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驗

真實境

28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Cover Story

臨床同仁已肯定志工服務經驗

對於護理專業提昇的正面效益，那

麼，對於護理學系學生呢？如果在

學習階段就有志工經驗，或是常規

課程就要求服務體驗，對於護理學

習的影響又是如何？所以我們也以

臨床護理同仁相同的問卷為基礎來

問護理學系的同學們。

學生全面當志工 實地服務習付出  

針對本學系大學部及研究所進行

的調查共發出210份問卷，回收199

份，回收率95%，有效問卷199份，

男性比例高於臨床同仁的樣本比

例，佔14.6%；大學部佔89.9%(179

人)，研究所佔10.1%(20人)。

統計的結果是，參加過志工服務

的比例為94.5%，沒有參與過志工服

務者僅5.5%。

其中，大學部的學生全部有志工

經驗。因為，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已

將志願服務納入正規教學規劃：鼓

勵在校期間志願服務六十小時或以

上；且必修、選修課也結合志願服

務精神，例如：社區護理學課程；

推動社區或離島居家關懷，護理學

系師生利用平日課餘至鄰近老人機

構志工服務，暑假期間至蘭嶼進行

衛生教育，還有兒童營隊、居家關

懷等服務。護理學系學生除接受護

理專業的課程與實習外，走入人群

投入志願服務已成為一股風氣。

2008年1月29日，教育部公布「補

助大專校院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

作業要點」，目的即在鼓勵各大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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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29 14.6 
女性 170 85.4 
合計 19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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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成立服務學習推動單位，規劃服務

學習相關課程，期許透過服務學習，

提供學生實務經驗，並將實際服務與

知識技能的融合，透過有系統的設

計、規劃、督導、省思及評量來達成

設定的學習目標，是「服務」與「課

程學習」的相互結合。

做中學  深入社區與居家照護

服務學習是「服務」與「學習」

的結合，簡言之，就是「從做中

學」。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學生在第

一學年的「生命教育」與「慈濟人

文暨服務教育」這二門課程中均安

排志工服務，服務內容包含醫院志

工、環保志工、社區服務、居家關

懷等等。

有 參 加 過 志 工 服 務 活 動 的 類

型中，以「資源回收」為最多

( 7 0 . 2 % )，其次是「關懷老人」

65.4%、「關懷病人」64.9%，「清

掃社區」33.0%、「指導兒童學習」

30.9%。以社區活動與居家照護類型

為主，學生較少有機會參與第一線

賑災，選項的比例自然較低。

學生對於志工服務的熟悉度，

校外人士也感受得到。在今年四月

護理學系舉辦、邀集全台灣各大醫

院主管針對畢業生服務表現進行的

「雇主焦點座談會」，應屆畢業生

被問及志工經驗時，應對自如，且

從容自然的分享，讓面談的北部醫

院護理主管印象深刻。

輔助傳統課程  豐富心靈層次 

至 於 同 學 們 對 於 志 工 活 動 的

收穫，與臨床同仁的回答有些微

否
(N=11)
5.5% 是

(N=188)
94.5%

您是否曾參與過志工服務？

(N=199)Q1

曾參與的服務類型？

(N=188，可複選)Q2
關懷病人 64.9%

資源回收 70.2%

清掃社區 33.0%

國內賑災 13.8%

關懷老人 65.4%

指導兒童學習 30.9%

接待外賓 13.3%

國際賑災 4.8% 

其他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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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臨床同仁選擇比例前三項

是「感恩」 ( 6 0 . 6 % )、「知足」

(57.1%)、「同理心」(56.6%)。護

理學系同學們認為收穫最大的是學

到「同理心」(69.7%)、「付出的喜

悅」 (68 .1%)，接著是「知足」、

「尊重」、「感恩」，有56.9%的

學生學到「資源再利用」的觀念，

很特定是參加環保活動的心得；

另外，學習到「無常」觀念的有

47.9%，學會「包容」的有41.0%，

懂得「面對問題」的有38.8%，還

有30.9%的學生從活動中感受到要

「孝順」。顯然，志工服務對於尚

在教育階段的同學，等於走出校園

去提前感受大社會環境、面對不同

的人，所以收穫很多，豐富心靈的

層次。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在推動服務學

習時，考量四個要點：一、學校與

社區結合：從服務活動的參與，獲

得有組織的服務經驗，但服務活動

應由學校與社區一起協調，以符合

社區真正的需求；二、服務與課程

結合：將學校所學的知識和技能，

落實在社區服務；三、強調學習的

重要：將服務學習融入學校課程，

並針對服務活動中所見所為，進行

思考、討論與寫作；四、重視自我

的發展：將學習場所從教室擴展到

社區，有助於發展對他人關心的情

知足

感恩

同理心

付出的喜悅

尊重

資源再利用

包容

無常

面對問題

孝順

其他

58.0%

60.1%

69.7%

68.1%

59.0%

56.9%

41.0%

47.9%

38.8%

30.9%

5.3%

您參與志工服務學習到的收穫？

(N=188，複選)Q3

其他

不知自己可以做什麼

不知如何與陌生人接觸

不知如何適當回應提問

被關懷的對象拒絕

看到個案會害怕

61.2%

8.0%

16.0%

42.0%

37.8%

35.1%

您參與志工服務感到困擾的有那

些？(N=188，複選)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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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國外的研究也指出，服務學習

可以增進傳統課程的學習、促進個

人發展、培養公民意識與責任感，

及貢獻社會的能力。從此次調查統

計，也可得到肯定。

化挫折為力量  反思服務的真諦

參加志工活動，學生必須利用

課餘時間，投入陌生的環境，面對

陌生的人，學會時間管理、與人溝

通、面對問題時與同儕共同想出解

決的策略。受訪者回答參與志工服

務時感到的困擾，第一個是「不知

道自己可以做什麼」，有超過六成

的人選此項(61.2%)，其次是「不知

道如何與陌生人相處」(42.0%)、有

37.8%的人選擇「有人問問題，不知

道怎麼回答」，「被關懷的對象拒

絕」則有35.1%。原來，同學們在

獲得心靈成長之前，必須要先克服

這些挫折、被拒絕的感受；走出舒

適圈，仍盡力去達成任務，滿足受

服務者的需求。很多學生事後告訴

老師，只要聽到對方說了一聲「謝

謝」，就會非常心滿意足。

所以，在設計服務學習方案時，

把握「準備」、「服務」、「反

思」、「慶賀」四個階段，則課程

收效更佳。服務學習與傳統的社區

服務最大不同，乃在其強調學習與

服務的連結，設定具體學習目標，

透過服務的具體經驗反思，來達到

學習的目標。護理學系每年定期辦

理志工服務反思座談會，透過回顧

服務的歷程，讓學生們沈澱下來，

想想這些服務帶給他們的意義？對

學習有哪些影響？以及如何運用這

些經驗。多數與會同學均認為志工

服務的經驗能得到課堂上所學不到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的

社區服務課程給了學

生機會付出助人，從

中學習體會護理工作

的本質。圖為護理學

系生帶動社區長輩參

與遊戲，從中衛教。

(圖片由慈濟大學護

理學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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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發現自己的不足，讓他們

能夠同理受服務者的感受；有些人

更期許自己能做到視病猶親，正好

連結到護理專業的心理構面需求。

學生們回答志工服務對於學習護

理的影響，有77.1%的人認為影響深

刻，但認為不深刻的比例(4.3%)高於

臨床同仁(1.9%)。大部分回答的學生

尚未真正踏入臨床護理，或許肯定

志工服務，但並不清楚能連結這樣

的經歷對於護理工作的影響吧。

深化人文涵養 志工精神護理專業

而從本學系連續二年辦理的雇主

座談會中，多數主管表示慈濟的學

生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文的涵養，

例如注重環保、對病人具有耐心、

愛心，並將照護的歷程於國際會議

中發表。也有主管表示護理學系的

學生在實習單位以手語的方式設計

志工服務對學習護理的影響？(N=188)

未來有機會是否會(再)參與志工服務？(N=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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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活動，讓精神病患情緒抒解、

促進情感表達，深受精神病患喜

愛。

最後詢問所有受訪者，未來是否

願意（再次）參加志工活動，願意

的將近八成 (79 .9%)，而不願意的

有7.0%，沒想過的佔13.1%。在志

工活動反思座談會中，同學肯定學

校提供多元、多管道的志工服務機

會，能及早接觸社會的寶貴經驗，

並且會提升對護理專業的學習動機

與興趣。

很多時候，有很多人想付出助

人卻苦無機會或時間；同學們在學

校規劃的課程中輕鬆地投入社區服

務，在校園及校園旁的醫院環境中

也常看到慈濟志工的身影，還有懿

德爸媽也是來照顧學生的志工等

等，很容易有機會走入人群去幫助

別人，也有機會提供護理與醫療照

護方面的專業助人；年輕生命的視

野因此得以拓展，原本單純字我的

心靈能變得更有感情，藉由付出而

肯定自己。

有了志工服務的經驗，體會到什

麼是「人傷我痛」的感覺，讓學生

們在跨入臨床時，帶著尊重生命的

精神，呈現護理專業的人本樣貌。

志工服務對學習護理的影響？(N=188)

未來有機會是否會(再)參與志工服務？(N=199)

從學生參與社區

服務的回饋中，

得知心靈層面的

收穫很豐富，最

主要是同理心與

付出的喜悅。圖

為護理學系生協

助銀髮福氣站活

動。(圖片由慈

濟大學護理學系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