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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為一行動研究，研究的緣起是研究者二年前進入輔大教發所，較

具系統性地學習服務領導的理念，深深被服務領導的理念所吸引，體會

到該理念與服務學校的教育理念非常契合，故本研究企圖集結學校夥伴

之力為服務學校的中學生發展並實施一套服務領導課程方案，希望將服

務領導理念介紹給學校教師，並引導青年人認識服務領導。 本行動研究

在課程發展上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服務領導理念融入各科教

學活動之方式來進行課程發展，因第一年實施，恐課程失去服務領導之

核心焦點，經夥伴討論與專家諮詢，行動計畫乃進入第二階段，以主題

式學生服務領導週末營隊課程來實施，並以模組式教學來進行課程設



計。整個研究歷程的資料蒐集包括：焦點會議、專家諮詢、研究日誌、

教師訪談、教師反思紀錄、學生學習日誌、學習單、學生前後測問卷、

學生營隊滿意度調查問卷、活動課程之錄影、學生營隊手冊以及研究者

之現場觀察。將蒐集資料分析整理後，共有以下五項發現： 一、服務領

導理念與聖心學校教育理念之適配度極高，服務領導能為聖心的教育理

念提供具體且系統化的實踐模式。 二、聖心女中學生服務領導課程內涵

為：以 “Serving To Live, Serving To Lead” 為主題的二天一夜週末營

隊，包含四個模組課程，(一)自我認識與覺察；(二)服務與領導的合一；

(三)社群的建立；(四)更出色的我、更卓越的團隊。 三、服務領導週末

營是中學生服務領導課程之可行模式，但須考量學生週末前後的身心負

荷狀況。 四、服務領導課程讓參與的聖心學生在自我認識、自我信心、

團隊凝聚上提升，使師生互動更為正向；學生認為自己更自主、更有智

慧、更快樂。 五、服務領導與聖心修會的教育都是服務人、影響人、轉

化人的理念；服務領導課程能具體實現聖心修會的教育使命。 本行動研

究中所發展之中學生服務領導週末營，在行動夥伴與參加學生的回饋中

都認為可以持續修正與發展，進而建構出一套更為完整之服務領導校本

課程，以培育更多年輕的服務領導人。 

摘要

(英) 

This thesis is an action research, initiated by the power of servant-leadership the 

researcher have felt since she entered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Development in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wo years ago. 

Fascinated by the description of servant-leadereship, the researcher also found it 

matches with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the high school she is working for. 

The attempt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servant-leadership program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as hence made, in hope of introducting the concept of servant-

leadership to other teachers and more young people.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is servant-leadership progra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In the first phase, 

a servant-leadership integrated curriculum was discussed; however, the attempt 

was proved to be premature at the moment after keen discussions and consultation 

with a professor. Soon the action project entered its second phase, where a 

servant-leadership weekend camp was constructed. Data collected from this action 

research include: core- group discussion, consultation from professor, research 

journals, teacher interviews, teacher reflections, student journals, worksheets, pre- 

and pro- questionnaires, videos of the camp, weekend camp manuals and 

observations made by the researcher. Five discoveries were made from this action 

research: 1. Servant-leadership matches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Sacred 

Heart Schools. Servant-leadership even provides a systematic model 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2. The servant-leadership weekend camp for SH 

students features the theme- Serving To Live, Serving To Lead, consisting of four 

modules: Self-awareness, Serving and Leadership, the Building of Communities 

and the Pursuit of Better Me and Teamwork. 3. Weekend camp is a workable 

model to implement servant-leadership curriculum in high schools of Taiwan, but 

the students’ workload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4. The influence of 

this servant-leadership weekend camp is the enhancement of self-awareness, self-

confidence, team-work an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regard themselves as more autonomous, wiser and happier. 5. The servant-

leadership curriculum can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of the Society of the 

Sacred Heart., for both servant-leadership and Sacred Heart education endeavour 

to serve, to affect and to transform people. In conclusion, the servant-leadership 

program designed in this action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be constantly revised and 

evolved, hoping to develop a well-rounded school-based servant-leadership 

curriculum for the cause of cultivating more young servant-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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