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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服務學習方案規劃之研究－以輔仁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推

動為例」，旨在瞭解輔仁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方案規劃之情形及推動過

程，並根據文獻探討及實務工作者之意見，瞭解服務學習方案推動之實

務經驗，做為未來其他學校欲推動服務學習方案時之參考。本章就研究

方法、研究工具、研究架構、研究步驟、訪談實施與資料分析等方面，

來說明研究之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件分析及半結構性訪談法進行研究資料蒐集，首先蒐集

有關服務學習相關之文件、文獻資料，加以整理並擬定訪談大綱，再對

於輔仁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推動方案之重要成員進行訪談，茲分述如下： 

一、壹、文件分析法 

文件分析之目的在探討與研究主題之相關文件資料，作為研

究之基礎，研究者透過服務學習相關法令規章、實施計畫、成果報

告等相關文件資料加以整理分析，以彌補訪談法所蒐集資料之不

足。 

 

貳、半結構性訪談法 

半結構性訪談法是訪談法的一種，即訪問者最初向受訪者發

問一系列結構性問題，然後為作深入探究起見，採用開放性問題，

讓受訪者充分反映己見，以獲致較完整的資料（王文科，1997）。

本研究採半結構性訪談法，為彌補參與觀察法需要長時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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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訪談法在較短的時間內蒐集資料，瞭解服務機構之實際需求及大

學推展服務學習之情形，並深入瞭解服務學習在機構推行之過程與

困難，為兼顧蒐集較主觀的與較深入的資料，故採用半結構性訪談

法，針對服務機構及大學服務學習推展相關人員進行訪談研究，訪

談實施程序如下： 

一、蒐集閱讀文獻、文件及擬定訪談大綱 

蒐集有關服務學習方案規劃及輔仁大學「服務學習導向－

人本與專業知識整合計畫」相關背景資料，瞭解方案的宗旨、

目標、工作內容、任務編組、工作進度等，並拜訪相關人員，

瞭解方案規劃與執行情形，約定訪談時間及地點。  

（二）二、進行訪談 

（一） 依約前往：重述研究者身份。訪談前先徵求受訪者同意

錄音，如受訪者不同意則放棄錄音。 

（二） 陳述本研究的目的及重要性，並略提到文獻中有關方案

規劃流程及相關事項。 

（三） 說明欲訪問之問題，並詢問受訪者喜歡何種方式回答問

題（主動陳述經驗或接受引導訪談）。 

（四） 進行訪問：訪談過程中注意給予受訪者點頭、微笑、澄

清其回答內容、讚許等回饋，如有不清楚的問題，則請

受訪者重述，掌握訪談問題，應注意勿被受訪者帶離主

題。 

（五） 訪談結束：謝謝受訪者撥空回答，並徵求受訪者同意，

繼續協助整理訪談內容相關問題。 

（六） 完成逐字稿：將彙整完成之逐字稿，送達各受訪人手上，

並請其檢視研究者對其意見是否尚須釐清或調整。待受

訪者回覆後，由研究者進行編碼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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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同儕檢核：先將兩份逐字稿抽出其要素，請李燕美（台

灣師範大學公領所碩士，曾從事服務學習相關研究）、吳

堅凌（輔仁大學使命特色發展室參與服務學習課程推動

之同仁，非本研究之受訪者）進行同儕檢核，以確認要

素抽是否恰當與完整。 

（八） 製作要素分析表：依上述要素抽出方式製作完成要素分

析表。 

（九） 回饋：研究結束後寄上 1 份完整論文及謝卡，感謝受訪

者的協助。 

 

第二節 研究工具 

一、壹、 訪談對象選取 

質的研究所採用之樣本一般來說都偏少，甚至只有1個個案，

但需要有深度的「立意」抽樣，立意抽樣目的是選擇資訊豐富的

個案，以說明研究主題所關心的問題（胡幼慧，1996；吳芝儀、

李奉儒譯，1995）。本研究選擇輔仁大學「服務學習導向－人本與

專業知識整合計畫」關鍵推動人員共7位為訪談對象，其中包含

主持人、行政人員、開課教師等身份，可提供有關服務學習方案

推動現場之豐富資訊。 

貳、 研究者的能力 

研究者本身從高中即開始在服務性社團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大學期間擔任服務性社團社長，大學畢業即留母校任職，期間陸續

擔任服務性社團輔導老師及指導老師、資源教室志工、服務營隊之

工作人員及顧問、服務性社團法人理事等職務，並多次擔任校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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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介紹志願服務法」、「服務理念」、「服務活動企劃執行」、「服

務學習概論」、「非營利組織經營及策略規劃」、「專案活動推展」、「活

動設計」等主題之講師。 

就讀研究所期間曾修習「成人學習」、「成人心理學」、「成人

教育課程設計」、「社會教育行政」、「社會教育政策」等專業課程；

「教育研究法」、「質性研究」等研究方法課程；為配合本研究，修

習師大公領所黃玉教授所開設之「服務學習研究」課程，同時於公

益機構中進行半年的服務學習，期能對於服務學習有更深入的理論

觀點及實務概念。參與輔仁大學「服務學習教師指導手冊」編輯工

作期間，更將服務學習理論與實務緊密連結。研究者在輔仁大學任

職超過10年，能夠更精確掌握研究場域的情境脈絡，這也是質性

研究重要關鍵之一。 

參、 訪談說明函 

本研究採訪談說明函作為研究工具，主要目的是透過正式書

面資料向訪談對象介紹研究者，說明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確認訪

談時間、地點、內容，承諾訪談內容僅供學術研究，不對外公開訪

談對象之身分，並對於其願意接受訪談表達誠摯謝意，最後附註研

究者個人之聯絡資料。 

肆、 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是用來進行訪談及探索的一系列問題或論題（吳芝

儀、李奉儒譯，1995），通常質性研究的訪談大綱是根據研究的本

質與目的而設計，而擬定訪談大綱的主要目的在是確定訪談時研究

者所想要取得之資訊都能包含在內，本研究的訪談大綱是依據研究

問題與文獻探討結果所擬訂（如附錄一）。 

伍、 訪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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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訪談時準備90分鐘錄音帶兩卷、足夠電力之電池、

含麥克風收音功能之錄音機，並將錄音內容謄寫成逐字稿，作為日

後分析之用。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有關方案規劃之模式理論研究相當多，其涉及之相關要素十分複雜

且多樣性。本研究將以文獻探討所獲致研究架構（圖 3-3-1），包含基

礎、行政、學習等3層面16個要素，基礎在層面中包含信念、目的與

任務、組織分析、教師專業及意願、倫理責任等五要素；行政層面包含

權力關係、利益協商、行政支援、機構合作、行銷宣傳、財務計畫、方

案評鑑等7要素；學習層面包含界定並認識學習者、學習者需求評估、

學習者支持系統課程評量等四要素。為瞭解方案規劃模式推展時所遭遇

之困難與成功的關鍵，另外在執行評估層面設計推廣、困難、成功3個

要素。研究者根據此架構中之各要素來探討實務工作者在推動服務學習

時，對於方案規劃相關要素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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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念 

2.目的與任務 

3.組織分析 

4.教師專業及意願

5.倫理和責任 

1.權力關係 
2.利益協商 
3.行政支援 
4.機構合作 
5.行銷宣傳 
6.財務計畫 
7.方案評鑑 

1.界定並認識學習者

2.學習者需求評估 

3學習者的支持系統 

4.課程評量 

 

 

1.推廣 

2.困難 

3.成功 

基礎系統

行政系統
學習系統 

執行評估

圖3-3-1  服務學習方案規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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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步驟分為界定研究問題、目的、方法、文獻探討、選取研究

對象、建立研究架構、設計訪談大綱、進行訪談、整理分析訪談資料、

撰寫研究報告等8個步驟（圖3-4-1），說明如下： 

 

 界定研究問題、目的、方法  

 ↓  

 文獻探討、文件分析  

 ↓  

 選取研究對象  

 ↓  

 建立研究架構  

 ↓  

 設計訪談大綱  

 ↓  

 進行訪談  

 ↓  

 整理、校正、分析訪談資料  

 ↓  

 撰寫研究報告  

   

圖3-4-1 服務學習方案規劃研究步驟 

 

 

一、界定研究問題、目的、方法 

選定研究主題，並界定研究問題、目的、方法。 

二、文獻探討 

透過國內外研究論文、書籍、期刊、網路，蒐集探討服務學

習理論、意涵、模式、類型、實施、評析；方案規劃意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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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等相關文獻，以及輔仁大學「服務學習導向－人本與專業知

識整合計畫」推動執行之相關企劃書、成效報告；服務學習相關

研討會會議資料等文件。 

三、選取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輔仁大學「服務學習導向－人本與專業知識整

合計畫」。 

四、建立研究架構 

根據蒐集的文獻、文件資料建立研究架構。 

五、設計訪談大綱  

根據研究目的、問題及文獻探討所歸納出服務學習方案規劃

模式之十九個要素，設計訪談大綱，同時將各要素予以編碼，製

作成服務學習方案規劃模式要素、代碼、問題一覽表（如表

3-4-1）。 

 

表3-4-1服務學習方案規劃模式要素、代碼、問題一覽表 

 要素 問題要點 

A1信念 您認為服務學習是什麼？其價值為何？您是如何看待服務學習？ 

A2目的與任務 

貴校實施服務學習的目的為何？想要達成什麼樣的任務？貴校實施
服務學習方案的使命是否符合貴校的使命？為什麼？當初服務學習
是如何從理念，到形成具體的計畫？可否描繪一下服務學習方案在輔
仁大學推動的願景。 

A3組織分析 
在決定開設服務學習課程時，有沒有評估或衡量過機構或單位內外環
境及可利用的資源？考量的是哪些因素？ 

A4教師專業及意願 

課程的教學活動都是由誰來設計？有沒有給予其一些課程上的幫
助？您認為傳統教室教學課程與服務學習課程其教學設計上有否不
同？學校老師參與「服務學習課程計畫」的意願情形如何？影響老師
參與「服務學習課程計畫」的原因為何？如何才能增加老師的參與意
願？ 

基礎
系統 
(Ａ) 

A5倫理和責任 
在您規劃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價值兩難的情境，如何解決？您認為身
為一位服務學習的規劃者在道德上應負起怎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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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權力關係 

在規劃過程中，哪一個單位是主導單位？哪一個單位或人的影響力最
大？授權情形如何？可否簡單描述您的人格特質及領導風格？以及
如何建立自己的工作團隊？ 

B2利益協商 

貴校由哪些單位負責執行這項計畫？分工情形如何？不同的單位間
如何溝通想法？您是如何組織相關的執行人力及資源用於計畫的推
動？ 

B3行政支援 
參與服務學習教學的老師有沒有接受過服務學習教學的相關訓練？
如果老師在教學上遇到困難，可以請求哪一個單位或人協助？ 

B4機構合作 
目前與哪些機構合作，提供學生服務學習的機會？您對於與機構之間
的合作看法如何？有沒有一些建議？ 

B5行銷宣傳 
對於服務學習課程推動，為鼓勵教職員或師生參與，有沒有為「服務
學習理念」或「課程方案」所設計之行銷宣傳活動？ 

B6財務計畫 
服務學習課程推動主要經費來源為何？是否足夠？有無對於人事、設
備、活動等所需經費之中、長期財務規劃？ 

行政 
系統
(Ｂ) 

B7方案評鑑 

對於服務學習課程或方案規劃之評鑑，由那個單位或人員負責？有無
具體之評鑑之指標或方式？服務學習決策小組所決定的事項，如何透
過相關人員執行及檢視其達成情形？ 

C1界定並認識學習者 目前所開設的課程其目標學習者是誰？為什麼？ 

C2 學習需求評估及供
給 

貴單位如何決定要開設哪些課程？目前開設的課程有哪些？有沒有
經過需求評估？ 

C3學習者的支持系統 
當學生決定是否參與服務學習課程，或參與後進行機構服務時，如果
遇到困難，是否可找哪個單位或人可以協助？ 

學習
系統 
(Ｃ) 

C4課程評量 課程有無評量指標？如何進行課程評量？ 

D1推廣 
服務學習方案目前於法管學院試辦，如要推廣至全校，將面臨哪些挑
戰？如何因應？ 

D2困難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方案從開始推動到現在，曾遭遇過哪些障礙，未來
又將面臨何種挑戰？有哪些經驗是值得其他大專院校未來要推動服
務學習方案時，可以供作借鏡的？ 

執行
評估 
(Ｄ) 

D3成功 

檢視輔仁大學在推動服務學習方案過程中，有沒有做得比較成功的地
方，成功的原因為何？整體而言，您認為以學校推動的方式，要成功
推動服務學習方案，應具備哪些要素？ 

 

六、進行訪談 

本研究選擇輔仁大學「服務學習導向－人本與專業知識整合

計畫」相關之計畫主持人、行政人員、開課教師可提供豐富資訊

之成員共七位為訪談對象（表3-4.2）。訪談期間自2003年3月

至4月，每次訪談時間約60至90分鐘。 

訪談方式進行分別就聯繫訪談對象、寄發訪談大綱、準備錄

音器材、進行當面訪談等四步驟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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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聯繫訪談對象 

依照事先擬定之預定訪談對象，透過電話聯繫進行訪

談邀約，首先說明研究的方向與目的，並徵詢對方接受訪

談之意願，當對方願意接受訪談時，進一步告知受訪者訪

談方向，並確認訪談大綱寄送方式，最後敲定訪談時間和

地點。 

（二） 寄發訪談大綱 

以電子郵件方式將訪談大綱寄送受訪者時，尚需準備

自我介紹、研究動機和目的、文獻摘要、訪談目的、訪談

時間、訪談地點等資料，供受訪者參考。 

（三） 準備錄音器材 

為避免資料之漏失，更真實呈現訪談內容，事先將錄

音機、錄音帶、電池等相關錄音器材備妥。 

（四） 進行當面訪談 

依約定時間前往，訪談地點以不受干擾之獨立空間為

宜，進行訪談之前，應先徵求受訪者同意後，始得進行錄

音工作，若受訪者不願意接受錄音時，則以筆記方式將訪

談內容摘要記錄。 

七、整理、校正、分析訪談資料 

將錄音帶內容繕打成逐字稿，將所有受訪者以匿名處理，

並就研究架構予以編碼，在就整理編碼後之資料採跨個案分析

（cross-case analysis）（吳芝儀、李鳳儒，1995），即將不同

的受訪者對同一問題的回答綜合統整分析。 

資料分析前先將七位受訪者以A∼G加以編碼（表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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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規劃要素依序編碼，記錄方式如下： 

 

受訪者代碼－方案規劃要素代碼－要素概念出現次數 

舉例： 

A受訪者回應A1要素，其概念出現第一次時，其編碼為（A-A1-1） 

C受訪者回答B6要素，其概念出現第二次時，其編碼為（C-B6-2） 

 

表3-4-2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訪談時間、地點一覽表 

代碼 性別 受訪者身份 訪談時間 地點 

A 女 計畫成員 2003年3月17日 輔仁大學 

B 男 計畫成員 2003年3月21日 輔仁大學 

C 男 計畫成員、開課教師2003年3月26日 輔仁大學 

D 女 計畫成員 2003年3月28日 輔仁大學 

E 女 計畫成員、開課教師2003年3月28日 輔仁大學 

F 男 計畫成員 2003年4月15日 輔仁大學 

G 男 計畫成員、開課教師2003年4月22日 輔仁大學 

 

將逐字稿依研究架構，將與要素相關之描述抽出，製作成

整理要素分析表，再請受訪者確認是否符合其敘述之重點，在進

行資料之分析。 

八、撰寫研究報告 

依據訪談資料分析結果撰寫研究報告，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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