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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志願服務（volunteer service）又稱為志願工作或是義務服務工作。義務張老師可稱得上是
志願服務的典範，四十年來引導許多青少年走出人生困境，扮演心靈導師的角色，亦可稱之為服務
領導的實踐者。本研究採文獻分析與訪談法，訪談部分基於研究的需要，以立意取樣方法，以曾任
義務張老師的學校校長及資深張老師為對象。研究發現服務領導對學校教育的啟示有：學校教育的
核心始於助人服務、教師是學校服務領導的靈魂、引進多元輔導資源協助學生健康成長、學校行政
作為應強調謙卑服務、建構教師實踐社群分享服務經驗及建構以社群規範代替學校行政管理。本研
究提出五項結論：一、義務張老師的培訓具有高度服務領導的特質。二、義務張老師確能引領青少
年發展人生目標。三、義務張老師能作為學校服務領導的實踐楷模。四、義務張老師社群規範可作
為學校領導借鏡。五、建構網路社群以協力解決學校經營領導問題。
關鍵字：義務張老師、服務領導、學校領導

A Practitioner of Servant-leadership:
Volunteer Counselor Chang’s Inspiration fo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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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WEN-TUNG
Part-time Instructor﹐De 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Counselor Chang” who has guided many young people (in Taiwan) out of a predicament, and
played the role of spiritual mentor for more than forty years in Taiwan, can be regarded as a model of
voluntary service, and a practitioner of servant-leadership. This study adopted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terview as research method. There are five conclusions in the study:
1. Volunteer counselor Chang training possesses highly the nature of the service leadership.
2. Volunteer counselor Chang can indeed lead young people to develop their life goals.
3. Volunteer counselor Chang can serve as a model for the practice of school servant- leadership.
4. Volunteer counselor Chang training and community standard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to
schools.
5. Build community counseling network to work togeth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school
leadership.
Key words: volunteer counselor Chang、servant-leadership、school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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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領導的理論隨著時代進步以及社會發展而演進。從強調領導者個人特質與魅力、
科層管理方式、行為模式、情境理論到近年來的新型領導理論，可見領導模式具有高度變
異特質。學校領導者必須於學校經營及人際溝通過程中，關懷成員需求、促進團體合作與
激發內在潛能，創造學校領導的價值。
今（2009）年 9 月 2 日來自印度的藏傳佛教領袖達賴喇嘛和我國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
璽首度對談。單樞機主教表示：「社會發展的基礎在教育，教育出什麼樣的人，將來就會
領導社會變成怎麼樣」
。單樞機主教更以拉丁文朗誦聖奧古斯丁在《懺悔錄》中的名句：
「哪
裡有愛，那裡就沒有辛勞；即便有辛勞，辛勞也是甘美的」。
孫逸仙博士曾說過：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學者林明地認為在充滿多變與挑戰的時代
潮流中，學校教育是否該有些許停頓、思考，並撥些心力關注教育領導的日常實際（林明
地，2004）。
因為莫拉克颱風來襲，造成南臺灣重創的八八水災，直升機駕駛張順發與同僚一共三
人因救災而罹難。渠昔日學校師長回憶指出，他總能利用工作和空檔時間，默默行善，除
了新聞報導中的救難事蹟之外，他更在彰化擔任義務張老師多年（紀金山，2009）。
張順發先生擔任義務張老師七年，他的精神可作為義務張老師的楷模。（訪 A1-5，
2009/8/24）
。
8 月 11 日下午我們正討論著「張老師」要為災民做些什麼的當下，一通電話告知這
令我們傻眼的消息，一架 UH1H-502 由空勤第二總隊張順發駕駛的直升機發生飛安
意外。---我們大哭！拼命的為你祈禱，期盼你會創造一個逆轉勝，更願你平安歸
來的消息（彰化張老師中心，2009）
。
Bennis（2000）指出新世紀中最現實的改變，就是在越來越互相依賴的世界裡，連最
偉大的領導者也不再能獨自完成所有工作。領導的最基本意義必須重新思考，共同領導是
一種可行的策略。
吳清山（2005）指出學校是培育人才的搖籃，也是學生學習的園地。如何建立優質的
學校並提供學生優質的學習環境，這是教育工作者戮力追求的目標。所謂志願服務
（volunteer service）在我國又稱為志願工作或是義務服務工作（謝茂昌，1992）
。研究者認
為義務張老師可稱得上是志願服務的典範，四十年來引導許多青少年走出人生困境，扮演
心靈導師的角色，亦可稱之服務領導的力行實踐者。
綜上所述，義務張老師幫助社會上需要關懷的成人與青少年提供正面的協助，針對以
學生為主體的學校教育而言，義務張老師制度對學校領導者培育與領導實務，具有高度的
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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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設計
本節旨在說明本研究之動機目的與研究方法、對象與工具，敘述如下：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之動機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義務服務是國際趨勢，在我國各領域工作中也逐漸受到重視。
（二）我國青少年問題日漸多元複雜，亟需各類型諮商輔導與協助。
（三）義務張老師協助青少年諮商輔導，可稱之服務領導的實踐者。
（四）義務張老師的服務領導精神，對學校領導具有參考價值。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有以下五點：
（一）瞭解義務張老師設立宗旨、發展與服務內涵。
（二）瞭解義務張老師參與志願服務的培訓歷程。
（三）分析義務張老師針對青少年諮商輔導之影響。
（四）探討義務張老師能否做為服務領導的實踐者。
（五）運用義務張老師服務領導精神協助學校領導之運作。

二、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與訪談法。雖然質性方法不具代表性，但它可能找到多樣性（Marsh
& Stoker, 2002）。研究對象部分，基於研究的需要，以立意取樣選取訪談對象，主要以曾
任義務張老師的學校校長及資深張老師為對象，共計 6 名。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工具為研究者自編半結構式訪談稿，訪談大綱說明如下：
1.請問您參與義務張老師的動機為何？
2.請問您參與義務張老師經歷培訓過程為何？
3.請問您義務張老師對青少年教育輔導的主要影響為何？
4.義務張老師針對網路世代的具體作法為何？
5.請問您義務張老師能否做為服務領導的實踐者？
6.請問您義務張老師服務領導精神對學校領導有何啟示？

参、服務領導的涵義、特質與對學校教育之啟示
服務領導是一個人受到了內在心靈的感召，而產生為他人服務的意念。服務領導人應該先
服務，而非先領導（Greenleaf,1977）。領導觀念的改變，似已漸漸涉及學校核心任務，以
及達成學校核心任務所需的內部過程（林明地，2000）。在領導概念化的層次分析上，大
致可以分為個體內在、雙人互動（領導者與被領導者）
、群體、組織等層次的過程
（Yukl,2002）。有關服務領導的涵義、特質與對學校教育之啟示，分別探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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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領導的涵義
Greenleaf(1977) 認為領導者必須有「先服務他人」的觀念，而且這種先服務他人的觀
念，正是成就一個偉大領導者的核心要素。強調只有在跟隨者身上看見如同領導者般的服
務傾向，才能真正展現偉大的領導。
Melrose（1995）強調服務領導奠基於豐富的生命，為建立更美好的人性，鼓勵人們變
得比他們自己所相信的還要更好。
就 Greenleaf 的觀點來看，偉大的領導者必先成為僕人(Sergiovanni,2000)。僕人領導是
探討如何照顧部屬，了解部屬、關懷部屬、服務部屬，並協助部屬成長功能以達成組織目
標的一種人性化的領導風格。…是一種精神勝於物質、引導勝於驅使、助人成長勝於壓抑
他人成長、價值信念領導勝於行為技術領導的領導風格(蔡進雄，2003)。
吳清山和林天祐（2003）將「服務領導」視為「僕人領導」的同義詞，係一個人具有
僕人風格與心理特質，能夠服事、扶持、激勵與授權他人，而不將自己視為高高在上，處
處需要他人服事。
Patterson（2003）也認為服務領導是領導者受到個人內在的精神所指引，主動為他人
奉獻，並應該聚焦在追隨者身上，認為追隨者才是領導者必須關心的重點。
綜上所述，服務領導者要能夠自我覺察及反省且能夠傾聽同理，要有謙卑服務的心，
助人發展及成長；以得到身心靈整體健康；同時以身作則，還要能參與服務的社群，以共
同達成助人的目標。

二、服務領導的特質
志願服務（volunteer service）在我國又稱為志願工作或是義務服務工作。為研究方便，
統稱為「志願服務」工作（謝茂昌，1992），志願服務的類別相當廣泛，以服務領域來說，
有福利、社區行動、教育、文化、輔導、醫療衛生、康樂、環保、交通、宗教、權益、救
援…等（林東泰，1997）。
以職責與功能性來說，志願服務可分為政策制訂、直接服務與庶務性質的志願服務（曾
華源、曾騰光，2003）
。
志願服務是一種本著自由意志，以助人、利他、不受酬的精神，採個別或集體組織的
行動方式提供服務，以表達對社會的積極關懷。而志願服務者則是指以社會責任感為出
發，本著個人自由意志的決定，奉獻自身時間、精力，甚至是金錢，而不問酬勞的社會參
與行動（曾華源、曾騰光，2003）
。
領導的研究方法與定義雖繁多且不盡一致，但卻有一致的理論脈絡發展可以依循理解
（Yukl, 2002）
。專業意志的行動，乃是圍繞於對美德、關懷、與正直的承諾（Sergiovanni &
Starratt, 1998）。
Greenleaf 認爲僕人式領導有以下六項行爲特質（引自 Spears,2003）：
（一）傾聽：傾聽可博取衆議，發揮同理心，注意自己的態度。
（二）說服：是讓人心服口，而不是勉強爲之。
（三）無爲：使自己持盈保泰，不斷自我提醒該如何讓自己有服務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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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納與同理：學習接受不完美，想如何使對方更好。
（五）自我認識：有感受力，能辨識環境需求，但也要瞭解其限度。
（六）助人：幫助人成長，使人更強、更健全、更自動自發、更自主。
Spears（2003）從服務領導的理念及相關文獻中加以彙整，綜合性的提出了傾聽、同
理、治癒、覺察、說服、概念化、遠見、服侍、成長的承諾及建立社群十個服務領導特質。
近年來，學校領導強調人性輔導特質的重要：傾聽、關懷、關注學生的成長和發展、
建立並參與教師服務社群等。
綜合言之，服務領導的主要特質包含誠信、以身作則、體貼、說到做到、善於傾聽、
責任感、尊重別人、不吝鼓勵、樂觀熱忱、感恩並能參與社群。

三、服務領導對學校教育的啟示
領導者必須有能力了解追隨者的需求，並能夠以團隊重要價值為依歸，創造出支持的
社會架構（Bennis & Nanus, 1985）
。學校要能成為學習的地方，教師即必須要能領導（Barth,
2001）。領導者對於學校影響的範圍，若以對象而言，可以包含學生、教師、家長或學校
社區、領導者自己、學校整體組織五個面向分析（林明地，2000）。
學校領導人採取僕人式領導風格將有助於師生的成長。另外學校肩負行政任務為支援
教學的責任，僕人領導亦能吻合「行政是手段，教學為目的」的教育行政信念（蔡進雄，
2003）。
學校是正式組織，且是開放性的社會系統，學校組織成員將會受到組織結構、成員、
文化、與政治的影響，而互為轉化的歷程（Hoy & Miskel,2001）。領導應以社群規範
（community norms）代替領導，並且把組織成員當成社群中的成員，形成休戚與共的感覺
（Sergiovanni,1992）。
今日的學校領導實務，要能利用思考專業發展來凝聚學校的核心能力，並藉由專業領
導，即如課程領導、教學領導的參與決定、賦權增能、與權責相符的自我管理下，塑造成
一個彼此互為學校願景追隨者的領導者社群（community of leaders）（鄭燕祥，2003）。
教師的領導可以從班級擴及同儕專業團體，以及影響家長與社區（蔡進雄，2005）。
網路社群建立的關鍵在於形成社群意識，良好的社群意識將會促進更積極的社會互動
（McInnerney ＆ Roberts,2004）。
校長的支持很重要，幫助第一線教師做輔導工作，參考義務張老師培訓過程來辦
理教師在職進修。尤其是研究發展與服務滿意度調查，對於學校自我評鑑及家長
滿意度有正面參考價值，相信對學校行政推展有很大幫助。
（訪 A1-6，2009/8/24）
對於國民教育階段孩子而言，義務張老師服務領導的精神，可做為青少年學習的
榜樣，學校教師及行政人員應當進一步了解義務張老師服務宗旨與內涵，轉化作
為班級經營及提升學校輔導效能的參考。（訪 A3-6， 2009/8/18）
校長是共同願景的僕人，而非英雄式的獨裁（蔡進雄，1998）。組織領導者必須有能
力了解追隨者的需求，並能夠以團隊重要價值為依歸，創造出支持的社會架構（Benn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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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us, 1985）。
學校是屬於服務性及教育性的組織，也可以說是助人成長的機構，尤其對成長中的青
少年有重大影響。綜而言之，服務領導對學校教育的主要啟示在於：

（一）學校教育的核心始於助人服務
在多元的取向中建立組織共同價值願景，乃是社群領導的起始點與核心重點所在
（Bennis & Nanus, 1985）
。服務領導應是將焦點放在學校教育共同的價值願景以及為他人的
需求而服務，教育領導的重點應為滿足親師生的需要。

（二）教師是學校服務領導的靈魂
學校要能成為學習的地方，教師必須要能領導（Barth, 2001）
。成功的領導者一定有成
功的追隨者，所以校長應鼓勵教師成為學校的領導者，引導學生有效學習。校長服務領導
的角色，應率先表現服務行為，塑造服務文化。

（三）引進多元輔導資源協助學生健康成長
回顧八八水災期間，屏東縣佳暮村四位救人的英雄，成功救出全村 130 人後，隨後又
積極投入其他災區繼續服務工作。無論義務張老師或學校教師，都是秉持助人的精神從事
服務的行為。因此，引進多元輔導資源，解決青少年困惑，協助學生健康成長，乃學校教
育的主要任務。

（四）學校行政作為應強調謙卑服務
自我領導不但是自我激勵的策略，亦可視為領導的替代方法，組織成員可以學習負
責，在認知上建立自信與發揮想像力，在行為上達成合理的目標，成為協助自我與他人的
超級領導（Yukl,2002）。服務領導運用於學校行政，強調從謙卑服務開始以滿足師生的需
求，將心比心體現人性價值。從自我領導做起，同時也經由實現學校目標的過程，透過民
主對話溝通參與，使追隨者也成為能為服務他人的人。

（五）建構教師實踐社群分享服務經驗
蔡進雄（2004）指出學校教師可以自成一個專業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y)，這個學
習社群可以小到以一個學科為單位，例如校內國文科教師自成一個學習社群，也可以大到
以一個鄉鎮為範圍。Cook 與 Smith(2004)認為網路社群可以驅使個人提升或分享與他人的
知識，且其循環式的生命周期概念範疇，可以成為我們參與以及形塑非正式學習社群模式
之基礎。
網路社群的建立，可以鼓勵教師更積極地參與現場活動並分享教學經驗
( Salmon ,2002)。當教師進行領導之時，他們協助建立一個學習的環境，經由學校社群而具
有影響力，並且一樣的影響到學生與教師（Lieberman & Miller, 2005）。因此，建構學校教
師實踐社群，分享彼此知識、共同問題與激勵服務熱情，以獲得該教育服務更專業的助人
知識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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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建構以社群規範代替學校行政管理
社群理念運用於學校之中，對於學校應是具有正面發展的重要性影響，亦即社群的建
立將成為學校改善的核心（Sergiovanni, 1999）。社群成員對所屬的社群不僅具有強烈的歸
屬感，也會有榮辱與共的情懷，以及致力社群發展的使命感(吳明清，2002)。因此，學校
行政領導領導應以社群規範代替行政管理，形成榮辱與共的使命感，重視自我覺察與反
思，塑造互為學校願景追隨者的領導者社群。

肆、義務張老師概述
社會上有一群人，他們不斷地默默耕耘這塊青少年的成長園地，耐心地聆聽青少年們
傾訴成長的心聲，為青少年們提供各種演講、座談、工作坊等活動，協助青少年們認識自
我、掌握自己、規劃生命的藍圖。他們就是「張老師」，也是青少年的良師益友（張老師
基金會，2009）
。本節說明義務張老師源起、培育與服務內涵及主要精神如下：

一、義務張老師源起
有鑑於社會急劇變遷，青少年問題日益漸增，1969 年 11 月 11 日救國團提出「今日我
們為青年服務，明日青年為國家服務」的理念，創辦「張老師」，希望結合專家學者及社
會的整體力量，以加強推展青少年輔導工作，幫助青少年朋友成長發展。
隨著「張老師」服務工作的不斷成長，服務成效及理念已深受社會各界所肯定及認同，
加上願以實際行動參與『張老師』服務行列的熱心人士日益增加，1998 年更名為財團法人
「張老師」基金會。
個人從事義務張老師已 32 年，從民國 66 年抱持著的好奇與學習參加義務張老師，
聽到許多社會上需要協助的聲音，最深的感觸是「與其詛咒黑暗，不如點亮一盞明
燈」
，越服務越感恩，德不孤必有鄰（訪 A1-1，2009/8/24）
。
張老師基金會主要組成人員包括：輔導委員、專任張老師、義務張老師。而針對義務
張老師，設有具體的工作目標，包括：推動心理健康教育、暢通 1980 輔導專線、建構心
理諮商與治療體系、培育諮商輔導人才、結合社會資源投入諮商輔導工作、諮商輔導專題
研究等。

二、義務張老師培育與服務內涵
為擴充義務張老師人力，增進社會大眾諮商輔導知能，推廣諮商輔導觀念及做法，義
務張老師的培訓通常招募大專程度以上學校畢業，工作滿一年以上之社會人士自費報名參
加訓練，增進輔導知能，推廣輔導觀念與作法以增進個人自我瞭解、自我探索之能力，進
而促進自我成長。
義務張老師培訓課程主要內容包括認識張老師服務工作與精神，學習自我探索與輔導
的助人者必修學分，壓力與適應等發展心理學相關知能，同理心訓導及自我探索團體課程
等。每個階段結束均實施期末測驗及分組讀書心得報告，合格者發給結業證書，始得參加
下一階段訓練。義務張老師也十分強調在職專業進修，安排許多進階課程，讓成員不斷精
進輔導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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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老師基金會各地分會也開辦各種助人專業課程，以臺中「張老師」中心為例，提供
的服務有預防推廣服務，例如輔導知能訓練、心理衛生講座等；2001 年開闢「1980─依舊
幫你」諮商專線、晤談室等，關懷社會上需要幫助的朋友（臺中張老師中心，2009）。
高雄張老師規劃敘事治療-豐厚地方性知識的生命故事所帶來的力量工作坊，理性情
緒治療工作坊，原生家庭經驗探索與整合進階工作坊及失落陪伴體驗與悲傷專業處遇工作
坊等。臺北張老師開辦兒童心理發展與教養師資培訓班，協助更多有意願擔任助人服務的
各界人士充實輔導專業（張老師基金會，2009）。
張老師的職前培訓與在職訓練是非常嚴謹的，各階段訓練必須接受測驗才算完成，
服務期間更必須按時執勤，缺席必須補班，同時也有督導制度，讓張老師 的服務
更加落實，建立張老師的輔導專業形象（訪 A1-2，2009/8/24）
。
我認為同理心訓練比在大學課程中有更多實務的經驗，透過分享與傾聽練習，個人
的輔導技巧更加純熟，更有耐心去接納學生所呈現的各種問題（訪 A2-2，
2009/8/14）
。
我認為核心課程的傾聽、回饋及團體輔導的領導技巧訓練，讓我學習到如何接近孩
子，瞭解他們的想法，回到學校教育更有助於班級經營，甚至進行家庭訪問時也很
有幫助（訪 A3-2，2009/8/18）。
張順發先生，民國 91 年 6 月正式投入 1980 張老師輔導工作，至今服務 132 小時。
---因你的溫暖與鼓勵，讓個案在接受輔導時，感受到你用心的關懷，期待透過與
你每次的談話中，得到改變的動力（彰化張老師中心，2009）。
根據張老師基金會 2008 年個案求助問題統計分析，以家庭問題居多（22.52％）
，其次
為自我及人生觀（17.23），第三為兩性情感問題。主要服務方式，以電話輔導最多，2008
年計 39,286 件（64.30％），其次是晤談輔導 10,462 件（17.12％），其他有網路輔導、函件
輔導、心測輔導、訪視輔導及專業輔導等，個案主要年齡集中於 25-50 歲，將近七成比例
（張德聰，2009）。
真正的領導技巧在於對資訊的詮釋（Bennis

&

Nanus, 1985）。王千倖（2002）認為

運用網路科技所發展的網路學習社群，乃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模式，也是科技支
援教學的重要目標。網路學習社群是一種分享的集體學習文化，透過網路溝通來共享個人
的觀念、知識、經驗、資訊與策略，進而擴展集體知識與能力。
綜上所述，義務張老師具有嚴謹的培訓課程與服務規範，尤其網路輔導是近年來主要
輔導趨勢，結合網路社群概念，引進及培育具有專業熱忱的義務張老師，將是義務張老師
未來努力的方向之一。

三、義務張老師的服務精神
義務張老師取名為「張老師」
，主要「張」是大姓，感覺比較親切，且其字型「長」、
「弓」，代表開啟、拓展、長遠的意思，開啟是代表協助迷惘、無助的人有良好的自我發
展，拓展代表不斷將服務由點拓展至各角落，長遠表示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的長遠目標（臺

8

服務領導的實踐者：義務張老師對學校領導之啟示

中張老師中心，2009）
。
財團法人「張老師」基金會的成立宗旨在於配合政府政策，辦理青少年輔導及心理衛
生教育，以增加青少年生活適應能力，激發青少年潛能，創造幸福美滿的人生，促進社會
國家的安和樂利（張老師基金會，2009）
。
根據文獻分析及訪談，有關義務張老師對青少年輔導之影響及貢獻，從張老師設立的
精神而言，可分為開啟、拓展及長遠三方面說明：

（一）開啟
價值指導了思考的向度、行為的表現、與態度的規範（Bennis & Nanus, 1985）學校教
育是成人之美的歷程，開啟學生的知性、德性、群性、健康與真善美的人生，協助學生五
育均衡發展。開啟是代表協助迷惘、無助的人有良好的自我發展，義務張老師對學校青少
年輔導，可以彌補正規學校輔導人力之不足，解決學生迷惑，開啟學生另一扇窗。
許多國中生已經有自己的無名小站或部落格，學生問題有部分是在部落格出現，
例如交友、嗆聲及互相叫罵，甚至因此呼朋引伴想擴大衝突或以暴力解決問 題，
義務張老師針對網路世代也加強資訊應用及網路輔導技巧的訓練。（訪 A2-4，
2009/8/14）
班級網頁、導師及校長信箱是學生可以嘗試反映意見的管道，學生也樂於上網與
同學及師長溝通對話。
（訪 A3-4，2009/8/18）
國中階段青少年的兩性關係與交友問題是普遍存在，對於這類問題，義務張老師
在值班與接案時也常出現，個人認為正面的幫助很大，尤其是面對懷孕墮胎的徬
徨無助，願意打電話求助，就是好的起點（訪 A2-3，2009/8/14）

（二）拓展
拓展代表不斷將服務由點拓展至各角落，義務張老師除了在各地張老師接案，可以引
進學校教育之中，從縱向的學校制度大學、高中職及國中小，橫向的區域整合聯繫，已達
全面輔導之功能。
在大學選讀心輔系，就是對助人有高度的興趣與熱忱，參加義務張老師可以實現
自己的志願並學以致用，增進個人的輔導專業（訪 A2-1，2009/8/14）
。
我是進入國小服務時，與辦公室同學年老師，一起參加義務張老師，可以更加了
解學生，增進個人對班級經營的技巧，瞭解孩子的語言和想法（訪 A3-1，
2009/8/18）
。

（三）長遠
學校教育具有十年樹木、百年樹人的象徵，長遠表示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的長遠目標。
學校青少年輔導更是一棒接一棒的接力賽，從協助個人身心健康開始，到長遠的社會安定
繁榮，義務張老師對學校青少年輔導具有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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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張老師由許多夫妻檔、親子檔、朋友及退休人員等組成，不分階級地位，以
助人為樂，越服務越感恩。我認為應稱為服務學習比服務領導更恰當。
（訪 A1-5，
2009/8/24）
我認為義務張老師是服務領導的實踐者，也是實踐社群重要的一員，分享經驗與
知識，具體展現服務的人生觀。（訪 A2-5，2009/8/14）
由於張老師的制度完善且服務績效卓著，不僅若干學術機構或民間團體效法成立類似
組織，甚至影響了我國軍隊與警察等政府組織紛紛仿效設置心理輔導單位，並以類似名稱
命名。例如陸軍趙老師、海軍張老師、空軍孫老師、憲兵康老師等。
有鑑於警察人員工作性質特殊，加上社會型態急劇轉變，員警面對各種壓力所產生之
困擾因素，與時俱增。警政署乃參觀、考察救國團「張老師」、生命線等專業輔導機構，
於 1991 年訂定「各級警察機關心理輔導室設置辦法」
，規定各級警察機關以任務編組方式
成立諮商輔導室，對外以「關老師」代稱，取其「關心、關懷」之意，自此建立警察機關
諮商輔導制度之雛型。
可見，義務張老師設立的宗旨以及開啟、拓展、長遠的精神，對各界影響深遠也備受
肯定。從義務張老師培訓到實際執行助人服務工作，四十年來已將近有 2000 人擔任義務
張老師，服務 20 萬人次以上。這是一股默默服務的力量，除了義務張老師個人的熱忱，
更需要社群規範始能持續進行，成為社會上重要的服務資源。

伍、義務張老師對學校領導之啟示
Bennis 和 Nanus 在對美國 60 位成功的企業最高主管及 30 位公共組織領導者的研究中
發現，如果想把成員和領導者緊緊結合在一起，
「信任」就是最佳情感接合劑（Bennis ＆
Nanus,1985）。
Lipman-Blumen（1996）認為世界進入了根本性變化的時代，現代領導人必須以整合型
態的領導，以建設性的方式，整合依賴與分立的二種力量，使得成員能夠同時相互依賴，
亦能夠維持個體的獨立特殊性。
學校行政領導不能以「支援教學」為滿足，那是學校行政領導的基本面，學校行政領
導應積極領導教師教學，並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為要務（蔡進雄，2004）。教育改革的核
心價值，即是在於提升學生學習效果，任何教改行動脫離意義主軸，將容易失去焦點（吳
清山，2006）。
由於義務張老師四十年來對社會及青少年提供的服務，扮演心靈導師的角色，引導許
多青少年遭遇到人生困境能即時解決問題，促進各界重視心理衛生與輔導，可稱得上志願
服務的典範，亦可稱之為服務領導的實踐者。
綜此，本研究最後提出五項義務張老師制度對學校領導之啟示，並向眾多默默耕耘、
為善不欲人知的義務張老師致敬。也期望學校領導者秉持服務領導的理念，展現真誠的關
懷、同理、傾聽與對話，激發學校經營改善的動能。這五項結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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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義務張老師的培訓具有高度服務領導的特質
義務張老師的服務實踐歷程，特別是成長團體與同理心訓練，與服務領導的特質，例
如：聆聽、同理心、尊重、自我認識、說服、對人們成長的承諾、建立社群等，具有高度
相似性。

二、義務張老師能夠引領青少年發展人生目標
由於青少年問題類型多元而複雜，義務張老師的培訓隨著時代的演進也做出必要的充
實與訓練，瞭解青少年的思想和語言，確實能夠引領青少年發展人生目標，協助青少年走
出人生困境。

三、義務張老師能作為服務領導的實踐楷模
服務領導以謙卑服務為核心，義務張老師成立四十年來，確能使無數迷惘的青少年瞭
解自己，增進心理健康，接受義務張老師輔導者日後能有所成長，並且願意擔任義務張老
師或其他助人活動，成為服務他人的人。因此，義務張老師堪稱服務領導的實踐楷模。

四、義務張老師社群規範可作為學校領導者借鏡
義務張老師的培訓包含服務輔導的基礎概念、同理心訓練、自我探索成長團體及見習
制度等方式，能夠作為師資培育、教師班級經營、專業成長和校長行政領導的參考。特別
是義務張老師的社群規範模式，能夠作為學校行政倫理守則，增進學校經營的效能。

五、建構網路社群協力解決學校經營領導的問題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展，電腦與網際網路已深入各級各類學校教育，建構網路社群，可
以有效提升教師及學校領導專業，同時利用網路空間與視訊科技，提供知識平臺，分享並
解決班級教學與學校經營的疑難雜症，提升學生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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