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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當代志願服務的發展，須能兼顧多元社會下多方當事人之立
場與觀點。基於志願服務政策制定對於社會快速變遷與特定族群之回應
不足，本文以高雄市青少年志願服務跨域治理為例，首先對高雄市青少

年志願服務發展的歷程進行回顧，並採互動管理之跨域分析方式探討對
其之認知與共識策略。本研究發現，高雄市青少年志願服務的發展處於

起步階段，仍欠缺跨域治理的合作模式。基此，本研究認為可從以下二
個方面著手並完善之。 (1)考量青少年生涯發展需求，強調服務與學習之
關聯。 (2)以跨域治理觀點聚焦於青少年志願服務的相關網絡，並讓相關
計畫與決策符合各當事人需求。

關鍵詞:志願服務、跨域治理、互動管理、服務與學習

Cognition and consensus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ary service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圓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sphere govemance of juvenile
voluntary service in Kaohsiung Cit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ary service in Taiwan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position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inadequate policy-making in
the field of voluntary service fails to respond to rapidly changing societies
and to certain groups ,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cognition and consensus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ary service through the methodology
of Interactive Management (凹的 by exemplifying trans-sphere govemance of
juvenile voluntary service in Kaohsiung City. The development ofjuvenile
voluntary services in Kaohsiung City will be firstly reviewed. It is observed
that juvenile voluntary service in Kaohsiung City is sti1l at a primal stage and
lack of cooperative models based on trans-sphere govemance. Therefore, the
paper concluded that the improvement shall be taken based on: (1) taking
into account requirements of juveniles' career planning and associating
serving to leaming; 2. focus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sphere
govemance by exploring relevant networks , and allowing the polici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luralistic stakeholders.
Keywords: voluntary service, trans-sphere govemance, interactive management,
serving and l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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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自聯合國將 2001 年訂為國際志工年，志願服務在近幾年猶如新世紀的全球公民運
動(呂朝賢， 2002) ，除了能促使民眾體認和具備集體社會生活共存共榮(曾華源、郭靜晃，

2001) ，亦成為公務部門與非營利組織間公私協力的善治途徑。
台灣除對外為迎合世界潮流，對內亦有感於 1999 年發生 921 大地震時，各類別志
願服務及各志工團隊間欠缺系統性之跨域治理，乃於 2000 年通過並公布施行志願服務
法，並強調其目的的令整合社會人力資源，使願意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之國民力量做最有
效之連用，以發揚志願服務美德，促進社會各項建設及提昇國民生活素質。各級政府亦
根據該法，推動相關之志願服務政策。

高雄市為達成「港都志工城」之願景，亦自 2005 年推動志工人口倍增計畫，擬於
2011 年提升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工人數達全市人口總數之 6%(陳政智， 2006) 。從

2009 年高雄市政府所統計之資料來看，全市志工人數確有明顯增長，但進一步從志工之
年齡分布來看， 12-17 歲之青少年卻僅佔約1.4%(高雄市政府 '2009)

，可見過去之志願

服務政策制定相對於青少年族群之需求回應不足。

表 1 高雄市 2006-2008 年志工運用人數與服務時數一覽表

項目

運用人數(人)
服務時數(小時)

年度
2007
41 ,608
4,893,128

2006
38,621
3,969,049

2008
42,286
4,624,456

資料來源:高雄市 98 年推展志願服務績效報告
註:高雄市消防局原義勇消防大隊及婦女防火宣導隊經消防署函釋已適用消防法，得不適用志願服
務法，自 2008 年起該 2 類服務時數不再計入高市志願服務成果資料，以致 2008 年總服務時

數相較於 2007 年之總服務時數減少。

18,811

5,002

另根據保德信青少年基金會自 2005年至2009年自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報名者之資料

分析，青少年之志願服務參與類型前三項為:文化教育、社會福利、生態環保;參與志
願服務緣起之前三項為:學校社團帶動、自發行為、同儕團體影響。青輔會委託之九十
三年國內青年參與志願服務及服務學習現況調查則發現參加的志願服務/服務學習的種

類以「環保及社區服務」的地方性服務最多 (39.04%) ，參加管道主要乃是透過學校(課程

及老師)的安排(4 1. 67%) ，較多是與「朋友或同學一起參與 J (50泌呦，可見青少年志願
服務發展除有空間部門之跨域外，亦含括不同專業領域，以及多方當事人間的相互影響。
是以為推動高雄市青少年參與志願服務，實有必要探析青少年、志工督導、多方當
事人對志願服務之認知，並透過互動管理會議之集體決策方式，提出現階段鼓勵高雄市

青少年積極參與志願服務之共識策略:
(一)提出議題策略:藉由互動管理會議產出對於提昇高雄市青少年參與志願服務之具體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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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立議題之層級結構:運用 ISM 電腦軟體之操作，確立提昇高雄市青少年參與志願
服務之策略間的層級結構。

(三)提出議題探析與政策推動之參考與建議:藉由互動管理之方法，作為日後相關單位

整合多方當事人共識與發展策略以及後續政策推動之應用模式參考。
二、志願服務與高雄市青少年志工參與
(一)志願服務之定義
「志願服務」一詞在各國家、學者的詮釋中均有一定程度之異同，不過其大多均強

調個人或團體在不求報酬的自發意願下，從事服務社會、追求公共利益或助人等工作。

國內外之相關定義如下(表 3)

。
表 3 :志願服務之定義

聯合國

志願服務者，是一種有組織、有目的、有方

法，在調整與增進個人對環境的適應，其志趣相
近、不計酬勞的人，謂之。

美國社工協會(1 986 )

一群人追求公共利益，不計酬勞，本著自我意願與選
擇而結合，稱之為志願團體，參與這類團體者稱之為志願

人員。
台灣志願服務法

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
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

(2001)

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
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

志願服務是對於社會責任態度的行動方式，它不是一|

Dunn, P.C. (1 995)

種義務、並且是付出不求回報的。

Ellis, S.J. & Noyes,
K.K. (1 990)

對被認識的需要採取行動，其本著一種社會責任而非 l

關心金錢利益的態度，是超乎為個人物質生活所需而從事
的活動。

志願服務的意涵可以歸納成四大組成要素:自由選擇

Cnaan et al. (1996)

(企ee choice) 、報酬( remuneration )、結構( structure )、
受益對象 (intended beneficiaries) 。在這四項要素中皆有
不同的等級程度區分，其不同的組合所指涉的志願服務範
疇並不一樣。

資料來源:修改自張菁芬 (2003 )。

(二)影響青少年主動參與志願服務的因素
行政院青輔會 2000 年針對台灣 2000 多位 15~18 歲青少年所做的志工服務態度委
託研究報告指出:青少年願意參與志工服務的主要原因為:對申請甄試入學有幫助、
可以加強自信、對自己的能力更加肯定、拓展生活圈; 2005 年由保德信青少年基金會委

託台大社會學系進行之「台灣青少年志工參與現況大調查」結果指出，有趣、提升學習

技能以及眾人支持的力量為青少年主動參與志願服務主要因素。
是以志願服務雖強調為一種「利他性」的服務，包純粹僅具利他性的志願服務活

動其實很少 (Smith

' 1981)

，志工在志願服務參與過程當下，亦會自利性的學習到一

些增進溝通技巧與專業能力甚至團隊合作的能力 (Pidgeon，

1998:39-45)

，甚至可與就

業政策結合，以培養其就業能力(張英陣， 2003) 。是以，若能兼顧服務與學習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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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青少年生涯發展所需的角度來看，合宜的「自利性」制度誘因安排，實可吸引青少年

參與志願服務。
(三)現行之青少年志願服務治理體制
1.行政院青輔會

2006 年行政院青輔會推動青年志工倍增計畫，依不同主題志工行動規劃課程內容:

1.社區志工 2. 國際志工 3.教育、閱讀志工; 98 年行政院青輔會提出「台灣小飛俠計畫 J '
積極鼓勵青年關心國際社會，關懷本土發展，成立「區域和平志工團 J '召喚青年在台

灣與國際問積極參與扶貧、濟弱、永續發展等志工服務及「青年志工校園推廣大使團」

計畫，捲動青年參與風潮，闡揚「青年可以改變世界」的精神。
2 高雄市政府

於 2005 年研訂「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各級學校推動學生志工服務教育學習計畫」函
發各校實施; 2006 年修正「各級學校推動學生志工服務教育學習計畫」獎勵條文，鼓勵

學生從事志工服務。 2008 年辦理高雄市青少年志願服務推廣校園巡迴展，藉由服務事蹟
展示看版、配合活動宣傳，以推廣志願服務精神，帶動高雄市青少年加入志願服務的行

列;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學生志工服務隊，投入市政府 2008 年全民運動會及 2009 年世運
會等各項活動。

表 4: 高雄市各級學校實施學生志工服務活動統計一覽表

年度

項目

2006
2,680
156,486

辦理場次

參與人次

2007
2 ,517
151 ,232

總計

2008
2 ,646
1,470,394

7,843
1,778 , 112

資料來源:高雄市 98 年推展志願服務績效報告

從表 4 可見因著教育局正式的函發計畫以及成立學生志工服務隊，加上社會局辦理

青少年志願服務事蹟之宣導， 2008 年高雄市青少年志工服務參與人次較 2007 年成長九
倍之多。是以政府相關政策的制定與優秀事蹟之宣導亦有助於提昇青少年之志願服務參

與意願。
三、「高雄市青少年志願服務發展 J 互動管理會議
(一)互動管理簡介

互動管理( Interactive

Management, 1M; Warfield and Cárdenas,

1994) 的理念係 JohnN.

Warfield 於 1980 年從維吉尼亞大學開始整合發展，繼而由中山大學汪明生教授引入台灣
逐漸實際運作。這套會議系統以完全尊重當事人為出發點，能凝聚並合理化共識，使多

數參與者交流互動(張寧， 2005) 。充分符合多元民主社會對公民參與公共事務問題的要
求。
互動管理的操作是一種連續經由一個或多個回合來達成的三階段式活動，此三階段
包括:

卜計劃階段:係發展議題、擬定計劃之籌畫、準備階段。
2 、互動階段:參與者藉由群體互動對複雜議題引發各種意見，再經過意見澄清和綜
合判斷之認知學習獲致共識意見。

3 、追蹤階段:乃對前一互動階段的結果付諸實施，或對該結果被引用做另一新的互
動規劃之後續工作。
(二) r 高雄市青少年志願服務發展」互動管理會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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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青少年志願服務參與涉及多方當事人(政府、學校、師長、青少年)之參與以
及多元價值(自利、利他)之衡量判斷與整合。本研究採取互動管理會議之跨域分析方法，
首先藉由文獻回顧之爬梳以及專家深度訪談，整理出台灣其他縣市之相關政策與管理方

式，同時彙整對於青少年參與志願服務之多元觀點，以會前閱讀資料之方式，提供受邀

參與者(大學相關科系講師 2 人、志工資源中心專案經理 2 人、青少年志願服務隊督導 3

人、志工運用單位負責人 3 人、青少年代表 6 人)作為其在互動管理會議中產生個體價
值判斷、與群體決策之認知判斷的投入依據。

1.第一階段一名義群體技術(NGT)流程:
(1)觸發問題、先行收集意見:與會人士共提出 37 個策略建議。
(2)澄清意見，經過澄清及整併'共整理出 13 個策略建議，如表 5 。
(3)票選策略結果 :10 大策略，如表 5 。
表 5:

r 高雄市青少年志願服務發展」票選策略一權重評定表

編號

策略內容

建立加分制度:學生學期成績及推薦甄試之加分。

2
6
12

建議將志願服務或服務學習，納入商雄市國中、局中職學校評鑑

由青少年的興趣專長出發，開發多兀的體驗式服務方案。
利用各種大眾傳播媒體(網路、電台、電視、電影、報紙)進行

7

行銷宣導志願服務(優良事蹟) ，以及對家長的觀念宣導。
設立青少年志願服務獎學金。

5
9
13
3
8
4

辦理青少年志願服務帶領者(承辦人、指導老師)之研習。
建立服務時數與獎勵贈品兌換制度。

學校應協助學生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
設置高雄市青少年志願服務入口網站並結合青少年日常生活議題

學校應該提供學生參與志願服務之管道。

權重

排序

44
38
36

2
3

33

4

30
28
27
24
18
13

5
6
7
8
9
10

2.第二階段一詮釋結構模式法(l SM)
將前述十大策略，採兩兩比較之方式，經與會者確認各策略間是否存在增強效果，

見表 6 。再者，進一步產生其增強結構圖，見圖 1 。

表 6: 重新編號之十大策略兩兩比較表
策略 1

策略 2

策略 3

策略 4

策略 5

策略 6

策略 7

策略 8

策略 9

策略 10

策略 1

\\\

13

12

12

11

11

11

策略 2

16
5
6
6
7
8
6
2
13

\\\

11

11

5
6
6
7
8
6
2
13

\\\

12

14
8
8
12
4
16
12

14
6
6
8

16
16
8

\\\

15
6
6

14
13
14
12
8
4

策略 3
策略 4
策略 5

策略 6
策略 7
策略 8
策略 9
策略 10

6
7
14
4
16
12

\\\\

5

\\\

9

8
4
2
14

4
1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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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文之三

12
12
12
12
6
7
15
4

11

\\\

9

11

16

11

竺三三』

\\\

14
12

11
14
14
14

9

8
7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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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青少年的興趣專長出
發，開發多元的體驗式服

務方案。
1.建立加分制度:學

生學期成績及推薦
甄試之加分。

4.利用各種大眾傳播媒體
(網路、電台、電視、電

影、報紙)進行行銷宣導
志願服務(優良事蹟)

,

以及對家長的觀念宣導。

2.建議將志願服務或

8.學校應協助學生|

服務學習，納入高雄

市國中、高中職學校

取得志願服務紀

評鑑。

錄冊。

9.設置高雄市青少年志願
服務入口網站並結合青

少年日常生活議題。

10.學校應該提供學

生參與志願服務之

5.設立青少年志願服務獎

管道。

學金。

6.辦理青少年志願服務帶
領者之研習。

圖 1 :確認後之增強結構圖

3 追蹤階段一互動成果之引用與後續方案之延伸
本次互動管理之成果已經高雄市社會局委託公辦民營之志工資源中J 心採納為下一
年度工作計畫之制定依據。
四、結論與建議

(一)志願服務與青少年生涯發展之關聯

1.過去對於志願服務發展之關注，多著重探討受助者之需求或是助人者之動機，但較
欠缺將兩者連結之論述與行動。透過本研究發現，相對於其他年齡層的志願服務參
與者而言，青少年志工正處於快速地系統化學習階段，因此服務內容是否具備創新

性以及學習性，是一吸引其主動參與的重要誘因。是以應開發以青少年為主體之多
元體驗式服務方案。

2.

r 利用各種大眾傳播媒體(網路、電台、電視、電影、幸瞬即進行行銷宣導志願服

務(優良事蹟)

，以及對家長的觀念宣導。」的策略，有助於讓青少年志願服務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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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發展認知與共識策略

"以高雄市青少年志願服務跨域治理為例

與被認同及成為青少年課外休閒活動。

(二)青少年志願服務網絡之強化
1.不論從策略相對權重之排序或增強結構圖之層級優先性來看， r 建立加分制度:學生

學期成績及推薦甄試之加分」此外部誘因可說是高雄市青少年志願服務發展之重要策

略。此點亦凸顯出高雄市在政策工其的運用上應可強化其為直轄市之優勢，在國中與
高中升學機制之掌控上，提供更積極的政策誘因。同時在現有的志工倍增計畫之下，

積極思索如何結合教育、社政、環保、文化...等局處「辦理青少年志願服務帶領者(承

辦人、指導老師)之研習 J

建立「青少年志願服務入口網站」讓服務之供給與需求

有一整體性之制度安排。

2. 有鑑於大部份青少年仍處在學階段，其可服務時間受限於週休假日或寒暑假，再則易
受學校師長及社團之影響，若能「將志願服務納入高雄市國高中(職)之學校評鑑 J
進而採行品德教育或服務學習之課程規劃，除能提升各校主管與老師對青少年志願服

務參與之重視，藉以督促落實協助學生取得紀錄冊、提供服務資訊...等志工運用單位
之應辦事項外，亦可增強學校對校區資源之運用，與學區內之社區組織、公益企業以
及公務機關合作，建立學區志願服務網絡

r 提供學生參與志願服務之管道 J

將有

助於學生在生涯發展中之「知」、「行」合一。
3. 多舉辦公聽會或座談會，建立水平對話機制，傾聽青少年的聲音，藉以瞭解青少年期
待之志願服務參與促進措施(如:特約商店贈品兌換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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