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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家庭是人們最早接觸的學習環

境，家庭教育深深地影響著孩子的人

格養成與價值觀建立。而家庭中又以

父母對兒童的發展最具影響力，父母

的角色既重要且無法取代。Hoffman 

and Manis（1978）描述擔任父母的角色

為「一種明顯的矛盾」，一方面來說，

有了孩子是極大的滿足；在另一方面

來說，擔任父母的角色使他們承擔了

很多新的工作，而且可能是大量生理

上及心理上挫折和痛苦的來源。隨著

時代社會的變遷，家庭型態轉為小家

庭，父母在獨自負擔起親職重責時，

難免在觀念或作法上會產生衝突、焦

慮、困惑、矛盾、害怕或不知所措等

情況。在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

及各級學校辦理社會教育辦法第 4 條

中，皆提到國民小學需辦理親職教

育。是故，如何有效推展親職教育，

讓為人父母者，能善盡其親職的責

任、發揮親職的功能，是學校教育發

展的一項重要課題。 

二、親職教育的意涵 

親職教育為提供父母有關子女發

展及教養子女的知識，協助父母能更

有效的瞭解並執行自己的職責，以便

扮演適當職分的教育歷程（黃德祥，

1997）。親職教育是一種成人教育，也

是一門專門學科，包含了心理學、發

展學、家政學、社會工作學及輔導學

等專業領域（黃迺毓，1994）。其實施

內容包含：父母角色的認同、兒童發

展與心理的基本常識、管教態度與方

法、親子相處與溝通的知能、家庭教

育與學校教育的配合、社會資源的運

用、家長婚姻關係的維繫與經營等。

基於孩子處於國小階段時，父母與教

師接觸頻繁，以及孩子在小學這段期

間由兒童過渡到青少年，父母難免遭

遇教養瓶頸等原因，在小學推展親職

教育是必要的。以下針對國小實施親

職教育的優勢提出闡述： 

三、學校推動親職教育的優勢 

學校，尤其是國民小學，是社區

的教育中心。因此，不論從法源依據

及實施成效來看，國小都是進行親職

教育的最佳場域。以下從兒童、父母、

學校及社會四方面來分析： 

(一) 就兒童本身而言：國小階段學童

大部分時間處於家庭與學校兩個

環境中，透過學校實施親職教

育，讓此兩主要環境相配合，共

同引導學童成為一位發展健全的

人。 

(二) 就父母而言：孩子在國小階段，

父母與教師聯繫頻繁。透過學校

實施親職教育，使父母們對基本

教養方式、兒童發展及家庭生活

等知識有所了解，讓自己更稱職

擔任親職。 

(三) 就學校而言：學校教育功能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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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需配合家庭教育實施；家庭

教育有賴學校透過親職教育來推

行。因此藉由親職教育的推行，

有助使家庭教育成為學校教育的

一大助力。 

(四) 社會而言：青少年犯罪種因於家

庭、顯現於學校、惡化於社會。

所以，若能在孩子可塑性強的小

學階段，經由學校實施親職教

育，使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密切

配合聯繫，則孩子在有利的環境

下成長，社會問題必能因防範未

然而減少。 

親職教育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

及社會教育三者交融的綜合教育（廖

得雄，1988）。透過學校推動親職教

育，讓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發揮最大

功能，使孩子們能在良好的環境中學

習、成長。 

四、學校推動親職教育的困境 

筆者在任教學校擔任將近 5 年親

職教育業務推展負責人，在實施時發

現有以下數點困境： 

(一) 行政業務工作繁重，無法專責處

親職業務 

教育部日前宣布將提高國小教師

員額編制，從現行的每班 1.6 人明年增

至 1.65 人。然而，檢視目前教育現場，

不論員額編製是 1.6 人或 1.65 人，教師

人力仍顯不足，教師除教學工作外，

仍需兼任好幾項行政業務的情形在小

型學校裡已是司空見慣的情形。親職

教育業務可能只是負責的眾多業務中

的其中一項，加上每年教師的調動與

職務的的輪動，實對學校親職教育的

推動成效相當不利。 

(二) 教師缺乏親職教育知識及溝通技

巧上的專業 

學校屬於保守型的科層體制，雖

然近年來教育主管機關持續推動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但長久以來教師

專業成長動能仍嫌不足，導致缺乏親

職教育相關知能。還有部分教師認為

實施親職教育是屬於學校行政的業

務，跟自己的教學無關，因此對學校

推動的親職教育活動表現消極的態

度。此外，近年學校也因教師專業和

家長參與權的衝突事件，屢見不鮮。

教師和家長的溝通技巧不足，造成親

師間不信任，也阻礙學校親職教育的

推展。 

(三) 學校辦理的親職教育活動未能符

合家長需求 

「辦理活動的時間與自己時間衝

突」以及「工作忙碌沒有時間參加」

是國小學童家長參與學校親職教育活

動主要阻礙原因。另外，辦理親職教

育時受限於場地規畫及參加人員的不

定性，以團體演講方式居多。有家長

反應這種邀請專家學者做專題演講，

單向式的宣導方式，因為演講主題與

內容無法符合自己本身的需求，且對

教育子女無實務的幫助，因此參與意

願不高。 

(四) 資源不足、專業師資缺乏，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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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之成效 

鄭淑玲（2005）針對國民小學實施

親職教育現況與需求之研究中結果指

出，學校實施親職教育的需求，以「經

費補助」為最高。經費補助常常有一

年沒一年，加上專業師資聘請不易，

導致親職教育活動因此無法持續進行

及深耕辦理。 

(五) 缺乏回饋檢核之機制，未能有效

改善與精進 

歷年學校辦理的親職教育活動，

缺乏回饋檢核機制，導致活動常常流

於形式或僅為核消經費而辦理，學校

辦理親職教育的目標無法的有效達

成。 

五、學校推動親職教育的有效策

略 

本文以下針對上述推動困境，提

出有效解決策略： 

(一) 整合學校人力資源，單一窗口專

職負責 

整合人力資源規劃課程，是落實

親職教育的重要關鍵。學校單位除指

定業務承辦人規劃親職教育課程外，

亦可藉由全校老師的推廣，擴大參與

的層面，讓老師、學生、家長、社區

共同來關心親職教育的議題，正視家

庭教育的重要性外，透過相關的社會

資源，連結學校志工或是社福單位，

形成綿密的輔導網絡體系，藉由網絡

的力量擴展親職不同的學習視野與輔

導層面。 

(二) 辦理參與式教師增能研習，透過

同儕交流提升親職教育相關知能 

將親職教育與溝通技巧等議題，

排入校本教師增能研習規劃中或籌組

相關專業社群，透過與專業講師互動

交流及同儕分享成長方式，導正教師

正確觀念，激發其專業成長，提升相

關專業知識與技能。 

(三) 推動親職教育的內容、方式多元

化，擴大家長參與意願。 

盧淑娟（2005）指出國民小學親職

教育方案規劃成效會因性別、教育程

度、親職教育專業訓練知能而有顯著

差異。因此，在實際推動時可依課程

內容、家長對象程度改變辦理方式，

結合當地特色，讓方式多元化，尤其

是小型的活動，對於家長更有凝聚

力，更能吸引家長參與的意願。另外，

可透過網際網路、學校聯絡簿、發行

刊物等方式實施親師溝通，有效增進

了解，提高時效，並能隨時掌握訊息，

快速溝通。 

(四) 結合社區資源，活動融入社區，

建立學習型社區 

整合人力資源，活動社區化；建

立結合社會、家庭與學校三位一體有

效機制，讓親職教育功能落實社區環

境中。劉金蘭（2005）建議規劃完善的

社區服務，在社區中的媽媽教室內定

期舉辦親職教育專家演講座談會以增

進社區中的父母親職功能。適時的介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2），頁 119-122 自由評論 

 

第 122 頁 

入協助整合社會資源，融入到社區活

動中，推動社區活動，例如和社區媽

媽教室結合，以及市民大學的課程

等，由學習型家庭的提倡，到學習型

社區推廣，是親職教育方案努力的具

體作為。 

(五) 推動親職教育評鑑機制，並進行

標竿學習 

邀請學校教師、家長及社區團體

共同參與討論，發展校本親職教育推

動評鑑指標。將歷年推動成果彙整分

析實施成效，並作為明年實施改善依

據。此外，透過實施校際間觀摩學習

的方式，進行標竿學習，發揮截長補

短之效。 

六、結論 

親職教育是聯繫家庭教育與學校

教育的橋樑。在變遷的社會中，協助

孩子認識自我、發展潛能，是父母學

習的課題；在紛亂的思潮中，澄清父

母價值，重建家庭核心功能則是學校

親職教育努力的目標。期盼透過學校

用心的辦理推廣、結合社區資源贊

助、擴大家長參與及支持，讓親職教

育的路更順暢，讓家庭、父母、孩子

與學校共同學習成長，為教育孩子的

未來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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