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分析 
 

本章主要目的說明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現有的理論基礎及相關文獻，共分為

六節，第一節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之探討；第二節為家長會是家長集體參與學

校教育之橋樑；第三節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之理由；第四節為家長參與學校教

育之歷程；第五節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所帶來的變化；第六節為性別對家長參

與的影響。 

 

第一節 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探討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活動的方式及類型有很多，一般而言，從最基本的物質

供應，到家長進入學校，自願支援學校活動、協助教師教學工作、或直接參加

學生活動，甚至最後在督導團體、倡議團體，擔任決策及積極參與之角色，也

就是集體參與、團體的力量來行使教育參與權。這些過程中，都是屬於家長參

與校務的方式，但學者卻有不同的看法，茲分述如下： 

 

一、家長參與校務的方式及類型 

  Gordon（1977）研究指出家長參與的方式包括：家庭影響模式、學校影響

模式、及社區影響模式等三種。其詳細內容如下： 

１．家庭影響模式：強調從家庭著手，嘗試在家庭中以「促進親子關係」

為手段，可使家長與子女的教育，經由學校的主動導引來提升家長對

子女教育的認知與技能。 

２．學校影響模式：嘗試將家長引進學校方案與學校環境之中，強調家長

有關倡議或決策方面的參與。在此模式下，家長積極主動參與學校各

項事務，可能擔任學校的義工或參與諮詢會議，以促使學校能對個別

家庭的需求，提供適當的服務。 



３．社區影響模式：在此模式下以整合社區中較大的資源（如醫學、心理

輔導⋯等），來增進家庭與學校的互動，達成社區、家庭、學校的合

夥關係，來促進學校效能與學生的教育成就。 

Davies（1987）認為：為了促進學校教育的發展，並建立學校與家庭間良好

關係，家長應透過合作生產、作決定、市民倡議、及家長選擇等方式，來參與

學校運作。現就分項說明如下： 

１．以「合作生產」的方式參與：是指家長不只扮演一個消極接受訊息的

角色，而是積極地與學校合作，整合校內外資源，來使學生達到較佳

的學習成果。此參與方式，對教師及行政者的威脅最小，且是較無爭

論的一種參與方式。 

   ２．以「作決定」的方式參與：此參與方式，家長可以支持或反對學校各

種計畫、方案、制定政策、評鑑學校及決定預算、課程、人事及其它

學校相關事務。其角色可能是擔任顧問、參與決策或對某一決定完全

負責。 

                 ３．以「市民倡議」的方式參與：是指家長透過意見表達，來參與學校家長以個

別倡議、班級倡議、團體的倡議及參加市民組織等各種方式，來表達

對學校相關事務的意見、研究學校相關問題、或藉由支持或反對某些

特定事件，來影響公共政策的決定。 

  此外也有許多研究者認為：家長參與的方式，可依組織或個人、正式或非

正式兩個基準點，區分為正式的組織參與、正式的個人參與、非正式的組織參

與、非正式的個人參與等四種，分述於下（Davies, 1987 ; Epstein, 1987）： 

１．正式的組織參與：指家長加入各種正式組織，以團體的力量來參與校

務。如參加家長會、親師協會、教育董事會、學校義工隊等各種組

織，依法制定學校政策、訂定學校計畫、協助審訂課程、遴選教材、

參與校長、教職員工的甄選、參與學校評鑑⋯等。 

２．正式的個人參與：指個人依據法令或公眾認同來參與學校相關事務。

如：個人透過對學校教育事務的投票、在公聽會上表達個人對教育的

看法及建議等。 

３．非正式的組織參與：常見的非正式組織是由家長所組成的社區團體，

這些團體沒有嚴謹的組織結構，可能因某議題的看法相同，隨機組合



而成，常扮演倡議的角色，對學校當局並無強制力量，或可視為一壓

力團體。 

４．非正式的個人參與：家長個人透過向報章雜誌投書、或利用各種方式

表達個人意見，此種方式雖然間接，但亦有可能引起學校重視，進而

影響學校各種政策及方案。 

綜合以上看法，家長參與校務的方式與類型依不同觀點，而有不同的畫分

方法。若就參與的場地而言：有在家參與的方式、進入學校的參與方式、及在

社區影響的方式；若就參與的個體而言：有個人參與的方式、組織參與的方

式；若就參與的作法而言：有擔任義工、合作生產、作決定、倡議、監督、選

擇學校等參與方式；若就參與的性質而言：有正式的參與、非正式的參與等方

式；這顯示家長參與校務的方式豐富而多元，並且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展現

家長在教育事務上的影響力。 

 

二、家長參與校務內容 

McCullough（1999）從各種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操作型定義中歸納發現，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內容主要包括兩部分： 

（1）以家庭為本位的活動：如督導家庭作業、與子女討論學校的情形、提供

有益於認知的活動等。 

（2）以學校為本位的活動：如參與學校活動、與教師溝通、擔任義工等。 

Beale（1985）分析家長參與的情形，發現英、美等國視家長為經費供應

者，是以家長有權參與學校教育的各種事務，其具體內容包括：協助學生課

業、訓練義工、與學生作技能方面的經驗分享、擔任午餐及下課時間的監護、

對兒童提供關心、協助準備教材、管理視聽器材、協助教室教學或表演、協助

維護學校環境等。 

Chavkin & Williams（1987）認為家長參與的內容應包括：決定家庭作業的

份量、選擇班級獎懲的方式、選擇教科書、習作等教材、決定是否將其子女安

置的特殊教育計畫、評量子女的學習成效、聘雇及辭退校長或教師、決定學校

預算的優先順序、規劃種族隔離學校、決定課程中各項內容的比重、參與學生

的管教與懲戒等。 



綜合以上各種看法，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內容，我們可以將之劃分為五大

類，即為：參與有關學校行政的各種工作、參與有關人事的安排與選擇、參與

有關經費的運用、管理與規劃、參與有關管理學生事務的各項活動、及參與有

關教師的教學活動等五大範圍。 

 

三、家長參與校務的角色扮演 

家長在參與學校教育活動時，所扮演的角色，一直為研究探討方向。美國

Miami-Dade County 公立學校的親師協會認為：家長在參與子女學校教育活動

時，扮演的角色有：（Florida School Advisory Council Election Procedure, 1999） 

學校與家庭的溝通者；家長是支持者；家長是學習者；家長是教師；家長是資

源；家長是建議者、倡導者與決策者；一般情況等。  

Thorne（1993）認為家長在參與學校教育時，扮演著：學校義工、合作學習

者、家長代表、成人學習者、倡議者和決策者等角色。 

Berger（1987）將家長參與的角色區分為六種，並以圖一表示，此六種角色

分別為：旁觀者、附屬的義工、自願的資源、雇用的資源、決策者及子女的教

師。現分述於下： 

１．旁觀者：這類家長視學校為專業，認為學校對其子女的教育能做最佳

的處置，因此這類家長只以旁觀者的角度，並不參與學校事務。 

２．附屬的義工：家長扮演學校所附屬的義工，提供與教學過程無直接關

係的服務，如整理校園環境、維護交通安全等。 

３．自願的資源：指這類家長在學校的教學方案中，演提供資源的角色，

如參與教材及課程的發展，與師生分享他們的專業知識，並且是家長

自願的服務性質。 

４．雇用的資源：指學校約雇家長，至校提供個人的專長，以支援學校教

育，如助理、家長教育者、助理教師、助理圖書員等並支給薪水。 

５．決策者：家長可以透過各種組織來參與校務，以集體表決的方式，影

響學校的決策及發展方向。 

６．子女的教師：許多國家允許家長在家自行教育子女，使家長成為子女

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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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家長參與角色圖 

資料來源：Berger(1987：103)家長參與角色圖 

 

Chavkin & William（1987）在美國西南教育研究中心，綜合各研究家長參與

的研究，歸納出家長參與的角色有七種，現詳述於下： 

１．人員：指家長在學校扮演如助理、家長教育者、助理教師、助理圖書

員等角色。 

２．學校方案的支持者：指家長到校擔任義工、協助校外教學或發動募款

資助學校活動等。 

３．家庭教師：指家長幫助子女在家學習學校課業。 

４．觀眾：指家長藉由參與學校的各種表演，來支持子女在學校的教育。 

５．倡議者：指家長為改變學校現有的政策或措施而提建議；或向學校表

達其對教育的需求、關心與問題。 

６．合作學習者：指家長與教師及校長一同參與在職的講習會，以學習有

關教學方法、兒童發展等相關主題。 

７．決策者：指家長藉由團體參與的方式，擁有決策的權力，並影響校務

發展。 

 

是以家長對學校提供服務時，認為家長義工所扮演的角色有： 

１．直接服務的角色：如協助輔導學生上下學、補救教學等。 

２．間接服務的角色：如協助有關意見調查、提供學校校務建議等。 

３．行政的角色：如會場的佈置、紀錄的撰寫、器材的維修等。 

４．決策資訊的角色：如提供相關資訊，以供學校建設或選擇之參考。 



５．倡導的角色：如家長向其它的家長們、社區人士、或學童宣導各事項

等，以擔任倡導的角色。 

此外，陳棋銘（民89）在比較新舊制的家長會設置辦法後，並檢視家長會

定位的今昔，提出家長會的角色應從以往的「經濟支持者」轉為「精神支持

者」、「親師溝通者」、「教育合夥者」、「教育監督者」等四種角色。 

黃凱霖（民84）曾就父母在子女教育歷程中，參與子女學習活動的角色與

行為內容，歸納出家長參與子女的教育活動時所扮演的角色有：指導者、溝通

者、期望者、聽眾、管理者、安排者、決策者、學習者、支援者、義務工作

者、聯繫者等十一種角色，如下表： 

 

表一 父母參與子女學習活動的角色與行為內容 

 

 



   類別 

層面  
參與的角色 參與的行為內容 

指導者 

家庭作業指導 

課業的指導與支持 

考試複習、檢討 

閱讀指導 

補救教學計劃 

文化充實活動 

日常生活習慣培養 

溝通者 

參與親師座談會 

簽閱家庭聯絡簿 

與教師電話聯繫 

期望者 對子女教育的期望與倡導 

聽眾 傾聽子女的意見及在學校的學習情形 

管理者 作息時間管理 

 
 
 

家 
 
 

庭 
 
 

層 
 
 

面 

直 
 
 

接 
 
 

參 
 
 

與 

安排者 
提供子女各項文具用品 

家庭學習環境、地點的安排 

決策者 參與學校委員會提供各項建議或決策 

學習者 
接受學校各項訓練學習如何教養子女或指導子女

學習 

支援者 支援學校的教育目標及各項計畫提供財務支援 

 

學 

校 

層 
面 

非

直

接

參

與 義務工作者 擔任班級義工或協助學校各項事務 

社區層面 聯繫者 
社會資源的結合與應用圖書館、博物館、動物

園、公園等 

資料來源：黃凱霖（民84）父母效能感、父母參與以及子女學業成就關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4 

 

  綜合以上各研究者的看法，我們可以歸納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時，所扮演

的角色有下列六種： 

（1）決策者：家長能經由集體參與的方式，表達家長的立場與意見。 

  （2）監督者：家長能列席學校校務及各處室的校內會議，具備遴聘教師、

遴選教科書的權利，能監督學校校務，避免弊端產生。 

  （3）倡議者：家長能透過各種方式，表達家長的意見與看法，提供校長參

考，具有倡議者的角色。 



  （4）承辦人：家長本身可基於本身的需要，主動辦理各種親職教育活動，

或為學校約雇有專長的家長，以發揮他們的專業技能，擔任

學校各項工作，因此具有承辦人的角色。 

  （5）義 工：許多家長樂於擔任義務性的服務工作，或擔任教師的助手，協

助處理各項雜務，具有義工的角色。 

  （6）聽 眾：部份家長參與校務方式，採取旁觀的態度，或以一種消極的態

度來參與學校活動，只瞭解學校的作法，聽從學校的專業決

定。 

 

第二節 家長會是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之橋樑 
 

英國學者Beattie（1985）曾說：「家長參與教育絕非一件純教育的事。」

而美國的學者Wanat（1997）指出，既存的有關家長參與的研究都從學校的觀點

出發，而學校所定義的「參與」往往強加某種角色在家長身上。由以上論述得

知，家長參與並非中立的教育活動，而是具政治意涵（楊巧玲，民90）。以下

將探究家長參與教育事務的意義及層次，其所寓藏的涵義，茲分述之。 

 

一、我國學生家長會的沿革 

於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公佈實施 《臺灣省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

法》規定各級學校一律設立學生家長會（第二條）。其後分別於民國四十四年

七月、四十七年一月、五十七年四月、七十五年三月及八十六年六月共五次的

修正。在五十七年的版本中，設置辦法是分章條例的（第一章總則；第二章組

織；第三章會議；第四章會費；第五章附則），但在民國七十五年所做的修

訂，則取消分章條例的形式，而一直沿用至今。 

在臺北市方面，於民國七十四年公佈實施「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

置辦法」。其後，在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修正全文共二十二條，而一直沿用至

今。 



在高雄市方面，家長會設置辦法於民國七十年十月十六日公佈實施，在民

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高雄市政府令修正全文共二十五條後，一直沿用至

今。 

 

二、學生家長會設置的目的 

民國三十九年版的《臺灣省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第一條規定：

「為謀本省各級學校與學生家庭獲得密切聯繫，以期改善教導效率與行政發

展」（臺灣省政府，民39）。於民國四十七年，學生家長會設置的目的則修正

為：「為謀本省各級學校與學生家庭獲得密切聯繫，以增進教育發展」（臺灣

省政府，民47）。民國五十七年時，學生家長會設置的目的改為：「為使本省

各級學校與學生家庭獲得密切聯繫，共謀學校之充實發展」（臺灣省政府，民

57）。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三日臺灣省政府令修正公佈之學生家長會設置的目的

為：「為使本省各級學校與學生家庭獲得密切聯繫，共謀教育之健全發展」

（臺灣省政府，民86），沿用至今。由此可知，學生家長會設置的目的有二：

一是使各級學校與學生家庭獲得密切聯繫，另一是共謀教育之健全發展。 

在台北市方面，於民國七十六年時，學生家長會設置的目的為：「為使本

市各級學校與學生家庭獲得密切聯繫，共謀學校之充實發展」。在民國八十四

年修正公佈之學生家長會設置的目的為：「為使本市各級學校與學生家庭獲得

密切聯繫，共謀教育之健全發展」與臺灣省八十六年版相同。 

於高雄市方面，民國七十年時，學生家長會設置的目的為：「為使本市各

級學校與學生家庭獲得密切聯繫，共謀學校之充實發展」。在民國八十六年

時，則修正學生家長會設置的目的為：「為使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與學生家長

獲得密切聯繫，並妥善運用社會資源，共謀學校之充實發展」。 

 

三、學生家長會的成員 

依據民國三十九年《臺灣省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規定，家長會

係以全校在學學生之家長與校長為對象。有關學生家長的界定，民國五十七年

修正辦法中，明確規定為：「前項所稱家長為學生之父母，學生為養子女者為



養父母，無父母或養父母者，為實際擔負其教養責任之人」（臺灣省政府，民

57）。民國七十五年時，則將校長排除在家長會會員之外，對家長的定義也修

改為：「係指學生之父母或祖父母；無父母及祖父母者，為監護人或實際擔負

其教養責任之人」（臺灣省政府，民75）。於民國八十六年，則再次修正為：

「係指學生之父母、祖父母、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臺灣省政府，民86）。 

臺北市的學生家長會會員在民國七十四年時，是以在學學生家長和校長為

會員；而家長係指學生之父母或監護人（臺北市政府，民74）。於民國八十四

年修正時，將校長排除在家長會會員之外，家長之定義改為學生父母、養父母

或法定監護人（臺北市政府，民84）。至於高雄市的學校家長會組織成員之規

定原與臺灣省民國五十七年的設置辦法相同（高雄市政府，民70），但於民國

八十六年修正為家長係指實際擔負學生教養責任之人，或法定監護人（高雄市

政府，民86）。  

由此可知，家長係指：（1）父母；（2）祖父母；（3）養父母；（4）法

定監護人；（5）實際擔負其教養責任之人。 

 

四、學生家長會的會長 

關於家長委員會部分，民國三十九年的臺灣省家長會設置辦法第五條規

定：「各校學生家長會設委員七人至五人，除校長為當然委員，餘由全體會員

推選之，並由委員互推三人為常務委員（校長不得為常務委員），再由常務委

員互推一人為首席常務委員。每一學期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但以一次為

限，開會時以首席常務委員為主席，如首席常務委員缺席時，由出席常務委員

互推一人為臨時主席」（臺灣省政府，民39）。 

    民國四十四年時，將每一學期改選一次的首席常務委員改為每一學年改選一

次，且規定首席常務委員必須是學生家長（臺灣省政府，民44）。民國四十七

年時，將首席常務委員的名稱改為家長委員會主任委員（臺灣省政府，民

47）。民國五十七年所修正的辦法中，又將家長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名稱改為家

長會會長，並將家長會委員的產生方式修改由會員代表大會或會員中選任之

（臺灣省政府，民57）。 



至民國七十五年，家長會在修正辦法中的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家長會

設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但班級數在二十五班以上者，每增加六班增

置委員二人，最高不得超過三十五人。前項委員除校長為當然委員外，由會員

代表就會員中酌按學區內各地區學生比例選舉之，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

任，以二次為限。」「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三人至五人，由委員

互選之，並由常務委員互選一人為會長，但校長不得為會長」（臺灣省政府，

民75）。 

民國八十六年時，修正辦法第六條規定：「家長會設委員會，置委員七人

至十五人。但班級數在二十五班以上者，每增加六班增置委員二人，最高不得

超過四十一人。前項委員由會員代表互選之，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

任。」；第七條規定：「家長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三人至七人，

由委員互選之，但委員人數在十五人以上者，得增置之，最高不得超過十一

人。委員應就前項常務委員中選舉一人為會長，會長以連任一次為限」；第十

條規定：「家長委員會每學期開始及期末各開會一次，由會長召集，並擔任主

席，必要時由半數以上委員連署召開臨時會議。家長委員會開會時，校長、有

關主任及教師列席」（臺灣省政府，民86）。 

由以上分析，家長會是家長集體參與學校教育主要途徑，但根據陳良益

（民85）的調查發現，國內家長參與偏好直接與學校人員或教師溝通，而透過

家長會參與學校教育的家長只佔一成多，研究中並建議家長應以正式組織的管

道參與學校教育。可見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有其必要性，然而國人並未善用此一

機制，致使其未能發揮效益。 

 

第三節 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理由 
 

英、美教育改革具分權（decentralization）的趨勢，將作決定的權責下放至

學校層級，讓與學校息息相關的家長、教師和行政人員得以參與決策的歷程。

其主要措施有：學校本位管理、教師專業自主和家長的參與。在分權的教育政

策下，家長對子女在教育中的權力日益擴大。綜合言之，基於保障個人權利而

主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論點，大致可由下列三個面向出發： 



 

一、基於自由民主的論點 

長久以來，國家興辦學校，並進而介入教育的經營，家長和學生都是被動

地接受國家所供給的教育，卻造成公立學校的專佔獨賣。但教育由國家提供專

賣，將會有集權主義的危害。因此1980年代以來英美的教育改革中均強調重新

調整教育組織架構，認為父母參與的引入是教育改革的關鍵力量。且主張父母

的參與，可防止國家對於國民的生活型態和信念的掌握。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

務是自由國家中的個人自由，也是國家對差異性的一種包容。 

以家長的立場來看，校園之內長久以來均以宣導代替討論，視家長為教育

的對象。其實，學校教育的對象是學生，家長是學校教育的合夥人，未來甚至

應該是學校教育方向的主導者。在民主的社會中納稅人委託政府辦學，所辦學

校自然應以學生需要、家長需要與社區需要為依歸。 

 

二、基於國民教育權的論點 

    隨著民主思潮的普及，國家教育權利說已不符人民的期望，國民教育權利說

逐漸取代國家教育權利說。國民教育權利說主張接受教育屬於國民的權利，且

有關教育事項應由學童、家長及教師所構成的國民來決定，國家僅需承擔準備

教育條件和環境的義務。因此教育的主體為接受教育之國民，教育之施行應以

保障國民學習權為出發點。國家、教師與父母皆為教育主體之協助者，應合力

輔導教育主體，以使其在追求人生幸福之過程中，得自我成長，發展健全體

格，增長智能且尊重人權。 

因此學校教育已不是國家製造生產的工具，人民亦不是國家所擁有的工

具，而關心子女教育的家長自有其教育主張。依「國民教育法」規定，家長已

成為校務會議的重要組成份子，舉凡校務發展計畫、學校重要活動的實施乃至

學校設備或教科圖書的購買等重大事項，家長皆得參與諮詢與審議。基本上，

過去由一個人或少數人決定重大教育政策的情形已不再多見。取而代之的是多

元分享、協調商議的決策方式，因此，對決策的品質提昇或合理化的要求，應

有莫大助益。 

 



三、基於多元社會的觀點 

在多元社會中，學校教育不能僅關注到國家或多數社群的利益，或僅在維

護學校教育專賣的利益；而應在教育領域中重視家長的意見，提供多種參與學

校教育事務的機會，以符合多元社會的發展。又因我國脫離威權統治的時間不

長，政治和社會各方面都在摸索一個未來的方向，在此關鍵時刻，教育改革應

建立完善的諮詢制度，就是結合社會資源、汲取集體智慧共同參與，提供決策

的選擇和判斷，以避免決策的錯誤。教育當局已能充分體認民主的時代，民意

日趨多元，廣納社會意見，利用多元管道，採取分享決策，除有助教育決策的

合理化外，實是謀求共識，確保教改順利的重要關鍵。如此的作法，應當有助

於教育決策素質的提昇，進而保證教育的品質。 

基於上述三種觀點，肯定家長在子女教育上，應擁有參與的權利，以尋求

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平衡。讓各種資質和能力的學生，得以發揮自己的潛

能，未來能為社會所用，教育是重要的人生機會，讓學生都能受教，教育制度

必須更公平公開透明。  

家長需要參與學校教育的原因，亦可由兩個向度分析之：（1）從教育政策

的角度來看，這包括：民主制度、績效責任、消費者選擇權、提升教育標準的

手段、處理不利議題、增進社會均等、對付社會問題及提供資源。（2）從家長

的觀點而言，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可獲得的效益有：增進學童的學業成就、增加

親師溝通、接受親職教育、增加影響力、支持學校也獲得學校的支持

（Organizational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7）。依謝文豪

（民89）之研究指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理由：1.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可促進

學校與社區的結合；2.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可保障父母的教育選擇權；3.家長參與

學校教育可提昇學校教育的績效；4.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可增進子女的學習效

果；5.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可提供學校所需的資源與支持。 

    然而在實際上，根據歐陽誾（民78）的研究指出，多數國小教師對於家長參

與學校教育事務能成功實施，感到懷疑；而陳良益（民85）亦顯示，教師與家

長雖然對於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功能抱持正面態度，但現階段仍停留於「無意

見的給予支持」或「沒意見也不參與」者居多。學校教育人員雖認同家長參與

學校教育事務的理念，但校長也認為學校雖已採行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配套措



施，但皆未臻理想；教師則認為學校仍缺乏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運作模式；而

家長更認為學校並不常使用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溝通技巧（吳璧如，民86）。

以上諸多現象顯示，雖然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理念，各方皆已接受，但尚未完

全落實。 

    總之，家長參與家長會組織對於我國教育的影響肯定是深遠的，並將影響我

國社會民主化的進程。因為學生家長委員會於日漸增能賦權下，它一方面打破

傳統威權體系封閉的單一思考模式與專斷的管理型態；另一方面由於家長的集

體參與，學校教育這個公領域得以伸展與深化。 

 

第四節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歷程 
 
Hoover-Dempesy與Sandler（1995, 1997）曾提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歷程模

式（Model of the parental involvement process）將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由下而上分為

五個層級（如圖二），茲說明如下： 

第一步－決定是否開始正面參與學校教育，其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1.父

母對於親職角色的建構：其來自於觀察與模仿上一代父母對於學校教育的參

與、朋友或鄰居對子女就讀學校的參與等因素建構出家長的親職角色。但此親

職角色的建構僅為參與學校教育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尚受其他因素的

影響。2.協助子女獲得學習高成就的效能感：係指父母相信自己的參與可協助

子女學習知識或技能，獲得良好學習成果的效能感，其來自於成功的親身經

驗、目睹其他家長的成功經驗、他人對於參與學校教育之價值與效益的口頭遊

說或因重大議題引起的情緒反應。3.子女的要求或學校的邀請：這是家長參與

學校教育的因素之一，而此邀請或請求是一般性質而非針對特定事件。 

第二步－決定參與學校教育的方式，其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1.參與所需

的知識與能力：家長對於參與學校教育組織所需知識與能力的自我知覺，影響

決定其參與學校教育的方式，一般而言，家長傾向選擇自認可勝任的參與形

式。2.考慮工作和其他家庭責任的多重需求：因為工作及其他家庭責任會佔據

家長的時間與精力，因而影響了父母選擇參與學校教育的方式。所以實施家長

參與的同時也需顧及家長的工作與家庭狀況。 



第三步－父母參與對子女學習成效的影響機制有示範、增強及教導等三

項。1.就示範而言，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提供且鼓勵子女仿效其家長重視學校教

育的態度與行為的機會；2.就增強而言，家長投入參與學校教育，一般而言其

子女有興趣且注意有關學習成功的行為，此行為常會受到家長的讚美與鼓勵，

而獲得增強；3.就教導而言，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需常與教師接觸，因而學

習到多種協助子女學習的策略，如此可提昇其子女於事實性知識的學習，而採

間接或開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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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家長參與歷程的模式 

             中介變項 
家長參與教育事務的型態是否符合學校的期望？ 
教師使用適切的家長參與策略及活動？ 

父母參與對子女成效的影響 
       示範                  增強                 教導 

父母決定是否參與學校教育 
父母對親職角色的建構 
協助子女獲得學習高成就的效能感 
子女的要求或學校的邀請 
  

決定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型態 
參與所需的知識與能力 
能與工作、家庭配合 

兒童或學生產生的變化 
知識與能力遞增 

  增進自我的效能感 
較高的學習成效 

 



資料來源： K.V. Hoover-Dempsey and H.M. Sandler(1997).Why do parents become 
involved？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7, 3-42. 

 
 
的答問式教導時，可提昇其子女的認知能力；這三項機制是使得（enable）

及促進（enhance）學童學習成功的變項之一。 

第四步－中介變項：家長決定是否繼續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調節變項有

二：1.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方式是否符合學校對家長參與的期望：家長願參與

學校教育與學校互動，主要是因學生而產生的，因此當家長所選擇參與的方式

與學校對家長參與的目標及預期越一致時，越不會對學生產生困擾，且學生越

會集中注意力於家長與學校均重視的學習上；2.教師選擇並使用適切性的家長

參與策略及活動：有效的家長參與必須隨子女成長階段的不同需求而作調適，

以因應子女於每一個發展階段萌發的需求，而採取適宜的參與策略。 

第五步－學習成果：學生不論知識與能力都很充實，且對自我有高成就的

個人效能感；涉及前述每一個步驟的因素均為影響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過程之

一。但此一歷程以學生的效益為起始與終止的動機，而家長參與的複雜性並非

僅止於此。 

因國內相關文獻不多，僅根據張彥婷（民88）對臺北市七位大專程度的女

性家長所作質性研究發現如下：一、其行為特徵1.原則：家庭優先，孩子第

一；2.方向：從基層做起；3.踏進校園的第一步：擔任義工；4.以孩子切身需求

為關注焦點；5.有心卻無力。二、其改變歷程1.進入：參與的初始動機；2.轉

折：從排拒「頭銜」到接受再到爭取「頭銜」的過程；3.賦權：從自我賦權到

賦權他人。 

國內外學者對於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歷程作有系統研究者，尚屬鳳毛麟角。

Hoover-Dempesy＆Sandler（1995, 1997）與張彥婷（民88）二者均以家長或女性

家長實際參與學校教育實務者為研究對象，但前者研究範圍侷限於對子女的效

益，而後者則限制於對女性家長成長的探究。由相關文獻可知，家長參與的理

由並非只有子女的因素而已，且家長參與所帶來的變化也非僅限於子女及家長

自我成長而已。本研究擬以統整的觀點進行研究，而不將研究對象縮減為變項

來處理，而是將訪談所有人事物看作一個整體，研究者運用統整的研究觀點來

探究男性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經驗，以期提供具體的結論與建議。 



第五節家長參與教育事務所帶來的變化 
 

相關研究指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是因為參與對於子女、家長及學校

均產生正向結果，著眼於其所帶來的效益，此一發現也得到相關實證研究的支

持。茲整理如下： 

 

一、對學生的變化 

文獻上有關父母參與對子女學習成就之關係的探述很多，一般均指出父母

的參與有助於子女的學習，如父母參與子女的學習活動，使父母透過讚賞、期

望、與學校的接觸、以及在家中的指導等方式，影響子女的學業成就

（Henderson, 1981 ;  Walberg , 1981），也可改善子女的學習態度與行為（Epstein, 

1985）父母的參與可使學生對學校有更正面的態度（Becker ＆ Nakagawa, 

1997）；而父母投注於子女教育的時間，對子女的學習態度有很重要之影響，

延伸也影響子女的學業表現（Henderson, 1981），且父母參與的活動愈多，其子

女的成就愈高（黃凱霖，民 84：16）。 

而國內研究亦顯示，如歐陽誾（民78）曾針對國內194位國小教師和758

位學生作調查，探討教師使用家長參與策略與國小學生國語、數學等學業成績

的關係時發現：教師支持且經常使用家長參與技巧，其學生國語成績與數學成

績顯著高於教師未支持家長參與組的學生；林義男（民78, 民81）研究顯示，

國小家長的教育程度越高、及國中學生家長的社經背景越高，其參與學校的溝

通、家庭作業、課外休閒活動及考試等的程度越高，而此父母參與的行為與學

生學業成就具有密切的關係；周淑惠（民88）的個案研究顯示，重視親師合作

的家長，其子女的表現會愈來愈好。 

Henderson和Berla（1994）在分析了66個有關家長參與的研究後，歸納家

長參與對於子女的正向效果包括：較佳的學業成績、較高的出席率、較高家庭

作業的完成率、較少接受補救教學、對學校表現較積極的態度與行為、較高的

高中畢業率以及較有可能繼續升學等效益。 

 



二、對家長的變化 

父母參與學校教育事務，除對子女產生助益外，在投入之後家長也產生了

變化，整理國內、外研究皆顯示對父母亦有些許的效益，分述如下：如Kagan

（1984）的研究指出父母參與子女的學校教育事務，其優點有1.父母參與提供

父母瞭解學校教育的目標與運作歷程；2.使父母瞭解子女在學校學習的情形；3.

透過父母參與計畫增進父母個人的知能；4.藉指導子女的學習過程中，增進親

子的互動機會；5.鼓舞父母的成長與發展。根據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八年的PIP評

鑑報告顯示，家長能主動參與子女的學校教育及社區或地方性的家長參與組織

則：（1）家長對學校具正向的態度、（2）增加自我的信心、（3）可體驗身為

成人及公民的價值、（4）有部分家長逐漸成為社區領袖（Jackson, Davies, 

Cooper ＆ Page, 1988）。 

李惠加（民68）發現幼稚園學童母親參與學校教育事務，對其教育態度有

積極的改變。任秀媚（民73）以國內幼稚園大班及中班62位幼兒及其母親作

為研究對象，探討家長參與的影響。研究發現，幼稚園學童家長擔任義工且接

受親職教育研習後，與其子女的互動方式產生正向積極的改變。詹秋薇（民

86）對於國中義工家長的調查指出，女性義工家長多認為參與學校活動後，自

我得以成長、生活面得以擴展、增加對於學校人員的瞭解及改善親子關係等。

張彥婷（民88）以7位女性家長為訪談對象的質性研究，結果顯示，參與學校

教育事務有助於提升女性家長的自我價值感及參與能力、擴大關懷範圍、發展

社群及公民意識等。 

總而言之，參與子女學校事務的家長對學校具有較正面的態度，對學校人

員較具信心，親子關係因此改善，得到教師較高的評價（Becher, 1986；

Henderson ＆ Berla , 1994），也能增進家長的溝通技巧（Cochran ＆ Dean, 

1991）。 

三、對學校的變化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一方面是家長可行使對自己子女教育的參與及決策的表

現，另一方面可使學校提昇其辦學的績效。學校因學生家長彙整的資訊，透過

代表制充分表達家長的共識，而學校必須不斷改進教育措施，以滿足家長與學

生的需求，因此的父母參與可提昇學校的效能。Eastman（1988）指出，當學校



有主動積極的父母團體時，教師鼓勵父母參與、以及父母花較多時間參與子女

學校的各項活動，其子女會有較高的學習成就表現，而愈高的參與水準，因為

父母對學校教育目標的瞭解與支持，則學校效能會愈高。  

林明地（民87a）分析313位臺灣省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校長均認為家長參與

學校教育事務同時對學生、家長、教師及學校都有益處；張文昭（民87）的研

究指出，親師合作團隊在推行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上，使教學題材及教學方

式更加豐富；吳璧如（民90）研究亦顯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可產生家長

的自我成長、親子關係的改善、子女課業及行為的改善、學校課程及教學的充

實等效益。 

 

四、小結 

綜合以上的探討，父母參與的效益是多元而整體的，不僅有助於子女的認

知發展與學業成就，對學校教育的推展、父母的成長、親子的互動、學校的效

能皆有莫大的助益。但相關研究皆顯示出，絕大多數的學校本位管理（School-

base management）仍以學校行政人員、教師為主，家長並未充分參與其中，即

使參與也未必能動搖層級分明的學校組織及影響學校的重要決策（Malen & 

Ogawa, 1988；Merz & Furman, 1997 ; Wohlsteeter & Odden, 1992），現階段家長獲

得參與機會雖增加，實質影響力也擴張，但真正從事參與所需的時間、精力與

能力，卻是多數家長所無法負荷的（Riley & Rowles , 1997）。 

 

第六節 性別及家長參與 

 

性別必須在社會脈絡中，加以討論是相當明確的（Ashmore et al., 1986; 

Deaux＆Major, 1987; Del Boca et al., 1986; Eagly 1987; Epstein 1988），與性別相關

的行為會受到個人的性別系統、他人的性別系統及大量的情境線索所影響（引

自劉秀娟、林明寬譯，民85：28-29），因此兩性於學校教育事務的參與會呈顯

著的差異，本節將探究性別對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影響，茲分述之。 

 



一、家長參與被視為母職的延伸 

Waggener＆Griffith（1998）曾指出主流的家長參與之論述通常忽略了一個

普遍的事實，那就是承擔家庭裡的教育取向活動以及學校裡的服務取向活動的

家長多為母親，其實從教師與校長的觀點來看，家長參與指的就是母親參與學

校舉行或由學校舉辦的活動。Davies（2002）曾於1996年隨機拜訪全美國的十

所學校，在2002年又再次拜訪這十所學校發現，一直以來，父母參與和烤蘋果

派一樣，皆屬於母職的工作。Smith（1988）言：「一個孩子在學校的成就可證

明母親的成功，一個孩子在學校的失敗則顯現母親的缺失。」由以上的論述可

知，家長參與被視為母職的一部分。 

 

    今日的父親雖然比以前的父親花更多的時間與孩子相處，但仍然被認為比母

親的投入少，由文獻的觀點來看，認為父親與子女在一起的時間，約只有母親

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已（Lamb, 1987; Pleck, 1985）。根據1986年美國教育

部的研究發現，母親與小孩交談的時間每天少於三十分鐘，而父親更少於十五

分鐘（Cutright, 1989: 13）。一項針對母親和父親在照顧小孩所花費的時間之跨

文化研究指出，沒有一個地方的父親比母親花更多的時間於小孩身上（Lamb＆

Sagi, 1983; Mackey, 1985）。  

 

    盱衡國內的情形，臺北市家長協會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公佈，爸爸參與子女

教育十大指標問卷調查結果，以臺北市東、南、西、北四區國民小學家長為調

查對象，其十大指標，依序為1.知道兒女就讀的學校（98%）；2.知道兒女就讀

的年級、班級（93%）；3.知道兒女導師的姓名（78%）；4.知道兒女的興趣和

專長（88%）； 

5.可舉出一位兒女同學的姓名或綽號（78%）；6.可舉出一位兒女同學的聯絡方

式（64%）；7.有在兒女的家庭聯絡簿上簽過名者（49%）；8.有指導兒女的功

課，並協助其學習者（42%）；9.曾參加兒女學校或班級的活動（如運動會、園

遊會、校慶、畢業典禮、校外教學、親師懇談會⋯）者（28%）；10.曾擔任兒

女學校的義務工作（如家長委員、交通導護、協助教學⋯）者（27%）（黃琇

英，民89）。 



 

    由上述可發現，後面的四項指標偏低，可能父親肩負家庭經濟的重責，而忽

略了子女的教育，彼此缺乏互動，由母親主導兒女的教育，並參與學校的各項

活動所致。但國外文獻顯示，父親參與兒女的教育事務可以減少母親的壓力，

並可緩衝母親對孩子的影響力（Weinraub＆Wolf, 1987）。而美國教育部（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94）更進一步指出，如果家長每日花費一小時的時間

與其子女共同學習，其投資效益相當於美國每一年在教育上所花的經費。因此

父親不應是旁觀者，而應更積極投入參與兒女的教育事務。 

 

二、學校的反應 

以上所舉理由顯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必要性，然而實務上學校人員卻未

必完全能接納家長對學校教育事務的參與。國內學者研究顯示，學校人員對家

長的參與常持保留態度，只贊成家長有條件的參與，參與項目限於提供學校人

力物力資源，而不希望干預校務（林明地，民87a, 87b; 吳璧如，民86）。 

 

國外文獻亦顯示相同的結果，根據Devlin-Scherer和 Delvin-Scherer（1994）

曾調查美國地方教育委員會有關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相關措施，發現地方教育

委員會的教育人員雖然強調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重要性，但實務上卻未見積極

接納家長的參與。Henry（1996）所作的田野研究亦顯示，所謂的家長參與只是

由學校單向的向家長說明辦學的績效，家長甚少有其他參與管道，且弱勢族群

家長參與機會常被忽略。 

 

    張彥婷（民88）研究指出，當學校需要家長協助事務性的工作時，會找「愛

心媽媽」；至於在擁有正式發言權及部分校務決策權的家長會委員方面，「有

頭有臉的爸爸」則是校方偏愛的。而辛亥國小家長余銘哲更進一步指出，爸爸

的參與會引起全家參與的效果，而媽媽的參與，學校反應比較被動（黃琇英，

民89）。 

 

 三、小結 



歸納本章文獻探討，可得到以下結論： 

一、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方式與類型可分為：正式的組織參與、正式的個人參

與、非正式的組織參與、非正式的個人參與等四種。 

 

二、家長參與校務的內容可分為：參與有關學校行政的各種工作、參與有關人

事的安排與選擇、參與有關經費的運用、管理與規劃、參與有關管理學生

事務的各項活動、及參與有關教師的教學活動等五大範圍。 

 

三、家長參與扮演的角色有：決策者、監督者、倡議者、承辦人、義工、聽眾

等六種。 

 

四、家長會是家長集體參與的橋樑。 

 

五、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理由有：為子女、為自己及為學校三個方面的考

量。 

 

六、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歷程，可分為五個考慮階段：是否參與、參與的

方式、參與的組織、扮演的角色和擔任的職務。 

六、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變化可分為三個方向：對子女、對自己及對學

校。 

 

七、性別於家長對教育事務的參與呈顯著的差異，分述之：（1）家長參與被視

為母職的延伸。（2）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女性以服務性為主；男性則以決

策性為主，如同家庭生活的再製。（3）男性家長於學校事務決策的參與校

方較歡迎且較易接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