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聯合國於 1959年發表的《兒童權利宣言》中明確指出：「有責任教育及指導

兒童者，應以兒童之最佳利益為指導原則，此責任首先應屬家長。」國家可防

止父母權利的濫用，但不應限制或阻礙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正當參與，由此可知

父母參與子女教育之重要性。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存量與知識創新的能力是驅動國家成長發

展的命脈，如何教育我們的孩子於知識經濟時代中找到定位並且發光發熱，是

一項艱鉅的任務。教育是百年大計，既然知識經濟已經是未來世界發展的主

流，我們想掌握這個趨勢，就必須從教育紮根，才能培育出最優秀下一世紀的

人才。 

以教養子女而言，現代的父母比上一代或上二代以前要困難或是容易？毫

無疑問的，今日的父母和他們的父母甚至於祖父母所面臨情況是十分不同的，

雖家庭形式仍存在，但家庭的組成和功能，卻因社會結構變遷、婚姻的不穩定

和生活上的種種壓力，而急遽變化。今日的父母，由於生長環境背景與現代不

同，以及當時的教育不夠普及，他們正夾處於上、下兩代之間，衝擊大。雖然

想讓三代皆大歡喜，卻常力不從心，使得親子關係日漸疏離。因而家長意識到

回歸本土化，重視自身生活環境與品質，注重子女的教育問題，才是真正幸福

所在。 

「在我們核心家庭的文化中，每個新的一代都在找尋他們自己的價值觀，

即使那是一種孤獨的找尋，沒有上一代作為支援。年輕人所感到的是焦慮和無

依靠。」（Brazelton，1989：41）此外，我國《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三項亦明

訂：「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

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因此，家長

不僅有教育選擇權，更有教育參決權。 

父母在過去三十幾年或更早的農業社會所遭遇之困難，較之快速而激烈變

遷的現代社會來得少。「父母自己成長於昨日世界，那世界現已大量地逝去，



而父母已被那世界所吸收內化；他們養育自己的孩子在今日世界，但父母只能

部分瞭解和接受；而他們試著為孩子在明日世界作準備，那世界還沒有人瞭

解。」（LeMasters＆DeFrain，1983：231）。今日的父母對於年輕人的東西有點

懂、又不太懂，是個既不在上一代生根，又不在下一代發芽，活生生跌在代溝

的溝裡面的人。改變是令人疑惑的，因為動亂會發生在社會上每個重要的組

織，也正威脅著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家庭。因而現代的父母於教養子女

時，更具不確定性與挫折。若親師間能成為教育合夥人，互信互助的攜手，共

同為孩子付出。凝聚教師的愛心、家長的關心與社區資源，以學生為本位，將

能建立新的夥伴關係，齊心合力打造優質教育環境。 

我國家長參與教育事務的發展歷程，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以往各校家長

會的存在徒具形式，惜無實質作為。然而，從民國八十三年，民間發起「四一

○教育改革大遊行」以來，教育改革即成為解嚴後全民最殷切的期待，因此新

時代的家長任務是艱鉅的，家長必須體認到：參與教學、參與教務、參與地方

教育決策，已經不再只是家長的權利，更是義務（范巽綠，民91）。面對e世

代的孩子，很多的父母都感到力不從心，未來教育孩子可能已經不再是單一家

庭的承擔，而是需要學校、社區互相扶持與關懷。若學校內的學生家長委員

會，能協助父母、幫助家庭與其他家長交換教養孩子的心得，也造就了孩子。

減少一個迷途的羔羊，就是減少一項社會成本，這是我們社會的共業。 

臺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已明暸學生問題的產生多來自於家庭與學校，欲解

決青少年問題，必須從家庭與學校雙管齊下，才能達到根本的效果。所以臺北

市中小學家長協會於九十年六月十二日所擬之《學生家長參與教育法》（草

案）採廣義的家長參與教育之範圍，不限於事務，舉凡教育內容、政策、方

式、組織、經費、資訊、法令、評鑑、申訴等均包含在內，甚至未來新增有關

教育之事宜（見第一條）。學校應做好與家長溝通的工作，鼓勵教師與家長保

持良好的聯繫，讓教師及家長真正瞭解學生問題的所在，教育問題癥結之關

鍵，以便對症下藥。讓「父母師長」，都成為孩子教育資源的寶庫。 

 

一、家長參與教育事務的歷程 



促進家長參與學校教育（parent involvement）為當前教育改革運動的一項重

要措施，國內外近年來諸多的教育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對父母參與學校

教育的重視，其意義與層次，茲分述之。 

（一）家長參與教育事務之意義 

「家長參與」泛指家長參與子女學習活動或學校教育之簡稱，其英文為

parent participation 或 parent involvement，有學者將兩者加以區分，有一學派D. 

Davies（1987） 界定participation 為指家長企圖影響學校的重要決策，如校內的

人事、計畫與預算等方面，因此participation隱含擁有決策權，至於involvement

則泛指支持學校及參與學校計畫的其他類型活動（LeBlanc, 1992）。另一學派

Henderson、Marburger和Ooms（1986）界定participation 為與他人同甘共苦、與

他人有相同的貢獻，而involvement則指，使人不得不關注，且隱含承諾之意。

由以上得知，研究家長參與的學者對這兩個名詞並無一致的界定。除了名詞上

的差異外，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本質上，也是一個範圍廣泛且不易界定的概念

（Baker＆Soden，1997），即使採用相同名詞的學者，並不見得對家長參與的概

念是一致的，因而所提出的定義也不盡相同（Ascher, 1986）。 

陳良益（民85）分析家長參與的定義曾提出四個重點：（1）就起點而

言，家長參與基於家長的意願；（2）就歷程而言，家長參與是一種合作的過

程；（3）就目的而言，家長參與旨在促進兒童的學習與發展；（4）就內容而

言，家長參與遍及整個教育的歷程。而楊巧玲（民90）曾就家長參與的模式加

以分析，將之分為四類：1.孩子中心模式：家長直接涉入子女的教育歷程並參

加親師座談會；2.協同模式：家長擔任學校義工提供服務性的協助；3.決策模

式：家長參與學校的計畫、政策的發展並做成決定；4.家長行動者模式：家長

試圖以草根性的方式參與學校教育，以增進教育的公平性。因此「家長參與」

廣義而言，係指父母參與教育事務及課程交互影響的所有方法，包括有：政策

的決定、父母再教育、籌募基金、義工父母時間，甚至只是和教職員交換各種

資訊。其參與的最終目標可能是更佳的親職關係、較好的教育品質或是包含兩

者。由此可見，父母參與並沒有一定的模式；狹義而言，係將其範圍限制於家

長對於子女學校教育的參與行為。 



既有的家長參與相關文獻多為新法制定之前的研究，但仍有助於對現況的

瞭解。陳良益（民85）以臺灣省、臺北市及高雄市的公私立國民小學教師與學

生家長為對象，進行取樣調查，從組織、角色及層級等方面探討家長參與學校

教育的情形：1.組織方面，家長參與的正式組織有學生家長委員會、學校義工

隊及班親會，非正式組織有家長資源中心與人本教育基金會；2.參與的目的，

為減輕教師的負擔以提昇教學的品質；3.扮演的角色，以協助者為主，另有支

持者、倡議者及決策者，但是參與的層級多停留於無條件支持學校決定或協助

其執行，極少提出建議，看法或參與決策。 

由上述的研究皆顯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重要性，而最新的教育法

令更積極的賦權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使家長會成為主要的家長集體參與之

機制。本研究所指之「家長參與」係指家長集體參與學校各種事務的決策與計

畫上而言，對於家長滿足子女的基本需求，以為學校教育基礎或在家配合學校

教師指導子女學習與學校溝通三者，則不在本研究之內。 

 

（二）家長參與教育事務之層次 

   Gestwicki（1992）將家長參與的方式分為由低到高三個層級（引自邱書璇譯，

民89）：（1）低層次的參與：家長參予一些不會挑戰到老師的專業見解或是

學校決策權力的活動，例如定期家長會刊物、親師懇談或母姊會，都傾向於與

學校保持距離，由第二手資料去得知自己孩子的學校生活。（2）高層次的參

與：學校會提供父母自己作決定的機會，特別是在教育的型式上，藉由父母訪

談、觀察或是各類自願協助；父母被視為協助學校的一個來源。（3）最高層次

的參與：學校認為老師和父母都是專業人員，雙方皆有決策權，經由多向度的

溝通，父母有能力為自己子女教育作決定。家長參與學校的學生家長委員會應

屬上列之最高層次的參與，而學生家長委員會是學校與家長的橋樑，且可協助

家長實現集體參與的角色，亦可協助學校與社區的關係。因此家長委員會與學

校教育應為夥伴關係，建立雙向溝通的管道、提供相互協助並共同參與決策的

資源。 

        Epstein（1984）曾提及，當子女到達青少年階段時，父母參與的程度，通常會劇

烈的降低。以研究者任教於國、高中十餘年之參與經驗而言，每年新生入學

時，走廊擠滿家長的盛況，即可發現父母對子女學習的重視。然而隨著子女年



級數的遞增，父母參與學校的親師座談會、班級家長會等聯繫活動卻遞減。但

e世代青少年的成長路途，似乎較以往辛苦，因他們面臨多元化資訊的衝擊，

生活環境充斥著許多光怪陸離的價值觀，讓人難以明辨是非與真理；因此，無

論在課業、人際與情感等主題上，均需家人和師長持之以恆地引導與陪伴，清

楚的帶領他們在生活中學習分辨與抉擇，並進而學到如何自我實現。故臺北市

中小學家長協會擬定《學生家長參與教育法》（草案），期盼此法在完成立法

程序之後，能全面帶動家長的參與，建立家庭與學校的互動模式，以培育卓越

的下一代。 

 

二、男性家長的衝擊 
目前社會已由現代化社會轉為後現代社會（Elkind，1995），因此現代的家

庭也邁入後現代家庭時代，而傳統父系權威已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男性典

範，它需挑戰傳統且重視親職教育，以滿足變遷社會中的家庭需求。 

 

 

（一）新的角色 
科技化和都市化使得傳統家庭結構產生巨變，傳統男性的家庭角色也同受

衝擊而面臨不穩定的新局面。因此Weiten與Lloyd（1994）曾提出呼籲，固著於

傳統性別角色的男性，所付出的主要代價是：過度要求成功、喪失表達情緒的

能力以及性障礙。今日的男性在工作職場上被要求與女性分享地位和權力，在

家裡對他們也有比對他們上一代更多的分工。現代的父親和子女一起玩，也與

母親輪流帶孩子去就診及管理家務等。但根據國外文獻，雙薪家庭之男性家長

似乎做家事的時間有微量增加，但花在照顧孩子的時間增加量仍比花在整理家

務上的時間還少（Hochschild, 1989）。傳統男性模式已經過時，應克服刻板印

象重新定義男人及樹立新的男性典範（Sleek, 1994）。所以男性正進入察覺且成

長自我的再生階段，需擴充自己扮演的角色，不再侷限於工作者及供養者，而

應更深入地認識自我。 

 

（二）父子關係 



以我國為例，在傳統社會的早期，父親被視為重要的道德啟蒙與教育者。

因農業社會時期，父親於自己家族的田地工作，孩童極易受父親的影響並追隨

他的腳步。而進入工業社會後，照料家庭及子女已全屬於母職。父親被視為外

圍的角色，僅專注於家庭經濟且成為孩子性別角色典範，對子女的身心發展及

道德影響並不重要。但進入物質充裕、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父親角色已經有

所改變，父職的文化（在意識形態下）己經凌駕在傳統的父職管理（如傳統父

親所作的一切）之上（LaRossa, 1989）。 

依據Hoffman（1989）與Russell（1986）的研究顯示，當父親主動參與孩童

的教養工作時，對其自己及兒女均有所幫助，綜合整理如下：1.對父親的效益

有：（1）與子女發展更親密的關係（2）強化自尊心（3）滿足親職的角色

（4）提升滿意度（5）改善物質條件（6）增加對他人的敏感性。2.對其兒女效

益有：（1）可提升智力發展（2）增加認知的能力（3）培養同理心（4）具較

少性別刻板化的信念（5）更多內在控制的力量。楊瑩（民83）指出父親對下

一代的教育期望，明顯影響畢業後，繼續升學的比率，有教育期望高的父親栽

培，其下一代有較為明顯的升學意願，進而影響繼續升學的比率。 

但是父親的親職行為比母親更容易被中斷和被影響，可能因為較不受重視

也缺乏良好的定義所致（Berman & Pedersen, 1987）。本篇將探討現代社會男性

家長的力量，看他們如何持續投入教育事務的參與，讓教育的活水更具韌性與

生命力。 

 

三、學生家長委員會的現況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範圍廣泛或狹隘，會受一國之社會、文化及歷史因

素影響。傳統上，我國家長基於尊師重道，對學校教育事務的參與甚少，近年

來隨著教育改革的推展，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有了立法的保障，但學校與父

母夥伴關係的建立，並非直線歷程，而需參照學校及社區間特殊的情境及文化

歷史因素不斷的修正，茲就以下較具爭議性的現況，分述之。 

 

（一）學生家長委員會組織未能維護家長參與的權利 

教育部社教司（民75: 62-64）所作的調查顯示，高達九成五的家長願意參與

親職教育，而認為學生家長委員會可以增進親職教育功效的家長，也超過九成。



所以學生家長委員會是十分適合推展親職教育的，且是學生家長集體參與學校事

務的一扇窗口。但學生家長委員會與學校行政體系並非對等平行的關係，亦缺乏

獨立運作處理的能力，以致家長會的功能未能彰顯，無法為學生謀取福利。目前

家長會的運作，屬於諮詢性質而非決策。因此現行家長會參與校務，僅擔任協助

者，並未取得實際的參與地位。但實證研究顯示，王威傑（民86）曾對臺灣地區

公立國民小學的學校教育人員與學生家長進行調查，發現家長會的組織與運作有

地區之別，在召開班級學生家長會、班級學生家長會與學校學生家長委員會實施

任務編組、學校邀請家長會選派代表參加學校各項會議、參加教師評審委員會、

參與教學或行政的決定等方面，臺北市的填答者給予肯定答覆的比例遠高於其他

地區的填答者。 

依任晟蓀（民89）的研究，發現家長委員會的選舉存有不少弊端，選票由學

校給家長後，家長再從中勾選若干名後讓子女交回學校，大多數家長彼此並不熟

識，加上「家長會委員的主要功能是捐錢」的認知，在勾選時難免會以家長的身

份、地位與經濟能力為主要考量，選出的家長會會長也多為醫生、商人或民意代

表，無法反映各階層家長的意見，其代表性不足。 

 

（二）性別與階級介入學生家長委員會 

    王威傑（民86）以北、高兩市及臺灣省各國民小學的家長會成員進行抽樣，發

現男性填答者勾選「每次參加家長會活動者」達三成；女性填答者勾選「經常參

加家長會活動者」僅二成，可能家長會代表為男性的緣故。張彥婷（民88：5）

研究曾提出，雖然母親實際參與學校事務的頻率較父親高出甚多。但家長參與的

最高決策層級－學生家長委員會的會長中女性卻僅佔約十分之一的比例（張彥

婷，民88；訪談A）。LeBlanc（1992）根據多份研究得到一個結論，在美國一白

人具高教育水準和中產階級的女性比較有機會以非領導者的地位參與學校行政。

而張彥婷（民88）亦指出，超越班級層級以外的家長參與並不容易召喚女性家長

的投入，其主要原因：一為與自己的子女無直接關係；另一為自認不適應家長會

的生態與文化，以上二個因素促使女性卻步。 

   據國內、外的研究顯示，低社經背景的家長其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程度亦較低

（劉貞蘭、許添明，民88）。因本身的教育程度較低，而對參與子女的教育缺乏



信心，或因過去的受教經驗而對學校教育持負面的態度（楊巧玲，民90）。謝孟

穎（民91）在民國九十年訪談23位不同社經條件的國小家長，質化證據顯示

出，中上階級家長往往有計畫的選擇與安排積極性與教育性的文化刺激，以利孩

童的認知發展，然而勞工階級家長卻缺乏此認知。由於家長的教育程度及社經背

景不同，其對參與的期望也會有所不同，而實際上，家長委員會是異質性很高的

團體，實證顯示，社會階級、種族及性別等因素都會影響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意

願及機會（Hood,1999）。 

 

四、研究的意義 

綜合以上相關文獻，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現況可歸納出：（1）學生家長委

員會未能維護家長參與的權利。（2）家長參與學校教育能進入決策中心的以男

性居多。（3）選舉委員或會長時，家長會以身份、地位與經濟能力為主要考

量。（4）家長參與隱含著性別、族群與階級的意涵。因此研究者擬以男性會長

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主觀經驗，探究其參與的理由、歷程與變化。當今國內環境

丕變，家長關心教育事務，參與的意願提高，要求參與學校教育事務呼聲日漸高

漲，但國內對家長參與的研究與著作仍極有限，且並未自家長會長的角度作全面

的研究。 

基於上述原因，研究者擬以「臺北縣國民中學家長會男性會長參與學校教育

事務之研究」為題，探討目前男性會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主觀經驗。研究此問

題，將可提供臺北縣國民中學家長會男性會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理由、歷程及

其所帶來的變化，作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或學校教師、行政人員在運用家長

資源時的參考。除此之外，亦可提供國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及教育改革的參考。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隨著教育改革呼聲的高漲，家長參與教育事務的觀念逐漸受重視，學

校己無法關起門辦學。相對地，學校為社區的一部分，無法永離社區而獨立；學

校的辦學績效須結合社區力量，共同經營，方能開創新局，共創未來。 

    在美國，柯林頓總統於一九九四年三月簽署由國會通過的教育改革法案－「公

元二000年目標：美國教育法案」此一法案將「所有學校將促使家長投入和參與

教育」列為八項全國教育目標之一，並頒布「家長參與子女學校教育方案，以協

助孩童父母關心且參與子女的學校教育」（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94）。

現任布希總統於二00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以教育改革為重點，其主要訴求為「不

要遺棄任何孩子」呼籲所有的父母要參與教育事務，要求如下：1.加強學校與家

長的聯繫：要求學校、教師積極與學生家長接觸，促使家長關心子女教育，協助

輔導學生，並參加學校教學工作；2.父母應重視家庭教育：由總統帶頭呼籲國

人，尊重家庭倫理與生活；3.提供父母教育資訊：提供服務，輔導父母做好育兒

教子的工作；以進行全面性、全民性與創新性的教育改革。 

   在英國，於一九九七年英國政府為提升教育品質，並為孩子建立良好的教育基

礎，提出涵蓋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的教育白皮書，命名為「追求卓越的學校教育」

（Excellence in Schools）其內涵，共有七個主要項目，而與父母參與相關者就佔了

二項，即第六項與第七項，茲分述如下（DfEE, 2000）： 

第六項－協助學生提升學習成就（Helping pupils to achieve），於公元二00二

年，欲達成下列目標：1.更多的家庭學會父母和子女共同學習。2.建立「學校－家

庭」契約，契約內涵規定父母的權利和義務，使家長能夠明瞭從學校能獲得什麼

以及如何回饋學校。3.提供家長有關他們子女就讀學校的資訊及整體成就。4.增加

家長在學校董事會和地方教育當局的代表人數。5.訂定全國性的家庭作業指引，

促使家長、學校和學生相信提升學業成就標準的重要性。6.提供成為健全公民和

為人父母的學習計畫。 

第七項－新的夥伴關係（A new partnership），於公元二00二年，欲達成下

列目標：1.形成新的改革架構，社區支持好學校繼續存在與發展；而對於需要

改進的學校則給予協助和支援。2.學校董事會和地方教育局能清楚瞭解自己應

扮演的角色，協助學校在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方面積極貢獻。3.提供學校在安

置學生更公平的方法，並提供更多的資訊給家長。4.學校應更積極努力增進學

校的地方社區的夥伴關係。英國政府過去比較重視教育制度的改革，現在已有



一個全新的和清晰的改革架構，在此架構下，所有的合作夥伴均清楚自己的角

色，並能有效的結合統整，朝向提升學業標準而努力。 

由英、美的教育政策中可得知，教育改革不單只是政府或教師的責任，而

是整個社會群體都應該包含在內，所以整個推展的措施是從教師、校長、學

校、教育主管單位以至家長、社會，是全民性，若沒有教師及家長參與的話是

會有困難的。 

我國《教師法》明定家長會代表為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成員之一，參與教

師遴選工作；《國民教育法》第九條規定，國民中小學應設校務會議，該會議

以校長、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職工代表等組成，以議決校內重

大事項。而國民中小學校長的產生方式也改由地方政府邀集家長、教師、學者

專家及行政人員等共同組成遴選委員會而遴選產生；《教育基本法》第八條謂

家長教育選擇權的範圍，家長得依子女最佳福祉，選擇教育方式、內容，乃至

親身參與教務。第十條規定地方縣市政府應設立由教師代表 、家長及學者專家

所組成「教育審議委員會」，負責諮詢教育經費分配及增補學校課程大綱等事

務。 

另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公佈「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

綱綱要」（簡稱九年一貫課程）規定各校應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色、家

長期望與學生需要等相關因素，結合學校與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

審慎規劃全校總體課程方案和班級教學方案。此外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亦規定，

各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課程委員會的成員包

括：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年級及學科教師代表、家長及社區代表等，必要時亦

得聘請學者專家列席諮詢。由此可知，家長積極參與學校教育事務，成為學校

教育的合夥人，是當前教育改革的趨勢之一。 

若由此觀點來看，家長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子女應進入什麼樣的學校，接受

什麼樣的教育，學校在法定的職權上，充其量也只是家長的代理人而已。換言

之，學校是屬於所有支持學校的家長納稅人所擁有，他們有權利決定學校應如

何運作，以及如何來教育他們的子女。家長參與子女的教育，不僅是一種權

利，而且也是一種責任。兒童最基本的教育是發生在家庭而非學校，其基本的

生活價值、對自我及他人的看法，主要也是在家庭中形成的。如果沒有家長的

參與，這些學校的教育活動對於兒童的行為及價值觀，未能產生重要的改變，



因此家長不能假藉任何理由來規避這項參與子女教育重要的責任。家長會是家

長參與教育事務的重要途徑之一，而家長會長為家長會的最高決策層級，本篇

擬探究男性家長會長參與教育事務的動機、過程及改變，此為本研究研究動機

之一。 

近年來探討家長參與及家長會相關的量化研究，多著力於家長參與學校教

育扮演的角色、原因、內容和因素（吳璧如，民90）的探究，致力於女性家長

參與學校事務經驗（張彥婷，民88），因而本文擬探討男性家長會長參與教育

事務的經驗，尤其著重於男性家長會長在參與過程中的感受以及程序性歷程的

轉變之背後機制，且Bolster（1983）曾提及，即教育研究對於教育實務缺乏影

響的原因之一，是這些研究大多為量化，而且與教育實務工作者的真實經驗毫

無關聯。而質化研究取向強調受訪者的觀點，以及特定情境的瞭解，有更多告

知教育實務者的潛力（高薰芳、林盈助、王向葵譯，民90）－此為本研究研究

動機之二。 

基於上述二項動機，研究者認為，若採質性研究就學生家長委員會長參與

教育事務的理由、過程與變異加以探討與分析，由實務工作者提供其動機及經

驗，希冀能落實家長會的功效，在教育上發揮它的影響力。 

 

二、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擬深入探討男性家長會長參與教育事

務經驗，研究的目的可歸納為下列幾項： 

（一）瞭解男性家長會長參與教育事務的理由。 

（二）瞭解男性家長會長參與教育事務的程序性歷程。 

（三）瞭解男性家長會長參與教育事務所帶來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