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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當前的教育界中，美國出現所謂的「直升機父母 J (Helicopter Parents)

指家長如同直升機在高空盤旋，密切緊盯著孩子在學校的一舉一動，並且擊退

任何會造成孩子身心受傷害的人事物。北歐國家則是出現「冰壺父母J (Curling

Parents) .影射這額型父母就像在玩冬季奧運的冰上運動「冰壺J .將擋在子女

未來前途的一切障礙清除。至於日本則是出現所謂的「怪獸家長J (Monster

Parents) .指父母動輒向老師抗議，以不講理的行為強勢平涉學校事務(李佩

芬、張漢宜. 2008)

平實而論，在臺灣的校園內，早就出現如同美國、北歐與日本等各國的情況

了，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是以，部分教師很難承受各式各樣學生家長的不合理

要求與抱怨壓力，紛紛申請提早退休，少數抗壓性不足的教師甚至選擇辭職離開學

校。隨著少子化時代來臨，怪獸家長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他們是所有老師的夢魔，

更是學校發展的絆腳石，關心教育的工作者，千萬不可聽而不聞、視而不見與置之

不理，否則將妝害到我們教育的基石。

為了讓教育工作伙伴對怪獸家長有進一步的瞭解，筆者嘗試將其意義與類型加

以說明;接著，說明怪獸家長變多的原因為何，最後，提出相關因應招式，希望能

對教育行政機關在制定教育政策上有所助益，以及協助教育第一現場的老師從事親

師互動能夠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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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意義與類型

一、意義

怪獸家長，又稱「怪物家長 J (毛 Y 久夕一 ~7νγ 卡. , Monster

Parents) .係指時常向老師抱怨、抗議、攻擊、以自我為中心，並且提出無理要

求，無時無刻干涉學校事務的學生父母，而且他們也經常透過民意代表向學校行政

人員(職員與校長)提出不合理要求並施加壓力，有些家長甚至為了一些芝麻綠豆

小事，動不動就威脅要對學校提出告訴，這種對學校咄咄逼人的態度，使得學校成

員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李佩芬、張漢宜·2008 ;劉長菁. 2008)

總而言之，他們往往太過保護與溺愛自己的小孩，每當他們的小孩犯錯時，

就以小孩還小不太懂事作為藉口來反駁，要求老師給小孩一個重新反省的機會;反

之，若是教師犯錯時，就追殺到底不留餘地。舉例來說，若是學生情緒失控做出攻

擊老師的行為，並且造成教師身心傷害，便要求教師給學生一個機會不要提告;反

之，如果教師情緒失控不當體罰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便揚言告到教師失去工

作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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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怪獸家長

二、類型

日本法政大學的尾木直樹教授認為怪獸家長有五種額型，茲就其內涵加以說

明，如下所示(劉長菁· 2008)

(→)學跨依顧型

不管任何事情全部都推給學校負責，意昧著將老師當貼身棵姆與終極保鏢，

從早上七點鐘把小孩帶進學校，小孩的所有問題都要幫他處理，內容包羅萬象，涵

蓋:食(提醒學生吃早餐)、衣(學生衣服弄髒協助洗乾淨)、行(下課後順道載

學生回家)、育(幫忙學生介紹補習班)、樂(寒暑假帶學生去郊遊踏青)等生活

層面(陳毆榮 ·2011b)

(二)自我中心型

凡事只考慮、至?自己的小孩，不斷的向校長、導師與所有授課老師宣揚自己~'g孩

子有多優秀與傑出，並且要求學校順應自己的時程變更排課內容與教學相關活動，

諸如:學生表演戲劇時，要求他的小孩一定要擔任主角;班級幹部指派時，請求將

他的小孩指派為班長;模範兒童表揚時，指定他的小孩為班上模範兒童;學校要拍

畢業典禮團體照時，請老師安排他的小孩站中間。

(三)揖守恆蓓型

在非上班時間或是非過當時間，持續精神騷擾學校人員，譬如:電話兩三天

就打來一次，每次都起碼聊一小時以上，談的內容都是一些孩子生活上的瑣事，而

且不分清晨、半夜與假日。操守低落嚴重的家長，甚至會以語言恐嚇、暴力威脅或

是透過「民意代表」與「有力人士」等方式對學校施壓，要求學校做他們想要的安

排。例如:宣稱與某某電視台或報紙人員很熟，要對學校提出檢舉;到學校時露出

刺龍刺鳳的臨時，對教師拍桌大罵;有意無意透漏自己的親朋好友是地方上有權勢

的民意代表，向學校施壓將自己小孩關說進入資優班級;打電話給老師，要求假日

要到校輔導自己小孩的課業。

(四)權利主張型

只提出對自己有利的理由與原因，來推托學校的安排、要求與處置。包含:因

為孩子風冒，要求教師教學進度慢一點;午餐菜色不好，要求退還午餐費;嫌學校

運動服太難看，要求學校重新設計;小孩成績退步，怪罪老師題目出不好;孩子動

手打人時，堅持小孩在家很乖不可能有打人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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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放葉養育(虐符)型

家長平時好吃懶做無所事事，往往是遊手好閒、抽菸、剛酒、賭博等不良習價

樣樣通，不會去關心小孩是否有吃飽與睡足，也不過間小孩學校生活，小孩家庭聯

絡簿也不看，平常打電話也聯絡不到人，但是只要小孩出事情，將全部責任都歸咎

給學校與導師負責。譬如:小孩翹家或晚歸，要求學校要立即把人找出來;小孩說

謊欺騙，怪罪學校教育失敗;小孩與人打架受傷，歸咎老師監督不周。

參、出現原因

學校為什麼會出現怪獸家長呢?大致上有五個原因，包含:家長積極參與學校

事務、教師社會地位逐漸下降、教育市場化的不斷衝擊、家長對教師有所誤解，以

及家長本身的人格特質，詳如以下說明:

一、家長積極參與學校事務

長久以來，臺灣家長在學校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多為「經費捐贈者」之局外人，

而對於學校中的其他事務似乎插不上手(陳敢榮. 2005) ，然而隨著《世界人權

宣言》提出: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之教育，有優先抉擇之權。《教育基本法》第8

條也明文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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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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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所扮演之

角色轉變為「學校參與者」之局內人，於是便積極參與學校各項事務，使得原本與

社會隔絕的學校成員，戚受到家長積極參與學校事務的壓力。

二.教師社會地位逐漸下降

隨著教育的普及化之下，家長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許多家長是醫生、律師、

建築師、會計師，以及法官等，自認比老師懂得多。再加上網際網路的發達，學生

對於知識的獲取不再遙不可及，因此也逐漸侵蝕到教師的知識權威，造成家長過度

平預教師教學，而且校國師生倫理也蕩然無存。職是之故，教師的社會地位不再具

有優勢。

三、教育市場化的手斷街擊

教育市場化的潮流不斷衝擊各級各類學校，從幼稚園到大學機構，家長對教育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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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怪獸家長

服務品質之要求有增無減，家長猶如是消費者或顧客一樣，在商品選擇上每個細節

都鉅細靡遺的檢視、比較與挑剔。家長用挑選商品方式來檢視學校與教師，諸如:

學校收費是否合理、教師課程設計是否不良，以及學校設備是否充足，一旦認為自

己的「消費者權益受損 J .就義正詞嚴地指責校方，為自己應有的權益極力爭取

(李佩芬、張漢宜. 2008) 。是以，過度關心學校事務的家長，便逐漸成為學校

口耳相傳的怪獸家長。

平~ --J

旱拘

。離子

四、家長對教師有所誤解

這些怪獸家長從小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大多是「打罵教育J .無論功課不好或是

行為偏差，老師總是用打罵方式來處理。因此，這些怪獸家長在童年時期對老師往

往有負面的經驗，進而投射在自己孩子的老師身上，害怕自己的小孩也會被教師無

理對待，誤解老師還會用打罵方式來管教自己小孩，所以對老師的管教方式吹毛求

疵，進而提出無理要求，甚至覺得投訴老師會產生一種勝利戚(李佩芬、張漢宜，

2008)

五、家長本身的人格特質

通常怪獸家長普遍都會有相似的人格特質，諸如:自我中心主義、情緒不穩

定、難溝通、防衛心強、不輕易妥協、個性固執、缺乏同理心、容易衝動、缺乏耐

性、喜歡比較、愛計較，以及較自私自利等。也就是說，這些人格特質的家長使他

們不知不覺變成學校成員避之唯恐不及的怪獸家長。

肆、因應招式

針對怪獸家長的諸多無理要求，筆者試圖提出以下因應招式，供教育當局與教

育夥伴參酌:

→、騙列預算替我師聘請律師

有些非理性的怪獸家長，常常為了細微末節的瑣事，就要對學校寄發存證信函

或是對學校興訟，一定要逼得學校道歉或賠償，家長這種無巨頭的投訴、控告，更

是讓教師氣餒與沮喪。此舉除了會影響教師上課品質，也會間接侵犯到其他同學的

受教權。因此，教育當局應編列預算聘請律師來協助教師處理家長訴訟的諸多繁雜

之事，讓學校每位教師均能安心在學校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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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聽作國應怪獸家長放戰手冊

日本部份教育委員會已製作《打造值得信賴的學校:如何處理家長對學校的抱

怨手冊» .統一發送給全國教師，指導老師該以怎麼樣的心態面對各種棘手的怪獸

家長問題。我們也應集結各方優秀教育學者與處理學生家長問題有心得的教師，來

商討因應怪獸家長的方法，並且彙整怪獸家長相關問題與因應策略，製作出《因應

怪獸家長教戰手冊» .讓各級各類學校教育工作者參考，使其能有所遵循與依據。

換言之，就是針對不同類型的怪獸家長，教導應對的處理策略，詳如以下說明:

(一)學核依賴型怪獸家長的處理第略

首先，要向此類型家長表明教師主要任務乃是教導學生課業，生活教育雖然也

是教師的職責，但是不能無限上綱。家長對於小孩的生活食衣住行育樂應是最主要

負責的人，教師儘管也有些道德的責任，然而不能輸越太多，因為教師要同時面對

30位左右學生，實在是力有未逮;除非屬於急迫性與危險性的事，教師才出面輔助

家長，否則應全由家長概括承受。此策略可以避免家長過度依賴學校而推卸自己對

小孩的教養責任。

(二)自我中心型怪獸家長的處理第略

此類型的家長非常重視小孩的成就，教師要用「正向溝通」的方式來傳達給

家長知悉，例如:學生表演戲劇時，要求他的小孩一定要擔任主角，教師可向家長

表示小孩子的演技很好，每個角色均能詮釋，不一定要當主角才能彰顯出其表演天

份;知級幹部指派時，請求將他的小孩指派為班長，教師應向家長表示班上幹部的

選任，要尊重班上全體同學的意見，貴子弟相當優秀應該有機會當選班級幹部，教

師不能以獨裁方式任意指派，否則會造成副作用。

(三)據守低落型怪獸家長的處理鑄略

此類型家長無非是要找一個人傾訴自己的想法與意見，教師要秉持「積極傾

聽」的技巧，意味著除了要知覺瞭解，要雙目專注之外，更要用心聆聽，用主動積

極的方式，與家長建立互動回饋的模式(陳歐榮. 20lla) 。讓家長覺得教師能理

解他們，也會以他們的角度來思考教育小孩的困境，只要家長情緒獲得籽解之後，

心情就會逐漸好轉，不會再來打擾教師。

(四)權利主張型怪獸家長的處理第略

此類型家長最終目的乃是在意教師是否有看重他們的意見，所以教師應要接納

家長的寶貴意見並加以「虛心改進」。如此一來，家長得知他們的意見有受到教師

重視，就不會再砲聲隆隆指責教師。例如:家長投訴教師學校午餐菜色不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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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怪獸家長

退還午餐費，教師可答覆我們會將您的寶貴意見納入，並加以虛心檢討，戚謝您對

學校午餐的指教;小孩成績退步，怪罪老師題目出不好，教師可向其說明小孩成績

退步，會進行額外補救教學，請家長不要擔心。

(五)般葉著育(虐符)型怪獸家長的處理黨略

此類型家長處理起來是比較棘手的，因為家長根本已經放棄小孩了，而且把教

養小孩責任通通推給導師來承受，這不僅是學校教育問題而己，而是整個教育的結

構性問題。因此，教師要向學校輔導室通報，也要讓校長知悉此種情況，同時更要

藉助警察、律師、社工與醫師等專業人士的協助，才能畢其功於一役(李佩芬、張

漢宜. 2008)

三、建立多元親師溝通管道

被教師指為難搞的怪獸家長常常認為學校老師總是抱持威權心態，不與家長溝

通。所以，親師之間的溝通相當重要，常常會造成彼此誤會或是錯誤解讀，假使不

立即澄清解決，恐怕親師衝突會像滾雪球般擴大。所謂 r預防勝於治療J .因此

教師平常就要透過各種管道與家長做好良好溝通，舉凡:班級網頁留言板、家庭聯

絡簿、親師座談會，以及家庭訪問等。利用這些管道表達自己的教育理念與教學模

式，也趁機瞭解到學生家長的需求與期望，將雙方的認知鴻溝消除。如此一來，就

不會出現親師雙方各堅持己見的爭執場景。

四、設身處地以家長的角度來看符

對於家長的問題，除了要有「同情心」之外，還要有「同理心J .意即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抱持同理心的態度，在無形中就會將彼此的距離拉近。教師要知道

自己也有小孩，也具有家長的角色，所以在與家長溝通時，要想到家長之所以講話

大聲，是因為太過關心小孩所致，而不是故意要來找教師麻煩.r 用心傾聽」家長

的抱怨，等到家長發洩完了之後，自然就沒事了，不要如同刺蜻般彼此劍拔弩張，

否則一旦彼此情緒失控將如同火山爆發一樣難以收拾。

五、隨時詮意識論方式與態度

教師乃是社會上的高知識份子，加上有其教學上的權威，因此不知不覺會有指

導式或是命令式的說話模式，在與各行各業的家長進行對話時，可能會在無形之中

引起家長的不悅，誤解教師只會打官腔敷衍了事，甚至誤以為教師看輕家長，導致

家長怒氣爆發如野火爆原般，一發不可收拾。是以，教師要隨時注意自己說話方式

與態度，以免影響家長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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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省思

其實，怪獸家長世界各國皆有，因為少子化的現象，讓父母將所有的注意力與

關愛心都放在小孩上面，而父母對小孩的過度關心，不但沒有幫助小孩學習，反倒

讓學校教師因為承受家長的壓力，而影響教學的品質。職是之故，老師和家長應攜

手而不是對立，但老師與家長的角色卻不應混淆，老師所扮演的角色，應該隨時充

實自己的專業知能，才能讓家長學生信服;家長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做老師的最

佳幫手，才能讓老師安心上課教學。老師與家長認清自己的角色與任務，密切的合

作，才能給孩子適切的教導，孩子得到好的行為典範。老師與家長攜手才能有雙贏

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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