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目的，本章文獻探討共計三節，第一節敘述社區參與學校教

育的相關理論與議題，第二節針對學校效能進行概念性的分析，第三節蒐

集社區參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相關之研究，以作為研究兩者是否相關的

依據。 

 

第一節 社區參與學校教育的理論與相關研究 

 

本節就社區參與的意義與重要性、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角色與模式、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方式與內容、國內外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現況等，分別

敘述之。 

 

壹、 社區參與的意義與重要性 

 

二十一世紀是資訊化、科技化、民主化、自由化及國際化的時代，隨

著社會的多元與開放，多元參與學校教育已成為教育改革必然的趨勢，所

有國民在接受教育的學習過程中，除了學校、家庭具有重要影響力之外，

社區亦日趨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是故，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已成為

時勢所趨。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意義與重要性」研究者僅就社區的意義、社區

參與的意義及社區參與的重要性等分別敘述如下： 

 

一、社區的意義 

 

英文的 Community 大多翻譯為社區，或譯為共同體；而國內學者對社

區所下的定義，也多所不同，在此列舉數位學者的觀點如下： 

 

鄭熙彥（1985）就探討學校與社區發展關係立場，說明社區的意義如

下：「社區乃是一群具有相同文化及歷史傳統的人民所居住的地域，他們

具有共同的精神和意識型態，在直接接觸和親切的聯繫中，交換經驗，增

進感情，共同為改善所在地的生活情況而努力。」 

 

    高強華（1997）指出社區的特徵為：「一群人在一定藉現的區域內，

以相互的生產關係為共同生活之基礎，並以彼此認同的風俗、規章制度或

儀式，形成相同的歷史因素、文化傳統、社會發展經驗而在心理上和情感

上有認同與歸屬感。」 



 

    湯梅英（1997）指社區的定義為：「社區係指一個具有地域界限的社

會團體，在一個特定的區域中，一群人彼此巨集，共同生活在一起，享有

共同的文化而發展出休戚與共、榮辱一體的情感意識和行為，這種彼此親

密連結、互助、共享的特質亦即所謂生命共同體的社區認同感。然而，所

謂的特定區域可能是小的社群，也可以大至社會、國家；甚至隨著科技進

步、資訊網路發達，人與人的互動無遠弗屆，社區更可以超越國界，成為

地球村，所以現代社區不見得受限於某個空間、範圍，而是一動態的開放

系統，使得社區的內涵更加複雜而多樣化。」 

 

林振春（1999）認為「社區」的概念，可自地理位置、心理互動及單

位的功能系統三方面來加以說明，包括三項：1.社區是一個地理位置，其

大小可分為村落、城鎮、都市及大都會區等。2.社區是一種心理互動的團

體組織，它可以是沒有固定的地理疆界，如：學術、宗教、文化社區等。

3.社區是一個包含各單位功能的系統。這些組成社區系統的單位可能是正

式團體（如社區理事會）；或非正式團體（如社區守望相助）；可以是組織

（如：學校、醫院等），這些單位在社區內互動，其功能在為社區居民提

供各種服務。 

 

邱婉麗（2003）以學校與社區關係密切及資源共享的角度，說明社區

是指：「學校的學區範圍內，一群具有集體意識、共同關係、共同精神、

共同特徵、共享價值與歷史文化，彼此之間有歸屬感的一種組織團體，他

們所聚居的一個特定地理區域，如村莊或鄰里。」 

 

王楊智（2004）所使用的社區，採一般的概念有地理空間及人群關係

的意涵。其地理空間係指學校（指國民小學）學區及鄰近地區，另外社區

亦為一群人的集合，所指稱的人員則包括學區家長、或參與學校（指國民

小學）教育活動的所有參與者。 

 

研究者歸納上述不同看法，並將學校與社區關係，兼採地理位置與資

源共享角度與觀點，來說明社區的意義如下：「社區是指學校的學區範圍

內，聚居一群彼此之間有歸屬感、有共同關係、共同特徵、共同精神、共

同目標、共享價值與歷史文化的組織、團體以及一群人的集合。組織、團

體是指參與學校（指國民中學）教育活動的有關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工

商企業等；一群人員則包括教師、學區家長及子女曾在學區國中就讀、或

義工與村里長等之其他社區人士，包括所有有參與學校教育活動者，所聚

居的一個特定的地理區域，其大小可能是村莊、鄰里，或大至鄉鎮、都市

（指縣轄市）稱之。」 



 

二、學校與社區的關係 

 

要促進學校與社區良好的關係，學校務必主動對社區表示友善、認識

社區、從事社區服務、運用社區的資源、尋求社區教育團體的支持；並運

用民主的原則，促使社區瞭解學校的教育目標等；而學校內具有教育專業

的資源，可提供社區的成長、凝聚社區意識及推動社區的文化水準，以發

揮社區現代的功能。是故，學校與社區應成為夥伴關係，才能達到學校、

社區與家庭三贏的局面。茲就各學者對學校與社區關係看法說明如下： 

 

國外學者 Kindred（1990）認為學校與社區關係是學校與社區之間透

過溝通歷程，藉以達到增進社區居民瞭解教育需求的目的，並鼓勵居民致

力於學校教育的改善。Gallagher＆Bagin（2001）則強調學校與社區關係

是教育組織與其公眾之間的一種有系統、持續的、雙向的以及真誠的溝通

管理。 

 

國內學者鄭熙彥（1985）指出學校與社區的關係隨著社會急劇變遷也

起不同變化，而形成三種型態：早期人們將學校視為特殊機構，獨立於社

區個機構之外；後又視學校為社區的雛形、是社區的楷模；現今則將學校

視為社區生活與文化的中心。由此可見，學校與社區互動，日趨頻繁與密

切。 

 

鄭熙彥（1985）又強調學校不僅是為社區所有，且為社區所治、所享，

且說明學校與社區的依存關係包括三方面：1.社區為學校教育的基礎。2.

學校對社區應有其貢獻。3.學校與社區相互依賴。 

 

林振春（1999）指出學校與社區兩者必須以漸進方式建立彼此良好互

動，先互為「資源」，次互為「服務對象」，再互為「工作夥伴」，最後進

展為「生命共同體」。如此才能摒棄本位主義，結合學校與社區成為一個

血脈相連的生命共同體。因此，學校與社區應有相互依存的關係。 

 

林明地（1999b）基於學校與社區是彼此關聯的看法，認為學校與社

區的關係是：（1）社區是學校輸入學生的來源（2）社區是學校教育過程

的夥伴（3）社區是學校產出畢業生的接受者（4）學校是社區的主要教育

資源（5）學校是社區發展的主要動力（6）學校是社區的文化堡壘。 

 

林明地（2002）又將學校與社區關係定義為：「學校與其內外公眾之間

以相互尊重為立場而進行有計劃、有系統、持續的、雙向的以及真誠的溝



通歷程管理，強調利用溝通媒體、參與、資源互惠、彼此合作、及相互服

務等方式提昇相互瞭解的程度，以使學校運作良好，提高教育品質，獲致

社區與家長居民的支持與協助，並使學校教育能適當的符應社會的需求。」 

 

 

    研究者綜合上述學者看法，歸納學校與社區關係的定義如下：學校與

社區間有互為「資源」、「服務對象」、「工作夥伴」及「生命共同體」的良

好的依存關係，雙方以相互尊重為立場，而進行有計劃、有系統、持續的、

雙向的以及真誠的溝通歷程，強調以參與、資源互惠、彼此合作、及相互

服務等方式提昇相互瞭解的程度。學校主動對社區表示友善、認識社區、

運用社區的資源，從事社區服務，並獲致社區與家長的支持與協助，以使

學校教育運作良好，並使學校教育能適當的符應社會的需求。」 

 

三、社區參與的意義： 

家庭、學校與社區的性質在許多層面上有許多不同，但是為學齡兒

童、青少年與弱勢族群學生，提供理想的成長學習環境，則社區所提供的

資源比家庭更為寬廣是不爭的事實。以下分別就家長參與及社區參與二層

面，加以說明： 

 

（一）家長參與的意義 

 

家長參與（parent involvement 或 parent participation）理念，

起源於十八世紀，到了 1960年受到普遍重視。隨著教育改革的推展，家

長參與校務的重要性更為提高（周文章，2002）。國內外有許多文獻，然

因學者對家長參與校務的看法，都因研究對象、目的、地區或立場的不同，

而有不盡相同的看法（吳璧如，1998）。有的主張只要家長關心自己子女

的教育所採取的行動就算家長參與；有的則認為需有特定的活動形式；有

的學者指出是家長參與學校的決定；然而家長參與，也因文化、地區、或

教育階段的差異，而有不同定義。 

 

Epstein 和 Connors(1993)自較廣義的角度來定義家長參與，將其擴

展到學校及家庭以外的社區，認為家長參與是學校、家庭、社區合作關係

的一部份。換言之，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也是社區參與的內涵之一。 

 

陳良益（1996）認為家長參與乃是指家長透過各種方式與學校教師獲

行政人員合作，參與子女教育過程中的各種活動，以求提昇學校效能、促

進兒童的學習與發展。 

 



郭明科（1997）將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廣泛的定義為：「在孩子教育的

歷程中，家長在家或是在學校中參與學校教育的相關活動。」 

 

王威傑（1997）將家長參與的定義歸納為：「所謂家長參與市家長基

於本身的權利與以物，透過與學校及教師的合作，並運用各種可能方式，

提昇學校行政效率及協助學生學習與成長。」 

林明地（1999）表示家長參與係指任何足以讓家長加入教育過程的活

動形式，此種參與包括在學校內、學校外或家中進行。 

 

林俊塋（2001）認為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係指家長在塑造子女良好的教

育環境，使子女有健全的發展前提下，基於本身能力與意願，以不同方式

與學校合作，在整個子女的學校教育歷程中共同參與。 

 

何瑞珠(2001)指出家長透過參與學校事務,跟來自不同社經背景的家

長建立以學校為基礎的社會網路，是建構社會聯繫及建構一個互相扶持的

社區意識。由此可知：家長是社區中的一份子；家長的共識，足以形成社

區意識，社區意識也會影響學校教學的品質與方向。 

 

侯世昌（2002）指出家長參與學校事務係指家長基於對教育事務的關

心，以個人方式或結合社區、團體，於學校或家庭中參與的所有與自我成

長或學生學習有關的一切教育活動，都屬於家長參與，包括家長到學校參

與教育活動、在校外或家中協助子女進行學習活動、或結合社區團體所進

行有助於教育活動及學生學習的行為或活動。 

 

陳慶雲（2004）歸納「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定義界定為：「家長基

於促進子女學習活動的推展及提昇子女學習的成效，與教育人員共同合作

所參與的各種活動。」 

 

研究者綜合上述學者說法歸納家長參與的意義如下：「家長參與學校

教育係指家長透過不同的管道及方式，參與子女教育過程的各項學習活

動。自起點言，在塑造子女良好的教育環境，使子女有健全的發展前提下，

基於本身能力與意願，而非強迫性，但需受到規範。就參與內容言，家長

參與學校行政、教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表現、促進學校與家長互動關係，

並提供經費、人力等資源；就目的言，並使學校與學生家長獲得密切聯繫，

共謀學校發展。」 

 

（二）社區參與的意義 

 



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schooling 或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schooling）的關係中，社區參與對學校提供

的資源，必定較家長參與所提供的資源更為寬廣。若只強調以社區或學校

為主體，都可能忽略另一方，而影響社區與學校的整體發展，亦即學校如

未能獲得社區資源的協助，學校教育的功能將受到限制，學校效能難以提

昇；社區如未能獲得學校主動的協助，社區參與以及社區發展將有阻礙，

社區的需求及社區生活品質的提昇也將無法達成。 

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協會認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可使學校、社區相

互結合，彼此資源互通，成果共享；學校教育仰賴社區的合作與支持，兩

者之間有互相依存的關係。（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協會，1995；蔡祈賢，1997；

林振春，1997） 

 

秦秀蘭（1999）所認為社區參與理念，係以學校與社區資源共享為重

點，並指出：「社區參與理念，學校首先完整規劃出社區活動空間與教學

空間，方便社區人士進入校園，充分使用學校資源空間、設備，進而關心

學校校務，提供家長的物力與人力資源，協助學生的教學指導與社團活

動，形成一種家庭－學校－社區－合作關係，以提昇學校經營績效，親師

間、學校與社區間形成一種良性的互動。此時，學校不再視社區為單純的

文化刺激不足者，而是將社區視為『友伴關係』，共同協助、共同成長。」 

 

柯智焰（2001）指出社區參與應是社區與學校在平等、互助及互惠關

係中，彼此建立支持、協助及互動的管道，充分利用社區與學校的資源，

規劃參與學校教育活動，提昇教學品質，以促進學校教育與社區的健全發

展。 

 

黃瓊慧（2002）指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前提是學校教育必須主動積

極與社區互相配合，善用社區豐沛的資源，共創優質的學習環境，以提昇

學校的教育品質。而社區資源包括：人力資源（社區義工爸媽、學有專精

人士）、自然資源（社區古蹟、特殊景觀）、 技術資源（國民就業中心、

民間企業）、組織資源（鄉公所、警政單位）、社會資源（福利機構、圖書

館、醫療單位）、財力資源（民意代表、家長會、工商團體）。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社區參與的意義係指：「學校與社區是在平等、

互助互惠及互相交流的原則下,學校主動結合與利用社區內的人力、物

力、財力以及組織、機構等資源，共同規劃和參與一切與學生學習有關的

教育活動，以提昇學校效能，同時也促進社區意識、社區文化的健全發展。」 

 

三、社區參與的重要性 



 

社區參與的重要性，有些研究自教育改革的觀點去探討，也有的對學

校的正面功能去探討，茲將各學者的觀點說明如下： 

 

Comuntzis（1996）指出：社區家長積極參與學校活動，將對學校、

家庭與社區形成多重影響，若能將學校、家庭與社區力量結合在一起，將

有助於形成正向的學校氣氛，也將有助於學校效能的提升。 

洪福財（1996）認為家長參與將能對學校教育發揮五項功能： 

（一）幫助教師瞭解學生需求（二）建立家長對學校的信任（三）增加學

校的社區資源（四）豐富教師的教學經驗（五）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郭明科（1997）指出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受重視原因：（一）社會的多

元化，以往家庭與學校壁壘分明的關係受到揚棄（二）教育危機出現，學

校開始思考如何與其他機構共同分擔教育經驗（三）全面絣值管理風潮興

起，導致學校教育的顧客（家長與學生）受到重視（四）科成極權的教育

行政體制缺乏改革的能量，有家長參與的學校本位管理較能適應當前社會

的需要（五）關起門來辦教育已經落伍，學校公共關係受到重視。 

 

侯世昌（2002）進一步認為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重要性有以下六

項： 

（一）幫助家長瞭解學生在校學習狀況（二）有利於學校政策推動、提昇

學校效能（三）建立家庭與學校間的聯絡網（四）豐富學校教學資源、激

勵行政革新及教師專業成長（五）提昇學生學習成效、減少學生問題行為

（六）社會多元化與民主化的促進。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社區參與的重要性歸納如下：「社會多元化之

後，學校、家庭與社區合作關係的必要性增加，社區參與學校教育除豐富

學校教學資源、提昇學生學習成效、建立家庭與學校間的聯絡網、建立家

長對學校的信任、幫助家長瞭解學生在校學習狀況、並有利於學校政策推

動及提昇學校效能；學校也因為獲得更多來自家庭、社區與社會力量的支

持，可使得教育改革的資源更豐富，並且能化解教育改革過程中來自家長

或社會上的阻力，進而凝聚社區的意識，提昇學校教育的目標與學校效

能。」 

 

貳、社區參與學校教育的角色與模式 

 

    在民主、開放、多元的社會中，經營學校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必須

敞開校門，努力建立與社區的良好關係，並積極爭取社區無限的資源，才



能順利推展校務，進而提昇學校教育的品質；至於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社

區所扮演的角色及參與的模式，國內外學者已有不同的觀點，研究者分別

加以說明如下： 

 

 一、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角色 

 

    學校是社區的一部份，學校與社區居於平等、互惠、互利原則下、學

校有責任讓社區人士透過不同的管道，以瞭解學校概況；而學校也應深入

瞭解社區所擁有的人力、物力、財力、組織、關體團體等資源，以利推動

校務運作。至於社區參與學校教育應扮演何種角色，由於目前國內外文獻

對社區參與的角色，大多以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文獻較多，事實上，實際

參與者家長所佔比例是最重的，因此許多是自家長參與的文獻，作為社區

參與立論的基礎。 

 

國內外學者看法不一，有的認為家長參與所扮演角色，可從積極主動

參與作決定到消極被動的支援，或自家中到學校協助子女、教師或學校分

別扮演不同角色，茲說明如下： 

 

Greenwood 和 Hickman  (1991) 認為家長參與學校教有六種角色，

即聽眾、子女的教師、學習者、班級義工、輔助性的專業人員、決策者。 

 

Berger (1991) 認為家長參與所扮演角色，從積極主動參與作決定到

消極被動的支援，可包含五個層次：一、家長是家庭及學校積極的合作者

及教育的領導者；二、家長是學校校務的決定者；三、家長是學校義工或

員工；四、家長是家庭及學校的聯絡者；五、家長是學校教育目標的支持

者。 

 

Berger(1995)進一步對社區與學校合作關係中的家長角色做了以下

五種的區分(如圖 2-1)： 

1.旁觀者：家長只是觀察學校在教育過程中如何對待其子女，但也可

能會同時採取其他角色。 

2.臨時義工：家長扮演學校輔助的或是臨時的義工，提供所需的服

務，但只適合於特定時間與活動，如辦理活動招待。 

3.志願的或支薪的資源提供者：家長提供學校資源，可能是自發性

的，也可能由學校支薪聘請。 

4.決策者：家長可透過各種組織來參與學校教育與政策制訂。 

5.自己子女的教師：家長藉由參與學校教育，可以加強其子女的非正

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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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家庭與學校互動中家長的角色 

備註：資料來自 Parents as partners in education : Families 
and schools working together ( 4th ed. ). Berger , E. H. (1995), 
Englewood Cliffs, NJ:Merrill Prentice-Hall p129. 

 

 

 

 

 

 

Chrispeels（1996）分析家庭、學校、及社區再在其合夥關係中扮演

五種較色，由上而下分別是：一、共同溝通者 ( co-communicators )；

二、共同支持者(co-supporters) ；三、共同學習者(co-learners)；四、

共同教學者(co-teachers)；五、共同倡導者(co-advocates)、共同諮詢

者(co-advisors)、共同決策者(co-decision-makers)。 

 

陳良益(1996)指出家長在學校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五種，包括：學

校的旁觀者、支持者、協助者、倡議者、以及決策者。 

 

黃凱霖(1995)指出家長參與的角色，可從家庭層面、學校層面及社區

層面分類為十一種角色。在家庭層面上，家長是指導者、溝通者、期望者、

聽眾、管理者、安排者；在學校層面上，家長是決策者、學習者、支持者、

義務工作者、；而在社區層面上，家長則是聯繫者。 

 

林明地 (1999b) 將家長參與的類型分為七類：親職教育、面對面溝

通、藉由文字溝通、擔任義工、支持學校、在家教導小孩，以及代表他人，



協助學校與社區關係和協助教學研究。 

 

楊巧玲(2000)指出英國的家長在學校教育中被賦予的角色有三： 

(一)家長是問題 ( parents are problem )：家長被分類為過度關心

與絕對冷漠兩大類，且對學校和教師都構成問題。家長被視為學校教育的

反作用力，是學校與教師要施以教育並極力矯正的對象。因此，家長只是

參與學校所辦理的活動，以增進對學校的瞭解與支援。 

(二)家長是夥伴 ( parents as partners )：家長可以是教學上的夥

伴，也可以是行政上的夥伴。前者是指家長在家中協助子女學習，以提昇

學習效果；後者是指有限的家長參加學校行政管理組織，以影響學校決策。 

(三)家長是消費者 ( parents as consumers ) ：強調以競爭的市場

為機制，給予家長更多的選擇。因此，家長透過學校所提供的各種資訊，

選擇適合子女所就讀的學校。 

 

陳慕華（2002）歸納整理出家長參與的角色為資訊接受者、意見支持

者、活動協助者、教學合作者、倡議決策者及社區營造者共六種角色。而

且愈上層的角色，扮演的人數愈少。 

 

研究者根據以上學者論點，並配合國內教育環境，分別就參與的態度

(從消極被動到積極主動)、參與的內容(從接受資訊到計劃決策)、以及參

與的場所(從家庭、學校到社區)三個面向，將社區參與的角色歸納如下：  

     

(一) 訊息接受者:家長接獲學校通知，了解孩子學業進步及上課出、缺

席及學校活動情形，家長參與是透過學校單方面的溝通而接受訊

息，並不參與學校事務。 

(二) 家庭教育者：家長參與家庭中與學校課業有關的教育活動，如指導

孩子做功課、輔導孩子參加才藝課程或課外活動等。 

(三) 活動支持者:家長對於學校的活動或決定，通常只是事後被知會，

而非參與決定。在學校，家長只參與特定的活動，如運動會、親職

教育座談會、教學參觀日、畢業典禮等。  

(四)活動協助者:家長參與的態度已較主動，通常只參與特定或支援性的

事項，如親職教育活動、擔任義工(圖書義工。交通導護義工)等，

以協助學校解決問題。家長參與的場所，已由家庭進入學校。 

(五)主動溝通者：家長主動打電話或到校請教學校或教師有關學生學業

學習、行為表現、人際互動衝突、出席情形等，以了解如何配合教

師指導學生進行學習。 

（六）共同學習者:家長是學校的夥伴，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家長與教

師共同學習，接受如何教育子女的課程，共同努力解決學生的問



題。合作內容，較偏重於教學方面，也參與與教學有關的行政事項，

如協助教師教學準備、佈置教室、活動攤位場地佈置等之準備與實

施。 

(七)政策決定者:此種家長參與的態度相當主動，參與內容較合作者為

廣，家長出席學校會議，表達家長的立場或對學校的建議，甚至參

與學校規章如學生獎懲制定的訂定、課程與教科書選擇、教師與教

職員工的甄選與聘用、經費的支持與運用等，攸關校務發展，但通

常只限於少數家長。 

(八)社區經營者:家長主導扮演學校與社區的結合，諸如主動整合社會資

源充實設備、向社區宣導學校理念及與學校合作辦理社區活動等，

都是家長參與的內容。 

（九）教育選擇者：家長透過為子女選擇學校，來影響學校校務計畫發

展、編班政策與學校行政效能。 

 

二、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模式 

 

有關家長參與的類型，國內外學者專家研究的著眼點個不相同，有的

自家長參與的角色來分析，也有學者建立不同的模式。這些研究間，彼此

不排斥，而是有互補相通之處（陳慕華，2002）。家長與學校互動的方式

影響家長參與效能，為了使家長更樂於參與，並提升參與的功能，尋求建

構理想的參與模式是必要的。以下學者論點大抵仍以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

文獻，作為立論基礎。茲以學者研究的不同模式說明如下： 

 

吳迅榮（2001）從家長參與的範疇、性質、關注要點等，將家校合作

的模式分為六個層次： 

（一）家校雙向溝通：家長有權了解學校如何教育其子女，並且有責任

提供資料予學校，以求達到協助學生學習的目標。 

（二）協助子女學習：家庭教育必須與學校教育配合，在家督導子女學

習、與子女交談等，均有助於子女的學習。 

（三）參與家長組織與活動：參與家長組織與活動有助於家長認識和參

與學校教育。 

（四）協助學校運作：包括舉辦課外活動和親子旅行、協助整理圖書、

維持學生秩序等工作。 

（五）諮詢校政：家長可透過家長會反應意見，亦可在校務會議、班親

會中反應對學校的興革與建議事項。 

（六）參與決策：家長成為學校管理委員會成員，直接參與決策。 

 

Martin 與 Ranson（1997）提出包含學校與家長雙方觀點的發展性合



作關係模式，包括四個階段： 

（一）依賴（dependence）：此階段家長是被動的，其基本假定為一種說

教式的學習關係。 

（二）成員關係（membership）：學校及教師扮演促進者的角色，以支持

家長對子女學習的貢獻。 

（三）互動（interaction）：此階段學校期望並鼓勵家長積極參與學校

生活，視家長為互補的教育者，雙方共同努力發展出對學校某一特

定政策的理解。 

（四）合夥關係（partnership）：此階段更進一步行成某種程度的正式

組織，以界定權利與義務、釐清角色、程序和共同的責任及協商決

策等。 

 

侯世昌（2002）綜合學者觀點，指出家長參與的模式歸納為：保護

的模式、專家模式、傳送模式、課程豐富模式、消費者模式、夥伴模式

等。 

 

綜合學者意見，研究者認為社區參與的模式歸納如下： 

（一）保護模式：此模式係將老師與父母間的功能加以區分，避免兩相

競合。 

（二）依賴模式：家長的專業知識不足，在此階段僅能依賴教師對其子

女的教導。 

（三）專家模式：家長僅站在接納其等孩子的教育資訊的角色，老師仍

擁有控制決定權。 

（四）傳送模式：此階段教師仍有控制與決定權，但承認家長在促進兒

童發展上為有利資源。 

（五）課程豐富模式：親師間互動頻繁，讓家長提供重要的專家見解及

寶貴意見，及親師間在課程材料運用相互合作，主動參與學校活

動，利用此資源，增加親師間彼此成長學習機會。 

（六）夥伴模式：教師和家長之間最適當的關係模式，即教師為教育專

家；家長為自己孩子的專家，彼此間貢獻不同的力量；相互扶持、

雙向溝通、共同決策與互相學習成長是重要的要素。 

（七）消費者模式：家長認為自己是教育服務業的消費者，當教師角色

是提供相關資訊和可選擇的意見項目時，家長即擁有控制決策

權，此模式易讓教師對其專業責任放棄。 

（八）選擇權模式：家長在此階段擁有為其子弟選擇學校的教育選擇

權，並影響學校編班方式、升學輔導方式、政策制定及學校特色

發展，並間接影響導師安排與聘用。 

 



 

 

參、社區參與學校教育的方式與內容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方式與內容十分廣泛，世界各國社區參與學校教

育的方式與內容，在參與的程度上不盡相同；台灣自推動教育改革以來，

與家長參與有關的相關法規，已陸續訂頒，如教育基本法等，使家長參與

的方式與內容，更趨於多元化，舉凡協辦學校活動、擔任學校義工、參與

教學活動、參與校園規劃、校務發展、校務會議、與學校共同舉辦活動等、

參與教師甄選、校長遴選、參與教科書選擇或以經費贊助學校充實設備

等，皆是常見的方式或內容，而不是如過去家長或社區人士只是捐錢而

已。學校與社區的互動關係，就教育政策而言，87 至 90 學年度教育部發

展「小班教學精神」、「國中小九年一貫課程」，更特別強調社區家長的參

與，以協助學校發展並改善教學環境。以下就社區參與學校的教育方式和

內容作一分析： 

 

一、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方式： 

 

  國內、外學者對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方式，可以正式或非正式、或擔

任義工、或到校演講、或參與校務決定、出席會議、擔任教學協助者或支

持者，以下學者論點大抵仍以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文獻，作為立論基礎。

茲分別說明如下： 

 

Kevin(1984)認為家長參與校務的方式分為兩大類，即「協助(assist)

工作」及「支援(support)工作」。「協助工作」指協助教師教學活動及其

他事務性工作，「支援工作」則是指依家長的學經歷及專長，進行教師、

家長間的合作參與。 

 

Davies(1987)認為家長可以有下列四種方式參與學校的運作:(一)以

「共同生產(co-production)」的方式參與:家長不再是消極接受訊息的角

色，而是以積極的方式參與學校的事務，扮演合作的角色，幫助學校更有

效地教導學生，提高學生的學習成就。(二)以「作決定 ( decision 

making )」的方式參與:此一方式係家長認知到其有權利影響那些有關他

們子女教育的決定，因此多透過較正式的團體(如家長會)或會議(如學校

會議)，參與學校各項計畫或方案、政策，乃至決定預算、課程、人事等

有關作決定的層面。 (三)以「倡議(advocacy)」的方式參與:家長透過正

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以個案、班級或團體等倡議方式，表達其對學校教育

有關事務的意見。(四)以「家長選擇(parent choice'」的方式參與:由於



家長有權選擇子女就讀的學校，因而有機會表達其對學校的看法或參與學

校事務，以影響學校的政策決定。 

 

鄭熙彥 (1985) 認為學校提供社區七種參與學校教育之方式：1、參

與學校計劃的規劃；2、參與學校重要決策的形成歷程；3、藉社區溝通的

管道，將社區的資料傳達給學校；4、組成研究團體協助學校解決問題；5、

協助學校規劃教育活動；6、對學校提供經費支援；7、評鑑教育活動的成

效。 

 

謝文全 (1993) 提出學校運用社區資源的方式有七：1、邀請社區人

士擔任學校義工；2、請社區人士演講或協助教學；3、請社區人士擔任顧

問供諮詢；4、利用社區實施校外教學；5、請社區捐助經費設備與物品；

6、與社區廠商機構實施建教合作；7、請社區專業機構提供支援或諮詢。 

 

陳良益(1996)認為家長參與的方式，可依組織或個人、正式或非正式

二個基準，區分為四種參與方式，分述於下: 

 

(一)正式的組織參與:所謂正式的組織是指依據法律、風俗或相互同意的

組織，例如教育董事會、親師協會、家長會等。家長可以透過這些

組織制定學校政策與計畫、提出建議、協助訂定課程。參與學校人

事甄選等。 

(二)非正式的組織參與:常見的非正式組織有家長所組成的社區團體，通

常扮演的是倡議的角色。這種參與雖沒有嚴謹結構，但對於改變學

校計劃與政策卻常有相當的效果。 

(三)正式的個人參與:是指個人基於法律或公眾的認可，正式的參與學校

的相關事務。例如:個人可透過投票來決定對校務的看法，或是直接

與學校教師們溝通。 

(四)非正式的個人參與:家長可透過向報章雜誌投書，或是利用小傳單來

表達其對學校的看法，此種方式雖然間接，但仍可引起學校行政人

員的注意，進而影響學校決策。 

 

林明地 (1999c) 認為學校運用社區資源的主要方式有：1.邀請社區

人士擔任顧問、演講、協助教學或參與學校各項計劃；2.利用社區實施校

外教學；3.請社區人士捐助經費設備物品等；4.與社區組織團體合作，共

同提出教育方案；5.請社區組織團體成立諮詢或支援小組。 

 

研究者綜合國內外學者論述，分析歸納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方式為：

「從學校的角度而言，鼓勵社區家長可以透過正式的組織參與、非正式的



組織參與、正式的個人參與以及非正式的個人參與方式，來參與學校教

育。其作法包含：1.參與校務計劃提供意見。2.協助校園規劃、認養校園

花木，綠化、美化校園。3.協助學校資源回收再利用。4.協助維修學校設

備。5.贊助經費或共同規劃辦理活動。6.參加親職活動。7.擔任交通導護

義工，維護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8.擔任學生社團指導老師。9.協助規劃

鄉土教學課程。10.協助參與課堂教學及輔導課業落後的學生。」 

二、就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內容而言 

   

  學校教育活動與事務不勝枚舉，諸如學校校務發展的制定、學校環境

整體規劃、課程教材設計、學生輔導、人事聘任、經費預算等，而國內外

社區與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程度並不一致，以下學者論點大抵仍以家長參

與學校教育的文獻，作為立論基礎，茲分別敘述如下： 

 

Chavkin 和 Williams(1987）從教育合夥人的觀點，提出家長參與學

校教育的內容包含下列幾項:一、決定家庭作業的份量;二、選擇班級的懲

戒方式;三、選擇如教科書或習作等的學習教材;四、有權決定子女在特殊

教育的安置;五、評量子女的學習成效;六。聘任及辭退校長及教師的職務;

七、決定學校預算的優先順序;八、決定各項課程內容的比重;九、參與其

子女有關的懲戒決定。 

 

Fullan(1991)分析家長參與的內容，認為可分為兩大類，第一類為「教

學方面的參與(instructionally related involvement) J，包括家長參

與教室內活動、協助教師教學等;另一類為「非教學方面的參與

(instructionally related involvement)」，包括教育政策宣導。義工服

務等。 

 

鄭熙彥（1985）對社區家長在參與學校教育的內容，歸納如下：1.學

校教育目標的擬定 2.制定學校教育計劃與策略 3.影響學校的計劃與活

動： 4.評鑑學校教育的成果 5.提供發展學校教育的經費。 

 

林義男(1992)進行國民中學家長參與的研究時，採廣義的概念界定家

長參與的內容為:參與學校決策的態度、參與學校與家庭的溝通、對學校

政策與教學措施的安排、參與家庭作業的完成、參與考試的活動、參與休

閒活動的安排、及參與功課的安排等，共計七項。 

 

黃凱霖(1995)將家長參與的行為內容歸納為三部分:一、直接的參與:

亦即家庭層面的參與，包括指導子女家庭作業。指導子女閱讀、與教師溝

通聯繫、子女作息時間管理等。二、非直接的參與:亦即學校層面的參與，



包括參加學校活動、擔任學校委員、提供建議、擔任義工等。三、社區資

源的聯結與應用;如充分利用圖書館、博物館等其他社會資源。 

 

陳良益(1996)在其研究中，將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內容歸納為六大範

圍，包括:政策方面的參與、教學與課程方面的參與、訓導與輔導方面的

參與、總務方面的參與、人事決定方面的參與、公共關係方面的參與。 

 

陳麗欣與鍾任琴(1997)將家長參與校務的 68 種工作項目區分為 11

項，分別是校務發展計畫、人員甄選考核、經費支援、課程教材及協助教

學。作業指導、教學資源管理及製作、休閒及教學充實、校園安全及秩序

維護、生活輔導及協助、學校及社區聯絡、以及學校事務性工作。 

 

吳璧如(1997)則認為家長參與的類型有三大類，分別為:一、非傳統

的家長參與:包括擔任義工父母、參加家長委員會、協助籌募校務基金或

支援教材、參加有關學校決策委員會、及提供可利用的社區資源等。二、

傳統的家長參與:包括參加親師座談會、檢查家庭作業、告知學校訊息、

瞭解學業成績評分方式、指定親子互動作業、及書面通知等。三、與孩子

直接相關的溝通:包括協助瞭解孩子的身心發展情形、告知孩子在校情

形、及相互聯繫等參與技巧。 

 

秦秀蘭(2001) 提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三種類型：1.社區對學校生

活教育的參與 2.社區對教學工作的參與 3.社區對學校規劃的參與。 

 

陳慕華（2002）整理學者的論點，歸納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內容包括：

「校務發展與規劃」、「校園建設與美化」、「人事遴聘與評鑑」、「教學活動

與教材」、「學生管教與輔導」、「與社區關係營造」等六項。 

 

由於教育本身內容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導致社區家長參與的內容與類

型亦因學者觀點的不同而有解釋上的差異。研究者就以上中外學者對社區

參與學校教育的內容，大致歸納為六項層面：校園建設、校務計劃、人事

遴聘、教學活動、學生輔導、社區支持等，茲敘述如下：  

 

(一)校園建設:包括參與校園的整體規畫、校舍修建工程的控管、配合教

學空間設計、學校環境美化、學校設備的維修、廢棄物處理等。 

（二）校務計畫: 包括參與校務發展計畫、學校教育特色的確定、校務會

議的出席、校務興革意見的提供、支援行政推動、重視家長會議等。 

(三)人事遴聘: 包括參與校長的遴選、校護、警衛、教職員工的聘任、

有關主任組長聘用、意見的提供、班級導師的安排或爭取擔任甄選



委員等。 

(四)教學活動:包括參與督導子女作業與成績單、協助教師教學準備，教

學資源的提供、培養子女讀書興趣、參加升學座談、校外教學活動

的實施、導師班級經營的協助、家中為子女佈置讀書環境等。 

(五)學生輔導:包括參與輔導學生課業壓力、異性交往、行為偏差、瀕臨

中輟、協助預防意外事件、維持班級常規、鼓勵生活常規良好等。 

（六）活動與經費支持:社區家長以經費贊助學校、擔任學校義工、與學

校共同辦理活動與成長課程、對學校教育理念的支持、協助爭取學

校補助款等。 

而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內容一覽表歸納如表（2-1）： 

表 2-1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內容一覽表 

研究者年代 校園建設

層面 

校務計劃

層面 

人事遴聘

層面 

教學活動

層面 

學生輔導

層面 

社區支持

層面 

Earth(1978) 設備的擴

充 

對學校教

育人員相

關訓練的

政策 

教師與校

長的聘任

學校的財

務管理 

 教科書的

選擇 

學校課程

  

Sumption 與 

Engstorm （引自

鄭熙彥，1985） 

 學校教育

目標的釐

定 

學校教育

計劃與策

略 

學校的計

劃與活動

學校教育

的成果 

   提供發展

學校教育

的經費 

Chavkin 和

Williams(1987) 

 有權決定

子女在特

殊教育的

安置 

決定學校

預算的優

先順序 

聘任及辭

退校長及

教師的職

務 

決定家庭

作業的份

量 

評量子女

的學習成

效 

決定各項

選擇班級

的懲戒方

式 

參與其子

女有關的

懲戒決定 

 



課程內容

的比重 

Fullan(1991)  教育政策

宣導 

家長參與

教室內活

動 

協助教師

教學 

  義工服務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表 2-1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內容一覽表(接前頁) 

研究者年代 校園建設

層面 

校務計劃

層面 

人事遴聘

層面 

教學活動

層面 

學生輔導

層面 

社區支持

層面 

林義男(1992)  參與學校

決策的態

度 

對學校政

策措施的

安排 

 

 教學措施

的安排 

參與家庭

作業的完

成參與考

試的活動

參與功課

的安排 

參與休閒

活動的安

排 

參與學校

與家庭的

溝通 

黃凱霖(1995)  參加學校

活動 

擔任學校

委員 

提供建議

擔任義工

 指導子女

家庭作業

指導子女

閱讀 

與教師溝

通聯繫 

子女作息

時間管理 

充分利用

圖書館、

博物館 

陳良益(1996)  政策方面

的參與 

總務方面

的參與 

人事決定

方面的參

與 

 教學與課

程方面的

參與 

訓導與輔

導方面的

參與 

公共關係

方面的參

與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表 2-1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內容一覽表(接前頁) 

研究者年代 校園建設

層面 

校務計劃

層面 

人事遴聘

層面 

教學活動

層面 

學生輔導

層面 

社區支持

層面 

陳麗欣與鍾任琴

(1997) 

校園安全

及秩序維

護 

學校事務

性工作 

校務發展

計畫 

人員甄選

考核 

 

課程教材

及協助教

學 

作業指導

教學資源

管理及製

作 

休閒及教

學充實 

生活輔導

及協助 

經費支援

學校及社

區聯絡 

吳璧如(1997)  參加有關

學校決策

委員會 

參加家長

委員會 

參加親師

座談會瞭

解如何檢

查家庭作

業 

瞭解學業

成績評分

方式 

指定親子

互動作業

學生學習

內容 

協助瞭解

孩子的身

心發展情

形 

告知孩子

在校情形 

擔任義工

父母 

協助籌募

校務基金

或支援教

材 

提供可利

用的社區

資源 

告知學校

訊息 

秦秀蘭(1997)  學校規劃

的參與 

 教學工作

的參與 

生活教育

的參與 

 

陳慕華（2002） 校園建設

與美化 

校務發展

與規劃 

人事遴聘

與評鑑 

教學活動

與教材 

學生管教

與輔導 

與社區關

係營造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肆、國內、外社區參與學校教育現況 

 

本節將針對國內、外社區參與學校教育概況作一論述，在國內方面，

就我國國家教育權壟斷的時代背景、國家教育權壟斷的學校組織設計、控

制體系的鬆動與民間教育改革團體的興起、體制內對民間教育改革團體的

回應、相關教育法令修正案等向度分別論述；在國外部分就英國、美國及

日本等國家的社區參與學校教育概況說明之。 

一、國內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發展 



 

王揚智（2004）指出國內社區參與學校教育概況係針對在民國三

十八年政府遷臺至目前教改聲浪及政府的回應及法令修正的時代背景

加以說明。 

（一）國家教育權壟斷的時期：民國三十八年政府來臺處於戡亂與戒

嚴時期，臺灣人民參與教育的力量受到壓抑與控制，父母教育

權不彰甚被遺忘，造成家長認為父母的教育權僅止於家庭。 

（二）國家教育權壟斷的學校組織設計：在國家教育權的壟斷下，學

校組織呈現較為封閉式的組織，忽略學習者之主體性及家長對

其子女的教育權，亦未提供社區居民參與學校教育的機會與決

策空間。 

（三）控制體系的鬆動與民間教育改革團體興起的時期：解嚴後，臺

灣人民教育水準提高，民主聲浪興起，人民透過教育、文化、

政治等層面，爭取權利或表達不同聲音，許多民間團體以關懷

教育為主題，試圖以體制外的力量推動體制內的教育改革，而

（社區家長參與社區教育）即是為了保障學童的主體性而產

生，其中推動家長參與學校教育有關的團體有：主婦聯盟、臺

北市家長協會、人本教育基金會、410 教改聯盟等。 

（四）體制內對民間教育改革團體回應的時期：體制內教育行政與立

法單位，對體制外民間教育改革團體推動（家長參與學校教育）

訴求之回應，包括教師法的訂定，規定教評會應包括教師代表、

學校行政人員代表及家長代表等各一人，此法令已充分尊重父

母教育權的展現。政府對 410 教改運動的回應，於 83年 9 月成

立「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並向行政院長提出諮議報告

書，其中有關家長參與的內容有：1.加強家長與社區的結合：

國民中、小學應調整學校經營理念與當地社區就教育場所設

施、人力資源、教育內容、活動型態和學習計畫與社區社會交

流整合，建立生活化的學校和校園化的社區。2.調整中小學的

經營策略，建議學校設置「學校諮議委員會」，由地方教育督學、

教師、家長、社區人士及校長共同組成。 

（五）相關教育法令頒布時期：自 84年迄今 94年，相關法令如「教

師法」、「國民教育法」、「教育基本法」等皆陸續發佈，近二年

「家長參與教育法」草案，行使七種型態，包括：資訊請求權、

教育選擇權、申訴權、組織團體權、異議權、參與決定權及監

督權等正訂定中。 

 

二、國內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相關法規 

 



    世界各國在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及社會多元化等之先進國家，

社區家長參與學校事務已行之多年，台灣在民國 80年代推動教育改革

後，也開始重視社區家長參與學校事務得權利，是以在訂定相關教育法

令時，多重視社區家長的教育參與權，茲舉例分述如下： 

 

目前之教育法令，包括「教師法」、「國民教育法」、「教育基本法」、「教

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特殊教育法」、「學生輔導與管教辦法」等，均將

學生家長與社會關心教育人士，參與學校及地方教育事務，明訂於法條中。 

 

教師法於八十四年八月頒布實施，經八十九年七月局部修正，其中條

文均明確規定家長會代表可參與教師評審委員會（簡稱教評會）聘任教

師。陳慕華（2002）指出這使得家長參與校務、對教師人事遴聘參與等有

更具體的法源基礎，同時也開啟了家長、教師及學校行政三方面的互動關

係。但是值得省思的是：家長會代表一人參與較評會，是否流於形式上的

參與？家長會代表的產生方式是家長會選（推）舉、指派、自願方式？或

逕由家長會長擔任？其實際參與的情形與現況值得研究與瞭解。 

 

國民教育法增修訂條文於八十八年二月三日公佈，第九條規定國民

中、小學校長須要經過遴選委員會遴選後聘任，其中「遴選委員會應有家

長會代表參與，其比例不得少於五分之一。」（第九條第六項）此項條文

明示家長會代表可以參與學校校長的遴選。而第十條也有規定家長會代表

為學校「校務會議」當然的法定成員。這兩項條文的規定不僅保障家長參

與校務的機會、同時提昇家長參與的層級由技術性事務到對學校的教務、

訓導、總務、輔導等行政事務提出建議、看法或政策性原則的決定。另外

可參與校長的遴選，更擴大了家長參與「人事遴聘」的內容。但是值得進

一步瞭解的是其實際參與「校長人事遴選」、「校務發展訂定」、「出席會

議」、「提出興革意見」等情形。  

 

教育基本法於八十八年六月三讀通過並且頒布施行，該法共有十七

條。重要內涵包括：教育經費的保障方式、家長教育權的行使、教育中

立原則的規範、鼓勵私人興辦教育、等。該法第八條第三項條文規定：

「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女的責任；並得為其子女知最佳福

祉，依法律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參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利。」這

項條文明示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擁有兩項教育權，一為選擇權，另一

為參與權。此條文具有兩項重要意涵：穩固家長參語法元的基礎，同時

家長參予已正式納入學校經營體系，值得教育人員（校長及教師）深思。

但在實際參與執行面、以及家長實際參與對教育機會公平、對教師專業

自主應響、以及如何取得學校行政、教師、家長互動的平衡點？仍是值



得加以研究。 

 

研究者將相關法規內容條文整理如下表 2-2： 

表 2-2 與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相關法規 

法規 時間 法規條文內容 

教育基本法 

第八條 

88年 06 月 23 日 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女

責任：並得為其子女之最佳福祉，

依法律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

參與學校教育的權利。 

教育基本法 

第十條 

88年 06 月 23 日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設立教育

審議委員會，成員應包含教育學者

專家、家長會、教師會、教師、社

區、弱勢族群、教育及學校行政人

員代表；其設置辦法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定之 

教師法 

第十一條 

84年 08 月 09 日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應包

含教師代表、學校行政人員代表及

家長會代表一人。其中未兼行政或

董事之教師代表不得少於總額二分

之一；其設置辦法由教育部訂定之。

國民教育法 

第九條 

88年 2 月 3 日 縣（市）立國民中、小學校長，由

縣（市）政府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公

開甄選、儲訓之合格人員、任期屆

滿之現職校長或曾任校長人員中遴

選後聘任之。遴選委員會應有家長

會代表參與，其比例不得少於五分

之一。 

國民教育法 

第十條 

88年 2 月 3 日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設校務會議，

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召集主

持。校務會議以校長、全體專任教

師或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職工

代表組成之。其成員比例由設立學

校之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定之。

國民教育法 

第十五條 

68年 5 月 23 日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配合地方需

要，協助辦理社會教育，促進社區

發展。 

資料來源：研究者修改自侯世昌（2002） 



表 2-2 與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相關法規（接前頁） 

法規 時間 法規條文內容 

特殊教育法 

第十二條 

86年 5 月 14 日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應設特殊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

員會，聘請衛生及有關機關代表、

相關服務專業人員及學生家長代表

為委員，處理有關鑑定、安置及輔

導事宜。有關之學生家長並得列席。

特殊教育法 

家第二十六條  

86年 5 月 14 日 各級學校應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家庭

包括資訊、諮詢、輔導、親職教育

課程等支援服務，特殊教育學生家

長至少一人為該校家長會委員。 

特殊教育法 

第二十七條 

86年 5 月 14 日 各級學校應為每位身心障礙學生擬

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並應邀請身心

障礙學生家長參與其擬定與教育安

置。 

特殊教育法 

第三十一條 

86年 5 月 14 日 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為促進特殊

教育發展及處理各項權益申訴事

宜，應聘請專、學者、相關團體機

構及家長代表為諮詢委員，並定期

召開會議。 

為保障特殊教育學生教育權利，應

提供申訴服務；其服務設施辦法，

由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訂之。 

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 

第十一條 

88年 8 月 10 日 鑑輔會依本法第十二條安置身心障

礙學生，應於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安

置會議七日前，將鑑定資料送交學

生家長；家長得邀請教師、學者專

家或相關專業人員陪同列席該會

議。 

資料來源：研究者修改自侯世昌（2002） 

 



表 2-2 與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相關法規（接前頁） 

法規 時間 法規條文內容 

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 

第十三條 

88年 8 月 10 日 

 

申請在家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除

依強迫入學條例第十三條規定程序

辦理外，其接受安置之學校應邀請

其家長參與該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

畫之擬定；其計畫內應載明特殊教

育教師或相關專業人員巡迴服務之

項目及時間，並經其主管鑑輔會核

准後實施。 

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 

第十七條 

88年 8 月 10 日 本法第二十六條所定提供特殊教育

學生家庭支援服務，應由各級學校

指定專責單位辦理。其服務內容應

於開學後二週內告知特殊教育學生

家長；必要時，應依據家長之個別

需要調整服務內容及方式。 

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 

第十八條 

88年 8 月 10 日 參與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之人員，

應包括學校行政人員、教師、學生

家長、相關專業人員等，並得邀請

學生參與；必要時，學生家長得邀

請相關人員陪同。 

社會教育法 

第四條 

79年 10 月 29 日 各級學校得兼辦社會教育，其辦法

由教育部訂之。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第二十一條 

 學校應邀集校內相關單位主管、家

長代表、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依

本辦法之規定，共同訂定學校輔導

與管教學生要點，報請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核定後實施。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第二十二條 

 學校為處理學生獎懲事項，應設學

生獎懲委員會。其組織、獎懲標準、

運作方式等規定，由各校邀集校內

相關單位主管、家長會代表、教師

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訂定之。 

資料來源：研究者修改自侯世昌（2002） 

 



表 2-2 與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相關法規（接前頁） 

法規 時間 法規條文內容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第二十七條 

 學校應成立申訴評議委員會，其組

織及評議規定，除大學與專科學校

自行訂定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由

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邀集家長會

代表、地方教師會代表或教師代表

及相關人員等共同訂定之。 

各級學校辦理社會教育辦

法 

第四條 

72年 06 月 22 日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得依社會實際

需要辦理下列社會教育工作： 

一、開放動場所、集會場所及圖書

閱覽室等供民眾使用。 

二、協助社區民眾舉辦各項體育及

康樂活動。 

三、輔導家庭教育及親職教育。 

四、舉辦有益於改善社區民俗之活

動。 

五、其他有關社會教育事項。 

國民中學九年一貫課程暫

行綱要 

89年 09 月 20 日 三、課程實施（二）課程計畫 課程

發展委員會應充分考量學校條件、

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

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和社區資

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審慎規

劃發展工作並維護成果。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第十五條 

88年 12 月 14 日 社區發展協會應與轄區內有關之機

關、機構、學校、團體及村里辦公

處加強協調、聯繫，以爭取其支援

社區發展工作並維護成果。 

資料來源：研究者修改自侯世昌（2002） 

 

 

台北市國民小學家長協會理事長劉承武（2004）於指出與呼籲社會各

界重視家長參與教育法草案的訂定。家長擁有教育參與權，是本於親權延

伸的自然權利及義務，依教育基本法第二、三、八條明訂，家長得參與教

育事務，教育參與權大略有下列七種行使型態：資訊請求權、教育選擇權、

申訴權、組織團體權、異議權、參與決定權、及監督權。可視個案情況，

基於目的正當及手段的必要性，行使不同程度權利中的任一種權利。 



 

從以上可知，家長參與學校教育是現代教育的必然趨勢，也是學校辦

學成功的必要條件，家長可以是學校教育的合夥人，可以共同決定學校教

育事務、可以參與校園規劃、可以參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可以參與校長

遴選、可以參與教師的評鑑及學校必須與社區發展協會合作共同推展社會

教育⋯⋯，是故透過家長的參與學校教育事務，學校教育的績效必然呈現

更為多元化。 

 

三、國外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現況 

 

國外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概況，以下就英國、美國及日本說明之。 

 

（一）美國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概況 

 

王揚智（2004）指出美國家長參與學校教育（Parent Involvement in 

Schooling 或 Parent Participation in Schooling），簡稱家長參與，該

觀念源起於美國，萌芽於十八世紀初。其發展過程如下： 

（1）全國母親協會（1855年）成立。 

（2）全國家長教師協會（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Parents and 

Teachers，PTA）（1897年）成立。 

（3）1965年美國政府開始「向貧窮宣戰」（War on Poverty）政策，家

長扮演決策者的角色，並成為推動方案成員。 

（4）1991年布希總統發表「美國二千年教育策略」（America 2000An 

Education Strategy），重視草根式的教育改革，以社區和家庭作為改進

教育的基本單位，希望加重成人對孩子的責任感。 

（5）1994年柯林頓總統公布「公元二千年目標：美國教育法案」（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增列「家長參與」目標，將父母參與列為

第八項國家教育目標，即「公元 2000年時，每一所學校將促成夥伴關係

以增進父母的參與」。 

 

在美國家長可透過家長會組織（Parent and Teacher Association）、

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 或 Board of School）及家長顧問委員

會（Parent Advisory Committee）等正式的組織來參與學校教育。 

根據 Engstrom（1966）指出，社區中的個人可透過正式的組織參與、

非正式的組織參與、正式的個人參與及非正式的個人參與。 

 

從上述分析，可瞭解美國學校教育統整及運動社區資源的途徑，乃是

透過社區中的正式與非正式的組織和個人，來參與學校事務或教育活動，



以收群策群力之效（邱婉麗，2003）。 

 

（二）英國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概況 

 

王揚智（2004）指出 1967 以前，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觀念並不普遍，

至布勞頓報告書（Plowden Report），嘗試讓家長與學校開始透過合作方

式來提升子女教育的品質。 

1980年的教育法案要求學校管理委員會須由家長與教師各二位，家長

有法定權利選擇子女就讀學校。 

1986年的教育法案，增加家長代表人數，並要求在課程及學校管理（如

學生紀律管理、教職員任免、性教育推展及禁止體罰）等權利。 

1992年的教育法案規定學校要讓家長每年收到子女學習成果報告

單，包括評量成績及全國性表現指標的比較（林清江，1991）。 

1944年教育法案中規定，每一個中小學均應設立「學校管理委員會」，

成員包含地方教育當局委員、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及校長等。其中家長代

表由家長團體推選，而藉此參與學校的事務。 

 

（三）日本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概況 

 

王揚智（2004）指出日本在 1986年「國家教育改革會議」鼓勵家庭

從學校拿回子女教育的責任，以減輕學校及教師過重的教育責任。1996年

的「第十五次中央會議」，強調學校、家庭與社區間的合作夥伴關係，使

原「以學校為中心」的教育轉為「社區導向」的教育。 

 

日本親師協會對於成員資格隨意，亦無法定權利，也不參與學校事務

決策，只是擔任輔佐學校或教師的角色。 

 

日本傳統思想重視學業功名，教師與學校仍是教育權威與專業性的代

言人，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方式，以擔任協助者的附屬角色居多，對教育

相關事項大多採配合支持態度，較少參與決策。 

 

 

 

 

 

第二節 學校效能理論與相關研究分析 

 



    本節將研究與分析學校效能的意義與特徵、學校效能的研究發展、學

校效能的評量模式、學校效能的評量指標、影響有效能學校的因素、提昇

有效能學校的途徑、與學校效能有關的研究等，茲敘述如下： 

壹、學校效能之意義與特徵 

學校是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組織，如何提升每位受教者的學習效果，

一直是教育研究與改革的重點所在。學校效能的研究自一九六六年的

Coleman 報告書發表以來（吳清山，1992），許多學者紛紛投入學校效能領

域的探討，而根據研究指出，有效能的學校更易達成教學目標。本單元所

要探討內容是討論學校效能的意義，其次說明學校效能的特徵。 

 

一、學校效能的意義 

 

（一）效能定義 

 

吳清山（1992）認為效能（effectiveness）和效率（efficiency）

在組織理論學上有其不同概念。效能是指組織目標的達成，通常非為經濟

層面，它涵蓋的範圍較廣，效率較重視經濟層面。效能的意義與評量是模

糊的，較無法取得專家學者一致的看法，茲列舉幾位學者專家對效能的看

法如下： 

 

Robbins（1993）認為效能是組織目標的達成，而效率是為了達到目

的，所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比值。 

 

吳清基（1989）認為效率和效能是一體兩面。前者強調將組織內人力、

物力、財力及時間作為妥善的分配，重視組織資源運用的投入與產出的比

率，是導向個人目的；後者強調組織資源運用所達成目標的程度，重視實

際產出與期望產出的差距，是導向組織的目的。 

 

蔡培林（1993）認為效能是指成果和目標的關係，強調目標的達成。 

 

劉春榮（1993）認為效能是達成組織目標的方法、步驟或程度。 

曾增福（2004）認為效能是指組織在一定時間內，動員其資源達成預

期目標的程度。 

綜合學者的看法，研究者認為「效能」係指組織運用各種方法、步驟

及資源 

，努力達成組織預期目標的程度。 

 



（二）學校效能的意義 

 

早期對學校效能的研究，大都認為學校可以造成學生學業成就方面的

差異，有效能的學校為學生智育成績優良的學校，智育成績通常以閱讀和

數學兩科的成績為代表。然而這種學校效能的定義，以智育成績優良來衡

量學校效能，明顯過於偏頗，可能迫使學校專注於標準化成就測驗的準

備，而忽視了其他重要的教育目標，如學生健全人格的發展、人際關係的

互動、社會適應能力及解決問題能力的培養。以下列舉國內外學者對學校

效能的看法： 

 

Levin＆Lezotte（1990）認為學校效能是學校能在以下各方面皆能達

成目標：生產性的學校氣氛和文化、學生獲得重要的學習技巧、並適切地

監督學生的進步、教職員發展以實用為取向、傑出的領導、家長的參與、

安排及實施有效的教學、對學生有高度之期望與要求等等。 

 

方德隆（1986）認為組織效能原指組織為達成目標而產生預期的結

果，而學校組織效能則兼顧教師個人的目標與學校組織目標。 

 

游進年（1990）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為達成目的而產生的預期效

果，具有許多普遍而共同的特性。 

 

吳清山（1992）認為學校效能乃是指一所學校在各方均有良好的績

效，包括學生學業成就、校長的領導、學校的氣氛、學習技巧策略、學校

文化價值，以及教職員發展，因而能夠達成學校所預定的目標。 

 

劉春榮（1993）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為達到教育目標、促進教學效

果、強化行政效率、滿足師生需求、促進教育成長及學生良好成就表現的

預期結果。 

 

沈翠蓮（1994）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中校長、老師、家長、學生都

能夠為完成教育目標及為達到學校所預定的目標而努力，使學校獲得良好

績效。 

 

張瑞村（1998）指出學校效能是指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良好的成

績，已達成學校教育目標。學校效能包含多個層面，包括學生學業成就、

校長的領導、學校的氣氛、學習技巧和策略、學校文化和價值、成員發展、

教師工作滿足、學校環境規劃、學校與家長和社區的關係、師生以及家長

的需求等。 



吳宗立（1998）認為學校效能能達成學校育目標，滿足成員需求，發

揮行政績效與促進組織永續發展的程度，因此，學校效能的性質可從學校

組織的心態、動態、生態層面加以分析 

1.就靜態而言，學校效能是達成組織目標的程度。 

2.就心態而言，學校效能是滿足組織成員需求的程度。 

3.就動態而言，學校效能是發揮行政績效的歷程。 

4.就生態而言，學校效能是組織永續發展的程度。 

 

綜合以上學者對學校效能的看法，研究者歸納如下：「學校效能係指

學校中的校長、老師、學生、家長依照學校所設定的目標加以努力，包括

在校園環境整體規劃、行政溝通協調、學校組織氣氛、課程教學安排、教

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關係、社區家長參與及教師工作滿

足等各方面，均能達成預期的教育目標。」 

 

二、學效效能的特徵 

 

學效效能的特徵即是指有效能學校的特色。從學校效能的意義可知，

學校效能是多元而非單一的內涵(林泊佑，1994)。因此，有效能的學校也

絕不是只有單一的特徵，亦即學校效能是由很多的因素造成的(呂祝義，

1994)。 

 

Thomas 歸納多位學者的研究之後，發現學校效能的特徵共有五項，分

別是良好的班級經營實務、高度的學術參與、督導學生的進步、重視教學

改進、明確的目標(引自吳清山，1992) 

 

Levine 和 Lezotte(1990)從學校文化、校長領導、家長參與、教學安

排等多重面將有效能的學校特徵歸納為生產性學校氣氛和文化、重視學生

重要學習技巧的獲得、適切的督導學生的進步、實用取向的教職員發展、

傑出的領導、家長積極參與、有效的教學安排和實施、高度的期望和要求、

其他相關的項目等九項。 

 

吳清山（1992）研究指出，一所有效能學校的特徵至少包括(1)強勢

的行政領導；(2)和諧的學校氣氛和良好的學校文化；(3)重視學生基本能

力的習得；(4)對學生有高度的期望；(5)教師有效的教學技巧；(6)經常

督導學生的進步；(7)教職員的進修與發展；(8)妥善的學校環境；(9)社

區家長的參與和支持。 

 

張瑞村(1998)從 36 篇對「有效能的學校」特徵描繪的研究報告中，



依其對有效能學校之研究歸納整理出八大特徵，依序為(1)校長的有效領

導(行政領導、教學領導)；(2)良好的學校氣氛與學習氣氛；(3)教師對學

生的高度期望；(4)經常監督與評鑑學生學習進步情形；(5)有明確的學校

教育目標；(6)強調基本技巧的學習；(7)學校與學生家長關係良好；(8)

重視教職員的進修與發展。 

 

江志正(2000)將各學者研究發現及所認定的學校特徵歸納為四方

面： 

1.學校行政服務績效：強勢的領導、明確的目標、高度的期望、良好

的服務。 

2.教師專業服務品質：教師認真、投入、滿意、團隊精神。 

3.學生成就表現：學習的參與及投入、各學科的成就及情意方面的表

現。 

4.社區認同支持：表現在家長及社區民眾的認同、支持、參與、滿意

感、協助等。 

 

研究者綜合歸納中外學者的意見，認為有效能的學校至少須包含下列

四個向度計十八項的特徵： 

（一）學校行政績效良好：包括學校教育目標明確、校長有效領導、組

織氣氛和諧、學校環境規劃妥善、重視教學視導等。 

（二）教師教學成效良好：包括重視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對學生高期望、

教師教學能力受肯定、教師的工作滿意等。 

（三）學生學習成就良好：包括強調基本能力學習、有系統評鑑學生學

習結果、重視學生生活紀律及才藝與升學表現等。 

（四）獲得社區家長支持：包括社區家長與學校互動良好、樂意以經費

贊助學校、經常參與學校活動、協助校務推動、對學校滿意與信任

等。 

 

貳、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 

 

吳清山（1992）指出學校效能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60 至 1970年代

中期，當時所提之法案或報告書，如 1966年柯爾曼（J.S.Coleman）所提

「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可視為研究學校效能的起源。 

 

國內學者對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提出不同的分期法，茲敘述如下：  

吳清山（1992）和潘慧玲（1999）指出美國依政策分析目的，將學校

效能的發展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是因素認定期（factor specification period）：於 1970

年代，致力於找出有效能學校特徵，並獲得不少成果，對學校效能的後續

研究提供良好基礎。但是，想取得共識並不容易，建立具有共識的評鑑指

標則更為困難。 

第二階段是概念發展時期（conceptual frame work development）：

於 1980年代，一直持續到 90年代（吳清山，2003）。此時期主要研究在

確定學校效能因素的功能，並將這些因素與功能加以組織，形成邏輯性的

類別，作為政策和方案發展之用。如 Murphy（1985）將學校效能分二個層

面：（一）技術層面：課程緊密性、學習機會、直接式教學、明確學術任

務和目標、教學領導、經常督視、結構性的成員發展（二）環境氣氛層面：

學生參與機會、普遍的酬賞與認可、合作過程、高度期望、家庭－學校間

的合作和支持、安全和諧環境、教職員同心協力。其最重要貢獻是將變項

因素統整分類，並建立指標層次體系。 

 

第三階段是模式發展時期（model development period）：主要係發

展一些模式來解釋研究發現，並提供作為改進學校效能的依據。有助於學

校發展良好氣氛，提高學生成就水準。由於研究者基礎觀點的差異，致學

校效能探討模式亦有不同，但有走向整合觀點趨勢。 

 

吳清山（2003）又指出，美國學校效能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輸入－產出派典：約在 1970年代以前，採用經濟導向的

輸入產出模式，主導學校效能研究，以學校資源和社經背景為投入變項，

預測學校產出的指標係以學生標準化學業成就測驗為主。第一階段如圖

2-2 

輸入 

模式：階段一

產出 

 

 

 

 

 

圖 2-2 輸入－產出派典 

（資料引自吳清山，2003）

 

 

 

第二階段為增加歷程變項和結果變項：約在 1970年代以後，將原來

的輸入－產出研究，引入歷程變項和結果變項，擴大學校效能研究領域。

這些歷程變項，例如：強勢領導、高度期望、學校氣氛、學生評量技巧、

教師專業發展；而結果變項，也擴大到態度和行為的指標。圖 2-3 

 

輸入 歷程 結果產出

模式：階段二  



 

 

 

 

 

 

 

 

第三階段為重視均等和學校改進的興起；約在 1980年代以後，學者

興趣不在於有效能學校的特徵，所重視的是如何建立有效能的學校？特別

是針對市區缺乏效能的學校，經由第二階段所找出的有效能學校的特徵，

轉化為學校改進方案，並加以實施，以提高學校效能，此種做法多少具有

均等的理念。如圖 2-4 

 

輸入 歷程 結果產出

模式：階段三 

學校改進研究

 

 

 

 

 

 

 

 

 
圖 2-4 第三階段 

（資料引自吳清山，2003）
 

 

 

第四階段為增加背景因素和方法論的改進：約在 1990年代以後，學

者們認為第三階段研究偏重於低社經背景的學校，其結果無法適用於其他

學校，亦即忽略了背景因素，因此特別注重與增加背景變項，自過去的特

定背景，轉移到所有學校背景，重視所有學校效能的提昇，由均等導向轉

移到效率導向。（如圖 2-5） 

 

模式：階段四 

 
背景 

輸入 歷程 結果產出 學校改進研究

 

 

 

 



 

        

 

 圖 2-5 第四階段 

        （資料引自吳清山，2003） 

 

 

國內學者潘慧玲（1999）將學校效能發展分為四個時期： 

 

（一）濫觴期（1960年代後期至 1970年） 

1960年代經濟學重視教育投資報酬率，Coleman（1966）的「教育機

會均等報告書」調查研究，顯示學校並未能造成差異，造成學生成就間的

差異，家庭背景差異比學校影響力更大。這樣的結果被解釋為學校教育的

功能成效不佳，成為學校效能研究的濫觴。此時期的研究者，主要是以經

濟學觀點，探討輸入與產出的關聯，亦即探討學校資源的投入，是否有益

於學生成績的提昇？此類研究結果常不一致。 

 

（二）追求平等期（1970年代至 1980年） 

此時期研究將學校效能視為一個整體，研究著重在學校過程變項與成

果變項間的關聯，而非單純的檢視輸入（學校資源）與產出（學生成就）

間是否相關。此時期研究的結果與 Coleman 報告書正好相反，他肯定學校

在學生成就表現扮演重要角色，不同效能學校，其學生的學業成績也會有

所不同。此時期以追求平等為核心，所進行的學校效能研究，多以都市、

低社經地位的學校為對象，而忽略情境因素的考量。 

 

（三）批判期：（1980年代初、中期） 

1980年代初期仍延續 1970年代有效能學校的研究，並對早期研究展

開嚴厲批評，認為早期研究在取樣、方法等各方面有缺失，對早期研究持

負面看法。然而此時期的學術研究側重「學校改進」的取向，同樣也招致

批評，因為基於不同學習環境所發展的有效能學校方案，恐無法適用於中

社經地位與郊區的學校，這樣的批評一直持續到 1980年代中期。實徵研

究並不多見。 

 

（四）追求效率期（1980年代中期以後至今） 

美國在 1980年代中期，致力於研究方法改善，並重視情境因素等，

將追求平等理念轉為效率的追求。此時期，開始以不同社經地位、年級與

國家的學校進行研究，結果發現在不同國家的學校效能，存在許多共通

性；但也發現有些學校效能特徵，並無法適用於每一個國家，因此學者們



乃企圖以系統性的跨國研究，尋找各國學校效能特徵的共通性與差異因

素，「國際學校效能研究計畫」（International School Effectiveness 

Research Program,簡稱 ISERP）即為此時期國際性合作中之一例。 

 

研究者歸納上述學者的看法，認為：「學校效能的發展，隨著學校效

能有系統的研究，理論架構日趨完整，自早期的輸入－產出研究導向，已

經轉移至背景、輸入、歷程、結果、產出研究導向；而且重視學校改進的

功能，故學校效能研究，不再只是基礎性或理論性研究，也愈來愈重視實

用性的研究。 

基於以上說明，不管是在美國或英國，1960年代可說是學校效能研究

的啟蒙期；降至 70年代進入發展關鍵期；80年代邁向蓬勃發展期；90年

代以後漸趨於穩定期，愈來愈重視學校效能研究的應用，以幫助學校改進

及提高學校績效。因此，未來台灣各級學校效能評鑑的研究與應用，不應

侷限於行政領導、學生的學業成就等，其評鑑的向度應廣泛，而其評鑑的

目的應在於幫助學校改進及提昇辦學績效。」 

 

參、學校效能的評量指標 

 

早期對學校效能因素的評量，一般可以分為單一變項的效能評量

(uni-variate effectiveness measure)與多變項效能評量(Multivariate 

effectiveness measure) 二種 (Settrs，1997)。但單一標準的衡量方法，

較少採用。其次，在選擇學校效能的評量指標時，學校的特性以及學校的

教育目標是首要考慮的問題(張瑞村，1998)，茲舉國內外學者對學校效能

指標的看法，敘述如下： 

 

Immegart 和 Pilecki(1970)提出四項學校效能評量的指標為:1.組織

產能。2.組織統整。3.組織健康。4.組織回饋。 

 

Hoy 和 Miskel(1987)提出評量學校效能指標分為下列四大層面，包括

１.適應力２.目標達成３.整合４.潛在因素。 

 

Lopez（1987）認為學校效能的指標為安全而有秩序的環境、明確的

學校任務、教學領導、高度的期望、學習機會與學生的學習時間、經常監

督學生的進步、學校與學生家長關係。 

 

Miller(1989)認為學校效能指標計有五項，分別是教學領導、組織管

理、溝通與人際關係、專業成長、其他活動（引自張瑞村，1998）。 

 



Davis ＆ Thomas（1989）指出：美國學校認識計畫（The National 

School Recognition Program）認為學校效能標有以下八項：（1）測驗成

績的進步；（2）參與的改進；（3）依據學生的年齡指派家庭作業的份量；

（4）各科教學時數的增加；（5）社區和家長的參與；（6）學生對課外活

動的參與；（7）師生的給和認識對（awards and recognition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8）對學生特殊需要支持的品質 

 

方德隆（1986）在其「國民中學組織結構與組織效能關係之研究」中，

將學校效能分為：工作滿意、主要生活、興趣整體組織效能（生產力、適

應力與彈性）三項指標。 

 

張德锐（1991）以「生產力」、「適應力」和「靈活性」為國民中學組

織效能之評鑑指標。 

 

林金福(1992)研究國民中學學校效能發展出下列指標：1、行政層面：

包含溝通協調、環境規劃、課程安排。2、教師層面：包含教學品質、工

作滿足、同事互動。3、學生層面：包含學業成就、紀律表現、師生關係。 

 

吳培源(1994)研究高級中學發展出學校效能指標：包括計劃與目標、

課程安排與評量、教師教學方法與品質、環境規劃與設備、家長與學校間

之關係、教師工作滿足、學生行為表現、學生學習表現、師生關係、行政

溝通等十項層面。 

 

李皓光(1995)的國民小學學校校能指標研究，歸納學校效能指標包含

學校發展、物質設備、校園環境、校長領導、行政管理、活動辦理、教師

教學、氣氛滿意、學生學習、社區家長等十項。 

 

卓秀冬（1995）曾探討高級中等學校之學校效能，其將學校效能分為

四大層面，十六項指標： 

1「行政效能」層面：包括校園規劃與維護、師資與課程之安排、學生之

生涯規劃與輔導、校務行政電腦化四項指標。 

2「教師效能」層面：包括教師之教學品質、教師之班級經營能力、教師

之工作士氣、教師在職進修四項指標。 

3「學生效能」層面：包括學生中途輟學率、學生之生活適應力、學生之

留級重讀率、學生之生涯規劃力四項指標。 

4「社會資源」層面：包括家長支持學校、社區支持學校、社會對學校辦

學績效之評價、親職教育之實施績效四項指標。 

 



張慈娟(1997)歸納學校效能的指標可分為：1.明確傳達任務與目標 2.

強調教學領導 3.重視和諧的學校氣氛 4.支持教師專業成長 5.注重學生的

學業成就表現 6.加強學校環境維護 7.提供學生自治、服務旳的機會 8.重

視親師合作。 

 

謝金青（1997）在其「國民中小學學校效能評鑑指標與權重體系之建

構」論文中，將學校效能指標分為： 

1 教育輸入：包括發展目標與計劃、經費與教育設備、教師能力素質與學

校環境品質。 

2 教育歷程：包括校長領導作為、學校行政管理、學校組織氣氛、教師教

學品質。 

3 教育產出：包括發展目標與計畫達成、學生成就表現、教師專業成長、

學校社區聲望。 

 

吳清山(1998)認為學校效能指標共有十項包括:1.．學校環境規劃。

2.教師教學品質。3.學生紀律表現。4.學校行政溝通協調。5.學生學業表

現。6.教師工作滿足。7.學校課程安排。8.學校家長問彼此關係。9.師生

關係。10.校長領導能力。 

 

張瑞村（1998）從 44 篇探討「學校效能指標」的研究論著中，依效

能指標使用次數的多寡，歸納出前十二項重要指標，依序為：教職員工作

滿足、校長的領導、學生學習態度與學習成就、學校環境與設備、課程內

容與安排、師資素質與教師進修、教師教學表現、學生行為表現秩序與紀

律、生產力、適應力、學校組織氣氛、家長與學校關係及對學校的支持。 

 

蔡進雄(1999) 學校效能的研究中發展出四個面向，七個指標來評量

學校效能:I.行政方面:環境規劃、行政溝通。2.教師方面:教師工作滿意、

教師教學品質。3.學生方面:學生行為表現、學生學習表現。4.家長方面:

家長與學校關係。 

 

李佳霓(1999)研究國民中學學校效能，提出四個面向的指標：1.學校

氣氛。2.工作滿足。3.學生表現。4.教學品質。 

江志正（2000）探討國民小學的學校效能，將學校效能評量指標分為

四部分，分別是：行政服務績效、教師專業品質、學生成就表現、社區認

同支持。 

 

陳慕華（2002）研究「國民中學家長參與校務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將學校效能的指標訂為「行政績效」、「校園環境」、「師生關係」、「教學品



質」、「學生表現」、「社區支持」等六個指標。 

 

曾增福（2004）研究校長教學領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時，曾將國

內、外學者研究與學校效能有關的論文的學校效能指標，加以整理，歸納

分析，建立有關學校效能指標為學校環境、教學品質、學校氣氛、學生表

現，家長與社區參與等五個指標 

 

研究者綜合中外學者的看法，將學校效能評量指標歸納如下（見表2-3）

分為學校環境、行政績效、學校氣氛、教學品質、學生表現、社區支持等

六項，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學校環境：包括學校建築整體配置、學校工程控管、綠化美化、

教學設備維修、教學空間設計、性別不同空間需求、無障

礙環境設施及消防安全等。 

（二）行政績效：包括經費運用、各處室計劃的擬定、執行與分工、

目標達成、協助解決師生困難、協助教學、人事考核、文

書檔案管理等。 

（三）學校氣氛：包括校長與學校同事相處感受、教師積極參與學校

工作與活動、師生互動情形、福利措施、公共關係與解決

紛歧等。 

（四）教學品質：包括教師教學成效、教學能力的精進、教材及教學

方法的嫻熟、教學設備運用、教學活動設計、專業進修、

鄉土教學、補救教學的設計、教師訓輔知能、班級經營策

略等。 

（五）學生表現：包括學生學業成就、社團活動表現、學習風氣與態

度、生活常規、品德行為等、學生升學表現、有禮守法等。 

（六）社區支持：包括社區對學校的正面評價、積極參與學校義工制

度的推動、對學校活動的參與、學校宣傳事項受到社區重視、

社區資源對學校的提供、學校革新措施受到社區支持等。 

 



表 2-3 學校效能指標分析一覽表 

研究者年代 學校環境

層面 

行政績效

層面 

學校氣氛

層面 

教學品質

層面 

學生表現

層面 

社區與學

校互動層

面 

吳清山（87） 學校環境

規劃 

學校行政

溝通與協

調 

學校課程

安排 

 

師生關係

校長領導

能力 

教師教學

品質與方

法 

教師工作

滿足 

學生紀律

表現 

學生學業

表現 

家長學校

彼此關係

 

Immegart 與 

Pilecki

（1970） 

  組織產能

組織統整

組織健康

組織回饋

   

Hoy Miskel

（1987） 

 目標達成 組織適應

組織統整

組織潛力

   

Lopes（1987） 安全而有

秩序的環

境 

明確的學

校任務 

    

Miller(1989)  教學領導

溝通與人

際關係 

 

組織管理 專業成長   

美國學校認識

計畫 

 參與的改

進 

師生的給

和認識對

依據學生

的年齡指

派家庭作

業的份量

各科教學

時數的增

加 

測驗成績

的進步 

學生對課

外活動的

參與 

對學生特

殊需要支

持的品質 

社區和家

長的參與

 

張德锐（1991）   生產力 

適應力 

靈活性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表 2-3 學校效能指標分析一覽表(續前頁) 

研究者年代 學校環境 行政績效 學校氣氛 教學品質 學生表現 社區與學



層面 層面 層面 層面 層面 校互動層

面 

卓秀冬（1995）  校園規劃

與維護 

師資與課

程之安排

學生之生

涯規劃與

輔導 

校務行政

電腦化 

 教師之教

學品質 

教師之班

級經營能

力 

教師之工

作士氣 

教師在職

進修 

學生中途

輟學率 

學生之生

活適應力 

學生之留

級重讀率 

學生之生

涯規劃力 

家長支持

學校 

社區支持

學校 

社會對學

校辦學績

效之評價

親職教育

之實施績

效 

謝金青（1997） 學校環境

品質 

發展目標

與計劃 

經費與教

育設備 

校長領導

作為 

學校行政

管理 

目標與計

畫達成 

 

學校組織

氣氛 

教師能力

素質 

教師教學

品質 

教師專業

成長 

學生成就

表現 

學校社區

聲望 

張瑞村（1998） 學校環境

與設備 

校長的領

導 

生產力 

適應力 

學校組織

氣氛 

教職員工

作滿足 

課程內容

與安排 

師資素質

與教師進

修 

教師教學

表現 

 

學生學習

態度與學

習成就 

學生行為

表現秩序

與紀律 

 

家長與學

校關係及

對學校的

支持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表 2-3 學校效能指標分析一覽表(續前頁) 

研究者年代 學校環境

層面 

行政績效

層面 

學校氣氛

層面 

教學品質

層面 

學生表現

層面 

社區與學

校互動層

面 

江志正（2000）  行政服務

績效 

 教師專業

品質 

學生成就

表現 

社區認同

支持 

林金福(1992) 環境規劃 溝通協調 同事互動

工作滿足

師生關係

課程安排

教學品質

 

 

學業成就 

紀律表現 

 

 

吳培源(1994) 環境規劃

與設備 

師生關係 

計劃與目

標 

課程安排

與評量 

行政溝通

與協調 

教師工作

滿足 

教師教學

方法與品

質 

學生行為

表現 

學生學習

表現 

家長與學

校間之關

係 

李皓光(1995)  

校園環境 

學校發展

校長領導

行政管理

活動辦理

物質設備

 

氣氛滿意 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 社區家長

張慈娟(1997) 學校環境

維護 

傳達任務

與目標 

教學領導

 

和諧的學

校氣氛 

親師合作

教師專業

成長 

學生的學

業成就表

現 

學生自

治、服務旳

的機會 

 

 

蔡進雄(1999) 環境規劃 行政溝通 教師工作

滿意 

教師教學

品質 

學生行為

表現 

學生學習

表現 

家長與學

校關係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表 2-3 學校效能指標分析一覽表(續前頁) 

研究者年代 學校環境

層面 

行政績效

層面 

學校氣氛

層面 

教學品質

層面 

學生表現

層面 

社區與學

校互動層

面 

李佳霓(1999)   學校氣氛 工作滿足

教學品質

學生表現  

陳慕華（2002） 

 

校園環境 行政績效 師生關係 教學品質 學生表現 社區支持

曾增福（2004） 校園環境  學校氣氛 教學品質 學生表現 家長與社

區參與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肆、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國內、外在對學校效能相關研究亦不少，然國內在研究方法與指標上

與國外差異頗大，依據陳慕華（2002）指出，國外學者研究較重視學生基

本技能的獲得，而國內則重視學校的整體效能。在學校效能相關研究方

式，本研究以國內學者的研究為主要參考文獻，整理如下： 

 

吳清山（1989）進行「國民小學管理模式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結果發現：不同學校管理模式對學校校能具有預測力，以官僚模式對學校

效能最具有預測立。 

 

吳璧如（1990）進行「國民小學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之關係之研究」，

結果發現：組織文化能有效地預測學校效能。 

 

游進年（1990）進行「國民中學學校氣氛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結果發現：開放性學校氣氛與學校效能有正相關存在，學校氣氛愈開放，

教師知覺的學校效能愈高。 

 

林金福（1992）國民中學校長領導型式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以問

卷調查法，抽取中部五縣市 79 所公立國民中學 1926 人，認為當校長領導

型態呈高倡導高關懷時，則「行政層面」、「教師層面」與「學生層面」的

效能均最高。 

 

林泊佑（1994）進行「國民小學公共關係與組織效能之相關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公共關係與組織效能兩者有顯著的正相關。 



呂祝義（1994）進行「國民中學學校環境、社區環境與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結果發現：整體學校環境或社區環境愈好，學校效能也愈好。「環

境」為影響學校效能的主要因素，營造良好的學校環境與社區環境可提昇

學校效能。 

 

林明地（1998）進行「國民中學校長對家長參與之態度研究」，結果

發現：1.公私立國中校長的態度傾向於贊成家長參與。2.就家長參與的層

面而言，校長比較不支持涉及學校行政與教學專業領域的參與，比較贊成

「傳統式」的家長參與類型。 

 

張瑞村（1998），進行「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長領導行為教師組織承

諾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及個案研究法，其中問卷調查

對象為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師 1488 人，個案研究二所學校、深度訪談 12

位教師。結果發現：校長領導行為與學校效能呈正相關。 

 

吳璧如（1998）進行「校（園）長與教師對家長參與學校教育態度研

究」，結果發現：1.校長與教師對家長參與保持正向的態度。2.各級學校

對家長參與的推展有待加強。3.校長對家長參與的態度，並不因學校環境

變項及教育人口變項的不同而有差異。4.校長對家長參與的一般態度越正

向，則教師對家長參與的態度也越正向。 

 

張慶勳（2000）進行「國小校長轉化、互易領導影響學校組織文化特

質與組織效能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校長領導是影響學校特性與學校

效能的導引者，而學校文化特性與學校效能相關，同時是校長運用領導策

略增進學校效能的中介因素。 

 

彭瓊瑤（2002）進行「國民中學全面品質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

究」，研究結果發現：國民中學全面品質管理與學校效能有正向典型相關。 

 

顏麗琴（2002）進行「台北市國民中學學校內部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學校內部公共關係與整體學校效能及各層

面具有高度密切的正相關。亦即學校內部公共關係表現程度愈高，學校效

能也愈佳。 

 

陳慕華（2002）進行「國民中學家長參與校務和學校效能關係之研

究」，研究結果：1.國民中學家長參與校務的程度有待提昇，而學校效能

的現況大致尚佳。2.對於與家長或學生關係較密切的校務內容，家長參與

程度較高。二者間有正相關性。3.目前家長參與校務仍以庶務性或非專業



性活動居多。4.國內家長參與校務的法源基礎仍不夠具體完備。5.家長參

與校務的程度會影響學校效能。6.在家長參與校務各層面中，以社區營造

與關係對學校效能最具有預測力；而在所有學校效能的預測變項中，以社

區營造與關係最具有預測力，其次為教師教學與教材、學生管教與輔導、

人事遴聘與評鑑。7.家長參與校務和學校行政看法或作法不同時，學校的

處理方式十分紛歧。8.家長參與校務雖有許多正面影響，但亦會帶來不少

的負面影響。 

 

陳慶雲（2004）進行「家長會組織運作對學校效能影響之研究-以桃

園縣立竹圍國民中學為樣本」研究發現：家長會組織運作已上軌道，學校

效能與學校主管領導方式有密切關係。 

 

綜合上述，研究者歸納國內學校效能相關研究重點：「國內學校效能

相關研究大多集中於學校行政層面，諸如：校長領導風格、校長課程領導、

學校管理、組織氣氛、學校文化、社區環境、教師成長、知識管理、組織

承諾、全面品質管理與學校內部公共關係等變項與學校效能之關係研究，

而這些變項均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相關存在且可能影響學校效能。至於家

長、社區層面與學校效能的關係較少涉及，值得作進一步研究。然而，研

究者仍可歸納國內學者的重要研究結論如下： 

1. 校長與教師對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大多持正面態度。 

2. 校長比較不支持涉及學校行政與教學專業領域的參與，比較贊成

「傳統式」的家長參與類型。 

3. 各級學校對家長參與學校教育有待加強。 

4. 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程度影響學校效能。 

5. 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以非專業性的活動居多。 

6. 家長參與學校教育有許多正面與負面影響。 

7. 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以訊息接受者層面最多，政策決定者層面參與最

低。 

8. 與家長或學生關係教密切的校務內容，家長參與程度較高。 

9. 母親、子女述少、居住都市地區及學歷、社經地位愈高的家長，參

長參與的態度及實踐均比較積極。 

10. 家長參與的觀念雖以普遍，但實際參與情形仍有待加強。 

 

 

第三節  社區參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理論與相關研究分析 

   學校與社區關係隨著時代的改變、社會變遷、校園開放等因素而日益

密切，學校是屬於社區的一部份，學校的學生也來自社區，因此學校不能



脫離社區而獨立存在。是以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議題在今日國內外皆受到

重視且加以熱烈討論。至於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對學校有哪些正面與負面影

響？社區參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的相關性？以及影響學校效能的因素

等皆值得探討。茲分別加以敘述之： 

 

壹、社區參與學校教育正、負面影響 

 

國內學者謝文豪（民 88）指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理由如下包括：有

助於學校與社區的結合、保障家長的教育權、提昇學校績效、增進子女學

習效果及提供學校人力、物力資源與精神支持，是故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

育有其必要性，學校人員應接納社區家長之參與。但是家長參與學校教育

也有許多障礙性，如家長與教師社經背景不同、學校教育人員對佳璋參與

的態度不夠積極等。茲將社區參與的正、負面效應分別說明如下： 

 

一、正面影響 

 

研究者擬就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從學生層面、家長層面、教師層面、

學校層面及社區層面等，分析說明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正面影響: 

 

（一）可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陳慕華（2002）指出一些學者經由實驗及研究發現，家長參與學校教

育或活動愈多，則愈能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包括: 

1、在學生學業方面： 

(1)提高學生的學業成就，如閱讀成就、語言技巧、數學成績等(林義男，

1988;Beale，1985;Benson，Medrich & Buckley，1980；Becher，

1984；Haynes，Comer ＆ Hamilton-Lee，1989;Haynes& Comer ，

1993；Henderson，1987；Henderson & Berla，1994 ; Huntsinger， 

Krieg ＆ Jose 1998;Lazar Darlington，1978) 

(2)增加學生的智商(Andrews 等人 1982)。 

(3)增進學生對家庭作業的準備與完成(Rich，1988 ; Bissell，1990) 

(4)增強學生積極的學習態度和行為(李明昌，民 86;Becher1984) 

Henderson，Marburger & Ooms，1986;Lazar＆Darlington，

1978;Leler'1983;Epstein 1985)。 

(5)促進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自尊心(Brittle，1994) 

 

2、在學生行為方面: 

（1）改善學生的本性及行為，有效降低問題行為的發生(Beale 1985; 



Kurtz & Barth 1989)。 

（2）學生對班級和學校氣氛有較正面積極的評價(Haynes Comer 1993)。 

（3）增加親子相處的時間，互動情形有積極的改變(任秀媚，民 74;Rich 

1988)。 

研究者認為社區家長參與的正面影響，歸納如下：「自學生層面，社

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可提高學生積極的學習態度、學生的學業成就、對班

級和學校氣氛有較正面積極的評價及學校的出席率；改善學生的本性及行

為，有效降低問題行為的發生。」 

 

（二）可促使家長自我成長，提昇其對學校的信心 

 

國內目前家長已意識到提升教育品質的責任應由學校和家長共同來

承擔，會主動爭取參與學校教育的權利。 

 

根據美國紐約市 1987-1988年的「家長參與方案」評鑑報告，參與學

校教育的家長，對學校有較正向的態度、充滿自信心、並體驗到身為成人

及公民的價值，部分家長逐漸成為社區領袖(Jackson，Davies，Cooper ＆ 

Page 1988)。 Dye(1989)亦認為家長可以透過家長參與而和他人分享教養

的機會、學習更多有關學校課程及教材的知識，他們也因此而有機會去認

識子女的教師，分享教師與學生一起工作的責任與樂趣，並從家長的非正

式組織中獲益。 

 

Haynes Comer＆Hamilton-Lee（1989）認為當家長參與自願性的義工

或是決策者的角色，貢獻其專業技能和時間，可使教師和家長問有相互的

瞭解與賞識，增進雙方的滿足感。 

 

Kagan（1984）指出家長參與學校教育，除了使家長更加瞭解學校教

育的目標與運作歷程、子女在學校的學習情形、增進親子問的互動機會，

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也將增進家長個人的知能，鼓舞家長的成長與發展。 

 

Olmsted（1991）指出家長參與使家長具備較多的倡議技巧，改善家

長與學校的關係，而家長本身也有正向的改變，例如接受成人教育和職業

訓練課程等，因而取得較高收入的工作職位。 

 

國內研究方面，任秀媚(1985)研究指出，家長參與學校教育，較能使

家長瞭解自己子女的發展行為特質，也較易瞭解老師和學校課程，而對學

校態度較積極，家長參與學校教育也讓家長有自信勝任家長的父母的角

色，有機會認識其他家長，增進社交機會。 



 

洪福財(1996)指出五項家長參與學校教育:1.幫助教師瞭解學生的需

求;2.建立家長對學校的信任:3.增加學校的社區資源;4.豐富師生的教學

經驗;5.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林明地(1999)認為家庭對孩子教育的影響力並不亞於學校與教師，因

此，他強調鼓勵家長參與學校教育活動，善用社區資源，以建立良好的學

校社區與家長關係，同時也明確指出家長參與有助於教與學的過程，可使

家長增加與學校溝通及孩子互動的機會，認識更多的朋友，掌握更多的進

修機會，提升自信心，以及改善親師之間的關係。 

 

研究者綜合學者論點，認為：「社區家長參與的正面影響，自家長層

面，家長雖不比教師具備較多的教育專業知能，但父母參與學校教育，更

加瞭解學校教育的目標與運作歷程、子女在學校的學習情形、增進親子問

的互動機會、增進父母個人的能力及在教育、人際方面的知能、鼓舞父母

成長與發展及對學校產生更大的信任、滿足與支持，並樂意與學校合作。」 

 

（三）可增加教師的教學資源與教學品質 

 

家長參與可使教師有更多可使用的資源，例如:家長的專長、社區的

各項資源等。教師可藉此學習新的觀念，增加對學生個別差異的瞭解，使

家長與教師問的誤解有溝通的管道，激勵教師自我成長的動力與熱忱

(Epstein，1983;Kagan，1984;Swap 1987)。Dye(1989)的研究亦證實教師

可以因家長參與而更瞭解學生及其家庭的環境，從中得到與家長們溝通的

經驗、或是得到更多有關家長的語言型態、價值觀、技能等資訊。 

 

黃凱霖(1995)認為對教師而言，家長參與是一種助力，教師能藉家長

的參與，增加和學生溝通與瞭解，還可透過邀請共同參與指導子女的學

習，提高教學成就。家長參與也是一種壓力，使教師體認到家長對子女學

習的關注，教學不再唯我獨尊，更多的家長參與將有更多的意見表達，雖

是一種壓力，卻也激勵教師不斷自我成長。 

 

國內王揚智（2004）指出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對教師的正面影響： 

1.可解決師資短缺，彌補才能之不足。 

2.可減輕教師在教室管理與經營的負擔，使教師全心準備教材，提高教

學品質。 

3.有助於教師有效教學，也可刺激教師的教學態度，提振教師的教學士

氣，激發教師的專業成長(引自邱婉麗，2003）。 



4.增加可用的資源(父母的專長、社區的各項資源)，對學生更加瞭解，

父母與教師問也有溝通的管道，並能激勵教師自我成長的動力。 

研究者認為社區家長參與的正面影響，自教師層面歸納如下：「自教

師層面，家長參與可使教師與家長溝通順暢，瞭解教養的經驗，學生的個

別差異及需求，提供教師有關社區家長的看法、以補充教師在各種方案上

專業技能的不足；獲得社區資源的協助，豐富教師的教學經驗，教學設計

也就更多元化，更能提昇教學品質(洪福財，民 85；Comer＆Haynes，1991)。 

 

（四）增加學校的社區資源，提高學校效能 

 

從許多的學者專家的研究顯示，家長參與已成為有效能的學校不可或

缺的重要因素，且使家長對學校有更積極的態度，進而提高學校的整體效

能(郭明科，民 86;Bronfenbrenner 1979；Eastman，1988;Epstein&Becker，

1982;Goldring 凸 Sullivan，1996;Hallinger & Heck，1996 ; Haynes，

Comer＆Hami1ton-Lee 1989 ; Herman & Yeh 1983 ; Mckinney 1975 ; Stough 

1982)。例如: Eastman(1988) 認為:當家長參與的水準愈高，學校效能也

愈高，因為，家長參與可增加家長對學校目標的瞭解與支援。 

 

 Goldring 和 Sullivan (1996)指出國際問愈來愈重視將家長與社區

參與視為改善教育的一項重要策略，像 1988年英國教育法案，澳洲自我

管理學校的產生，以及美國的學校本位管理運動，都注入了家長與社區參

與這項措施。由此可知，只有經由廣泛的家長參與，學校才可以獲得家長

個人的資源及擷取社區可利用的資源(洪福財，1996 ; Clevette 1994 ; 

Pearson 1990)，有效提高學校的整體效能。 

 

國內研究者王揚智（2004）認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對學校而言的正

面影響如下：「學校是教育的重要場域，家長對教育充滿了高度的期望，

若單靠學校本身的力量，會有心有餘而力不足之感，如社區能參與學校教

育，可為學校提供建議或參與決定，協助學校校務推展，而具有熱忱及專

長者，可協助教學工作，他們對學校的認同與協助，是順利推展校務的力

量。另一方面，社區參與可建立較好的教學環境，以增強學校的教學方案，

確保學校教育的成功。」 

 

研究者認為社區家長參與的正面影響，自學校層面言，歸納如下：「自

學校層面言，社區參與已成為有效能的學校不可或缺的條件。社區參與，

學校才能獲得家長個人的資源及擷取社區可利用的資源，增進對學校目標

的瞭解與支持，更使社區人士對學校有更積極的支持態度，以有效發揮學

校教育目標，進而提高學校整體的效能。」 



  

（五）有助於社區對學校的認同 

學校教育與社區資源結合，能促進學校、社區之間的瞭解與溝通，有

助於社區對學校的認同。社區提供資源給學校，能產生以下的結果: 

1. 使社區擁有參與教育的機會：學校經營與社區參與是一種互動、互長

的關係，學校能提供社區民眾、家長各種休閒與學習的空閒和參與學

校教育的機會，給他們成長的時機與能力。 

2. 可建立較親密良善的關係：認為社區資源被帶進校園，提供社區民

眾、家長直接關心學校的捷徑，並實際支援、支持學校，藉此與學校

建立合作親密的友善關係，尤其親師合作的加強，更能培養教師與家

長之間對學校的認同。 

3.促使學校社區化：打破狹隘的教育專家主義，承認社區居民有其參與

的能力，學校向社區開放，其一切教育目標、課程內容及教學行為等，

都允許社區人士參與，使得教育更切合社會的變遷，更符合社區的需

求，以達「學校社區化」之理想，此理想正好彌補學校人力資源的不

足，不但有助教學多元化、行政敏捷化，更可藉此促成兩者的良性互

動，增進彼此問的瞭解和配合，繼而加強學校與社區的依存關係。 

 

研究者認為社區家長參與的正面影響，自社區層面言歸納如下：「自

社區層面言，使社區擁有參與教育的機會，除提供社區民眾與家長各種休

閒與學習的空閒，讓家長也有直接關心學校的捷徑，並實際支援、支持學

校，正好彌補學校人力資源的不足，不但有助教學多元化、行政敏捷化，

更可藉此促成兩者的良性互動，藉此與學校建立合作親密的友善關係。」 

 

二、負面影響 

 

任何一項教育政策或計畫的實施，必有其正面與負面的影響，家長參

與校務當然也不例外。陳慕華（2002）指出部份學者對於家長參與負面影

響所提出的看法，歸納整理說明如下: 

 

（一）教育資源分配不均 

家長參與學校教育理應將全校師生均視為服務的對象，但有些家長卻

只有為自己孩子的班級師生爭權利，甚至不惜犧牲其他的學生，或家長竟

然因為不同利益而形成不同派別，在校園中形成一股派別紛爭(洪福財，

1996)。在這種情形下，家長有參與的，學生必然得到較多且較好的教育

資源，而家長沒有參與的，學生則成為弱勢團體，教育機會不均等的現象

於焉產生。 

 



（二）造成少數決策，特權當道 

學校家長會組織運作大多由委員主導，造成少數家長只以個人的觀點

參與學校的運作，形成少數的意見即為決議的情形，容易造成家長問的誤

會或對學校的不諒解，使家長對學校失去信心(陳慶章，1990;郭明科，

1997)。 

任晟蓀(2000)指出:由於大多數家長彼此並不熟識，且在「家長會委

員的主要功能是捐錢」的認知下，以致於在選舉家長會委員時，難免會考

量家長的身份、地位、經濟能力，其帶來的負面效果可能更甚於正面效果

(洪福財，1996;吳清山，1996)。 

 

吳清山(1996)指出家長會成員常常藉由捐錢以獲得特權，如:延攬工

程、兜售生意、為子女選教師、甚至引入政治，將校園視為扯票競爭的場

所，所以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管道如果被有心士利用，其帶來的負面效果

可能更甚於正面效果。 

學校家長中屬中下階層的弱勢團體，基本上甚少參與家長會組織運

作，其參與的技巧與能力也不足，需求與觀點常受到忽略也是不爭事實。 

 

（三）造成教師角色的模糊及專業權的干預 

 

家長參與也會引起教師和家長雙方在權責上的爭議。張如慧(民 84)

認為，當雙方產生不同的意見時，則會出現家長教育權與教師專業權何者

為重，或是何者對子女教育最有幫助的問題。Seifert(1992)亦指出，當

授權讓家長參與學校教育時，可能就會模糊家長和教師各自的角色，如造

成教師對家長依賴，反而怠惰而疏忽自己教學的本質(洪福財，1996)。

Becker 和 Epstein(1982) 即指出，有些家長對教師的教學情形不瞭解，

就對學校教師進行批評，或對教學內容加以干預，不但打擊學校和教師在

學生及社會的地住，更造成學校教師士氣的低落(洪福財，1996)。 

 

（四）造成行政運作干擾與缺乏時效 

 

在家長與學校互動模式改變以後，其互動頻率增加，善意而頻繁的辯

論容易形成缺乏時效、充滿妥協的決策，使學校決策更為模糊與冗長，也

會讓教育的理想性格喪失殆盡(周愫嫻，1996)。 

家長多元的背景，若過度干預學校行政，可能適得其反(郭明科，

1997)。如果家長是以特權介入學校校務，將嚴重影響到學校校長的行政

決定權，衝突與對立就更難以避免，而徒增學校務推展的困擾。 

王揚智（2004）認為社區家長過度干預學校行政或教學，甚至對學

校進行批判，可能適得其反。不但打擊學校及教師在學生及社會的地住，



更造成教學士氣的低落。 

 

（五）家長教育權和教師專業權的衝突 

張如慧(1995)認為父母、教師教育權乃是為保障學生受教育權而存

在，教師和父母都希望使學生接受更高品質的教育，然而因為彼此的理

念、認知與意識型態可能在一些議題上會有差異，當兩者產生不同的意見

時，則會出現家長教育權力與教師專業權力衝突。Seifert(1992)也指出

當家庭和學校都各自認為對 孩子有較大職責時，衝突即可能發生;授權家

長參與學校教育權，可能模糊家長 和教師各自的角色。 

 

（六）溝通不良造成誤會 

 

由於與家長問的溝通聯繫不足，親師問的溝通管道也不暢通，家長會

叉為少數人參與，造成少數的意見即為決議的情形，易造成家長問的誤會

或對學校的不諒解。學校與家長若不能自覺這些差異的存在，做適當的溝

通，則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可能會帶來更多 的誤會與衝突。 

 

（七）使學校決策更為模糊，時間更為冗長 

 

家長與學校教育，其互動頻率增加;充分的參與和討論，有助於最適

當的決策產生。但在整合各方意見時，長時間的討論，尋求共識的過程，

容易產生缺乏時效、充滿妥協的決策，過度妥協、缺乏時效、缺乏一貫性

的校務決策也會讓教育的理想性喪失殆盡。 

 

研究者綜合上述歸納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可能帶來的負面影響，整理如

下： 

1. 自學校行政運作言，利用特權干擾校務，使校務運作缺乏時效 

2. 自教師教學言，容易造成教師專業自主權與家長教育選擇權的衝突，

並模糊教師教學的角色。 

3. 自學生學習言，造成學習資源分配不均，社會正義不彰，尤其對弱勢

學生的不利。 

4. 自學校與社區互動言，易造成社區家長與教育人員間的誤會，影響學

校與社區關係的營造。 

 

貳、 學校效能的影響因素 

 

學校是一正式組織，與社會、政治、經濟等各種內、外在環境的影響

因素都息息相關，是故，影響學校效能的因素可說相當複雜，國、內外學



者也有不同見解。 

研究者認為學校效能的研究，不只在於發現有效能學校的特徵，建構

有效能的指標和影響因素，最重要的乃是透過有系統的研究，轉化為學校

改進方案，以強化學校教育品質，提高學生學習成就。茲就國內外學者對

影響學校效能因素的不同看法說明如下： 

 

EdrHonds(I979)採文獻分析與歸納方式，提出有效能學校相關的五項

因素包括:I.重視學生基本技能的習得。2.對學生抱持高度期望。3.強勢

的行政領導。4.經常性的監督學生進步的情形。5.利於學習的有秩序的氣

氛。 

Duignan(1986)認為影響學校效能的因素包括內在和外在固素。內在

因素包括領導和決定、學校的文化和氣氛、教師的行為、學生的行為等;

外在因素包括不同團體的要求、對學校的批評、家長的支持和參與、政治

的介入、多元的價值觀、教育的資源、學校的環境等。 

 

Coleman 和 CoIlinge(1991)認為影響學校校能的因素包括內部和外部

因素，內部因素包括學校的資源和過程。如學校的設備、學校的氣氛、教

學方案、課程、師資等;外部因素則包括家庭、社區、地區的行政機關等。 

 

張鈿富(1996)認為影響學校效能的因素可分為四種:1.組織的影響

力。2.師生互動情形。3.學校領導。4.學校表現指標。 

 

吳清山（2003）指出：影響到學校效能的因素，依照其次序 1.教師專

業成長動力不足 2.學校缺乏革新和創新動力 3.校務推動難以形成共識 4.

學校人員存著得過且過心理 5.學校行政單位流於本位主義 6.校務共同參

與流於形式 7.教改種類多，教育人員工作壓力大 8.學校缺乏明確的校務

發展遠景 9.學校無法有效運用品質管理理論 10.學校缺乏定期性的校務評

鑑 11.學校行政組織結構偏重於科層體制 12.校長缺乏強有力的領導 13.

學校行政人力不足 14.校園氣氛缺乏溫馨和諧 15.學校未能運用現代資訊

科技 16.家長介入校務發展太多 17.學生素質參差不齊 18.其他。吳清山更

進一步指出：影響學校效能的重要因素，是「人」的因素居多，而不是「制

度」因素使然。 

 

研究者歸納國內外學者看法和實際經營學校的經驗，認為影響學校效

能因素是多元的且複雜，大致與研究者所歸納的學校效能評量指標相似，

其內外因素包括： 

1. 學校環境:包含學校環境規劃、學校的設備。 

2. 學校行政：學校領導、學校革新、組織影響。 



3. 學校氣氛：包含教師工作滿足，工作壓力、學校認同咸。 

4. 教學品質:包含專業成長、課程與教學規劃、對學生高度期望、師

生互動。 

5. 學生表現:包含學生素質、紀律表現、學業表現和期望。 

6. 家長與社區參與：包含家長與學校關係、學校與社區關係、社區資

源。 

7. 行政機關的支持與督導：校務評鑑。 

8. 社會的價值觀。 

 

學校效能的要素，乃是「行政效能」、「教師效能」、「學生效能」和「家

長支持」等所組成，為了建立一所有效能的學校，校長扮演著關鍵性的角

色。研究者認為校長應結合專業的教師和熱心的家長，共同致力於校務的

經營，同時也要結合社會資源，活化學校機能，使辦學更具特色。 

 

參、社區參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 

 

根據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論顯示，均認同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有助

於提昇學校教育績效。然而實際上，國內社區家長並無全面參與，且參與

學校教育的事務多數以非專業性的活動居多，參與校務決策層面仍少。國

內學者近年來對家長參與學校事務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已有增加的趨

勢。研究者僅將文獻研究結果，歸納如下（表 2-5），其所獲重要結論研究

者歸納如下： 

 

1.家長對學校事務的參與是全面性的。 

2.家長參與對於學生、家長、教師及學校會有正面的助益與影響。 

3.家長參與不限於傳統角色，可扮演更積極倡導與決策者角色。 

4.國小學生家長教育期望愈高，參與學校教育情形愈積極。 

5.家長參與角色層級尚有溝通改進空間。 

6.研擬適當的策略，可促進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意願。 

7.家長學歷高、社經地位佳、居住都會區，參與學校教育也較積極。 

8.校長及教師對家長的態度有待加強。 

9.女性家長參與學校事務較男性家長積極。 

10.家長參與校務雖有許多正面影響，但亦會帶來不少負面影響。 

11.學校行政人員與教師應加強指導家長參與教育的技巧與態度。 

12.家長會組織運作愈佳，學校效能也愈高。 

13.學校領導人與社區的公共關係，在鄉村型社區是影響學校與社區資源

共享的關鍵因素。 

14.家長參與障礙包括家長參與能力技巧能力不足、過於忙碌、害怕子女



遭人另眼看待等因素。 

15.越高的家長參與程度，學校有較積極的氣氛，學校效能也相對提高。 

 

從以上的結論可知，校長經營一所學校應鼓勵社區家長踴躍參與學校

教育，指導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技巧與態度、主動結合社區人士並統整社

區各項資源，共同規劃與舉辦與學校教育及學生學習有關的活動。同時，

也逐步改變傳統家長參與學校教育的角色，使家長與社區人士能更積極扮

演倡導與參與學校決策的角色，並全面性開放家長參與學校的校園環境改

善、校務發展的規劃、學生輔導與管教、教師教學活動與教材的設計、教

師專業進修成長、教師教學方法的創新、學校本位課程的設計、學校人事

的遴聘、學校預算的編列、經費贊助充實學校設備等，以提昇學校教育品

質與行政績效，但也要避免家長與社區人士過度參與學校教育事務，造成

干擾行政的負面影響。（如表 2-4） 

 

 

 

 

 

 

 

 

 

 

 

 

 

 

 

 

 

 

 

 

 

 

 

 

 



 

 

 

 

 

 

表 2-4 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 

(年度)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重要結論摘要 

簡加妮 

2001 

高雄市國民

小學家長參

與學校事務

角色層級及 

影響策略之

研究 

以高雄市國民

小學家長為對

象。 

1.家長對學校事務的參與是全面性的。 

2.家長參與角色層級尚有溝通改進空間。

3.教師及家長對家長的態度有待加強。 

4.家長參與障礙包括家長參與能力技巧不

足、過於忙碌、害怕子女遭人另眼看待

等因素。 

5.家長有意見提出時多以「理性的」、「隱

性的」影響策略，使用頻率較高，使用

效果也較好。 

6.女性家長參與學校事務較男性家長積

極。 

陳慕華 

2002 

國民中學家

長參與校務

和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以高雄縣、高

雄市、屏東

縣、澎湖縣、

台東縣國民中

學教師及家長

為實施對象 

1.對於與家長或學生關係較密切的校務內

容，家長參與程度較高。 

2.國民中學家長參與校務的程度有待提

昇，而學校效能的現況大致尚佳。 

3.國民中學家長與教師在家長參與校務的

知覺上有顯著差異。 

4.家長參與校務和學校行政看法作法不相

同時，學校的處理方式十分紛岐。 

5.家長參與校務雖有許多正面影響，但亦

會帶來不少負面影響。 

周文章 

2002 

高雄市國民

中學家長會

組織運作與

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以高雄市國民

中學之教師及

家長為調查對

象 

1.家長會組織運作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相

關，家長會組織運作愈好，學校效能也

愈佳 

2.高雄市國民中學家長會組織運作及學校

效能之現況屬於中上程度。 

侯世昌 

2002 

國民小學家

長教育期

望、參與學

以臺灣省、台

北市、高雄市

公私立國民小

1.資深、年長的教師對學校效能的知覺愈

佳。  

2.家長教育期望、參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



校教育與學

校效能之研

究 

學級任教師及

家長為主要研

究對象 

能多數層面間有正相關。  

3.研擬適當的策略，可促進家長參與學校

教育的意願。 

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表 2-4 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一覽表(續前頁) 

研究者 

(年度)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重要結論摘要 

阮惠華 

2002 

國民小學親

師溝通之行

動研究--以

一個班級為

例 

研究對象為國

小五年級的一

個班級 

一般而言，親師溝通的內涵主要傾向於學

生的品德問題，學業問題次之。 

林淑娥 

2003 

台中縣國民

小學學生家

長教育期望

與參與學校

教育關係之

研究 

台中縣 34 所

公立國民小

學，1015 位學

生家長為對象

1.國小學生家長教育期望愈高，參與學校

教育情形愈積極。 

2.國小學生家長對子女「品德及人際的期望」

高於「學習成就的期望」。 

吳俊靚 

2003 

學校建築與

社區資源共

享之研究─

以竹山鎮國

民中小學為

例 

以竹山鎮國民

中小學與社區

為研究對象 

1.城鎮型社區使用學校設施頻率高於鄉村

型社區，鄉村型學校與社區資源共享主

要建立在學校或社區大型活動。 

2.學校領導人與社區的公共關係，在鄉村

型社區是影響學校與社區資源共享的關

鍵因素。 

陳香 

2003 

高雄市國民

中學教師專

業成長與學

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 

以高雄市國 

民中學之教師

為調查對象 

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相關，教

師專業成長愈好，學校效能也愈佳；學校

效能愈好，教師專業成長也愈佳。 

王揚智 

2004 

國小校長轉

型領導、互

易領導與社

區參與學校

教育之研究 

雲嘉南五縣市

的 150 所國小

1.校長轉型領導、互易領導與社區參與學校教

育有高度相關。 

2.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現況，應稱積極踴躍。 

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表 2-4 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一覽表(續前頁) 

研究者 

(年度)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重要結論摘要 

廖偉志 

2004 

 

台中市國民

中學學生家

長參與學校

教育事務能

力評估指標

建構之研究 

台中市 17 所

國民中學之校

長、教師代

表，及專家學

者，共計 61

人為樣本 

家長參與能力中以參與家長組織與增進公

共關係最受重視。 

鄭文川 

2004  

 

高雄市國民

小學家長會

組織運作與

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高雄市 43 所

公立國民小學

118 名教師與

家長為研究樣

本 

家長會組織運作與學校效能有顯著正相

關，家長會組織運作愈佳，學校效能也愈

高。 

 

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