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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本研究旨在了解天主教輔仁大學以宗教使命與其辦學理念推動「服務學

習」課程之實踐，研究目的可分為以下三點： 一、從輔仁大學的宗教使

命及辦學理念來了解其如何推動「服務學習」 課程。 二、輔仁大學相較



於其他大學對於「服務學習」課程實施之現況。 三、探討輔仁大學參與

服務學習之教師對於「服務學習」課程之設計及 推動。 本研究採用文獻

分析法、電話訪談資料庫之運用與深入訪談法以獲得研究資料。以文獻分

析法了解目前國內宗教教育的現況、天主教大學辦教育之理念，及如何將

天主教教育理念、使命精神深入至「服務學習」課程中，使之實踐，並探

究服務學習的源起與發展；將電話訪談資料庫之資料分類、整理，以了解

目前各大專院校推動「服務學習」相關課程之現況、類型與內涵，並從中

了解宗教性大學在推動「服務學習」相關課程之特色；最後則以深入訪談

法，對曾參與輔仁大學「服務學習」課程至少兩次以上的五位資深教師進

行訪談，以了解教師們對於「服務學習」課程的看法與建議，與分析其宗

教意涵為何。 本研究經由上述方法獲得之資料加以分析，得到以下五個

研究結論： 一、宗教教育與服務學習間的關聯性 從文獻分析法發現，宗

教教育與服務學習在教學內容、教學方式、老師角色及教學的目的及效果

均有其相似性。「服務學習」課程是宗教教育的一種實證方法，它可以藉

由反省的過程以連結服務的經驗與專業的學習，傳達出宗教教育之內涵與

精神。 二、經驗學習對於服務學習的影響與重要性 從文獻分析法得知，

以宗教教育的觀點來看經驗學習的重要性，耶穌會始祖依納爵的靈修方法

（神操）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經驗學習理論，在神操過程中所重視的

「經驗─反省─行動─評估」之循環步驟，與服務學習課程中所強調的重

點與內涵亦很相近，除此之外，杜威與柯伯的經驗與學習理論也為「服務

學習」課程之重要理論依據，因此於服務的體驗過程中，便可相互應證理

論與實務的相關性，亦能從中感到推動「服務學習」課程的重要性。 

三、宗教性大學與一般大學推動服務學習課程時的差異性 從電話訪談資

料庫分析發現，宗教性大學與一般大學於推動「服務學習」課程時其最大

的差異在於宗教背景的支持。由於宗教團體在創辦學校時，其初衷秉持了

宗教教義上的理念，希冀能將宗教的義理藉由教育的方式傳達給受教者，

因此宗教團體在辦學時，通常隱含了某種程度上宗教精神於其中，因此對

於其他同樣在從事教育紮根工作的一般大專院校而言，宗教性的大專院校

往往會因為背後所隱涵之宗教使命，而在教育內涵或方式上有其本身的特

色，推行「服務學習」相關課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之一。 四、輔仁大

學服務學習的特色 從深入訪談後得知，輔仁大學因著天主教使命與辦學

精神，所以對於「服務」有其特別使命，在輔仁大學的目標中對於「服務

人群」的部分有明確的目標與指示：「秉持正義，發揮仁愛精神，關懷社

會，邁向世界大同。以教學、研究、服務、行政各方面之努力，達到知

人、知物、知天的理想。」因此「服務學習」的課程符合了輔仁大學宗教

使命中，「服務人群」所希望達到的使命及目標。 五、「服務學習」課

程所隱涵之宗教意涵 從深入訪談中了解，老師們對於天主教精神與其使

命所進行的實踐工作表示肯定，亦對於「服務學習」課程的推廣持正面支

持的態度，認為學校不但可在校定必修的課程中表現天主教大學的精神，

並可發展出輔仁大學的課程特色，亦可在一般性的課程中注入服務的理

念，加入服務的元素，讓每位學生都能在此校園的氛圍中體驗學習。服務

學習的精神與實作方法不但不會與不同宗教背景者之宗教理念有所衝突，

反而更能讓每個人針對自身進行更深層的反省，因此即使身為其他宗教團

體之信仰者，亦能認同服務學習的理念而積極投入、參與。所以服務學習



背後精神代表的不僅是展現天主教宗教精神與使命，更是一種積極普世的

精神與價值觀的展現。  

摘要

(英) 

This research aims at understanding how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omotes the 

accomplishment of Service-Learning curriculum, which is extended on the basis of 

religious mission and its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1.Researching both why and how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omotes the Service-Learning curriculum, which is based 

on its religious mission and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2.Comparing the practice of 

Service-Learning curriculum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with that of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3.Researching how educators endeavor to design 

curriculum and make propaganda for the Service-Learning curriculum in Fu Jen 

University This research adopts three methods to acquir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data, including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which presents the outlook of current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aiwan, religious mission of Catholic university and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Service-Learning, phone-call database method, which 

categorizes the content, type, and provide the up-to-date information of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Service-Learning curriculum within al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d interview method, which shows the religious meaning of Service-

Learning from interviewing five senior educators who participate at least twice in 

the curriculum. After analyzing the data above, fiv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proposed: 1.The relation betwee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Service-Learning From 

the research of literature analysis, both the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Service-Learning 

have analogues in the content, method, purpose and effect of teaching and the roles 

of the educator. Service-Learning curriculum is a way to practice religious 

education. Via reflection, Service- Learning connects service experience and 

professional study in order to convey the spirit and intension of religious education. 

2.The effect and importance of experience learning on Service- Learning From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e importance of experience learni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religious education can be identified in the Ignatius’ spiritual exercise which 

values the four cyclic steps─experiencing, reflecting, practicing, and evaluating. 

The four mentioned steps are the essence of Service-Learning. Furthermore, 

Service-Learning is also fortified by the Dewey and Kolb’s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theories. 3.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ligious universities and general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nt of Service-Learning promotion The analysis of phone-call 

database shows that 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is the most important difference from 

religious universities to the others. As for those universities supported b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they keep the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 to some degree and are with the 

hope that religious mission can present more contents in education with the form of 

Service-Learning, which is one of the best example. 4.The specific feature of 

Service-Learning 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he religious mission of Fu Jen 

University is to serve people, to show benevolence and care to our society, and to 

stride toward world peace. With efforts in 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 and 

administration, Fu Jen University promotes Service-Learning curriculum to fulfill it 

religious mission. 5.The latent religious connotation of Service-Learning The 



educators’ interview suggests that the educators in the Service-Learning 

curriculum give positive responses to the practice of the curriculum, which joints 

the concept of service into students’ professional learn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rvice-Learning are not only supported by educators and students believing in 

different religions but also let them take the optimistic values which are connoted to 

the Catholic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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