響，建議可進一步了解休閒活動

對志願服務之休閒效益。 

第三節  論文教會我的事 

在全文當中研究者都以「研究者」來做稱呼，在最後一章最後一節研究者希望可以

「我」對研究過程提出反思，第一階段先對撰寫論文這個階段提出反省，再對研究結果

提出省思。 

在研究計劃階段我不斷地遭逢「你的研究還是很量化啊！」這樣的評論。其實我在

準備計劃階段，對於沒有接觸過質性研究而產生不安感，導致撰寫出來的計劃整體感覺

都還是太量化了。那究竟質性研究是什麼？寫的很主觀？寫的很文言？還是只要是訪談

就是質性研究？ 

我將閱讀文獻視為一種模仿的行為，在此模仿並非抄襲，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模仿別

人的寫作，是在複製別人對文本的詮釋風格，而抹殺了自己的想法。但我覺得如果對過

去沒有接觸過質性研究的人而言，如果沒有對研究的認識，自己會不知該往哪個方向去

思考、去撰寫，就如同一團麵團，不知道該捏成什麼形狀，更別說是要做成麵包了。甚

至在古代，模仿被視為一種美德，唐三藏為什麼要抄寫經書，透過這些模仿的行為，訓

練自己將內容換句話說或解釋的工作。我在閱讀文獻的過程，也不斷地去理解研究者的

做法，所以模仿是追求獨創性或創新不可或缺的階段。 

模仿也需要技巧，一篇文獻最重要章節分別是：圖表、討論、結果與方法。圖表通

常是將文字整理後一眼就能把握研究的主軸概念，如果能用自己語言解釋圖表，那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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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讀懂了，這也非常符合現代人必須在短時間內把握最關鍵的訊息。因此如果要掌握

文章的內容重點在哪，只需要看摘要、圖表，再看討論、文字結果與方法。分析過去的

文獻使用哪些文獻，有哪些趨勢，多引用哪些理論，哪些學者。這些都可以養成廣泛思

考接觸面的習慣，也就可以活化原來狹隘的思路。 

即使有了質性研究的基礎，開始去構思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但是我自己經常犯的

錯誤就是，悶著頭自己在家裡寫論文，看著過去的文獻，愈覺得自己的研究未來實行真

的舉步維艱。伯修老師經常說的一句話：「做研究，就是交朋友。」如果關起門來自己

獨自奮鬥，別人永遠幫助不了你。為什麼論文寫不出來？除了自己文獻看太少之外，就

是對自己的問題意識還不是很清楚，這時候就是打開研究室的大門，找一位如果你跟他

說兩個小時的研究，對方都不會生氣的朋友，開始談談自己怎麼看目前自己研究領域的

現況，以及未來自己將如何實行，聽聽對方對自己的想法有沒有什麼更好的建議。很神

奇的是，有時候困擾自己很久的問題，通常都會在跟別人分享的過程當中，頓時領悟了。

我們通常在敘說的過程中，還會不斷去重構自己提出的問題，而有時候跨越不了的障礙，

就在重構的過程中被解開了。以前不了解伯修老師說的話，真的跟別人聊一聊，對自己

研究有很大的幫助嗎？最後我發現，唯有透過講出自己的問題，才可以再次對自己問題

有更深的理解。 

再更意想不到的好處就是，你的朋友通常會有意想不到的人脈。因為我的研究是奧

運志工，光是要找研究參與者就非常傷腦筋，因為別人的臉上不會刻著：「我曾經當過

奧運志工」的字樣。因此就要透過朋友的介紹，不要覺得自己是在麻煩別人，學姊曾經

和我分享一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其中一句話：「當你真心想做某件事時，全世界都

會來幫助你。」所以勇敢的說出來，我需要協助，我的朋友、學長姐開始聯繫起自己的

人脈，也讓我順利的找到七位參與者，這就是交談與分享的力量。 

還是對所謂質性研究的理解還是很理想化的(就是閃著金色光芒的吥呤吥呤的田野

啊！)，真正做一次踏踏實實的質性研究，不管是人類學的田野研究，還是個案研究的

訪談，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過程？需要做怎樣的準備？會面臨什麼樣的困境與挑戰？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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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怎樣的感受體會與收穫？會對自己的生命經驗有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或許怎

麼看文獻、看著作都很難有答案吧!突破對「質性」的幻想與憧憬的方法，我想只有—

直接進入田野吧。在進行論文之前，先以喀山世界大學運動會志工服務經驗作為我的前

導研究，所謂的前導研究，亦即研究者試圖了解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取徑，與其意圖研究

之對象之間的關聯性。多了這個步驟可以降低自己進入論文階段後會容易發生「計劃永

遠趕不上變化」之危機。 

研究資料收回後，我面對到：我該如何下筆？這樣的資料量真的夠嗎？我要繼續收

資料，再開始寫嗎？寫作最困難的地方就在它難以掌握，我無從預知這趟旅程會遭遇什

麼，我們也很難在事前就備妥一切。也就是說我永遠得在「還沒完全準備好」的情況下

動筆。然後我會發現，在書寫的過程也許或痛苦不堪，但是寫完之後再次的檢視經常會

有「其實還可以怎麼樣寫、其實還可以多加什麼內容」這些都是在書寫之後的回饋。村

上春樹曾經說：寫小說，很多是從每天早晨練跑路上所學到的。所以寫作是個人心中所

想所思的呈現，最重要的並非華麗的詞藻，而是寫得通順、條理分明，讓人一讀即明瞭，

於是必需要培養組織能力、用字遣詞。所以書寫是一思考，如果已經有一點資料回來，

不要懷疑，開始動筆你的論文才是真正的前進一步。 

 

「人們可能犯的最危險錯誤之一，是忘記自己想追求的是什麼。」– 保羅．尼采 

 

其實論文寫到尾聲，自己也有點疲乏，有時會想：那就不要要求太多，只要能夠畢

業就好，放棄原本自己想追求的目標。每一次的訪談談結束後，都會與我的參與者討論

研究以外的問題，我也會請參與者說說他們對這篇論文的感覺，也許他們可以給我一些

有關訪談進行過程的回饋意見。他們在訪談過程中有沒有覺得哪些部分特別有問題？我

希望可以從參與者身上學到我不知道的東西。其中 Lin 對我說：我很羨慕你現在可以寫

出你想寫的研究。回過頭來思考，沒錯呀！我也只能好好的把握現在可以寫我想寫的題

目這段時光，未來也許不會再回到研究領域內，但這曾經是我完成目標的一段經歷。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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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路上也會遇到許多幫助自己研究的貴人，而報答這些貴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將他們

的故事說出來，將他們的經驗讓更多人知道，讓賽會管理者重視培養志工的心理資本。

研究真的並非一人即可促成，在此我再次感謝協助此篇論文的所有參與者。 

 我過去在大學期間有當過學校的運動志工，服務的內容從校內運動會，到附近

中小學校運動社團指導等，其實臺灣目前的學校運動志工性質多半還是屬於「修課」性

質，雖然不會是強迫式參與，但是有「目的性」的參與。為了學分而選擇去志願服務，

並不是說這樣的志工服務品質會不好，但是志工這樣真的會快樂嗎？ 

我們或許可以藉由當賽會志工，得到坐到前排看比賽的機會、與運動明星見面的機

會，但還是必須以被分配到的工作任務為優先，而不要在想看比賽，與又要值勤之間拉

扯，這樣可能會造成工作品質低落，以及無法如願看到比賽的失落感。 

從第一個主題命名就可以看出，其實參與者們去當奧運志工是不抱目的性參與，很

簡單的想法：我就是去當志工。至於會得到什麼，都是他們在參與之後的回饋，也因為

沒有預期會得到什麼樣的好處。因此，奧組委提供一些獎勵或是活動，都會讓他們感覺

到驚奇、有趣。其實舉辦比賽的過程當中，一定會有不完美或是沒有做好的地方。但是

在當下那些都不是缺點，那是一種經驗。 

如果太強調自己必須從這次的經驗中得到什麼獎勵、和哪位運動明星握到手等，反

而會因為沒有被滿足這些需求，而產生抱怨大會為什麼這麼不照顧志工等負面的情緒。

如何在當志工的經驗中，獲得快樂與滿足？去做就對了，但不要期望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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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非常感謝您參與本研究，在訪談前請先閱讀訪談同意書，以幫助您瞭解

此研究之目的，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您隨時提出。 

您好，這是一份有關「奧運志工服務經驗」之學術論文研究，目的是希

望透過訪談的方式，瞭解賽會志工之服務相關經驗、培訓課程設計與成長

與收獲之實際情況。期望透過您分享的經驗，能夠瞭解賽會志工服務之任

何感受與經驗。研究者誠摯的邀請您協助本研究，並且秉持開放學習的態

度，希望您分享經驗的同時也能為賽會志工研究相關領域開啟新的認識。 

第一次的訪談內容為您基本背景瞭解、服務過程經驗、奧運培訓課程內

容與成長與收獲。第二次訪談煩請您請您準備有關賽會服務過程令自己印

象深刻的照片，3~5 張即可，研究者會採照片引導事件，請您講述選取此照

片之動機與意義、照片背後的故事。在此研究者於訪談前會寄送訪談大綱，

供您參考。 

希望透過一對一的深度訪談，每次約為一小時到兩小時，以您能夠配合

之時間為主。如果有需要再進行第三回合之訪談，研究者會再與您聯繫，。

因為資料分析所需要，訪談過程以錄音筆全程錄音，完整記錄您的寶貴意

見。 

訪談地點以您方便為選擇條件，但因為考量到研究之錄音品質，建議還

是以安靜、不受干擾之空間進行訪談。訪談過程中，如果對於訪談內容感

到不舒服、不愉快之感覺，可隨時中止訪談或暫緩訪談。關於您所提供的

資料，研究者將秉持研究倫理之保密原則，在引用雙方交談內容於本論文

當中時，皆以匿名方式呈現，絕不會透露您個人的真實資訊，研究資料與

結果也僅供學術研究參考使用。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與休閒餐旅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美燕博士 

研究生：鄭詩縈(0955-588646)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 

 

  



 

 

131 

 

 

本人同意成為「小齒輪轉動大賽會－奧運志工服務經驗」之研究受訪者，

我同意在經研究者說明研究目的、性質、方法和過程後，和研究者進行關

於我服務奧運經驗的訪談。並願意於個人隱私受到保護之原則下，於訪談

中接受錄音，同時接受研究者將我的訪談轉謄為逐字稿，引用於論文中。

但若訪談中有任何涉及個人隱私及不願他人知道之問題，我可以拒絕回答。

若我的資料將用於他處，必須徵得我的同意。 

     受訪者簽名：      

     研究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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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第一次訪談 

構面 問題 

出發前 

1. 您是如何接觸到奧運志工招募資訊的？ 

2. 為什麼會想要報名奧運志工？ 

3. 出發前做了什麼準備？ 

4. 開始服務前對分配到的工作有什麼期望？ 

服務過程 

5. 請您回想一下你參與培訓課程，並且簡單說明一下 (團體參與的成員

人數、 參與時間、進行方式、進行的時間) ，那您對於這樣的訓練

進行方式感覺如何?和團體成員與領導者互動的感覺如何?是否覺得

自己可以勝任這項任務？為什麼 

6. 參與賽會服務對你未來有什麼樣的幫助？ 

7. 請您說說第一次從事服務的經驗與心情？ 

8. 與其他成員互動的關係如何？對賽會有什麼樣的幫助？ 

成長與收穫 

9. 服務前對奧運有什麼想法？服務後對奧運的想法有何改變？ 

10. 您在這次的奧運服務經驗獲得到什麼？ 

11. 未來還想要當奧運志工嗎？ 

 

第二次訪談 

構面 問題 

照片引導事

件訪談 

1. 請您選擇 3~5 張這次奧運服務中最能夠代表這次經驗的照片 

2. 這張照片背後的故事 

3. 這張照片對您的影響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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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主題命名與改版實例 

主題分析命名第一版 

學門讀書會討論 

主題命名 次主題命名 同儕檢核 

一、不做不會怎樣，做了很

不一樣 

(一) 志工拉近我與奧運的

距離 

(二) 冒險不在乎位置，而是

心態 

叮噹：要說明清楚第一個主

題想要表達什麼意思。次主

題看不出來是動機的意思。 

二、大海撈針，找對的人 (一) 網站提供各身分參與

者資訊 

(二) 履歷深度決定對的人 

(三) 了解大會需求，開出擇

偶條件 

叮噹：真的都是用履歷決定

志工嗎？你的參與者不是

也有當地招募的志工嗎？

他們不是也有面試嗎？這

樣會不會不符合其他志工

的情況？ 

三、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

葛亮 

(一) 培訓建立能力，也建立

大會精神 

(二) 工作單純，急需即戰力 

(三) 追求完美不是美 

凱雯：臭皮匠來形容志工感

覺很負面 

四、怎麼帶領烏合之眾 (一)說故事的領導能力 

(二)志工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夥伴 

(三)以身作則真誠吸引志工 

叮噹：烏合之眾也是，感覺

形容志工什麼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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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析命名第二版 

大狗學長一對一討論 

主題命名 次主題命名 同儕檢核 

一、不做不

會怎麼樣，

做了會很不

一樣 

1.天時地利人和 1.  我覺得背景與動機是不一樣的東西，要不要分開

呈現，或者只呈現一個。 

2. 「不做不會怎麼樣，做了會很不一樣」這樣的用詞

太粗淺，應該更使用更隱喻的，像我覺得「青春不

要留白」就很好啊！因為你的重點應該是在做了很

不一樣，他有一些改變。 

3. 你的主題背景與動機都混著談，例如「天時地利人

和」就比較像背景他因為在那裡讀書、工作所以去

參加，這些都是在當地然後去服務的人，那有沒有

是從臺灣出發的人，這樣可以包含全部嗎 

4. 希望在星期二之前決定第一個主題內容到底要訪

什麼？ 

5. 還有主題次主題與子體之間的聯結與一致性 

2.不一定是運動

員 

3.不在乎位置，

沒有目的性 

二、過程比

結果更重要 

 

1.根據自己的需

求開出擇偶條

件 

1. 權限大的那個次主題命名，也許可以改為榮譽感

或是什麼 

2. 我以前玩社團，服務員的工作他有個光環，也許

可以往光環、榮譽感去思考 

 

2.培訓即戰力 

3.帶領烏合之眾 

4.怎麼看自己 

三、美好經

驗找回持續

的動力 

1.相互尊重 1. 你還是要再看一下第二、三個主題，我認為~還是

有一點歸納上的迷思，歸納成主題上的問題，你

再看一下。 

2.身為臺灣人 

3.免費食衣行 

4.嘉年華氣氛 

5.對奧運的認同 

四、當賽會

結束後我能

留下什麼 

1.我想留下點什

麼 
 

2.我獲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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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析命名第三版 

高老師質性研究課堂討論 

主題命名 次主題命名 同儕檢核 

青春不留白， 

做了才知道 

1.因為你值得 

 

1. 在子題的命名上都ＯＫ很清楚看出

你要表達的意思 

2. 四個次主題裡面有三個，裡面有代

名詞，看要不要第二個次主題也加

入代名詞，要不然就全部不要加 

3. 因為你值得，其中的「你」代表的

是奧運嗎？那看要不要拿掉，這樣

讓讀者才不會誤會這裡代名詞是代

表誰 

4. 你的參與者大概都幾歲，因為你用

了青春，要保證他們都是在年輕的

時候去的 

2. 跨越重重障礙 

3.我有一個夢 

4. 原來我也很重要 

準備決定表現， 

表現來自支持 

1.不透明的遊戲規則 1. 第一個是完整的 

2. 第二個講到重要，建議把運動刪掉 

3. 最有效的～，或是最重要的～，做

法或效益都還不錯 

4. 第三個好像還沒講完 

2.暖身運動最重要 

3.從心管理 

用心， 

就有用力的地方 

1.三個需求一次滿足 1. 命名儘量用一樣的字數或差不多的

字數 

2. 一樣第三個命名好像還沒講完 

 

2.每個角落都是奧運

氛圍 

3.多重身份 

回到生活原點， 

但它延續我的熱情 

1.經驗遺產 1. 建議將主題的「但他刪除」，簡化即

可 

2. 看見臺灣就好，不用讓世界 

3. 生活風格改成奧運風格 

2.讓世界看見臺灣 

3.曾經是其中一份子 

4. 生活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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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逐字稿 (示例) 

Kenji 逐字稿 

訪談時間：2014/3/23(日)，下午 10：00，約 95 分鐘 

訪談地點：中國上海 師大休旅所研究室，視訊電話 

符號意義： 

標楷體 國語 

Times New Roman 英文 

較長停頓 ── 

語氣延長 ～ 

語調上揚 ↗ 

語調下降 ↘ 

語句未完 ︴ 

語氣加重 粗黑體 

【】 表示訪談中受訪者簡短的語句、表情、

動作、說話音調、情境事件 

(  )   表示研究者簡短的語句、肢體動作與支

持性語助詞回應 

參與者：Kenji 研究者：詩縈 

前面開場白(講解訪談同意書，研究要怎麼進行，共幾回合、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 

逐字稿 譯碼 摘要 

Kenji：對—後來是我，我第一次是 2008 年北京奧運，(對)那

時候是有在網站上面找一些資訊，(恩)上面說因為他們是一定

要那次志工(了解)，詩縈你有聽清楚嗎？還是要我再打一次給

你(聽得清楚) 。好好好～那這樣就 OK (OK 恩) 。 

研究者：可是我訪談其他的奧運志工，有一位也是臺灣志工，

他也是服務北京，但是他提到北京奧運比較不需要臺灣志

工，所以我不知道它實際上的情況是如何？ 

KENJI:恩！因為其實每一屆的奧運會他的人—可能都有兩三

萬人以上的志工，其實你要遇到同一個國籍的人並—我是說

你要遇到臺灣的不是那麼容易，對↘然後因為我那時候我是

剛好第一次要去北京奧運會是—ㄟ↗你該不會還在研究室

吧？！ 

研究者：對呀 

KENJI:哇！好矜持。我第一次的時候就是因為我那時候為了

要去當 volunteer，我先找那裡一個實習的工作，就是時候在

北京的一個銀行一個 summer intern(K1-001)，因為那時候我

還沒有畢業，就那時候我還在念研究所，對所以我後來去的

K1-001 先

找實習 

 

 

 

 

K1-002 負

責贊助廠

商 

 

 

K1-003 公

司推薦信 

 

 

K1-004 負

責廣告監

Kenji為了要

當北京志工

先在上海找

了一份實習

機會。 

 

 

負責工作與

自己所學的

財務、行銷

有關 

 

因為在嬌生

實習，公司

給予前往北

京當志工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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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因為我之前—噢！那一場的話我是負責一些贊助廠商

的工作，對—因為那跟我學的—在研究所我學的是財務嘛！

跟行銷，所以那時候我其實有一些 summer intern 的經驗都是

在一些(K1-002)，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8 年因為他的那個就

是 office sponsor 是嬌生就是 Johnson & Johnson，對↘因為我

那時候是在 Johnson & Johnson 做 summer intern，那時候公司

就有給我一個推薦信，就讓我到北京奧運裡面就負責一個贊

助廠商(K1-003)，對↘ㄟ↗你聽得到嗎？(有有)噢對↘他的那

個贊助廠商就是【Kenji 的 line 訊息聲】sorry sorry 我把它關

掉。他的贊助廠商，它通常都會在奧運的場館，(恩)都有一些

廣告，(對沒錯)他就是要—就是要避免可能會有一些我們叫做

伏擊行銷就是 ambush marketing(K1-004) 。對所以在那部分

就有點像糾察隊這樣，就幫他們看每一個場館他是不是廣告

都有正確的露出，(恩)那其實像你買廣告的單位一樣，他到一

定的時間會做更動這樣，那一年還算滿幸運的，我是在北京

奧運的主場館，它的主場館的話就是由每一個奧運廠商的主

題館(恩)，他就會透過主題館做一些分析，就比如說這主題

館—比如說我那時候是在嬌生就 Johnson & Johnson藥廠的一

個—的—就是看他們每一天的人流量，場館是進場參觀民眾

的一些動線(K1-005) 。對↘然後在完畢後，我們有類似像出

口訪談，就看他們觀眾看完整個贊助廠商的主題館，他們會

不會有一些 feedback 就是幫他們做品牌的 survey(K1-006)這

樣，(喔了解)對所以那時候我覺得我工作還滿有趣的，因為就

是你會有很多的機會去遇到就是跟都我一樣—就是對於奧運

志同道合的人(K1-007)，然後我自己的碩士論文也是寫跟奧運

有關，所以我完完全全體會你做這論文有多的辛苦。 

研究者：沒有這是因為大家都很熱心願意幫助我，真的如果

找不到人這研究就—無法完成 

KENJI:那很可惜耶！所以我就覺得無論無何都要來—來了解

一下 

控 

 

K1-005 分

析動線 

 

 

 

K1-006 出

口訪談 

 

 

K1-007 高

興 

幫贊助廠商

監控防止狙

擊行銷。 

 

嬌生的主題

館會將每天

進場民眾的

數量與動現

做分析。 

 

在出口安排

人員調查進

行進場民眾

的回饋。 

 

對這次的經

驗感到高

興，因為可

以遇到志同

道合的人。 

研究者：謝謝～聽完廷飛前面的敘述，因為工作然後結合到

這次奧運可以服務的機會結合你的夢想 

KENJI:其實我是會無論如何都要去奧運，只是說我會找不同

的連結(K1-008)，就是說我無論如何都會—就像我現在就是今

年，就是今年巴西奧運的志工會他從八月開始，那我會先去

看一下他們會有哪些 selection criteria 看說有哪些東西是我可

以先準備的(K1-009) 。所以我就有針對他比如說今年八月

K1-008 不

同連結 

 

 

 

K1-009 事

前準備 

無論如何都

想參與奧

運，所以會

找不同連

結。 

 

提找準備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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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下個月就要開始上我的葡萄牙文了(K1-010) 

研究者：哇！葡萄牙文是第一門檻嗎？ 

KENJI:就是因為你如果去 local，像我覺得還滿幸運的就是 08

年跟 12 年就一個講中文一個講英文。 

研究者：是自己可以負擔的 

KENJI:對～沒有太大的懸念這樣子。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說，因為我大學是學俄文，其實我這次有—我是說我有那個—

【嘖】怎麼講，我學了兩年多的俄文，其實我就鎖定我要去

那個今年的索契冬奧，【笑聲】但因為索契冬奧跟我的工作真

的完全卡到(K1-011)，因為我才—我在來中國之前，我是在馬

來西雅，我從中國剛到馬來西亞是去年的年底，一過來因為

我們的公司有個淺規則就是三個月前不能請長假，我就只能

放棄索契，但還有另外一個放棄的原因是因為南京青奧

(K1-012)，那應該也還 OK。 

研究者：失去的機會，眼前還有其他的機會可以把握住 

KENJI:其實我還滿是滿沮喪的老實說，所以我那時候在—就

是在奧運會就是索契十六天的賽事，我每一天【加重語氣】

都大熬夜的去把比賽看完 (K1-013)，(哇)對啊！所以我自

己—我覺得啦！就是說以我在奧運志工，就是已經變成是我

一個—就是一個習慣(K1-014)，所以說我自己會，就算現在不

是奧運的季節，我都會—比如說像去年九月是公佈 2020 的奧

運會，所以我就會提找七年，就會先去知道說—喔！誰會在

七年後辦，然後我自己會有一個表格，就真要會 list 到說每年

要怎麼做，才可以到那一年去到那個奧運會去當 volunteer 這

樣子(K1-015) 。 

 

K1-010 學

葡萄牙文 

 

K1-011 索

契冬奧與

工作衝突 

 

K1-012 放

棄索契原

因 

 

 

 

K1-013 感

到沮喪 

 

 

 

K1-014 當

志工是習

慣 

 

 

K1-015 進

度表格 

西奧運的志

工選擇標準 

 

為了當巴西

志工開始學

葡牙文。 

 

索契因為跟

工作期程衝

突。 

 

 

因為才剛換

公司，依照

潛規定三個

月內不能請

假。 

 

因為無法參

加索契但是

還是會緊盯

電視機看比

賽。 

 

kenji 覺得當

奧運志工已

經成為一種

習慣。 

 

會提前列出

下次奧運的

待辦清單，

以讓自己能

夠去當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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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研究者日誌 (示例) 

一、研究者日誌 (一) 

 2014/1/24 (一) 

 訪談當天晚上 

 

Aladdin 因為交通緣故 delay 十分鐘後才到，且因為四點於體育署有會議，故研究者

必須注意時間以免拖到阿拉丁的會議。問問題的方式，因為考慮到雅典奧運離現在已經

近十年了，且 Aladdin 於當時有出版一本自傳，也有在其大各大院校演講，所以對於

Aladdin 的志工故事已經算是滿熟悉的，為了避免讓 Aladdin 覺得，研究者提的問題書中

都有寫到還要讓他重複敘述會浪費彼此的時間。在訪談前仔細閱讀奧運不買票此書，並

從中釐清一些觀念請 Aladdin 在多做解釋。 

例如：研究者於訪談前就知道 Aladdin 的參與動機(因為 Aladdin 每年年底都會定下

明年的目標或是一生一定要達成的目標，對於愛看比賽的他來說奧運是一生都想要看一

次的夢想，所以就報名參加當志工)像這種問題研究者就不會再重複提問，會延伸詢問

想參加奧運是因為利己因素比較大還是利他因素比較大。或是出發前對奧運有什麼期待

做了哪些準備？還有書中提到種種事件，研究者會根據他提出的事件做一些確認，例如

導致這個事件的發生是因為組織處理不當還是個人因素，那發生這件事件是否會降低你

對這次賽會的滿意與否嗎？ 

但是 Aladdin 其實在訪談的過程當中多次提到，其實沒有想那麼多，而且更直接點

名一點「志工的培訓都很簡單就是簡單的告訴你該怎麼做，接下來你就要上工了，因為

如果要上一些很難的課程，對於賽會組織來說也是很大的負擔，而招募志工不就是為了

要降低成本嗎？」根據這一點，研究者開始思考自己研究題目的方向，是不是培訓這一

塊他根本沒有這麼多東西可以挖、可以寫。所以在過去看很多經驗的研究大多都是參與

者內心的想法，比較少是從參與者看組織的作法，也許賽會這種短期的活動，要從志工

的角度來看組織也只能看到皮毛，甚至志工不會去在乎組織對志工管理的策略好不好，

只是純屬來享受當奧運志工的特殊性情緒而已。 

研究者其實對於自己這次訪談的過程，進行還滿順利的，在提問方面，多注意延伸

問題，不要條列式的一個丟一個問題，這樣只會得到表面，要注意如果參與者說出來一

個故事，要接續問處理的作法為何？之後的結果(故事的結局)是怎麼樣等等這樣才會比

較像經驗研究。有比前面一位志工進步一點，但這也許只是因為阿拉丁同樣也是相同領

域的研究生，很瞭解研究者的目的與進行方式，所以丟出來的東西比較多是可以利用的，

相較於前面一位鋼琴老師，因為講的比較簡短，研究者就著急所以表現的不是很沉穩。

總結就是在訪談前反覆的思考自己的大題項，因為已經訪談過兩位志工所以對於他們會

怎麼會達研究者要做什麼反應這些都是可以事先練習的。希望下次訪談可以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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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者日誌 (二) 

 2014/3/1 

 Grace Aladdin Yuan訪談結束後 

 

研究者開始的研究目的是探討大型運動賽會培訓是否移轉，但其實經過第一波訪談

後，馬上就碰到一個障礙，兩位志工的服務經驗顯示，志工的訓練其實很簡單，大會找

志工來不會安排很困難的工作，第一：因為大賽馬上就要開始了，如果以阿拉丁國際志

工的身分到雅典的時候已經是賽會前一週，馬上就要進行服務了，沒有多長的時間可以

讓他們去適應困難的工作；第二－如果要進行嚴密的訓練，時間、金錢、人力都將會是

龐大的負擔，但找志工來服務就是為了要節省大會成本，所以兩者是相衝突的。另外

Grace倫敦志工他是一個舉牌員，所以一開始就跟我說，我們沒有一般訓練，就直接找

大家來，告訴志工怎麼走位，賽會前幾個月訓練比較鬆散，快到比賽時就會比較密集，

所以比較難從志工訓練上得到資料。 

在透過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在想Grace只是一個舉牌的志工，工作單純甚至說有

點乏味吧！那為什麼不會想放棄呢？Grace開始分享自己的組員其實都還滿投入的，那

他也在整個訪談過程中不斷提到有趣、期待、好玩等字，讓研究者接著想要探討為什麼

好玩為什麼會期待為什麼會有趣會什麼不會想要放棄？其實在這裡他有提到非常重要

的概念，那就是他覺得他被尊重了，大會很尊重這些志工，所以讓這些志工覺得付出的

時間不會被浪費。 

另外阿拉丁也覺得，因為這是他的夢想，他想要參與奧運，即使派他去掃廁所他也

甘願，但其實他被分配到的是棒球場的志工，他是個棒球迷也因為這是他的興趣，所以

他覺得服務是好玩、是值得的。 

當研究者問到，過程當中有沒有什麼負面情緒時，兩位志工皆回答我：一切都很好，沒

有什麼負面的感覺，甚至阿拉丁提到，我當時就是來這裡服務，所以對於一切發生的事

件都覺得是新奇有趣的，不會覺得那是一個缺點，那是一些體驗，服務不要抱著目的性。 

所以研究者下次訪談會聚焦在，影響他們持續性服務的因素有哪些？為什麼他們會

對自己的服務抱持著非常正向的態度，大會對他們的態度又是什麼？他們對奧運的想法

服務前與服務後會有改變嗎？會因為大會的管理作法讓他們對奧運改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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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文件檔案分析 

 

 

圖片來源：臉書為 Grace 使用者頁面，照片為研究者翻拍。 

倫敦奧運開幕表演舉牌小組臉書社群 

Grace 進入自己的臉書讓研究者紀錄臉書成員之對話內容，最常看到成員會在上面分

享照片與資訊。 

 

圖片來源：臉書為 Grace 使用者頁面，照片為研究者翻拍。 

倫敦奧運開幕表演舉牌小組臉書社群 

成員還會幫忙分享彼此的照片，上圖為 Grace 與其他成員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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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物品為 Grace 提供，照片為研究者翻拍。 

倫敦奧運開幕式節目單 

Grace 提供之開幕式節目單，此由所有志工人臉組成賽會 slogan，而每一位開幕式志工

皆可以領取此本。 

 

圖片來源：照片為 Grace 提供。 

倫敦開幕式各國家運動員準備入場的照片 

Grace 覺得這張照片最能夠代表自己的奧運經驗，因為平常進行志工訓練也因為受到保

密義務，無法拍下自己練習的照片，而在正式上場時，也因為手上需要高舉國家名稱的

牌子，也無法拍照，因此只能在賽後去官方網站上下載自己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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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照片為 Grace 提供。 

倫敦奧運贊助商可口可樂之裝置藝術 

倫敦奧運的贊助廠商可口可樂會在奧運村裡設置裝置藝術，可以讓遊客來體驗有趣的

建築，這棟建築沿著樓梯往上走，可以邊走邊碰觸聲音的板子，而板子會發出各項運

動的聲音，例如：打桌球的聲音。而走到終點，就可以拿真的火炬拍照。 

  

圖片來源：照片為 Grace 提供。 

左圖為 Grace 在倫敦閉幕式與曾櫟騁之合照；右圖為倫敦奧運開幕式舉牌志工制服 

Grace 其實平常鮮少接觸運動，在拍這張照片的時候也只知道對方是很厲害的選手，

在運動員繞場結束後，想與臺灣的跆拳英雄—曾櫟騁拍張合照，而這張合照只有 Grace

還有舉臺灣牌子的志工才有，是另類更接近奧運的方式。 

開幕式表演志工穿著的制服上是大會選部分志工的臉，將其印製在衣服上。制服 

上印製志工的臉，世界上只有這一件，Grace 很珍惜。 



 

 

144 

 

 

 
圖片來源：照片為 Lin 提供。 

Lin 擔任城市志願者，於北京菜百站之照片 

城市志工會提供排信息咨詢、應急服務以及語言翻譯等服務，而那些標誌到了晚上

還可以變身成照明設備。 

 
圖片來源：照片為 Lin 提供。 

Lin 的組員在分享自己的經驗 

蹲在前面的志工，是來自中國壯族的朋友，他去過很多國家當志工，他正在分享自

己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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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照片為 Lin 提供。 

Lin 在北京奧運觀賽照片 

難得已經來到北京奧運，當然要穿上中華隊的制服為臺灣棒球加油，但是其實協會

安排荷蘭對日本的比賽，讓他們有些失望。 

 
圖片來源：物品為 Aladdin 提供，照片為研究者翻拍。 

Aladdin 志工服務證 

這張志工證條碼下左邊有一個無限大的標誌，因為權限無限大的關係，語言服務的

志工其實可以前往其他球場比賽，但因為觀看比賽並不屬於執勤時間，可能會造成

觀眾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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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物品為 Aladdin 提供，照片為研究者翻拍。 

雅典奧運棒球賽用球 

因為擔任棒球場的志工，在一場中華對荷蘭的比賽，因為要準備採訪，結果天外飛

來一顆界外球，掉落在觀眾無法進入的區域，也因為如此自己順利的撿到界外球。

而且剛好曹錦輝又抽到藥檢，因此，把幸運撿到的球給曹錦輝簽名，這顆球是 lucky

中的 lucky 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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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物品為 Aladdin 提供，照片為研究者翻拍。 

左圖為雅典奧運發行紀念徽章；右圖為北京奧運與倫敦奧運徽章 

雅典服務時因為是在語言服務中心，因此，每個人都會拿到自己部門的徽章，語言

服務的徽章造型特別，上面有三個嘴象徵會好幾種語言。 

徽章的背後有寫著<750 推斷因為語言服務中心只有 750 人，所以這個徽章只發行

750 個。徽章的總類百百種，因為自己曾經當過志工，所以選擇志工最為主要的搜

集樣式。藉由徽章交流機會，搜尋到其中一個徽章較為特殊，是倫敦志工的樣式，

Aladdin 拿也同樣重要的可口可樂的徽章跟他交換，對方才願意割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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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物品為 Grace 提供，照片為研究者翻拍。 

Grace 被朋友採訪的報紙 

Grace 的朋友在新加坡做報紙，並且製作倫敦奧運的專欄，還採訪 Grace 與其他朋

友擔任倫敦奧運志工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