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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

案訓練之動機、學習歷程，並在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後，實

際推動親職教育上的有效改變與運用之經驗，採用質性研究深入訪談，

以立意取樣的方式，於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的種子師資中，

選取五位研究對象，主要結論: 

一、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之動機，

為面對家長的挑戰及提升專業知能。 

二、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的學習

歷程，從個人反思的引發、家庭互動的改變，到實施情境的模

擬，包含認知、技能與態度三個面向之轉變。 

三、 家庭生活教育推動歷程，強調「學習」與「運用」相輔相成的

重要性，有助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預估實施親職教育之情

境。 

四、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推動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之策略，是

根據其在地發展可掌握該區資源，運用策略之三有結合現有資

源、連結其他單位及深耕在地種子。 

五、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將所學發展出符合在地的實施方式，並

透過克服所處地區、單位及現況資源差異的挑戰，主動尋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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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方案，在學習、運用歷程中，滿足服務對象的需要，受訪者

獲得自信、成就感及價值感。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對參與在職訓練者、提供在職訓練

者及學術研究者三方向，提出建議，提供未來給家庭教育實務工作者

及相關單位之參考。 

關鍵字：家庭生活教育、親職教育、在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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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and learning processes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practitioners in respect to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raining 

programs for adolescents’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ir experiences with 

promoting, applying, making changes after the training.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select five subjects from the seed teach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by means of sampling. The main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1. The needs of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s from parents’ and enhancing 

personal professional skills are the motivations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practitioners in the training program.  

2. In the course of study, practitioners’ learning processes cover the trigger 

of personal reflection, changes in family interaction and simulation of 

implementation scenario. Changes of cognition, skills and attitudes are 

included.  

3. The importance of corresponding learning and implementation are 

emphasized in the promotion phase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Practitioners’ can better predict and evaluate the scenario and 

circumstances when implementing parenting education.  

4. Promotion strategy for adolescents’ family education from practitioners 

is based on three aspects: local development in accessible resources and 

strategic combination of existing ones, resource leverage from other 

parties and the incubation of local seed teachers.  

5. Family life education practitioners develop implementation methods 

based on local needs, and proactively seek for solutions by overcoming 

resource differences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lear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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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interviewees report having gained confidenc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nd value, knowing that they met the needs of those 

they served.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e researcher gives suggestions 

to on-the-job training participants, providers, and academic researchers. The 

results can serve as reference for future family life education practitioners 

and related execution parties.  

Keywords: family life education, parenting education, on-the-

job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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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涵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以及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 從家庭教育走向社會教育 

        社會的穩固需要奠基在家庭穩固上，王以仁（2014）表示家庭是

子女出生的第一個場域，父母是子女學習的對象，子女學習社會化歷

程裡，若父母給予子女正確的親職教育，將可協助其發展健全的身

心，黃迺毓（1988）提出若要維持社會的秩序，引導子女往正確的方

向發展，以預防社會問題，根基建造於父母們對家庭教育的重視。可

見父母若能有效的學習家庭教育，對子女身心發展上之有舉足輕重之

地位。 

    傳統社會將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劃分為三類，但面對

現今社會變遷及媒體資訊快速的時代裡，家庭身處變動、複雜性高的

環境，更是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需要政府一起協力，黃迺毓

（1988）認為政府單位的角色是喚起社會對家庭教育的關注與重視，

並結合家庭、學校及社區整體的力量，促使全民投入參與並持續推展

家庭教育。我國 2003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家庭教育法」，建構學校

及社會成為推廣家庭教育之體系，共同協力達成「增進國民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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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健全國民身心發展，營造幸福家庭，以建立祥和社會」之目

的，臺灣的家庭教育正式從「家內事」提升為「公眾事」。 

        根據家庭教育法定義，家庭教育是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

能之各種教育活動，親職教育為其主題範疇之一，是指增進父母角

色、職責、態度與責任、親子溝通與協調、子女教育等活動。推動人

員依該法第十八條明定「…鼓勵公私立學校及機構、團體、私人辦理

推展家庭教育之工作」，賦予社會實務工作者在地方上實施的積極角

色，李盈萩（2003）表示當親職教育有效實施並結合學校，不但能補

足學校資源的限制，也有助於親職教育在地化的實踐與落實，將可能

發生的社會問題提早預防，以帶動社會安定與穩固。 

        不同單位與場域推動親職教育時，可以讓不同的家庭有機會接觸

親職教育活動，Stern（1969）指出，雖然親職教育的實施無法完全

阻止家庭問題發生，但可透過預防性教育，降低家庭問題的程度與強

度。父母若能從鄰里、社區活動中，就近接觸親職教育相關活動，增

長知識與親子互動方式，培養整體社區親職教育理念與習慣，將可成

為社區中強大資源。 

貳、 發展實務工作者家庭教育相關能力的重要性 

家庭生活教育是從事人與人關係的工作，實務工作者本身即是一

個傳播、轉化專業知識的媒介，所需面對及處理的家庭議題層面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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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深入，除了具備家庭教育相關範疇的專業知識基礎，蕭崑杉

（2000）認為還需將知識體系轉換成服務行動的技巧與方法，並以團

隊運作方式推廣家庭教育相關方案，使團隊成員進行知識傳播並因而

形成團隊的知識（蕭崑杉，2002）；另外黃迺毓，糠明珊、勞賢賢、

周玉敏（2010）提出家庭教育人員還需具備個人特質與人際溝通能

力，觀察與接納的尊重態度接觸服務對象，促使有效溝通的機會。 

研究者在實務經驗發現有效的助人關係是讓個體知道自己是被接

納，有足夠的安全與感受到被愛時，改變與影響才可能產生，然而，

此部分推動的特質與溝通能力，需要長時間在實務工作裡「做中學」

及反覆覺察培養，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則擁有此優勢。 

參、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在職訓練的必要 

       吳妮真（2014）研究分析申請認證者的背景，發現取得專業認證

資格的，多數是相關科系的大學畢業生，其所具備的能力，僅為在學

期間修習相關專業理論知識，鮮少有家庭生活教育實務運用之經驗，

反之，第一線服務的民間機構有專業認證者不多，卻各有其服務宗

旨、特定對象與方式，也見專業的必要。可見，目前臺灣家庭生活教

育實務工作者的能力養成，除了正規學校教育培養具備認證資格，實

務上，有許多第一線的家庭教育相關機構的工作人員，並非家庭教育

相關科系畢業，無法透過職前教育取得家庭生活教育專業人員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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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們卻擁有資深的實務推廣經驗與專業使命，加上豐富的人際溝通

技巧與特質之優勢，從實務工作累積經驗並在實施過程中的學習與修

正，形成該領域在地化的共同議題並推動，是落實家庭教育在地化的

重要推動角色，顯然這群工作者除了經驗累積專業，繼續接受在職訓

練，以提升專業能力有其必要性。 

肆、 自身的學習經驗 

研究者曾從事輔導青少年偏差、犯罪之社會工作近 7年資歷，深

感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重要性，且面對學校、社區對家庭教育相

關知識之不足，引發自己成為做家庭幫助者的念頭而投入學習，來到

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以下簡稱臺師大人發系）家庭生

活教育組碩士班進修，接觸到「編織幸福家-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

計畫（以下簡稱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臺師大人發系黃迺毓教授受

教育部委託辦理，擔任計畫主持人，該計畫注重培育家庭教育專業種

子師資，透過豐富的資源及專業師資，提供在職訓練、充實專業知

識，使種子師資成為各個社會角落的家庭支持者。 

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之內涵為子職教育及親職教育，編撰並出版

子女版 6堂符合國小高年級至國中使用的學生版教案、教師版手冊，

及父母版的 6堂教案、手冊，將手冊內容製作成教學光碟，規劃初階

子女版訓練 12小時、進階父母版訓練 6小時之課程；訓練模式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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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訓、團隊經營及教育落實三階段，培養地區實務工作者成為種

子師資，並推展此方案達到教育落實；參與對象有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的在職人員、志工、學校教師及民間單位的實務工作者，進行方式以

大課堂方式，透過繪本、影片及團體分組進行討論、分享與交流。 

研究者有機會觀摩方案訓練的過程，發現種子師資除了家庭教育

中心的專職人員與志工外，有許多民間單位的核心工作者，其學經歷

背景與研究者相似，非家庭本科畢業，卻積極投入家庭教育相關工

作，累積許多在家庭教育之相關機構內服務的經驗，早期以教會之宗

教團體為多。研究者關注他們從實務工作中重視親職教育的推動，除

了工作發現深感家長是改變子女的關鍵，參與者亦是準父母或未來父

母的角色，透過在職訓練中的分享與反思，觸動個人的生命經驗，產

生自我覺察後改善了自己與家庭的關係，更加深實務工作者對親職教

育的責任感，並積極推動。 

綜合上述，這些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有相似的背景

與價值觀，非科班的學歷，卻重視親職教育而積極主動參與青少年家

庭教育方案訓練，在職增能專業並實際推廣，加上家庭生活教育實務

工作者具備實務經歷，透過推動的分享，充分運用在地化資源及活化

教材，以符合家長需求，增添親職教育的豐富度，因此研究者欲探討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在職訓練的動機、學習與回應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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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學的實際推動親職教育的歷程、遇到的限制及因應又是如何?本

研究期待透過訪談對話了解實務工作者參與訓練動積與學習歷程，且

積極推動親職教育之內在歷程、生活經驗及運用方案的互動經驗，期

待能提供未來在實務領域推動親職教育的相關單位參考，也盼提升家

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推動親職教育的價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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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研究者提出下述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推動親職教育之經驗。

期達到以下目的： 

一、 探討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的動

機與學習。 

二、 探討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後，

在實際推動親職教育上的有效改變與運用。 

貳、 研究問題 

   針對研究目的之一，提出兩點研究問題: 

1-1.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的動

機為何?  

1-2.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的學

習內容為何? 

   針對研究目的之二，提出兩點研究問題: 

2-1.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後，實

際推動之回應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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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實際推動青少年家庭教育的策略與方

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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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親職教育 

    根據家庭教育法定義，家庭教育是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

能之各種教育活動，親職教育為其主題範疇之一，是指增進父母角

色、職責、態度與責任、親子溝通與協調、子女教育等活動。  

貳、 家庭生活教育 

  根據家庭教育法第二條定義，係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

之各種教育活動。而家庭生活教育的用詞，是從美國家庭生活教育

(Family Life Education)長時間的醞釀、發展為重要學科而來，而

國內家庭教育的沿革隨時代變遷有所差異，然大多相關研究者將家庭

教育、家庭生活教育視為等同概念(林如萍，2003)，因此本研究將兩

者之詞義相提並列。 

參、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 

  依據家庭教育法第八條，推展家庭教育之機構、團體，有家庭教

育中心、各級社會教育機構、各級學校、各類型大眾傳播機構及其他

與家庭教育有關之公私立機構或團體。本研究指的家庭生活教育實務

工作者，為上述推展家庭教育相關機構之專職人員、行政人員或志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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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 

    本研究中的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是指臺師大人發系黃迺毓教授

所帶領的專業研發團隊共同研編之「編織幸福家-青少年家庭教育方

案」，目的為培育家庭教育專業種子師資，提升參與者在子職教育及

親職教育方面的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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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欲探討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

的親職教育推動經驗為主體，並藉此了解現行親職教育推動的狀況。

本章節分為兩部分，第一節為親職教育方案實施的意涵、重要性之探

究、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介紹、實施親職教育相關實證研究；第二節

為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在職訓練意涵、模式與相關研究。 

第一節 親職教育方案實施與相關研究 

    親職教育無論國內外，在家庭教育中皆是重要的範疇之一，尤其

我國特別在 2003年制定家庭教育法，其條例明定親職教育為重要內涵，

家庭教育法目的為增進國民家庭生活知能，健全國民身心發展，營造

幸福家庭，以建立祥和社會，親職教育則是指增進父母角色、職責、

態度與責任、親子溝通與調適、子女教育所實施之活動。 

    以下說明親職教育意涵、實施親職教育方案的重要性、介紹青少

年家庭教育方案、探討實施親職教育相關研究之分析。 

壹、 親職教育的意涵 

親職教育（Parent education）的定義有許多學者的說法，Lamb 與

Lamb（1978）定義親職教育為試圖增加父母對教養技巧的覺察與能力。

美國家庭關係協會(全名 National Council of Family Relations，以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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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NCFR，2014)，將家庭教育之內涵定義出九大主軸，親職教育為其

中之一，其意涵為父母親如何教導、引導子女，增進父母角色，親子

溝通與調適，更強調教養子女教育的重要性。 

    親職教育是從家庭教育演變而來的新趨勢，張秀如（1992）認為

親職教育需透過教育及學習的方式，表現稱職父母的角色，並協助父

母了解子女的身心發展及了解子女不適應行為，與子女建立正向的親

子關係，涵蓋了對父母的教育與父母對子女的教育兩個方面。曾端真

（1993）指出親職教育是有系統地提供一套關於「如何為人父母」的

知識與技巧過程，透過父母的教育與被教育，在子女最關鍵的歷程中，

有效的建造及培育。林家興（2007）進一步提出親職教育是成人教育

的一部份，以父母為對象，透過正式、分正式課程學習親職教育的知

能，以改善親子關係為目標，使繼續教育成為父母有效率幫助青少年

成長之的因素。 

    郭靜晃（2005）將親職教育意涵針對目標、方式及對象整理出三

個要點，第一，改變不良父母的角色，指導父母扮演稱職的身分，以

善盡為人父母的職責；第二，提供有效能父母的教養策略，以改善不

當的教養態度，促進良好的親子關係；以及第三，未婚父母及準父母

為日後做預備，教導父母如何成功扮演其父與母之職分（position）的

角色行為。然而，為因應現今社會變動快速，除了父母需要學習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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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學者把實施的對象擴大，周新富（2006）認為每個人都有機會為

人父母，因此在為人父母之前或之後，都要學習教養子女及營造美好

家庭生活的知能，提倡人人學習親職教育的終身學習目標。 

    王以仁（2014）與陳若琳（2004）綜整國內外研究對親職教育的

定義與看法，針對實施的對象、目標、內容及方式說明，親職教育實

施對象可以是為人父母、準父母、將來當父母的青少年或主要照顧者，

目標以提供子女成長、適應與發展所需的知識內容，增強父母教養子

女的技巧與能力，成為有效能的父母，大多經由不同形式的教育課程、

方案和活動進行。  

    綜合上述，親職教育的實施是透過概念化、系統化的教導，增強

父母教育子女的職責，協助子女在成長與適應上有良好的發展，無論

是父母或成為父母之前，皆是需要學習的對象，透過正式及非正式的

課程施予專業教育，並以成人教育為終身學習的目標。可知親職教育

視父母為影響子女的重要對象，而且可以透過學習來改善親子關係，

因此提供有系統的學習方式，將是親職教育實施的重點。 

貳、 實施親職教育的重要性 

    家庭是社會的最小單位，然而家庭穩固卻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張

春興（1985）指出青少年問題或犯罪行為視為教育上的病症，其病症

演變歷程是病因種於家庭、病象顯在學校、社會使病情惡化。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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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思考個體與家庭及環境的關係，林水木（2005）表示子女出生的

第一個學習對象就是父母，若家庭教育功能的發揮，有助於預防青少

年問題及犯罪。De Graaf 等人（2009）認為透過親職教育的實施，將

是有效預防、介入、減少子女行為與情緒問題之策略。提升父母親職

教育功能不是口號，父母需要有系統的學習方式吸收親職教育新知。 

    家庭教育法第二條明定，家庭教育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

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因此發展符合現代家庭議題、具教育功能的方案

內容是重要的，鄭淑子（2004）認為一般在學校稱為課程設計，在社

會教育稱為方案發展和方案設計，是仔細考量需求與目標，綜合運用

各種資源，創造並透過實施提供學習經驗的歷程，達到教育目標。以

下從對子女、父母、學校及社會四方面探討實施親職教育的重要影響： 

一、 對子女的影響 

  王以仁（2014）指出家庭是子女出生的第一個場域，子女在家的

時間最久，若父母能透過親職教育給予子女正確的教養方式，則可提

供較好的照顧，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子女身心發展健康是反映家長

教育的鏡子，許多研究（許婷婷、林惠雅，2010）顯示親子關係、教

養行為對子女的影響，親子關係會影響青少年的幸福感，當青少年感

受到母親的溫情引導教養、信任溝通，青少年主觀感受到整體生活滿

意度及正向情感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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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富美（2005）認為親子教養行為也會影響子女的生活適應，若

以負向的教養行為對待子女，則子女的生活適應狀況較差，且會降低

父母親職效能的感受；其他研究(林青瑩，1999；許舜賢，2015；黃

軍儀，2009)有關親子關係的衝突、溝通及管教問題等，表示會影響青

少年身心健康，如憂鬱症狀、藥物濫用或中輟等反社會行為。可見防

治少年問題，協助家庭有健全發展是根本解決之道。 

二、 對父母的影響 

    王以仁（2014）指出親職教育可培養父母學習各種正確教養方法，

促進父母覺察自己的行為對子女的影響，透過學習因應快速變遷的社

會，有效調整自我角色，以勝任親職功能，達到親職教育目的。許多

實證研究（林家興，2007；薛重生，2014）認為參與親職教育團體、

課程可以有效增加管教或教養的知能，對親子關係有正向的改變、游

淨如（2010）在情意方面的研究，方案使參與者心情產生正向轉變、

改善家人關係，增進自己與配偶的角色認知，例如周政達（2007）研

究特殊子女的家長親職教育，透過角色扮演及繪本引導，提供家長情

緒宣洩、互相情感交流的場所，在當中家長們彼此相互支持、了解分

享，成為家長親職壓力的支持與調節。 

三、 對學校的影響 

    李盈萩（2003）提出學校的教育資源豐富，家長們將在家庭遇到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Wp2Az/search?q=auc=%22%E8%96%9B%E9%87%8D%E7%94%9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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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際問題帶到學校尋求幫助，使學校能夠不斷地累積處理親職問題

經驗，並連結其他教育單位得到更多技能。藉由學校推行親職教育，

促進家長與學校教育合作，如周政達(2007)之研究，透過課程參與，

親師衝突的角色扮演活動讓家長和帶領者在親師溝通技巧有所學習，

可促進親師關係合作更順暢，以共同成長。 

四、 對社會的影響 

    王以仁（2014）指出親職教育有效實施並結合學校和社會教育，

將可能發生的社會問題提早預防，帶動社會安定與穩固。許多社會問

題來自家庭教育問題，而研究(洪淑萍，2007)指出親職教育可導正子

女，家庭、學校及社會若共同建立尊重、欣賞多元文化的氛圍，將可

使多元文化社會成為一個友善、支持性的環境，協同合作帶動社會的

安寧。 

    從上述實施親職教育的重要性，除了對子女的影響外，父母更需

要學校及社會層面的協助與支持，李盈萩 (2003)指出社會資源間的

有效連結，不但能補足學校資源的限制，也有助於親職教育在地化的

實踐與落實，若社會資源能積極推廣、透過有效的親職教育方案執行，

提供父母在教養知識、技能與情義層面的幫助，可協助建構各個資源

系統間的正向循環，朝向家庭教育的普及性目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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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發展歷程 

    親職教育方案是推動親職教育的重要策略，本部分說明「編織幸

福家-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發展歷程，此計畫第一階段已於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推動培訓，完成初階子女版訓練 12 小時、進階父母版

訓練 6 小時的種子師資在職增能訓練，訓練後由種子師資自組備課讀

書會，從學習者角色到自學，後成為推動的助人者，期盼帶領父母習

得正向親子關係並在家中運用愛的具體行動。以下分為青少年家庭教

育方案發展歷程、方案教材兩部分介紹。 

一、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發展歷程 

(一）緣起 

家庭教育法自 2003年頒布至今，雖然已經從是推動相關策略及專

業化發展，但是面對眾多的家庭需求，需要有「鋪天蓋地」的推動，

讓國人深切感受政府及教育單位的決心和作為。家庭教育法第二條明

示，家庭教育是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發

展因應現代家庭議題與滿足現代家庭發展需要的、具教育功能的課程

為首要任務，而終身教育司委託研發一些家庭教育課程，在推動待更

加落實。 

     家庭教育活動的推廣成效如何，仰賴師資的專業素養和熱情。

家庭教育的專業人員分散在家庭教育中心、學術單位、各級學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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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機構，因此善用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既有管道，結合關心家庭

之在職人員、學校教師、志工及繼續教育培訓之學員，是使家庭教育

在地化及永續經營的關鍵。因此計畫的重點是提供專業知能的在職訓

練，協助建立地區團隊及提升各團隊專業上的量與質，期待將各縣市

培訓合格的種子師資連結至媒合平臺，並且有效配送到該縣市需要的

學校中，落實家庭教育，使之在地深耕。 

    臺灣偏鄉的家庭樣貌以隔代教養、新住民家庭居多，相較於教育

資源較多的都市而言，偏鄉對家庭教育的需求與日俱增，選取範圍考

量都會地區及資源較缺乏的縣市，包括新竹縣、臺中市、雲林縣、高

雄市、花蓮縣、臺東縣，培訓種子師資，建立在地團隊與在職增能培

訓，幫助未來建立媒合平臺。 

（二）課程設計規劃 

    本課程組成的「家庭教育課程研發小組」由臺師大人發系黃迺毓

教授指導，小組參與成員包含學者、民間機構實務工作者、師大人發

系研究生等，計畫第一階段期間為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從

2014 年 5 月開始經過透過課程會議，邀請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規劃、

討論內容，並於 2014 年 12 月開始推動訓練。 

    編撰者及研編委員皆具臺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研究所之專業

訓練，內容編撰者具備社工實務經驗之臺灣家庭生活教育專業人員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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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特約講師；研編委員有臺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兼任講師、具家

庭教育專長之臺灣家庭生活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特約講師、臺師大家庭

研究與發展中心資深專員、臺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研究生及民間

機構家庭教育實務工作者等，透過研發會議，確認課程目標、課程內

涵、能力指標、教學方法、出版形式等，以完成「編織幸福家-青少

年家庭教育課程」之規劃、培訓。 

（三）培訓模式 

    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目的為培訓各地區種子師資，建立在地

團隊與在職增能培訓，幫助未來建立媒合平臺。面對現代化的時代，

特別社會變遷下的環境，培訓模式不限於一次性的講座，此方案的特

色是讓參與者透過初階在職訓練的學習，訓練後回到職場一段時間進

行備課自學，再回來參加進階訓練，像是詹火生(1995)提出的三明治

訓練模式，並將所學實際推廣、建立社區團隊資源。以下介紹本計畫

的培訓模式，分為師資培訓、團隊經營及教育落實三階段，逐項說明:  

1. 第一階段:師資培訓 

    透過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初階、進階之培訓課程，協助種子師資

學習如何使用 6 堂課的青少年家庭教育課程，培訓對象為縣市家庭教

育中心、民間機構之工作人員、志工及學校教師參與之種子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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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以表 2-1-1、表 2-1-2 簡介培訓實施內容、培訓天數不同，初

階子女版培訓於 2014 年 12 月始辦理為期兩天共 12 小時之培訓，教導

學員使用六堂課的「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子女版」訓練，成為種子

師資；完成上述培訓階段的種子師資，方可進行為期一天共 6 小時

「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父母版」之進階訓練，於 2015 年 4 月始辦理，

以強化子職與親職教育的專業內涵。上述兩階段的培訓，皆於課程結

束後，進行檢討會議。 

表 2-1-1 初階－子女版訓練實施流程 

資料來源：青少年家庭教育-初階培訓簡章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9:00-10:30 開場 

教案理念說明 

單元四 

家庭龍捲風-親子篇 

10:30-10:40 休息 

10:40-12:00 單元一  

幸福的開始 

單元五 

重現幸福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單元二  

家家有幸福  

單元六 

幸福在我家 

14:30-14:40 休息 

14:40-16:00 單元三 

家庭龍捲風-家長篇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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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進階－父母版訓練實施流程 

資料來源：青少年家庭教育-進階培訓簡章 

2. 第二階段:團隊經營 

    團隊經營階段是指在初階培訓後，協助種子師資在 1 個月內組成

團隊或加入團隊，由地區專員協助團長帶領團員進行備課讀書會與討

論，透過 3 至 6 次的團隊啟動過程，使團員能夠開始長期連結與合作，

以規劃有效的團隊經營策略，使種子師資能參與團隊，未來在各地區

經營在地團隊、建立培育團隊進行備課。以下分為團隊經營會議、團

隊備課讀書會、團長會議及團隊連結說明: 

(1) 團隊經營會議 

    討論團隊經營的標準作業流程、出版團隊運作手冊、了解各地區

師資經營的情況、支持各地區種子師資在團隊經營上的需要，每月 1

次會議。 

(2)  團隊備課讀書會 

時間 內容 

8:30-9:00 報到 

9:00-10:00 共識說明 

10:00-11:30 親職相關資源介紹與運用 

11:30-12:00 試教團隊分享 

12:00-13:00 午餐 

13:00-15:30 各團隊報告、交流與回應 

15:30-16:00 綜合座談、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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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地區專員帶領團隊備課，使團員透過同儕試教與檢討的過程確

認備課時間、流程，課程同儕試教與檢討、團隊讀書會分享。團隊備

課結束後，鼓勵團隊繼續進行團隊讀書會，使團隊能長期連結，每團

隊約進行 3 次至 6 次（12 小時）備課讀書會。 

(3) 團長會議 

    每季一次四大區的團長會議，包括：桃竹苗區、中彰投區、雲嘉

南區、高屏區、花東區，透過各地區團隊經營策略分享、團隊經營

Q&A、備課讀書會資源分享、團隊經營知能提升以支持地區團長能夠

解決團隊經營問題，提供各團隊的需要，鼓勵團長與團隊的領袖能夠

帶領地區團隊不斷成長。 

(4) 團隊連結 

    為讓各縣市的師資彼此分享教學經驗，彼此激勵、彼此支持，使

在地師資與團隊能夠建立長久的夥伴關係，能夠在備課與教學上彼此

支援，如每縣市一次與在職增能培訓結合舉辦。 

3. 第三階段:教育落實 

    教育落實階段目的建置媒合平臺的管理機制，使家庭教育的需求

端與師資能有效的媒合，提供適合師資給辦理家庭教育課程之學校、

社區、機構。執行方式為擬定師資、講師管理規則、擬定家庭教育需

求端申請辦法、公布媒合平臺運作方方式、透過第一年的媒合過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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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SOP 的流程。協助個縣市偏遠地區的學校與社區，透過團隊師資進

到需要接受家庭教育的學校、社區單位進行家庭教育的學生課程或成

人講座。 

二、「青少年家庭教育手冊」課程教材 

    青少年家庭教育課程設計以親子、師生共學的方式，讓帶領青少

年的老師、家長先願意放下身段一起學習，身教帶動青少年自發性學

習，並透過家庭生命週期的認識，了解個人與家庭隨著各階段生理、

心理與社會的變化，展開不同的發展需求及任務，當家長關注青少年

的成長改變時，自己也進入人生不同的季節，家庭成員必需一起學習

去理解彼此的改變，發展出滿足彼此需求的相處模式，以營造幸福家

庭，建立祥和社會的目標。 

（一）課程設計理念 

    本計畫主持人黃迺毓教授提出五個教導方式，為訓誡、教導、訓

練、影響、感動，讓學習效果從知道-了解-會做-願意做-甘心樂意的

做，具有層次及循環的概念。 

（二）課程規劃 

    本課程目的為推廣青少年的家庭教育落實於各縣市社區，「青少

年家庭教育方案－子女版」針對國小五年級至國中階段青少年進行課

程設計，課程系列共有六個單元，每單元設計實施時間為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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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父母版」針對國小五年級至國中階段青少年

的父母進行課程設計，課程系列共有六個單元，每單元設計實施時間

為 90分鐘。教材可依所學習的議題適用各種年齡層，視實際對象需要

與課程時間安排，讓帶領人活用教案內容及素材，選擇合適的帶領方

式彈性運用。 

  課程編輯手冊目的在於提供青少年家庭教育帶領人有系統的教材

資源，教材分為兩冊，第一冊「青少年家庭教育手冊-子女版」，內

含手冊電子檔與教學 PPT；第二冊「青少年家庭教育手冊-父母版」，

內含手冊電子檔與教學影片，所有教學教材都燒錄於光碟中。 

(三)課程單元主題 

    家庭幸福的普世價值有時候對很多人而言是遙遠的，需要家庭中

每位成員都願意繼續面對關係的挑戰與困難，學習和修正，使自己和

他人都成長，對於幸福有終身學習的概念，將有助於家人經營和諧的

關係，建立祥和社會的穩定基礎。 

1. 青少年家庭教育-子女版的課程主題規劃 

擁有良好祥和的家庭關係，需要每位成員都能學習家庭教育的知

能，以發揮角色的功能，透過個體自我認識，提升生命的價值，並了

解青少年階段的身心發展與情緒反應，學習辨認情緒，用正向的溝通

表達愛與感恩，並在家庭衝突中能有學習問題因應的能力，進而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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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學習正向的家庭關係，總目標為協助青少年將所學的核心信念，

在家中運用愛的行動具體為之，手冊可作為家長引導子女時的參考，

單元課程架構以表 2-2-3說明。 

表 2-2-3 青少年家庭教育-子女版單元架構 

 

2. 青少年家庭教育-父母版的課程主題規劃 

主要議題為理解青少年階段身心發展與正向的家庭關係，父母學

習自我覺察情緒，學習愛的表達及因應親子溝通等議題，且透過良好

的婚姻關係，也容易有好的親子關係，傳達父母謙卑共學的態度，將

所學的核心信念實際運用在家中，讓子女真實感受到父母的不同，進

而有機會改變子女的行為，單元課程架構以表 2-2-4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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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青少年家庭教育-父母版單元架構 

 

    子女版與父母版的課程架構皆以正向的家庭關係為目標，採家庭

生命週期概念，並以親子、師生共學的學習理念，讓子女看見長輩學

習的態度與榜樣，進而增進親子關係。對於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

來說，過往累積許多因應家長需求與問題的能力，將可視家長在各種

情緒困擾、親子溝通的需要，提供單一單元的教導，或是整體單元的

實施，教材彈性活用，可依不同對象做加深、加廣的運用。 

肆、 實施親職教育的相關研究 

    國內親職教育實施的相關研究有許多，研究者使用全國博碩士論

文資訊網、華藝線上圖書館以「親職教育」、「親職教育課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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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親職教育課程」作為關鍵字搜尋相關文獻，並在當中篩選與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架構相關的家庭教育研究，發現辦理親職教育、

親職教育課程實施的對象，以幼兒、學齡階段兒童之家長為多，而在

青少年為主題的研究，身心部份以特殊教育、身心障礙家長適應等為

主，行為部分的有暴力、虐待等高關懷、高風險家庭，或是對於偏差、

犯罪行為的青少年之家長所進行的個別性或強制親職教育課程。 

  本研究以教育為主軸，故不探討子女問題之輔導諮商，對象以一

般父母為主要文獻蒐集，聚焦青少年時期的親職教育實施，包含青少

年前期國小高年級及國中、高中階段家長的親職教育方案介紹 (吳瓊

洳、蔡明昌，2014；林家興，2007；張淑芬，2002；陳富美，2005；

馮潔瑩，2001；游淨如，2010；鄭淑玲，2004）。以下分為實施的內

容、方式、成效與困難建議，逐一說明。 

一、 實施內容 

    實施親職教育的實證研究（林家興，2007；郭慕恩，2013；馮潔

瑩，2001），發現青少年階段的家長以養育子女相關知能與技術需求

最高，養育子女的知能與技術包含了解青少年各階段的心理發展、正

確的教養子女與親子互動方式、家庭成員溝通的技巧，以及建立和諧

家庭氣氛策略之需求度。吳瓊洳、蔡明昌（2014）對於新住民族群，

因為文化背景的差異、自信心不足，對於正確教養子女與親子互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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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其重視的需求。 

  實施親職教育重要內容之一，為協助父母角色認知與調適，其中

在父母角色職責與家庭管理的知能與技術方面之研究（張淑芬，2001；

吳瓊洳、蔡明昌，2014），以「了解父母的職責角色與父母對子女的

影響」最為需要，以進一步調整角色的職能與功能，協助子女做好生

涯發展的準備之知能與技巧，吳瓊洳、蔡明昌（2014）對於推動新移

民家長的親職教育，需考量在文化上的差異與調適，給予母職角色文

化之覺醒與肯定。 

    鍾思嘉（1998）認為親職教育的成效關鍵在於親職教育的內容是

否符合家長需求。陳若琳（2004）表示通常推動親職教育的內容及實

施方式，會依參與對象及其家庭發展階段型態的需求有所調整，依家

庭發展階段分為新婚家庭、子女處於學齡前、子女學齡期、子女青少

年期、子女成年期及空巢期。本研究以子女青少年期的家長需求為主，

實證研究多以增能父母的親子教養技巧、家長自我調適及了解青少年

身心發展任務及互動方式，而王以仁（2014）認為親職溝通亦是教育

相關研習及訓練中的重要核心課程，加強家人溝通技巧、傾聽、我訊

息、讚美與鼓勵等，以協助親子關係擁有和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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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施方式 

    實施親職教育依參與者的需求提供不同管道，張淑芬（2002）研

究國小家長對親職教育實施方式的需求為使用大眾傳播媒體，如報紙、

雜誌、電視、電子郵件、網路通訊軟體，提供一般親職訊息層面最高

等。其他（鄭淑玲，2004）普遍實施的方式尚有家庭聯絡簿、家庭訪

問、座談會，以一次性、資訊提供為主。 

    盧淑娟（2005）研究調查中發現國小親職教育以辦理親職教育方

案普及化，且以團體方式辦理者較多，綜整團體方式包含團體課程實

施方式之研究（郭慕恩，2013；薛重生，2014），大約為期五周至八

次的課程、每周一次課程，每次課程時間有 45 分鐘至 3小時不等，但

也有研究對象在高中階段家長中仍然適用此方式。 

  馮潔瑩（2001）探討高級中學親職教育家長態度與實施做法，發

現高中階段的父母較偏好的親職教育個別方式及座談方式，實施時間

喜歡在假日的白天、以兩小時最佳，每學期辦理兩次，但對於新移民

的家長來說，游淨如（2010)認為較容易因文化的隔閡有負向感受，因

此不喜愛參與個別方式與系列式的親職教育活動，偏好靜態活動方式，

然靜態方式對於內容的吸收程度不如動態方式引發興趣。 

    馮潔瑩（2001）研究發現高中學生家長參與學校親職教育活動之

情形，普遍都不理想，且在頻率次數上，都較幼兒、學童時期家長少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Wp2Az/search?q=auc=%22%E8%96%9B%E9%87%8D%E7%94%9F%22.&searchmode=basic
file:///C:/Users/USER/Dropbox/論文/我的研究_與六都案(新)/文獻/論文章節/第二章第一節_親職教育/要分析的文獻/高級中學親職教育家長態度與實施做法之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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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許多，大多與家長作息時間不能相配合有關，因此建議提升家長的

興趣將能引起學習動機，王以仁（2014）建議父母參與成長團體，其

進行方式通常會有一帶領人具備領導團體之力量，協助父母透過實際

演練等方式，獲得親職教育相關知能，然需參與者積極配合、投入學

習，透過與其他家長討論交流增廣問題的解決途徑，此種親職教育方

式通常較具成效。 

  本研究關注焦點在子女處於青少年的家庭，此階段家庭對親職教

育需求的重點為接納青少年的自主性，陳若琳（2004）建議可實施的

方式為支持、分享團體與座談會，以落實方案成效。  

三、 實施成效 

    實證研究（馮潔瑩，2001；鄭淑玲，2004）的實施成效，多數參

與者認同親職教育實施，對其課程與功能給予滿意，並肯定參與親職

教育課程的正面態度。游淨如（2010）研究指出透過參與親職教育活

動，使個人心情產生正向轉變、學得正確教養方式、改善家人關係，

增進親職角色認知。 

    另外，薛重生（2014）以課程設計適合青少年父母的親職教育成

長團體課程，經過親職教育團體準實驗設計的前、後測驗，從問卷調

查、觀察紀錄表、討論紀錄單、個人學習單與課程回饋表等，確認親

職教育成長團體課程之成效，特別在親子關係、溝通及衝突項目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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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效果有顯著提升，顯示透過方案實施可以穩定學生親子關係的正向

成長  

    相較一般準實驗設計，林家興（2007）比較親職教育之讀書會、

班級教學及團體方案進行團體效果，對親子關係以及兒童的問題行為

的影響，採用內在和外在效度之實驗設計（後測控制組設計），結論

得出親職教育的成效是需要長時間後才可看出來，研究結果親職教育

於家長與子女的親子關係與兒童問題行為沒有立即的影響，但三個月

之後有顯著的影響，也就表示當父母經過學習、內化並調整親子關係，

直到子女感受到父母的轉變，子女才會逐漸的受影響而改變。 

  陳富美（2005）與郭慕恩（2013）的研究則認為親子互動是彼此

影響，當家長調整教養方式，施行有益孩子發展的教養行為與反應，

會透過孩子良好的生活適應狀況，增強父母親職效能的感受與親子關

係。無論是單方向父母影響子女或是雙向的影響，父母若自我覺察而

主動調整，將提升親子關係和諧的機會，因此，林家興（2007）建議

親職教育方案應以促進父母本身的成長和自我覺察為主，當家長自我

覺察敏銳而改變，才容易產生親子關係的長期改善。 

  相關研究（吳瓊洳、蔡明昌，2014；馮潔瑩，2001）皆認為推動

親職教育有其價值與重要性，並鼓勵學校應以更主動、積極、多元的

方式實施親職教育，應事前完善規劃行政並增強教師在親職教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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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溝通技巧上的專業，但馮潔瑩（2001）、游淨如（2010）及鄭淑玲

（2004）的研究結果發現推動親職教育上，參與動機與意願低落為普

遍狀況，如何提升參與者的興趣，是學校實施親職教育最感困難之處，

相關研究（郭慕恩，2013；鄭淑玲，2004；盧淑娟，2005）指出行政

支援上的缺乏，包含人力、認知與經費，皆會影響課程設計、執行方

案人員的專業度，因此建議執行者透過資源連結方式，在規劃課程、

推廣行政策略上，尋求與其他單位協同合作，並加強親職教育方案規

劃者教育訓練，同時建立親職教育專才人力銀行，以協助推動困境上

的缺乏。此研究建議顯示親職教育方案無論在規畫者、建置人力，或

透過資源連結，都視人力資源為重要的資產。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青少年時期推動的親職教育內容以調適親職

角色增能、教養知識、溝通技巧、家長自我覺察之調適及了解青少年

身心發展任務及互動方式為主，實施方式與成效之相關研究，則針對

家長不同需求提供需要的方案，顯然實施方式目前尚未有一個實施方

式能完全符合親職教育的期待，然協助解決其困境，提升家長自我覺

察的能力，強化親職角色職能，增進教養認知、態度和行為，促使家

長與子女的親子互動與關係是主要目標，貼近家長各方面需求是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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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明玨(2005)認為推廣家庭教育方案人員需加強家庭整體的發展

概念，以建構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培育課程及提升其研究發展能力，是

促進家庭教育專業地位與服務品質的要務。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

在推動過程中，最直接觸及家長的需要，如何提供民眾合宜的方案，

是本研究期待透過深度訪談，蒐集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在推動過程

中，探究其面對家長許多實際層面的問題與因應方式，以作為未來親

職教育推動上，可以更貼近助人者及受助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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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在職訓練之意涵與相關

研究 

    家庭教育實務工作者是家庭教育理念與運作的重要推手，在地方

上扮演重要的媒介，也是服務觸及民眾的第一線人員，因此人力的專

業素質顯得相當重要，國內培育家庭生活教育專業人才之大專院校相

關科系，有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

展與家庭學系、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

教育學系、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

學系、臺北教育大學兒童與家庭教育學系、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家庭教育組、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系等（按筆畫順序）。 

    由前述正式教育培養出具備專業人員認證資格，是屬於職前教育，

但社會經歷變遷，個人畢業後投入職場具備專業知能，無法單靠職前

教育做為終身供應，陳國華（2002）提出變遷中的教育與學習有八大

教育趨勢，其中是「年輕到終身」指提供創新與終身學習理念的長遠

教育，朱寶青、陳柏舟（2001）認為成人教育所欲養成之要素之一，

即為在職進修教育。 

    實務上，有許多不同學歷、經歷背景的實務工作者投入家庭教育

領域，並且在社區扎根提供相關家庭教育服務，他們因為學歷背景非

家庭相關科系畢業，無法取得家庭生活教育專業人員的認證資格，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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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工作中累積豐富的工作經驗，具備某部分的家庭教育相關專業

能力，顯然這一群實務工作者有繼續提升專業知能的必要性，以滿足

社會變遷下的家庭需求之服務。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專業活動與在職訓練密不可分，即便家

庭教育法第十條有規定主管機關需提供各種進修課程或訓練，但臺灣

家庭教育推行十幾年，尚未建構家庭教育專業人員的進修機制，對於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在職進修的討論及研究也相對少，本研

究期待歸納及彙整相關文獻，並將其結果透過實際訪談提出具體的未

來研究方向之貢獻。本節分為四個部分探討在職訓練意涵、在職訓練

的相關模式、參與在職訓練的相關理論及在職訓練的相關研究探討。 

壹、 在職訓練意涵 

    臺灣已經邁向知識快速累積與科技創新的時代，加上高齡化、少

子化的社會變遷歷程，個人受正式教育所提供的職前訓練，已無法因

應工作與生活上的新需要，德國教育學家尼格曼（Wilhelm Niggemann）

認為擴充教育來應付技術與工業迅速的發展，符合整個技術與工業的

發展，是成人再學習的理由之一(引自朱寶青、陳柏舟，2001）。詹

棟樑（1990）認為成人接受在職訓練是為了追求職業的成就或轉換職

業，以塑造其職業技能、精神與道德等，在職訓練可說是現代化提升

人力素質的必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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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專業快速發展的時代，任何領域對於人力素質提升有其專業化

發展，教育層面，發展完善的美國教育學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以下簡稱 NEA）於 1948 年訂一套專業規則，視教育為終

身的專業工作，師資素養應有專門的職業訓練、不斷的在職進修，為

提升教師素養的重要策略之一；家庭教育層面，家庭教育法通過後，

重視家庭人力專業的培養，第十條「規範各級主管機關應對推展家庭

教育之專業人員、行政人員及志願工作人員，提供各種進修課程或訓

練，其課程或訓練內容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可知，無論是家庭教

育專業人員、行政人員或志願服務工作者人員，都有在職訓練之必要，

可彌補職前教育的不足，降低工作情緒耗損、無力而流失，並強化專

業知能，提供更好的工作品質。 

    王政彥（1995）認為在職進修的重要性有四項，分別為促進專業

的成長、加速職業的升遷、提昇人力的素質及協助機構的發展。促進

專業的成長可以使專業人員的技術和能力保持專業的生命力，且在職

場及社會有其關鍵性角色，當人力的素質被提升，機構也能擁有好的

服務品質，顯示機構若鼓勵人員的繼續教育，除了個人的自我超越、

心理滿足外，還可以幫助機構獲得最新的專業資訊，提升整體機構發

展機會，高志遠（2005）認為工作成長不是離開環境學習，而是透過

工作的教育而成長，在職訓練即是從實際工作累積許多豐富經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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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工作上的指導與訓練，邊學習邊成長的歷程。換言之，活化在職

進修的內涵，有效地使家庭教育人力資源內化成長，不只是機構達成

績效目標，同時也滿足個人追求成長的需要。 

    由於與在職訓練（in service training, on the job training）相似的用

詞有繼續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在職教育（in-service education）

與繼續訓練等概念，這些用詞廣泛指保持有效的訓練以提高個人專業

知能、追求自我成長等目的，重視既有的實務經驗，透過各種教育活

動獲取新方法（引自林冠儀，2009），本研究不細分其涵義，為求全

文的通暢，統一稱為「在職訓練」。 

    綜合上述，在職訓練定義是指成人離開正式教育，在職期間選擇

個人的專業發展需求，累積工作經驗並繼續追求專業學習的終身教育

歷程，在既有的實務根基上，透過有效的訓練，加值個人專業知能、

提升能力素質及協助機構的發展。     

貳、 在職訓練相關模式 

    在職訓練是一種工作上的訓練，以在職員工為訓練對象，目的為

改進在職員工的工作知識、技能與態度。詹火生（1995）提出在職訓

練有不同形式，以下分為實施場地、時間及其他介紹： 

一、 場地 

(一) 工作崗位上訓練（On-the-job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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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JT 有分為正式與非正式，非正式的 OJT 較像是傳統的師徒制，

學習的場域即是工作職場，透過有經驗的員工分析自己的做事方式，

並按步驟去解決所遇到的事物，以教導新進員工或不熟悉某項技能的

員工提供訓練，但這樣的方式很即時，難以評估或紀錄等（Gallup & 

Beauchenmin，2000）。 

(二) 工作崗位外訓練（Off-the-job Training） 

    我國專責職業訓練機構接受事業單位委託訓練則屬於此類訓練

方式。是相對於「工作崗位上訓練」的型式，差異在於場域是離開

工作崗位去受訓，如專責訓練機構。 

二、 時間 

(一) 全時訓練（Full-time Training） 

    指參與受訓期間不從事工作，將此段工作時間全部投入訓練。 

(二) 兼時訓練（Part-time Training） 

    參與者在工作中抽出一部份時間離開工作崗位去受訓，可能每日

投入一致二小時或每隔數日受訓數小時。 

(三) 日釋訓練（Day-release Training） 

    指參與者每隔數日放假一天，利用假日全天受訓。 

(四) 期釋訓練（Block-release Training） 

    指機構同意在職人員一次給假若干日去受訓，每週上課一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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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半年連續上課一個月或兩個月，對事業單位及受訓人員較便利。 

(五) 輪調式訓練（Sandwich Training） 

    指在職人員工作一段時間，去受訓一段時間，而後回來工作一段

時間，再去受訓，如此循環又稱「三明治式訓練」。 

三、 單元化訓練（Modular Training） 

    指分析某一項職類所包含的全部技能與知識，將彼此有關又能自

成整體者歸納成一個單元或模矩（Modular），又稱模矩式訓練。其

特色是在職訓練的課程可視實際需要選擇某一或若干單元，彈性地加

以組組合，在訓練、考核及實用上又可獨立，以便培養擔任較複雜的

工作的技能。 

    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在訓練的場域上，屬於工作崗位外的訓練，

依地區及合作便利性安排實施場域；實施的時間傾向三明治式訓練，

需透過兩天初階訓練後，討論、吸收、沉澱及回到場域運用，再回來

進行一天進階訓練；教材的設計較類似單元化訓練，子女版與父母版

可獨立及組合使用，並配合使用者的場域、對象需求調整上課時間、

多寡，符合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面對不同家長的需要，彈性運用。 

參、 參與在職訓練的相關理論 

    成人參與在職訓練的原因多元且複雜，無法單由一個理論、模型

或一組原理可統合解釋，以下試圖以 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K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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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發動機模式及The Kirkpatrick model模式，進行論概略性探討，茲

分別敘述如下：  

一、 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 

周麗端（2013）綜整 Albert Bandura 所提出的社會學習理論，認

為人類的學習是透過人際與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以獲得有用的訊息，

亦是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歷程，主要涵蓋三項核心主張，分別為觀

察學習、交互決定論、自我效能論。 

(一) 觀察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vicarious learning） 

    指個體以旁觀者的立場，觀察他人的行為表現，就能獲得成長。

在觀察學習的歷程中，需經過注意歷程、保留歷程、行為塑造及動機

歷程四個步驟。 

(二) 交互決定論（reciprocal determination） 

    指個體行為的產生是來自個人內在的動機、情緒等，而個體所處

的人文、社會環境與個體行為表現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 

(三) 自我效能論（self efficacy）: 

    指個人對於從事某種工作具備的能力，以及對該工作可能做到程

度的一種主觀評價。自我效能高的人面臨困難時能更努力、以習得的

技能更加強化、更能集中努力和注意力於情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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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認為參與者的學習是透過人際與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以獲

得有用的訊息，因此在訓練過程習得的認知、價值促成的內在動機，

將會影響其是否繼續接受在職訓練。 

二、 Keller的激發動機模式 

Keller（1987b）的 ARCS 動機模式提供一連串的激發動機策略，

引發學習者學習興趣， 以提昇學習效果，ARCS動機模式分為四個項

度，A為引起注意（Attention）、R為切身相關（Relevance）、C為建

立信心（Confidence）及 S 為感到滿足（Satisfaction），分別說明如下: 

(一) 引起注意（Attention） 

    取得學習者注意力的集中與維持是教學中的核心問題，在職訓練

課程內涵與方式需要吸引學習者的興趣及刺激好奇心，才能使學習者

投入、知識結合、吸收與內化。 

(二) 切身相關（Relevance） 

    成人離開學校後的在職訓練學習，需能滿足學習者個人的需要和

目標，結合學習者已有的背景與經驗，使之產生生命連結而有積極的

學習態度。 

(三) 建立信心（Confidence） 

        Keller (1987a） 認為信心可以影響學生的堅持以及成就，幫助學

習者建立及保持學習動機就必須發展學生的信心，可以透過鼓勵、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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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等肯定的言語，提供成功的學習經驗。 

(四) 感到滿足（Satisfaction） 

    當學習者增加信心得到內在和外在的鼓勵和報償，而獲得學習的

成就與滿足感。學習者可透過訓練過程中留下有價值的痕跡作為評估，

如學習單、照片等，並透由展現學習成果具體化參與者的學習成就。 

    此論點解釋學習者參與行為發生的原因，使研究者對參與學習的

發展有較清晰的瞭解，有助於對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在職訓

練之經驗探討。 

三、 The Kirkpatrick model 模式 

    The Kirkpatrick model 是針對過往研究訓練班次（training program）

的評鑑，發展出一個系統化模式，又稱四層次模式（ four-level 

model）。此模式多被企業、組織或人力訓練作為評量指標，其重視

學習者在訓練成長中的重要價值，評鑑內容分別為反應、學習、行為

與結果四個層次，將成效評估作為參考決策的過程，以改善現狀，以

下說明整理自李隆盛（2008）： 

(一) 反應 

    主要針對受訓者對教育訓練的感受和反應來做評估。評估的內容

包括學習者對訓練內容的安排、課程、講師、教材、教學方式的滿意

程度，透過面談、觀察或問卷調查了解學習者的反映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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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 

    主要瞭解學習者對所教授的內容、原則、觀念、知識與技能等的

理解程度，而有知識、技能、態度上之改變，可透過深度訪談、學習

手札、反思，理解學習者的吸收程度。 

(三) 行為 

    評估學習者在接受訓練之後行為改變程度，其目的在測量受訓者

將所學運用到實際工作的程度及行為是否能訓練成所期盼的目標，可

透過服務對象的反應觀察。 

(四) 結果 

    評估學習者在訓練後之行為對組織績效的影響程度。主要在衡量

實施在職訓練之後，學習者是否能夠給予直接的正面貢獻與回饋，如

提升專業能力、減少抱怨情形等，可透過觀察、紀錄或服務對象直接

的改變。 

   此模型假設每一層次都和它前一層次有相互的關係，且所有層次

間都呈現正相關，因此評估每一個層次訓練成效的連續方式皆有其重

要性，當評估從一層次移至下一層次時，評估的過程就愈顯費時與困

難，但也同時會增加評估的價值（引自黃一峰，2011）。 

    在職訓練的成長，沒有任何一個模式是完全能夠包含所有層面與

問題，透過社會學習理論、ARCS 激發動機模式與 The Kirkpa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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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四層次模式，探討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透過不同的訓練模

式、學習歷程的經驗變化、引發動機與認同的價值，促使推展行動，

以了解學習者在參與過程中交織的經驗與互動歷程。 

肆、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在職訓練相關研究 

    國內對於在職訓練的相關研究，有企業領域的員工專業培訓、社

會工作者的在職進修、醫療照護體系及人員的專業進修、圖書館人員

的在職教育訓練、教育人員的專業成長，其中又以高中以下的學校教

師參與在職進修的需求、實施成效、專業發展等面向為大宗；其次是

以護理人員參與繼續教育的動機與影響在職教育決策因素為多；亦有

圖書館人員的工作能力、專業學習等，但在家庭教育工作者的在職訓

練相關文獻卻相對的少，期待本研究之初探，能為國內家庭教育實務

工作者參與在職訓練相關研究增添參考貢獻，以下整理相關文獻並分

析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研究結果。 

一、 研究對象 

    現有的研究多以縣市家庭教育中心的志工為研究對象（王俊健，

2006；江芳枝，2005；林立維，2015；施惠玲，2014），僅有洪婉紋

在 2013年的研究，是以民間單位對家庭教育專業有興趣且參與課程學

習者之實務工作者為研究對象，過往研究多關注政府單位的工作者進

行探討，少有針對民間單位之實務工作者有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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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採用問卷調查方式探究志工參與教育訓練學習成效、專業表現、

讀書會帶領知能內涵及認知需求有三篇（王俊健，2006；江芳枝，

2005；林立維，2015）；採質性研究方法進行深度訪談方法，探究實

務工作者參與進修動機、培訓與方案執行的過程與成效的研究有兩篇 

（洪婉紋，2013；施惠玲，2014）。由現有的研究可發現，過往在家

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在職進修領域的研究，較少使用質性研究方法

詮釋與深入理解，缺乏對參與進修、培訓者的經驗及自身學習、教學

等相關因素進行交互影響的歷程探討。 

三、 研究結果 

    現有的研究結果（王俊健，2006；江芳枝，2005；林立維，2015；

施惠玲，2014）顯示有系統的在職訓練，有助於志工的學習品質與實

施成效，肯定專業知能及專業表現提升之成效，洪婉紋（2013）則是

探討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在職進修的動機，研究結果發現參

與者主要動機為提升「專業知能」和「自我成長」，實務工作者透過

課程學習並結合學理與經驗，產出創新想法，發展機構適用教材進行

跨領域合作，也藉由課程，建立家庭教育專業團隊。王俊健（2006）、

洪婉紋（2013）與林立維（2015）的研究肯定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

者參與在職訓練後，對組織效能、氣氛與專業能力有助益，建議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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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無論是否取得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認證者，皆鼓勵家庭生活教育

實務工作者積極取得專業認證及參與各項家庭教育課程活動，學以致

用發揮專業表現，並建立家庭教育資源網。 

每篇研究中（王俊健，2006；江芳枝，2005；林立維，2015；洪

婉紋，2013；施惠玲，2014）都有討論及建議的部分，為提供家庭生

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在職訓練的機會、鼓勵研究與發展方案與教材、課

程規劃有系統性、符合需求對象設計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課程，並建議

雇主提供實質的獎勵。顯然要使家庭生活教育者的能力提升、邁向專

業化，建構有系統的在職訓練將是未來趨勢。 

        洪婉紋（2013）研究提及政府往年都投入經費給家庭中心與各校

推動家庭教育活動，落實與成效主要因為長期缺乏家庭教育專業種子

師資，導致辦理培訓常找不到講師，為解決廣大家長對於親職教育的

需求及家庭教育相關專業人力不足之狀態，施惠玲（2014）與洪婉紋

（2013）皆提及政府需持續招募及積極主動規劃繼續教育課程來充實

人力資源，並在專業化上制定家庭教育機構認證機制、制定家庭教育

專業種子師資訊機制，並與社區合作深耕服務層面，拓展親職教育團

體的合作機構與推廣，如與民間企業合作辦理，提升相關從業人員親

職教育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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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上述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家庭教育相關單位重視在職訓練的

動機與成效，實施的模式有課程、講座與團體等，透過一線的實務工

作者在既有豐富的工作經驗、技能上，提供在職訓練之專業堆疊，引

發動機、熱忱與專業素質，有助於專業能力之提升，然而對於參與者

在訓練前、後的經驗卻少著墨，因此本研究期待透過質化的探索，蒐

集到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在職訓練經驗到的學習動機、反映、

態度、成效及運用上的經驗互動，盼提升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學

習成就及推動親職教育的價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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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依據文獻蒐集、研究目的及問題以找尋適合之研究方法蒐集有用

資訊，本章分為四節，依序說明研究方法選取、研究對象、研究工具

及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方式選取 

    國內鮮少對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在職訓練歷程及實際推展的

歷程做研究，本研究欲探討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幸福家青

少年家庭教育方案」在職訓練之動機、學習歷程，並在實施該方案的

運用、收穫及遇到的困難與因應等經驗，期待透過家庭生活教育實務

工作者個人學習經驗與改變的述說，探討其推動親職教育的內在歷程，

並以研究參與者的角度對本研究主題有更深的理解與描述，共同建構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的主觀經驗與意義，因此，本研究為達到研

究目的，採質性研究，以深入訪談為主要進行方式。 

    潘淑滿（2003)表示質性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意義、特定的情境、

建構理論思維及了解歷程，深度訪談是一種有目的談話過程，研究者

創造雙向溝通的過程，以聆聽與觀察，共同建造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行

動意義。高淑清（2008）認為使用的時機在於研究問題能夠關心個別

化的經驗、對描述性資料感興趣、具探索性或有深入的需要等。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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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希望能從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培訓的學習動機、經驗及運

用，透過一連串複雜且動態的歷程中，蒐集、分析及歸納其發展，以

建立過去未有的概念或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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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壹、 取樣方式 

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來源，為參與教育部委託臺師大人發系黃迺

毓教授辦理「編織幸福家-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之種子師資，

包含家庭教育中心、民間機構之工作人員、志工及學校教師等，訓練

的縣市有桃園市、新竹縣、臺中市、雲林縣、高雄市、花蓮縣、臺東

縣 7 縣市。種子師資需從 2014 年 12 月開始完成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

訓練之子女版初階訓練（兩天共 12小時）、父母版進階訓練（一天共

6 小時）及 3 至 4 個月的備課讀書會，共有 264 人（45 團隊）完訓，

而在地實施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有 11 個團隊。 

研究者從 11個團隊中採用立意取樣，選取以非政府單位的民間機

構工作者為主的 9 個團隊，其在民間單位的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

早期已投入家庭教育相關工作與訓練，過往學歷背景雖然非家庭相關

畢業，卻對家庭教育有很深的責任感與專業承諾，並在地方上具備推

動家庭教育方案之經驗者；透過方案培訓帶領者、計畫承辦人員及研

究者在方案培訓、推動親職教育及經驗分享等場合，觀察具有代表性

或特殊性之研究對象，為達訪談料豐富飽和，依據研究對象的工作年

資、工作職稱、工作性質等，以及都會地區與資源較缺乏地區平均選

取異質性，並與指導教授、計畫承辦人員共同討論擬出名單，親自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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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所選之研究對象符合研究目的、問題及進行方式，將進行確認其加

入研究之意願，以訪談同意書、訪談大綱等後續資料的簽署與寄送。 

本研究以深入訪談了解參與訓練之的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

探討其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的動機與學習及實際推動親      

職教育上的有效改變與運用之經驗，以取得符合研究主題、實際狀況

之質化研究資料，但結果若欲推論至各縣市實施親職教育的評估，則

有其限制。 

表 3-2-1 研究對象背景資料 

代號 性別 工作年資 推動場域 工作職稱 最高學歷 

A 女 22 桃園/教會、企業 機構主任 大學畢業 

B 女 25 花蓮/教會、學校 教會師母 大學畢業 

C 女 25 嘉義/教會 學校教師 碩士畢業 

D 女 14 雲林/社區大學 社團社長 大學畢業 

E 女 3 臺東/社福機構 機構關懷員 碩士肄業 

 

  

 



53 

 

第三節  研究步驟與工具 

壹、 研究步驟: 

一、 確定研究方向 

    提出研究動機與問題，釐清研究目的、對象之選取等，和指導教

授討論與思考，確認研究方向。 

二、 文獻探討 

    廣泛蒐集政府部門、電子期刊、學術單位、論文及機構等相關資

料，釐清研究問題與目的。 

三、 選定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 

    資料蒐集閱讀，並協助參與本方案之辦理，尋找訪談對象。 

四、 擬定訪談大綱，進行前導性訪談 

    透過文獻分析結果與指導教授討論，擬定訪談大綱初稿，邀請幾

位非正式研究對象志工進行前導性訪談，訪談前說明研究目的與研究

倫理，並簽署訪談同意書。 

五、 修訂訪談大綱 

    透過前導性訪談結果修正訪談題目，形成正式訪談大綱。 

六、 正式訪談 

    每次進行大約 90分鐘，錄音並轉謄逐字稿，進行初步的資料整理，

來回檢視資料與研究問題之適切性，若有遺漏再邀請受訪者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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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訪談大綱進行半結構式的深入訪談，以訪談筆記紀錄，

並於訪談後進行逐字稿整理、研究手札的反思、並與文獻進行對話，

作為下次訪談的修正，允許訪談大綱適度調整，使資料蒐集更有豐富

性。 

八、 資料整理與分析 

    將訪談錄音內容繕打成逐字稿，進行資料整理，經研究者反覆閱

讀文本後，進行資料分析與編碼，定期與指導教授、研究同儕討論，

互相檢核，以求資料詮釋更貼近研究對象。 

九、 提出研究發現與結論 

    綜合上述步驟之動態歷程，包含深度訪談的方式與技巧、文本資

料的蒐集與分析、研究者反思與來回檢視研究資料，提出研究發現與

結論。 

十、 提出建議與回饋 

    最後，依據研究者的結論，提出相關建議與回饋。 

 

貳、 研究工具 

一、 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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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大綱根據研究者的研究問題與目的，及參酌相關文獻探討提

出參考架構標誌而成，並經指導教授審閱修正。雖然開放性問題可讓

研究參與者使用自己的參考架構回答問題，但為避免遺漏與本研究相

關的珍貴資訊，因此編制了訪談大綱，採辦結構性問題設計，作為訪

談進行之導引，訪談問題如下。 

(一) 基本資料: 

1. 現職工作/職稱/年資:  

2. 目前有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認證嗎? 

(二) 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過程的學習經驗 

1. 請分享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的學習歷程 

(1) 您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的動機為何?有什麼期待? 

(2) 培訓中，個人所學習、成長的部分，如有什麼特別、新的想法、

感受及改變嗎?對專業能力的提升為何？可以就教學內容、技巧、

態度經驗等分享。  

2. 請問您覺得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過程中，有哪些部分與您過

去想法不一樣的地方?在推動親職教育上有那些助益？ 

(1) 可以就訓練進行方式、時間安排等，與您過去想法不一樣的地方? 

(2) 對自己、對團隊、對所服務之機構或其他等有那些助益？ 

 



56 

 

3. 在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外，有哪些與親職教育相關，且是您想

要多了解、學習的部分(或主題)？ 

(三) 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內容的推動與影響 

1. 請問您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運用於家長(或自身家庭)的實務進行

過程、效果如何？有什麼樣的反應是讓您印象深刻?您如何的反應？ 

2. 推動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過程中，您是否依據家長需要（特質、背

景等）而調整方案的活動或進行方式？為什麼?您依據什麼目標做

設定、選擇及判斷修改?遇到的困難為何？您如何因應？ 

3. 您覺得自己在推動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與功

能? 

4. 在整體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過程到推動本方案的收穫、反思及

建議有哪些（機構、家長、自己本身)？ 

5. 從培訓道推動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請試著總結您現在對親職教育

的認識為何？對未來實施推動親職教育的期待？ 

6. 您認為目前在社區推動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可行的策略為何？您有

哪些具體建議機構或其他單位（學術研究單位、政府單位）？是否

有心得札記、課堂心得、相關報告等紀錄可提供研究使用？ 

  

 



57 

 

二、 研究者 

    研究者自 2009 年任職臺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約 7年的社工輔導

經歷，接觸青少年個案及其家長超過 200 個家庭以上，藉著與父母及

青少年交談的機會，更加了解父母在實務中遇到的親子溝通、關係難

題與需求之狀況，並辦理相關親職教育講座及學校訪視，認識學校老

師、資源單位對親職教育投入的熱忱及想法，此可使研究者於訪談過

程中，更快了解受訪者所描述的狀態。 

    研究者在擔任社會工作員期間，不斷解決、處理親子關係、衝突，

覺察到家長需要更多預防性的教育，自己卻在家庭教育專業相對不足，

因而自費在外部進修、參加工作坊或閱讀相關書籍，以充實專業，後

續為更專精在家庭教育上，而選擇此領域進修。 

    在專業成長部分，研究者在碩士班修課期間曾修習社會科學研究

法及質性研究，對研究法的理論、質化、量化研究有初步了解，質性

研究透過蒐集資料、紀錄、訪談、紀錄彙整等實作經歷，熟悉質性研

究計畫的撰寫及執行，以增加研究能力，無論在工作經驗的學習或研

究所修課，皆具備質性研究之概念與操作流程，有助於本研究進行蒐

集資料之信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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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紀錄工具 

    研究者進行訪談時以文書工具（包括紙、筆、寫字板等）進行記

錄，進行訪談前確認訪談同意書及錄音工具，再次說明受訪者權利與

隱私，及錄音僅供研究者繕打逐字稿分析資料使用，同意後簽屬訪談

同意書。全程錄音輔助紀錄，可完整掌握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對話互

動、語氣及情緒轉換。訪談文書紀錄可於訪談時重點摘要研究對象口

述的重要事件、及非語言的表情、肢體等，並於撰寫逐字稿時作為補

充內容，有助於日後資料分析完整。研究手札是研究者在訪談中觀察

受訪者的非語言、互動及情緒等反應，並用文字紀錄，等訪談結束轉

謄逐字稿時，再與錄音檔做交叉檢證，以補強訪談內容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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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和分析 

一、 訪談內容轉謄逐字稿 

詳實記錄口語及非口語訊息，以利整體訪談情境的詳實呈現，詳

細閱讀訪談資料，並輔以訪談筆記中所觀察到的資料，一同於分析參

考之。進行內容分析時，將研究對象全部的訪談內容進行分解、檢視

後，再予以逐句編碼。 

二、 尋找共同的話題與重要類別 

全部資料皆完成編碼後，將檢視編碼之內容，並予以分類、比較，

性質相近的編碼歸為一類，形成一個重要範疇，再進一步將此範疇概

念化、抽象化，形成一主題或重要概念。 

三、 資料編碼 

    將訪談資料匿名處理隱密資料和設定資料的編號，第一碼為受訪

者的編號，依序為A、B、C、D、E；第二碼為訪談資料轉謄逐字稿，每

一句談話作為一編碼，連字號後面的第三碼，為話題單位號碼，資料

引用說明案例:A98-02 及為受訪者 A 第 98 句的第 2 個話題單位，其他

依此類推。 

四、 資料分析 

分析謄寫的研究資料，以持續比較法將資料閱讀和註解，切割為

有意義的單位化話題，研究者再將單位化話題重複思考與反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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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話題成為類別，當性質相近的編碼被歸為一類後，配合相關的理

論、研究文獻報告、個人的生活經驗、觀察到的社會現象等研究者主

觀的意識，將分類過後的主題進行概念分析，並將結果組織成初步的

架構，再根據不斷獲得的資料加以修正組織架構。 

五、 結論的詮釋與建議 

    綜合上述將資料來回閱讀、理解、分析、歸納等，萃取找出重要

概念與主題，持續檢核並與相關文獻進行對話，呼應研究主題、目的

之關聯性，進行整體研究結論的詮釋與建議。 

六、 信效度 

    為使研究維持研究的品質，研究者使用不同資料來源蒐集，透過

觀察、訪談或文本分析等三角檢測，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研

究的心得、推廣紀錄與回饋，研究者手札等資料，有助研究者對研究

對象的經驗有更全面的了解。研究者與同為參與研究工作的同儕進行

討論，藉此彼此交流意見、分享、共同檢核與回饋，讓研究者進一步

反思在資料分析、詮釋上有偏頗之處，以確認資料分析的可信賴度。 

七、 研究倫理 

本研究進行質性的深度訪談工作，受訪者的隱私、保密為本研究

需注重之倫理議題，以下結合本研究採用潘淑滿（2003）的倫理須知，

盡力做到保護受訪者，將可能的傷害性及風險降到最低： 

 



61 

 

（一） 告知後同意 

    本研究於訪談前先與受訪者進行聯繫，告知研究者身分及本研究

的目的，並說明訪談同意書，若受訪者同意後簽署之，研究將開始進

行深入訪談，即便受訪者簽署這份同意書，若想中止研究關係即可隨

時停止。    

（二） 欺騙與隱瞞 

 在不傷害他人的原則下，誠實、尊重下進行訪談工作。 

（三） 隱私與保密 

    保障受訪者的原則即是匿名（anonymity），即足以辨別身分的訊

息皆該刪除，故在研究進行前將與受訪者細部討論匿名性的處理方式。 

（四） 潛在的傷害與風險 

    由因本次研究以參與方案訓練的人際網絡為出發的立意取樣方式，

在研究發表及資料處理過程的保密及隱匿性恐有風險，故在一開始簽

署同意書時，將會把此風險及匿名性與受訪者做討論。 

（五） 互惠關係 

    對於受訪者花費許多精神與時間，將個人有關之隱私，本研究為

表達感謝之意，將以能增進親職教育的書籍、教材等贈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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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經由深入訪談所得研究資料進行分析，所得結果分為二節說

明。第一節討論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在職訓練的內涵，回應： 

研究問題 1-1：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

練的動機為何? 

研究問題 1-2：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

練的學習內容為何? 

   第二節討論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之推動歷程，回應： 

研究問題 2-1：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

練後，實際推動之回應為何? 

研究問題 2-2：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實際推動青少年家庭教育的

策略與方法為何?      

第一節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在職訓練的內涵 

    本節分為參與在職訓練之動機及學習歷程兩部分。參與動機包含

受訪者為滿足實務所需的專業能力及面對自己為家長角色的挑戰；學

習歷程則從受訪者個人引發反思、改變家庭互動，到模擬實施情境，

包含認知、技能與態度三個面向。 

壹、 參與在職訓練之動機 

一、 學以用-提升實務所需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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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參與者提升實務所需的專業能力之學習動機，來自其發現專

業知能的不足及為滿足家長的需要，期待將所學知能加以運用，以提

供家長在親職教育需要上更適切的服務。 

(一) 發現專業知能的不足 

    受訪者投入家庭生活教育實務領域有 3 年、14 年及 20 年以上的

資歷，在實務領域中長期的接觸兒童與青少年問題，發現其背後的家

庭問題，才是需要被關心與提供專業服務的所在，對於家庭的預防教

育有明確的目標與使命感。 

    家庭關係是變動複雜的，受訪者 A 是機構主管、受訪者 B 則是教

會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受訪者 A、B 知道親職教育知識的重要性，與

認知自己在專業上的不足，產生在職訓練的學習動機，期待強化專業

技能，並將所學的專業帶回去實務工作，服務家長。 

工作上或者是教會師母身分，這麼長的時間，不管接觸的兒童或青少年，其

實好大的一個原因，都是家庭的問題，就會希望自己有更好的能力，可以來

陪伴家庭。(A201-01)  

家長上完課(親職教育講座)回去，還是會碰到一些問題，所以不太可能是一

個課程處理，可能成長團體、或是支持性團體會比較好，如果說課程只是上

完，我覺得後面的效果比較沒那麼大。(B24-01)  

我在 2007 年進到臺灣教牧心理研究院(前身為臺灣約明教牧心理研究院)，裝

備婚姻與家族治療，那時候我就發現家庭的互動不是這麼簡單，我覺得需要

再更多的學習。(B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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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滿足家長的需要 

    受訪者 C 職業為特教老師，工作上看見家長的無力感，在教養特

教孩子與正常手足相處的困難與疑惑，期待透過家庭教育的專業提升，

藉此運用、支持並增加父母親子教養能力。 

我是特教老師的身分，其實家長在帶孩子中有很多的無力感，家長除了管教

特殊教育孩子需要很多的支持之外，其他正常的手足跟特教孩子之間，家長

其實有蠻多的困惑的，所以我跟家長談的時候，通常也是會從家庭教育著手，

就是增加父母的力量，來參加這個教育方案，其實也蠻期待說，有機會可以

帶回學校，對我們學校的家長做一些分享。(C1-01) 

    受訪者 D 是某社區大學的社團社長，因為信仰基督教，對於國小

教材的性解放課程價值觀感到擔憂，產生使命感並號召同樣理念的家

長成立該社團，期待在子女年幼時期，提供正確家庭教育觀念的課程，

因此看到幸福家青少年家庭教育訓練課程，覺得符合此階段家長的需

要而來學習新知。 

很多志工媽媽就是五六年級孩子的媽媽，那我們看到現在性解放的趨勢，還

有婚姻分離的、或是不結婚等越來越多，那我們是因為看見這個需要。(D2-

01) 

我是一個基督徒，其他的媽媽都不是基督徒，我跟他們在一起也不太談信仰，

因為如果跟他們談信仰，他們可能以為要傳福音給他們就跑了，所以我主要

說「我們要一起做什麼」，我就看那個青少年家庭教育名稱，就覺得我要去

上那個課。(D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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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E 為機構之實務工作者，因為機構理念強調家庭的健康，

得知此訓練課程資訊，支持受訪者 E 及其同事、志工團隊一起報名參

加訓練，期待能帶回機構運用。 

我這個機構(服務宗旨)重視家庭的建立跟站立，所以我們看到跟家庭相關的

(訓練)會比較想去聽聽看有怎麼樣的課程，是不是在我們單位可以用的到。

(E4-01) 

二、 用以學-面對身為家長角色的挑戰 

(一) 親子溝通的困擾 

        受訪者 D 除了是某社區大學的社團社長，亦是家庭主婦，過往未

曾參與過家庭教育相關訓練，因為他正有青少年時期的孩子，在親子

溝通上遇到溝通與理解的挑戰，期許透過訓練課程了解如何與青少年

期孩子相處，即使仍有襁褓中的孩子，卻不影響其參與編織幸福家青

少年家庭教育方案訓練的求知、好奇心的動力，訓練後發現，開啟他

對家庭教育的眼界，引發更多的學習動機。 

以我的立場，因為我家裡有青少年麻，我也是面對這個問題呀，我實在不知

道怎麼跟我兒子溝通，而我就覺得他在想什麼，對呀，我想了解他。(D28-

01) 

我會去上這個課，還抱著孩子去上那個課，就是覺得我有需要呀，我需要去

了解我的孩子，所以我充滿好奇學的，那我去的時候也發現說，我真的都不

懂，以前覺得家庭教育這幾個字沒有什麼，可是去上了後發現，家庭教育好

寬廣唷，裡面要學的東西太多，我需要學習。(D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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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家庭教育的缺乏 

    受訪者 C 參與在職訓練動機，主要是因為發現自己國中的女兒，

因為學校的升學考試制度，綜合活動課程都被拿來考試，學校並沒有

重視家庭教育課程，加上在性別議題的價值觀越趨多元，期待能以自

己認同的教材與師資進入學校，因此受訪者 C 認為，與其讓其它單位

進班教導自己的女兒，不如以家長的身分學習家庭教育，從可行性較

高的女兒班級，預備學習環境。 

現在學校真的很重視課業，很多綜合活動，其實我們綜合活動的課程編的非

常好，課本的內容是跟這個很類似，我有問過我女兒，但學校幾乎都沒有在

上，都被拿來考試。(C157-01) 

現在很多我們的教材裡面有很多，就是贊成多元性別這個部分，我們如果不

進去，那讓那個不對的那個思想一直進到我們的孩子，而且像一般的學校都

有大愛媽媽，很多大愛媽媽都進去講故事，那我在想說我的孩子，為什麼不

去講故事給他聽，但是我只能夠進到我孩子的班上，還有他周圍的同學，就

是家長跟老師比較有聯繫麻，自己的老師比較好講話。(C162-01) 

    對於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角色參與在職訓練動機來說，主要

以面對實務工作中家長的需要，覺察個人專業能力不足，進而透過在

職訓練提升親職教育專業知能；另一方面，受訪者同時身為青少年子

女的家長角色，實際面臨親子溝通及相處的挑戰，且發現學校教育鮮

少花時間教導親職教育，因此受訪者為滿足家庭中的運用能力，亦為

參與在職訓練之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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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與在職訓練之學習歷程 

一、 認知-引發個人反思 

(一) 自我覺察 

    面對子女正值青少年期的受訪者 B、C，因為課程觸動，發現自

己不自覺的情緒會對子女造成影響，所以自我反思、提醒並調適自己

的情緒管理及反應速度。 

好一個吵架天繪本，也是讓我知道，你的心情有時候是會牽動到別人的心情，

家人其實不必要去承受我們的情緒垃圾，但是有時候不知不覺就這樣子，給

我蠻大的提醒的。(C7-01) 

我現在有一個已經高一、兩個國小，我現在再來接觸這個課程，我覺得很好，

可有些調整，比如說情緒的管理、話語的幽默、什麼時候該聽、什麼時候不

該聽，不要太快處理。(B151-01)  

    受訪者 E 透過課程理解青少年時期身心發展劇烈的變化，並回想

過去在親子教養經驗的作法，認為自己較為嚴格。 

這個課程會讓我回想到我家庭出狀況的時候，那時跟國小五、六年級及高中

階段孩子互動時，我們有一些衝突，課程的好處是除了讓我更清楚青少年不

一樣之外，覺得那時候的我，好像有比較嚴格了一點。(E32-01) 

(二) 內在演練 

    受訪者 C、E 認為聽課很容易，但做到很困難，因此讓自己在聽

課時，即有目標要求自己要再往前走一步，讓學習不只停留在反思，

 



69 

 

而是願意改變，將自己從聽到、知道，進而邁向行動的初期，是這學

習過程中的轉變與突破。 

我比較常想到的一個部分是，聽得懂很容易，你真正去做，而且是做得跟老

師講的一樣，其實是很困難的，所以就會讓我現在上一些課程的時候，會比

較在聽課的過程，我會把我做得到的東西寫下來，我可能有些做不到的，我

就把它寫下來，因為變成不只是在聽課，我在聽課過程去思考，什麼事我做

得到什麼事我做不到，我會把它變成我的行動力在那裡的那個東西，比較會

有這樣的感覺，所以這是我會。(E121-01) 

    受訪者 C 透過培訓課程的學習，理解青少年期子女的身心反應後，

為讓自己充分成為作家庭教育專業者，因此，事先模擬與配偶在孩子

面前爭吵之情境，並演練如何化解與調整親子之間的溝通與互動。 

會給自己一個提醒，想以後要做家庭方面的，那我現在遇到這些問題要怎麼

處理，以前可能會比較直接，現在會運用學到的「我訊息」，或是像看影片

裡面，當父母吵架的時候，孩子其實會有一些擔心害怕，所以若真的不小心

在孩子面前吵架，儘量就是在孩子面前恢復這樣子，讓孩子知道不是他的錯，

那是父母的溝通的問題，也會希望在孩子面前和好，讓他知道說爸爸媽媽還

是互相彼此相愛。(C12-01) 

二、 技能-改變家庭互動 

(一) 培養幽默感 

    受訪者 B、C 在親子衝突當中，忽然想起教材影片內容的幽默感，

與家人互動時，以幽默感應對，培養不同的親子互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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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版影片中)育如老師，他不是有在講說她們家的那個什麼一斤兩斤還是

什麼，他有講他們家的一個笑話，幾片吐司那個，我就覺得，真的是有時候

需要幽默以對，那有一次不曉得我女兒怎樣，如果是之前我可能會很生氣，

然後板著臉、或不說話了，但是那時候我不曉得跟我小孩回應了一句什麼，

那我大女兒在旁邊聽了就說，嘿!媽媽不一樣喔，媽媽有比較幽默一點這樣子。

(C102-01) 

比如說可能跟我的孩子互動，碰到一些狀況之後，我就想到培訓課程影片的

講師講了什麼，滿幽默可以拿來用，滿好記憶內化的，就先調整自己的情緒，

也會變得比較幽默。(B131-01) 

(二) 自我調節 

    受訪者 E 在培訓完後，實際運用在跟家人的關係，並用自己適合

的表達方式，使親子關係的對話更聚焦。 

我每次一下課我就打電話給我孩子，卡片(教材學習單)是我寫完唸給他聽，

有一次我就用 LINE(通訊軟體)拍起來給他看這樣子，我覺得有那些引導句對

我來講，有更好的用處，不會讓我一次跟孩子聊一大堆東西，也許他感受沒

那麼深，非常聚焦幫助我很多。(E39-01) 

    受訪者 C 透過培訓的繪本及體驗課程，被提醒自己平時生活中，

不小心丟出的情緒垃圾，家庭關係中的壓力與衝突，觸動其反思自己

過去忙碌的生活，未顧及與先生、孩子的溝通品質，進而調整自己的

互動態度與行為，使用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從自己先調整，促使親

子關係互動也有正向互動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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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真的一忙的話，就是趕著上學、趕著吃飯、趕著寫功課，一些比較貼

心的話就不容易講出來，然後課程龍捲風的體驗教學，讓我知道那種壓力跟

衝突，我是覺得實際的去體驗那種感覺也蠻好的，(現在)我對自己的配偶、

孩子可以表達一些感謝的話。(C4-01) 

我會用 Line 的方法(使用教材的引導)，這樣可以看著講，若是要直接這樣講，

就還要拿書起來看。(C15-01) 

有情緒比較會自我恢復，那子女看到我的誠意，他也會反省自己，語氣也會

不一樣，本來會互相指責，但是我們語氣會轉換用成感謝的時候，他也會有

回應用感謝來回應我，就覺得這個蠻好的。(C17-01) 

三、 態度-模擬實施情境 

(一) 感同身受的心境 

    受訪者 A 真誠表達，她在練習學習單的掙扎心境歷程，雖然不甘

願地完成作業，但讓自己從認知理解，到實際去行動的過程中，體會

心理變化的情緒感受，而能同理家長心境「都知道關係有問題要處理，

但內在動機與意願不足」的現象。 

就要做功課麻，所以這個要饒恕、要和好這課程裡有，所以就要實做呀，那

就很心不甘、情不願地，可是也要做(呵呵)，但是，做了之後就發現(有幫助)，

我相信，大概所有人都知道這個:關係有問題應該要處理，可是就不願意麻!

可能是一個不願意的動機。(A20-01)  

其實不只是成人，我覺得連孩子都是，很多事情其實都知道，可是在那個關

鍵時刻，我到底會用什麼反應出來，是我的喜好跑出來?還是我能夠先看到

他需要?那透過活動、繪本、討論，就讓人再一次去反思。所以我下一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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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時刻可以怎麼做，幫助我自己能夠再快一點，看得到他的需要，不然就每

次都是衝突嘛。(A144-01) 

    另一個心理狀態，人會害怕失敗的恐懼感，或是過往經驗的挫敗

感受，而降低突破及學習的動機。 

過去可能你覺得，要去努力建造一個好關係、營造一個好的家人關係，好像

願意先做的人都有點吃虧，我就算去處理了也沒有好結果，所以久了就不想

做了 。(A20-01) 

    受訪者 A 過往學習過引導反思技術，認為此方案提供一個關係饒

恕的步驟化方式，幫助學員面對關係衝突時，得以有效解決衝突及增

進關係，有效的工具可強化學員信心，提升學習動機。  

所以在這個課程裡，如果以(饒恕)這個部分話，我覺得他給了一個更好的一

個動機，或者說鼓勵，因為看得到，會知道說其實再努力一點，會得到好結

果，好結果是因為它也給了一個好的方法幫助學員…包括見證或步驟，讓這

個步驟帶出的效果或意義，有這樣的教導說明，會讓人更有動機，然後他去

真的做了之後，也發現按這個步驟去做，會有效果。(A20-02) 

    受訪者 B 對未來實施方式的最佳狀態，認為學習需要沉澱、思考

並領會之循序漸進方式，才能逐漸調整親子互動。  

我最佳狀態就是，一個家庭把父母小孩分開是最好的狀況，我覺得這個才能

夠做這個教材最完美的評估，因為現在就是，你很難把這一群孩子，跟同一

個家長放在一起上課，而且不是那種一次就上完的，比如一個團體把他帶完，

六次的團體把他帶完，(幸福家青少年家庭教育)他比較不是一次，因為那都

要回去做功課，他就是一個營會就把它解決了，可是其實他是需要一些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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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可能回去、回來可以領會，對還可以調整，還需要有個時間。(B88-

01) 

(二) 被正增強的信心 

    受訪者 A、C 在培訓中的親身經歷體驗活動與家人完成學習單歷

程，認為自己經歷過，才有能力分享出來。  

自己也是一直在思考說，那我有沒有這些情形?如果有不好的地方，自己也

會思考要怎麼做，就會想要運用出來，因為你有運用到，你去上課才有辦法

分享。(C166-01) 

    受訪者 A 對於學習感到滿足與正增強，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先經歷

觸動，在未來擔任帶領人推動教材時，就會能夠模擬實施情境，預備

未來實施更有信心與能力。  

參加的學員透過活動，自己體會到，就曉得這個活動，未來我去用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情況，都已經可以先了解，是很棒的。(A17-01)  

幸福家課程兩天裡頭是講師引導，然後就有作業，所有的學員立刻就操作、

分享，所以這個是差異，我有實際在現場做了，體會到了，那到底會發生甚

麼狀況，自己也先體會過了，等我出去要去帶領的時候，是比較有能力的。

(A14-01) 

    受訪者 B 則是透過教材影片的共學內涵，可降低帶領者的壓力感，

較能與學員敞開分享，達到共學的意義。 

 (教材)強調共學的部分，我覺得以前的培訓，好像要把我訓練出很像很厲害

的講師，或是專業知識要到什麼程度這樣，可是如果因為他是共學，你就會

覺得好輕鬆唷，而且你可以更釋放、敞開，自我揭露這塊，反正大家就一起

學。(B1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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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全學習的環境 

    參與在職訓練的幫助，是課堂會要求學員寫完成學習單、備課讀

書會及試教等規定，受訪者 C 體會從知道-行動-改變，需要有人促進，

自己真實先被幫助，真正的改變才會發生，因此受訪者 C 認為讓知識

層面化作行動，需要環境的推動支持促進，引發行動動機，才是真正

的幫助的開始。 

我那時候沒有實際去教青少年版，就是自己回顧自己，他是說自己寫自己的

過程這樣子，然後在新的想法改變，其實有一些東西我們自己都知道，像我

其實我空大有讀的也有讀家庭教育方面的內容，但是真的是要實際的去運用，

就是說要常常有人來提醒你，有人再 PUSH 一下，你再去做一下，所以有時

候回來回家就是要去實施，這樣才會真正的有幫助。(C3-01) 

    培訓的講師自我揭露的示範，對於學員學習環境與心境建立起安

全感，受訪者A、B、E在學習時，感受到講師帶領的真誠與信任，並

催化自己及其他學員當下的自我揭露程度，講師的帶領示範及催化有

助於受訪者未來實施之參考。 

講師在子女版的一開始，他就先以自己家庭然後作為一個引，然後分享，後

面的幾次，我就看見現場很多人，很快就可以敞開談，包括男生，課程在設

計的架構，還有講師親自引導，不只是把課程理論給我們，或者說教案用那

些材料而已，講師是實際做了一個示範，他的示範帶給全場很好的催化，所

以後面每一堂課小組分享，幾乎都很敞開，甚至看到很多流淚、分享，我覺

得很感動。(A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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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裡面(教材影片)請來的這些人，自我揭露很夠，所以等於是我們進到團體，

自我揭露的時候，當然也會願意。(B101-02) 

課程給我很大的東西，是實做上的那個學習單卡片運用，卡片運用…怡婷老

師在談的時候，都是以親身的經歷，我就覺得蠻佩服她，她會把自己不愉快

的東西提出來，然後怎麼去用，也許用的時候也不是那麼的順，但她就是會

分享。(E33-01) 

他們每一次的分享都是先分享自己的家庭，因為這樣我也會(敞開)，我覺得

有一個地方應該其他家庭也會感受到的就是，他們都好愛家喔。(E98-01) 

(四) 交流激盪的平臺 

    參與在職訓練期間，機構間彼此交流、分享，因為角色不同，推

動策略也不同，藉著其他單位的用心辦理，分享試教的成果，幫助受

訪者 B、C 增加推動想法的廣度，促進對未來實施的推動策略與進行

方式的情境建構。 

像上一次我們去，不是有一個分享一個教會，他們就那次用露營的方式(教

材融入)，然後親子一起上，我覺得滿好的，就真的很高竿，很佩服他們，

真的有空要跟他們請教一下，他們是怎麼做出來的。(C182-01) 

印象深刻我記得有一個家庭中心，他們讓我很感動的就是，(試教時)把學生

最後的布冊學習單整理得非常完整，還有封面跟底，我就覺得，哇，怎麼做

到的!他們這個團隊還滿強的，他好像是直接進到一個學校，像營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學校老師做得還要細，我們也會在想，我們要選擇哪一條

線。(B141-01) 

    如 ARCS 動機模式的一連串策略，受訪者為滿足工作需要及親子

關係的需求，與其切身相關所重視的議題而受到吸引，家庭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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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工作者在學習的歷程中，經歷認知、技能與態度的轉變。認知上

的增進，自覺、反思與辨別上課前、後自己在親子關係互動的差異，

進而調整自我；技能上的促進，此在職訓練課程要求學員需完成學習

單，因為環境的促進，使受訪者與家人互動演練，進而促進親子關係

的正向改變與回饋；態度上的感受，在訓練中對情境與心境上的感受、

觀察與體驗，學習歷程中被正增強，有助於受訪者在未來實施時，更

精確掌握學員的學習狀態。 

參、 討論 

    本節分析結果，了解受訪者參與在職訓練的動機與學習歷程，綜

整說明如下： 

一、 學習與運用相輔相成 

    洪婉紋（2013）探究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因為學習背景非家

庭相關科系畢業，對於家庭教育專業度覺察到不足，因此提升專業知

能是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學習動機之一。本研究結果與之呼應，

從受訪者工作視角之需求，歸納出受訪者在實務現場服務家長需要時，

發現自己在親職教育專業能力上需要更多提升，因此促成積極有目標

的「學習」動機，期待學習後「運用」在廣大家長需求中。 

    林家興（2007）、郭慕恩（2013）、馮潔瑩（2001）認為在青少

年階段的親職教育的實施的內容，注重在協助家長了解青少年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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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發展、正確教養、親子互動方式、溝通技巧等。從受訪者的家

庭視角之需求，其另一身分為青少年子女的父母，在親子關係的「運

用」上，發現不了解如何與青少年溝通、互動，加上面對學校家庭教

育缺乏相關教導，引發受訪者為滿足家庭關係的需要，提升其參與

「學習」之動機。 

    五位受訪者在職場及環境覺察家庭教育的重要，對於參與在職訓

練皆一致的目標，期待提升專業知能以運用在服務對象身上，顯示家

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在職訓練的動機，擁有積極的使命與目

標，以提升專業知能並解決實務上的需要，具有同時又能解決自己在

親職關係上的挑戰，具備送禮自用兩相宜之加值效果。 

二、 學習歷程經歷的轉變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的學習歷程，從個人反思的引發、家庭

互動的改變，到實施情境的模擬，包含認知、技能與態度三個面向。 

    認知部分，林家興（2007）強調親職教育促成家長自我覺察的重

要性，若家長能促進覺察進一步改變自己時，將能為長期的親子關係

產生改善的效果。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在培訓歷程的學習，習得

正確的青少年家庭教育知識，透過自我覺察及內在演練，反思自己過

去在親子關係中的觀念與互動，期許自己繼續往前走一步，讓所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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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生活結合、吸收與內化，並設定目標，讓自己邁進改變行動的

開端。 

    技能部分，陳若琳（2004）表示青少年期的家長親職教育需求，

以增能家長自我調適能力及互動方式等為主要任務。如受訪者 B、C

從在職訓練中發現問題，到運用在家庭關係中解決問題，採用的方式

是先調整自己情緒管理、親子管教方式及培養幽默感，使得親子關係

開始有正向循環的互動。 

    態度部分，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在職訓練是為了要成為

此課程的種子師資，親身體驗過在課堂中的學習、投入、體驗及完成

學習單，可感同身受學習者的心理變化歷程，較輕易地分享自己的經

驗感受，受訪者被正增強的自信心及成功的學習經驗，加上在職訓練

的講師示範與催化作用，提供安全學習的環境，有助於受訪者自我揭

露及模仿，受訓單位亦提供交流激盪的平臺，讓各單位分享試教的成

果，增加受訪者推動想法的廣度，促進對未來推動策略與進行方式之

情境建構，以規劃更符合參與家長需求。 

  

 



79 

 

第二節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之推動歷程 

    本節主要參與者在實際推動親職教育的歷程，分為兩部分，參與

職訓練後推動青少年家庭教育之改變及實施方法與過程。 

壹、 參與在職訓練後推動青少年家庭教育之改變 

    受訪者參與在職訓練後，從實施家長的收穫、個人的收穫及運用

在自己家中的經驗，讓受訪者再次「運用」與」學習」中反覆體會、

突破自我及加深帶領的熟練度。 

一、 現況推動實施中的經驗 

(一) 參與家長的收穫 

    受訪者 B、C、D 實施時，發現家長對於認識青少年時期身心變

化及發展的課程中，有高度的共鳴，家長表示此刻才認識青少年期身

心發展劇烈的變化產生的情緒與態度，便能理解、接納以調整自己的

角色及管教方式，來面對青少年身心發展任務及需要。 

因為 (影片)談完，他們就會對老師提出來的觀點還蠻贊同的，有一種恍然大

悟的感覺，原來情緒是因為他(青少年)的腦部還沒發育完成，所以他們先調

適自己，就不會去誤解說小孩子是故意要頂撞他，或是故意不禮貌。(C65-

01)  

比較多是可以理解青少年的想法，還有他的情緒反應，我覺得會有比較多的

諒解跟接納，這就很棒了。(B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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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時期的家長，此時期的學習期待與需求，主要為了解孩子

的需要、學習親子關係的相處。 

想了解孩子有什麼需要，其實是父母來參加的主要目的，我們有個有個媽媽

最大困擾，就是他的孩子喜歡打電腦，搞到都常常上學還要請假，所以是很

傷心的，父母其實也是思考，到底我們失敗在哪裡，我們很在乎他，但是不

知道要用甚麼樣的方法，是他比較能接受的，所以父母來上這些課，主要是

想要了解怎麼跟孩子相處。(D49-01) 

    受訪者 C 在實務工作中發現，多數家長教養的挫折感來自學習沒

有方法，若責怪家長並無法協助改善，恐怕造成家長壓力，因為受訪

者 C 的信仰背景，認為增能是幫助家長提升親職教養能力的關鍵，因

此以傾聽、分享、支持及提供親子教育資訊，增進家長信心，提升行

動力，也實際看見受訓的家長改善親子關係的成效。 

給家長一些增能的概念應該是聖經的經文，好像就是我們常常會禱告說，求

主與我們同在讓我們內在的心理有力量，其實家長不是不願意，他可能一個

是教學不得方法，是很累的，如果說沒有讓他心裡產生那種能量出來，那你

一直責怪家長說不配合，我覺得對他們來講真的是不公平的，所以我會聽聽

看他有哪些困擾，跟他分享我自己帶孩子的過程，他們有時候回去會試著做

做看，那他就會說「老師，我跟我孩子關係真的好多了」，他們也會很高興。

(C80-01) 

我會跟他們說，你們這禮拜回去就要實際運用，下禮拜來就可以分享，他們

就會說本來問他小孩都有一搭沒一搭，用它這邊的方法去跟他(子女)聊天，

他就覺得好像小孩子比較願意說，(課程)還有提到家長有時候要自己找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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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小孩子真的不甩你的時候不要太受傷，他們就會覺得比較釋懷，原來不

是只有我孩子這樣。(C64-01) 

    家長除了想了解青少年時期的子女發展與管教方式，同時自己內

在情緒也很需要被支持與理解，受訪者 C 表示，家長面對青少年身心

變化的互動，產生出來的情緒，會反應在課程小組討論時間，因此在

實施課程中，讓家長適時的「說話」有其重要性。 

我覺得讓他們需要講出來，所以有時候，就是課程當中可以讓他們討論也滿

重要的。(C118-01) 

除了時間不夠就會講少一點，不然有時候都會覺得欲罷不能。(C115-01) 

    受訪者 C 帶領的家長，在團體課程中感受到支持、肯定與安全感，

家長間建立傾聽、尊重、意見交流的正向學習環境。 

我們團體就很好，彼此滿互相尊重，有的人他提出來的，可能不會很那個…

但是也沒有人會去批評或者是怎樣，大家就是都會非常樂意傾聽，或者給一

些建議這樣子。(C145-01) 

       受訪者 A、B、C、D、E 實施青少年家庭教育課程的方式，皆發

現學員們分享親子互動的改變，從對學習的逐漸投入、期待繼續開課

學習的主動、到子女回饋父母的變化、最後學員皆有正向的回饋與滿

意度。 

    受訪者 B 的學員分享上完課後的親子關係互動，子女給予正向回

饋，表示感受到父母在說話及情緒反應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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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子女)都是國中生，會覺得父母說話的方法不一樣，就孩子會覺得爸

媽比較不會情緒反應這麼大。(B110-01)  

    受訪者 D 的學員認同此課程，滿意上課後成效，親子關係有實際

的轉變，孩子發現媽媽上課後，對待其特別好，有正向良好的回應。 

有幾個媽媽分享，上這個課的過程當中，特別上到父母版的時候，有個媽媽

說她的孩子特別喜歡她來上這個課，因為媽媽上完這個課回去就對她特別好。

(D87-01) 

覺得媽媽就是來了解我，因為特別上到父母版的時候，有滿多讓我們去了解

孩子的心情。(D88-01) 

都不錯呀，我們家長都認同這個(課程)，認同麻。(D86-01) 

    受訪者在帶領學員學習，透過學員有興趣的學習議題、切身相關

的需要與目標，經由受訪者帶領課堂中的傾聽、肯定及鼓勵知能力，

可發展學員的信心，使得學員獲得學習與滿足感，有正向的回應與肯

定，自己帶領過程中，也被回饋得到收穫。 

(二) 實務工作者的收穫 

    受訪者 A 平常在教會體系多數帶領女性，然在企業體系推動對象

以男性為大宗時，其最大收穫認為一般非教會之家庭及男性通常不習

慣分享、討論的學習方式，然此次學員的正向回饋，顯示有其成效，

受訪者 A 獲得成就感，並肯定推動之價值。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知道我目前用這個教材去做，對一般社會大眾，特別是

可能沒有教會背景，他對家庭課程，或是這種要 open 的學習方式不是那麼有

經驗或者習慣的人，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的，包括一般男生不太願意這樣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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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法，或者說這個內容他覺得沒有興趣，但是實際上運用之後是可以，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開心的，會覺得這樣來做家庭教育，真的值得做。(A203-01) 

    受訪者 B 表示此套課程的核心價值為共學概念，不是帶領者一直

教導，而是與學員共同學習成長，加上教材好操作使用，非專業背景

的實務工作者，培訓後即可上手推動、成就感高，將有助於人力培訓

並朝家庭教育普及化邁進。 

真的不是在講理論，而是生活，帶領者也不會太挫折，跟著他的指導，在操

作的這個人也很容易進到共學，他會覺得他不是一個專家、也不是一個學者，

他也是在共學的裡頭，在帶領的過程當中自己得著，也不是一直給人家的。

(B99-01) 

帶領者的角色比較會放在共學，就覺得好輕鬆，要來學東西，很多人都是第

一次帶團體，可是它們帶得很有成就感。(B135-01) 

它(教材)可 copy，否則都要找心理師、社工師、諮商師才能做，這個就推展

就會受限，這一次我看團隊他們開始去做，就知道說可行，可能我還算有一

些背景經驗，可是當我看他們會躍躍欲試，就知道說他覺得 OK 才會躍躍欲

試，他如果說「阿太難了」，就不會想動。(A226-01)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除了在知識、運用教材能力之外，因為

有長期的工作經驗的累積，培養實務工作者現場的傾聽、同理、觀察、

引導等特質與能力，推展在學員身上，有其加值效果。而對於家庭生

活教育實務工作者的角色與訓練人的特質，五位受訪者對於帶領者具

備的能力，普遍認為傾聽、陪伴、同理及引導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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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不要太主觀，第一個，我覺得真的不是教導，是共學的核心價值，我

覺得如果你是教導的話，就太可惜了，所以我用的人很特別，他們幾乎沒有

帶過團體，可是他們很親民，願意學習、願意敞開…願意自我揭露。(B169-

01) 

我的另外一搭檔，他就會從他的專業角度會去跟家長談，對那這個要怎麼樣

做那個要怎麼樣做這樣子，那當然也是他的專業，我也很佩服，但是我就會

比較傾傾向傾聽家長的需要。(C82-01) 

我們不是什麼老師，其實就是一個聆聽的人，那聽他說的、聽他沒有說的，

聽他心裡很想說，可是怎麼樣他都不敢說的，能夠努力地去聽。(A46-01)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陪伴的人、聆聽的人，如果當我覺得聽到的是對的時候，

可能就是一點點引導，那個引導兩個字有點不夠傳達，應該是說陪他再往前

一步，沒有太多給什麼教導，並不是太多什麼的技巧呀，心理輔導呀什麼的。

(A147-01) 

我自己本身，我都做引導，就是引導他們來結論這樣子吼，然後就是讓這邊

發表，這邊發發表一下，很願意出來分享的父母，他們就很願意分享，但是

有些很害羞。(D122-01)  

    當家庭教育人員在課程中與家長互動，即使用引導、傾聽、自我

揭露，幫助家長感受到被接納之安全感，是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

之優勢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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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務工作者在家中應用的經驗 

(一) 調整自己與家人的關係 

    受訪者從學習者角色，到自己備課及教課過程，又經歷一次學習

過程與複習，加深印象、實際行動並做為榜樣而要求自己，如受訪者

C 在實施幸福家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時，與配偶及子女關係的溝通不

佳，然而為要做到所教學的知識，因此邊教學、邊調整自己的家人關

係，發現幫助別人之前，也是幫助自己生命突破成長。 

我跟家人目前的關係真的不是很好，我真的有資格去帶嗎?但是我就在想，

你如果都平平順順、幸福快樂，就很難去體會人家家裡很衝突那種的感受，

後來我就禱告說，如果你要讓我去，我願意，所以我每都會準備一首詩歌，

那我就會從一邊教自己，自己也在調整跟家人的關係。(C100-01) 

(二) 課程內化於實際家庭生活中 

    受訪者 B 因為課程的生活化，使得受訪者 B 在教學當中已經內化

知識，便能在實際家庭生活中，幫助自己與先生及孩子關係，有良好

的互動。 

我覺得這套課程，非常生活化，因為我自己有累積一些不同的培訓，比如

說我要跟我孩子分享、或跟我先生分享的時候，我裡面就會跳出一個很多

人的例子，覺得很好連結。對我來講，它比較不是一大推理論，我用別人

的例子來記憶，就覺得這還滿好的。(B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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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C、B 在學習及運用上，不斷的覺察自己的親子互動與溝

通，透過學習、教學、及再運用的歷程，重視自我省思、成長及改變

行為，自己將是最大的受益者。 

貳、實施方法與過程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因為所處的情境、背景與機構充滿多樣

性，以下就受訪者運用策略及待改善之配套措施進行說明。 

一、運用策略方面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在地發展，可掌握該區資源，因此在運

用策略上，以下歸納出結合現有資源、連結其他單位及深耕在地種子

三個部分。 

(一)結合現有資源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完成在職訓練後，結合現職的實務工作，

採取自己現有的資源及服務民眾，作為實施對象，資源可近性的直接

幫助需要的家長。 

    受訪者 A 為機構的主管，機構的願景與此課程價值符合，而全力

支持其參與在職訓練，期許能夠實施到家長。 

我們機構不是只是為了做兒童，願景是兒童生命更精彩、婚姻家庭更親愛，

所以婚姻家庭本來就是我們很期待可以去陪伴或服務的，但是以過去那麼多

年，我們進校服務，其實只能接觸到孩子，那也看得到孩子生命的確會被幫

助、被支持、被陪伴，是看得到果效的，但是後面的家庭其實是不那麼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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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這個也是經驗，同樣換了這個課程很 OK，後面父母碰不到的時候，

成效其實還是有限。(A239-01) 

以正向來看的話，就是我覺得，家庭我有沒有可能跟父母接觸，就是跟成人

接觸，所以我就去實驗了。(A166-01) 

    受訪者 A 同時也是教會的師母，因此受訪者 A 參與在職訓練期間，

已計畫結合自己教會熟識的一群少年及其家長進行實施。 

在(培訓)課程的時候，當時想說希望可以快一點實驗，就是我在教會裡面有

帶一群孩子，他們是兒童主日學敬拜團的孩子，我跟他們關係算是滿好的，

所以那一年放寒假前的一段時間，我想說就邀這一群小孩(的家庭)，所以我

的第一個版本，是親子版。(A28-01) 

    受訪者 A 因為是機構主管，充分發揮影響力，將編織幸福家青少

年家庭教育方案納入機構計畫，從上到下推展，設定清楚目標，鼓勵

機構成員思考及運用。 

(青少年家庭教育訓練)這一次在桃園開培訓，我就鼓勵他們趕快去試做，雖

然那個時候培訓完就快要暑假，所以不太容易聚在一起，那我就鼓勵他們說，

可以的話就試試。(A178-01) 

報名的時候，我就有分組，所以基本上從機構這邊報名的人，我就先把他們

按照區就先分好了，讓他們在上課的時候，下課休息時間，我就鼓勵他們，

想一下你們到時候可以怎麼做，可能性甚麼的。(A193-01)  

    受訪者 A 掌握機構成員是學校的家長會長、副會長等人力資源，

預計在此既有資源上規劃未來實施方向，將嘗試辦理在學校家長會裡。 

接下來還可以運用的就是，可以去學校的家長會，他們如果跟學校家長會關

係不錯的的話，那我就可以再去試。(A1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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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把消息先給團長們，就看我們有幾個學校的 leader，他本身就是家長

會長、或副會長或什麼的。(A235-01) 

    受訪者 B 為教會組織的負責人，主要工作服務對象為家庭牧區的

青少年及家長，由於教會支持此在職訓練，並鼓勵在既有的資源上繼

續推動，實施策略從上到下的推動，由教會領袖先開始，因此實施的

速度快速，有成效。 

我們教會都很支持，我們從最高層牧養團隊開始推，一定要從上面推才會快，

你從下面會很慢。(B119-01) 

教會的策略，比如說先從上面一兩個同工開始在往下，所以現在已經變成，

一個牧區上(獨立推動)，比如說這個牧師上完後，他自己再去牧區裡面推 (青

少年家庭教育方案)，他們雖然沒有小孩，可是也是屬靈父母，都小組長了，

所以對牧養也非常好。(B71-01) 

    受訪者 B 重視上到下的推動策略，至學校實施亦期待從家長會開

始進行，也能減少孩子學習回家運用，但父母沒有改變的挫折感。 

所以我為什麼會很期待從家長會推，我很重視那個從上到下的次序。(B180-

01) 

如果你不這麼做(上到下推動)，你從小孩開始做，他學了回去，可是父母不

是這樣呀，孩子會覺得這套(課程學習)會受挫折。(B92-01) 

    因此受訪者 B 結合教會本身的組織與規模，有計畫的實施教會家

長會的團隊，上完青少年家庭教育培訓課程，並進校服務，已成功實

施 3 個國小學生的家長，將規劃進入高中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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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教會有一個叫做家長會的團隊，我們鼓勵弟兄姊妹進入學校的家長會，

不管是會員也好、會長也好，然後我們就會在學期初、中、末聚會三次，學

期初就告訴他們說，我們要推甚麼東西到校園，請他們幫忙推，我們不是只

有去(推編織幸福家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我們大概推四個，幸福家青少年

家庭教育課程是其中一個，所以我們就是透過教會的家長會帶到校園。

(B53-01) 

目前進到三個國小，下學期要進去的有大概有兩所高中，已經談好了。

(B63-01) 

    實施的學校校長、主任也覺得此課程的重要，知悉受訪者 B 教會

體系的支持系統，進而鼓勵、協助推動，鼓勵受訪者 B 後續關懷。 

他帶的最兩個，最後有兩個主任都一起上，本來只是要來幫忙，到最後都來

一起上。(B70-01) 

讓我們比較高興的，剛才我講的學校主任跟著一起上，他其實不用上，他就

是被第一課吸引就坐下來一起上。(B163-01) 

校長也來看，後來校長最後，跟我們一些勉勵，還告訴我們說，這些人你們

要把他們帶到教會，他們還是需要繼續被關心，所以這些父母，我們也是預

備要帶到教會。(B67-01) 

    由於受訪者 B 所處的單位，亦有一個社會福利機構，其培訓該單

位的社工後，便將有需要的家長轉介至該機構服務，加深服務對象的

需求與因應。 

我們機構社工也上這個課程、也在(機構)裡面帶，比如說該轉(介)到哪裡，

該轉到(教會)牧養，我們都很清楚，比如說需要幫他找小組，就會轉到小

組系統裡面，讓小組繼續關心他，轉(介)到牧養還是轉到協談，這他們都

知道，我們有一定的流程。(B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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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D 並從社團中發現成員同質性高，全部的家長皆是全心、

全時間的投入子女教育，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以進入子女班級教學為

目標取向。 

這群志工有個特質是很接近，是很顧家的、很顧孩子的，也很在乎孩子成長

的過程，大部分的志工都是從小一就跟著孩子進校說故事，我們很多原來是

故事媽媽。(D30-01) 

    進一步從社團成員中，找尋適合帶領特質及熱忱之人選，視其為

種子師資、鼓勵參加訓練課程。 

她(社團夥伴)的孩子也在青少年期，兩個孩子都很優秀，她有個終身志工的

心願，一直去付出。(D81-01) 

我把她當 leader，2014 的 3 月我去受訓，2014 的 9 月我帶著她去參加(幸福家

青少年家庭教育)父母版培訓，因為我一個人還不會想要做一些甚麼事…我

自己不知道怎麼樣開始，想說慢慢地觀察，然後我帶她參加很多這種訓練課，

我們就想辦法推廣。(D80-01) 

    由於社團成員的家長理念相同、目標明確，因此在備課讀書會及

實施幸福家青少年家庭教育課程過程順利，社團成員家長完成培訓後，

反應及滿意度皆良好。 

後來我們就一起做這個事情，這些媽媽一起上子女版，上的很高興唷，子女

版上完了之後我們就上父母版，我們父母版也上完了，十幾個媽媽我都訓練

完了，訓練完大家都覺得很好。(D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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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E 為社福機構的關懷員，本次推動的策略有兩個面向，以

個案服務及系列課程為主，因為個案家庭狀態比較複雜，因此在使用

上的時機上不佳，起初推動效果不佳。  

她的寫字的表達不是很好，她會寫得很卡，然後又不敢拿給孩子，因為她還

在生孩子，所以我想說第一個，可能時間點沒那麼恰當，第二個真的是她不

習慣用這樣的表達方式。(E48-01) 

    受訪者 E 肯定幸福家青少年家庭教育課程，獲得機構主管的支持，

運用策略將幸福家青少年家庭教育課程納入機構年度計畫，有經費並

培訓工作人員，結合機構基礎課程規劃成「愛家大幫手」，設計一系

列講座，邀請一般家庭與服務家庭，透過差別學習，促進服務家庭習

得一般家庭的正向互動，並透過追蹤關懷鼓勵服務家庭。 

我們執行長覺得很 OK，所以就先培訓，而且我去標案培訓的錢，從培訓課

程開始，標案裡面把這個包進去，我們會有培訓，培訓之後有同工進入，所

以幾乎我們就是同工有一個濃縮版的幸福家課程，他們有上過三整天，然後

再進入我們情緒課程，然後我們要把這個搭上來的時候，我只要讓同工知道

我們希望搭配，那他就知道怎麼用。(E86-01) 

後來我們的「愛家大幫手」的前段培訓是怡婷老師跟容襄老師來，今年(2016)

三月的那一次，我們就請這一些婦女，陪伴他到現在來當志工，請他在課堂

上分享運用經驗，他覺得這個課很值得來上，在上課的過程，他繼續跟老公

運用，甚至跟他十年誤會沒解開的姊妹，想跟對方道歉。(E46-01) 

我們這個講座比較特別，五至十月，是延續了六個月，一個月上一次課，但

是在這中間我們會希望他們做什麼，中間會打電話去鼓勵加油。(E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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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會問問看媽媽、孩子，就是會再去跟家庭做一些聯繫，不會說課程上

完然後再等下一次，這中間會跟家庭會有聯絡。(E58-01) 

(二)連結其他單位 

    受訪者 A 透過志工媽媽的資源，連結其過往與企業合作夏令營的

機會，志工媽媽已經做出口碑，合作上容易連結，加上企業重視家庭

價值的理念，願意花錢支持員工學習平臺，促成此次的合作。  

公司老闆很看重我們，他們裡面一個高階主管的太太是長期做該機構的(生

命教育)志工媽媽，所以他了解，然後他們的大董事長，是基督徒，當這個

主管跟董事長提，董事長就說「好，做呀!有甚麼關係」，他不會 care 說少上

班，家庭一直就是他們企業裡非常看重，所以當我去到他們的公司的時候，

已經看見這個企業花了相當的時間、包括金錢，在照顧他的企業夥伴的家庭。

(A92-01) 

過去如果有機會，這個志工媽媽，暑假的時間會用機構設計的課程，給企業

夥伴公司員工的孩子有個夏令營，這一件事情這個志工媽媽都有做，所以只

要有研發夏令營的材料，他就帶去。(A99-01) 

老闆願意在員工下班前的一個半小時，不用工作的讓這些夥伴參與這個讀書

會，所以那時候談了之後，我就去做了六次的一個半小時，大概 20 多人。

(A23-01) 

    受訪者 A 表示完成企業體系的課程後，大部分的男性學員期待能

讓配偶也聽見這堂課的重要性，積極提出再開課之需要，回流率亦顯

示對學習有獲得滿足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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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第四次的時候，就提說這樣結束有點可惜，他們好幾位都說另一半沒

有上到課很可惜，可不可以給他們另一半上課，結果課程六次進行完了，然

後真的就是有這個期待。(A126-01) 

    受訪者 C 是特教老師，參加在職訓練時，與一位教會的姊妹討論

後續實施可行性，因為這位姊妹積極招生，即使其後續無法協助，但

對象已經找到，接續由教會的師母繼續鼓勵受訪者 C 堅持開課，促成

此次兩周一次的課程實施。  

我們培訓完了，那位姊妹很熱心，他看別人的例子回去就再推，他說我們嘉

義地區也來推，不能輸人家，所以他馬上回去教會就拿 DM 去招生，裡面都

是他們教會的弟兄姊妹，那時候還有兩對夫妻要來，學生已經學員都已經招

進來了，我還有跟他討論過課程的進行，跟他說你對你們教友比較熟，你先

教我在旁邊配搭，然後有需要變成我教你配搭，但不知道為什麼他說個人因

素的考量沒辦法，我本來以為就算了，後來他們(教會的)師母打電話給我，

雖然人才六個，不要因為這樣子就放棄，就拜託我說能不能去帶，因為我自

己也是時間上沒有那麼地剛好，我就兩個禮拜一次。(C45-01) 

(三)深耕在地種子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有一理念與使命感，認為家庭教育的

重要性，需要更多人力共同努力推展，因此在實施過程中，視家長為

重要的人力資源，受訪者 C、D 提供培訓資訊，鼓勵學員參與。 

其實我只能說從我自己做起，頂多就是分享給我認識的那個志工群組，然後

志工團團長，邀請他們要不要來受訓，像你們下一次如果有開課的話，我可

能會把那 DM，PO 給他們然後邀請他來受訓，就由他們來帶這樣子，多一點

的種子。(C1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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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D 為社區大學社團的社長，同時也是家庭主婦，因為清楚

自己的能力、時間有限，因此號召此群具有相同需求的家長，作為實

施對象，並以培訓人力心態作為長期計畫，期許能增加人力，補足人

力、時間之短缺。  

因為我很清楚，我還有一個很小的孩子要顧，我很有限，不可能自己包山包

海去做，我一定要訓練人，其實嚴格來講，我算是他們的 leader，我把訊息

放給他們，然後再把他們召聚來。(D31-01) 

我在想，如果師大有這個訓練的課，家庭教育的訓練課的時候，我可以邀請

一些媽媽去上課，應該是可能，就是慢慢看、慢慢做啦。(D188-01) 

    受訪者 C 除了實施家長之外，以培訓種子師資的態度，鼓勵學員

並建構未來展望。  

那時候父母版開課，可能也是上帝的安排，本來是他們教會裡面的姊妹主講，

我是配搭，但他臨時說不要了，所以就我一個人帶，我有跟他們(學員)說你

們都是種子教師，以後也是有機會可以來帶這樣子。(C40-01) 

    受訪者 B 有一策略，同為教會家庭部的六位受訓者，參與幸福家

青少年家庭教育在職訓練後，有計畫在教會及學校實施，並且邊上課、

邊培訓其他工作人員；實施後六位受訓者會聚集討論，評估帶領過程

中的發現與困難，進而調整符合家長需求之內容及方式。 

我們受訓的有六個，現在有一個在學校帶子女版，我們就要求他，你旁邊要

跟一、兩個(工作人員)，直接培訓。(B106-01) 

我們六個(受訓者)是最基本的，我們分派帶回來(實施本課程後)都會做評估，

這六個都是在家庭部的。(B1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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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A 在地經驗豐富，從機構內部同工參與幸福家青少年家庭

教育在職訓練，習得技能後，鼓勵實施運用，以累積實務經驗及增強

信心，預期可以拓大服務範圍到不同區域。 

例如我們桃園區團隊，這一次是做之後的經驗，然後繼續再培、再幫，至少

他在團隊裡頭就是有一群家長，那他做過一兩次，更有信心把握了，他就可

以邀團隊，就算是志工媽媽的先生，可以一起做，然後可以再擴大一點，他

就可以在他那個區域的社區，基本上算滿近的，內壢的啦、蘆竹、桃園龜山，

就可以互相，我幫你、你幫我；我那個社區、或你那個社區；或我的教會、

或你的教會。(A203-01) 

    受訪者 A 在地扎根多年，對於桃園地區資源及服務輸送的場域已

培養「好土壤」，預計此套課程培育出的種子師資，有計畫性的向外

撒種實施，將可預期家庭教育種子人員遍地開花，邁向普及化之目標。 

如果我自己看我熟悉的桃園區，現在稍微覺得有把握了，我知道怎麼去培

(培訓)一些人，把這些人帶起來成為一個帶領人，所以我的區說不定有 30 個

帶領人是我覺得有把握的，那 30 個帶領人半年裡面，30 個人分 10 組就好了，

不要分 30 組，10 組，一次帶 10 個家庭，就是 100 個家庭。(A205-01) 

他不是一場演講、或一次性活動，我覺得是很扎實的 100個家庭，然後這 100

個家庭，他會是後面可能上千個家庭的幫助，一個家庭再幫另外一個家庭。

(A2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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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待改善之配套措施 

(一) 所需花費的考量 

    實施過程中，受訪者 A、D 對於經費部分感到壓力，受訪者 D 為

社區大學社團社長，也是家庭主婦的志工並無收入，然其面對現況，

如培訓教材經費、作業拿回家實作等，在時間、金錢運作上，對一般

家庭主婦的時間較費時費力，受訪者 D 以利他角色的付出，同理身為

家庭主婦的學習者的壓力，並調整學習方法。 

我是在付出的角色你知道嗎，我是在帶人，所以我沒有想過對我自己有沒有

甚麼幫助，我比較想的是，我們如果這個我們要怎麼去施作，我們施作過程

當中容不容易，我比較在思考對這些父母來講，那我覺得我現在想想，在子

女版的時候，對這些父母來講，他們覺得最大的壓力就是工作量很大、功課

很多，可是我一直都跟他們講說，沒關係你沒有寫也沒關係，你就是來上課，

上課來聊天，跟其他人聊聊這些題目。(D174-01) 

我不開電腦的，所以我會覺得這些工作對我來講，寫在上面是比較容易的，

我寫在上面我就可以引導，我就用我自己的課本去教。(D142-01) 

    雖然受訪者 D 受時間、經費之限制，仍積極找低成本幸福家青少

年家庭教育教材，並自費贈送參與家長。 

因為之前我想說我來帶，找十個媽媽說我們來受這個訓練，所以我買了十

套送這些媽媽，花了 3000 元，其實就是從這樣開始，那我們其實不只十

個媽媽受訓，之後有多餘的，就送他們之前的那個白色的。(D11-01) 

(總共 )四千多塊都是自己花錢，沒有幾個志工會像我這樣做事情的

啦!(D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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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D 連結社區大學社團的資源，有經費、工讀生作為經費及

行政協助。 

我為什麼要成立社區大學的社團，因為需要錢，我需要有人來印這些東西。

(D69-02) 

我還有一個工讀生，那些媽媽寫完作業以後拍 line，放在社團的群組，然後

請這個工讀生在上課的前一天，把他 PPT 貼上去，這些工作我沒有辦法。

(D141-01) 

    受訪者 A 提出教材運用的經費困難，認為向學員收費雖然是一個

解決方式，但期待教育可以有更好的方式，透過此次與企業結合的經

驗，發現企業有能力提供經費與行政上支持，故能解決經費不足的狀

況。 

這個他大量用的話，他就是每一次得要自己去花錢啦。(A229-01) 

我聽少部分有人說，他開班就請參加者收費，maybe 這是一種方式，不過看

看可不可能是還有更好的一些方法，阿!有企業要不要來贊助呀! (A230-01) 

(二) 參與對象的背景 

    受訪者 D 帶領家長策略，是讓家長有舞臺進學校教導自己孩子的

班級，然今年學校沒有開放進校教學，使得此批家長已經跟著子女升

上國中，離開現在合作已久的國小單位，因此受訪者 D 需要重新再花

時間培訓一批志工媽媽。 

有一個現象就是，因為小學六年級，因為我們性別教育做到五年級，所以我

原來是希望把青少年家庭教育推廣做在六年級，我一向都是這一校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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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包班全部做，所以我一定會考慮包班、包校的志工數足不足夠，那我們

這些媽媽都訓練玩了可以進去，可是因為那個時間點有點錯過，因為很多媽

媽都是跟著孩子，所以一旦他們孩子上國一之後，進去學的動力就不見了，

變成我要再培訓新的志工。(D26-01) 

    受訪者 A 過往帶領對象多是教會會友或是女性為主，第一次實施

非教會體系的企業男性對象，認為男性在帶領上，會有比較大的挑戰，

而學習等待，建立安全的分享環境。  

研究生問：帶領企業男性最大挑戰是什麼？ 

受訪者 A：等他們說話，然後相信他們是有感受、有想法、想分享，只是

要等他，讓他有安全感，對讓他知道他分享是非常美好的。(A113-01) 

    受訪者 A 因應面對男性成員的方式，採用事先蒐集對象資料、了

解背景與需求，以事先充分了解學員背景，克服心理困境及性別議題，

以提供適切的教學。 

這個案子談好後，他們有一個主要的窗口跟我聯繫，我開始請他幫我做資料

整理，那個資料整理幫助我，雖然我完全跟他們陌生，可是他先提供我，所

以我知道年齡、我知道他結婚幾年，我知道他有沒有小孩，他的小孩多大，

男孩還是女孩，我請他們在公司裡先填一個小問卷，有基本資料之後，他在

家庭生活裡，很想要討論的問題是什麼?或者說他覺得比較困擾他的問題是

什麼?所以我就收到了這 20 位報名參加人的基本資料，跟他想談的問題及所

困擾他的問題。(A1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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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B 進入學校帶領家長時，遇到學校提供對象，但不會協助

篩選或者列清單之狀態，受訪者 B 採用父母版教材，發現不適合新移

民的語言、文化及教學方式，使得該名家長上一課即離開。 

去學校發現帶新住民父母就不太能夠用父母版，對於他們有點難，很難跟上；

子女版反而比較簡單，因為有繪本。新住民需調整使用版本我比較遇到的狀

況又是父母，像是我講的父母版跟子女版，我那時候帶到就是，有一些新住

民的家長，他就進不來了。(B102-01) 

因為學校給的人，他不會幫我們做篩選嘛，那學校給的人一進來就發現，非

常兩極，我不知道別的都會區是怎麽，我覺得在這邊就很明顯。(B103-01) 

    受訪者 B 與受訓者在帶領小組討論時，發現新移民家長的談話內

容與文化背景差異，難以融入一般家長，故此，實施的因應方式，就

從子女版，運用繪本較容易理解的基礎開始。 

因為這個媽媽(新移民)後來他就沒來了，但我知道在討論過程中，他就是他

談的東西就跟別人很不一樣，有他自己的文化，因此我們就全部改用子女版，

從基礎開始。(B104-01)  

    家庭教育是透過教育來滿足個人、家庭與社會需求的終身學習方

式以及全人教育的實踐行動(林如萍，2003)。每位受訪者積極透過親

職教育，學習過程滿足個人的專業能力及親子關係，並透過所學發展

出符合在地的實施方式，克服所處地區、單位及現況資源差異的挑戰，

主動尋找解決方案，順利完成幸福家青少年家庭教育之實施，在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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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運用歷程中，滿足服務對象的需要，受訪者獲得自信、成就感及

價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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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 

    本節分析參與在職訓練後推動青少年家庭教育之改變，分析為現

況推動實施中的經驗及實務工作者在家中應用的經驗兩方面討論；實

務工作者的實施方法與過程，以運用策略及待改善之配套措施探討。 

一、推動青少年家庭教育之改變：現況推動實施中的經驗及實務工作

者在家中應用的經驗 

    現況推動實施中的經驗有參與家長的收穫及實務工作者的收穫，

參與家長的收穫在實證驗究中（林家興，2007；郭慕恩，2013；馮潔

瑩，2001），認為青少年階段的家長需求在於了解青少年各階段的心

理發展之教養知能，本研究之參與家長普遍同意理解青少年身心發展

與任務是重要的學習，並能因為理解而主動調節自我的親子角色，學

習正向的親子溝通，呼應陳富美（2005）與郭慕恩（2013）指出親子

互動是彼此影響，當父母自我覺察而主動調整，將提升親子關係和諧

的機會；周政達（2007）在特殊子女之家長的親職教育研究中，視實

施過程能為家長提供情緒宣洩、互相情感交流之場所，受訪者 C 為特

教老師實施對象有特教學生的家長及一般家長，其發現家長皆需要說

話的紓壓管道，故實施歷程成為家長親職壓力的支持與調節。 

    實務工作者的收穫，在其推動歷程當中，透過共學概念及好操作

的教材，可降低實務工作者實施的壓力，經歷到其不熟悉的男性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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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督信仰的參與者亦有良好的學習成效，提升成就感高，並肯定推

動之價值。另外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身為傳播家庭教育的媒介，

皆認為帶領者擁有傾聽、陪伴、同理及引導是重要的能力，如黃迺毓，

糠明珊、勞賢賢、周玉敏（2010）提出家庭教育人員需擁有個人的特

質能力，如包容、接納與觀察，及有效的人際溝通能力，以促進與家

長有效溝通的機會，此為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之優勢。 

    實務工作者在家中應用的經驗，有調整自己與家人的關係及課程

內化於實際家庭生活中現況推動實施中的經驗。當實務工作者在課堂

中與鼓勵學員完成作業時，相對也要求自己也要操作實踐，如受訪者

C 在一面教導、一面學習改善自己的家庭關係，將課程內化於實際家

庭生活運用並作為課程中的回饋及分享，實務工作者認為受益最大的

是幫助別人前，自己先被幫助。 

二、實施方法與過程：運用策略及待改善之配套措施 

    運用策略部分，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特性在於已建構許多在

地資源，因此實施策略較為多元，分為結合現有資源、連結其他單位

及深耕在地種子三種。結合現有，實務工作者與本身擁有的資源結合，

可透過熟悉的服務對象直接著手，受訪者 A、B、E 將幸福家青少年家

庭教育方案納入機構計畫，推動策略從機構上至下進行，在既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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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規劃未來實施方向，如教會的家長會長已經長期跟學校合作，便運

用該群人力直接進入校園實施課程；合作其他單位，受訪者 A、C 透

過關鍵人，引薦重視家庭價值理念的單位，彼此有意願合作且積極合

作行政、經費缺乏之處，使受訪者 C 本來獨自帶領動機被增強，以專

心預備課程帶領，受訪者 B 透過工作人脈連結到企業體系，接觸過往

較少服務的男性對象及非基督徒家庭，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高，增加

受訪者 A 在帶領課程的視角與經驗；深耕在地種子，家庭生活教育實

務工作者之使命感，皆重視家庭教育人才培育，期許更多人一起在家

庭教育中努力，故此，受訪者在實施過程中，不只是教學，而視家長

為重要的人力資源，並且培訓一起帶領的員工，鼓勵人力成為講師，

在地深耕發芽。 

   待改善之配套措施方面，有所需花費的考量及參與對象的背景。

所需花費的考量，在於受訪者 D 因為個人推動，因此缺少經費、人力

及行政的支持，然受訪者 D 因為信仰的緣故，有一顆捨己付出的心，

自費贈送教材給培訓的家長，並積極爭取社區大學社團的經費及行政

資源，以舒緩經費不足之狀態；另受訪者 B 積極向外連結，與企業合

作拉贊助。 

    實施對象的背景，需要更多前置作業的理解與溝通，如受訪者 A

結合企業，面臨不熟悉的男性對象及非基督徒家長，則事先充分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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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調查家長的家庭背景，調整自己帶領方式適切性，及等候男性說話

的技巧等，最後學員對於學習的收穫有很高的滿意度與回流率；受訪

者 D 以培訓家長進入子女班級之誘因順利招生，然卻發生學校不開班

之狀況，使得受訪者 D 培訓該群家長無法發揮，又加上子女將升學至

國中，合作單位將須重新建立，導致人力流失，需重新培訓新的一批

家長；另外，對於推動新移民家長的親職教育，吳瓊洳、蔡明昌

（2014）及游淨如（2010)指出新移民較容易因文化的隔閡有負向感

受，需考量在文化上的差異與調適，受訪者 B 入校實施家長時才發現

此狀況，新移民家長在課程討論時遇到的語言、文化落差而流失，原

定實施父母版的教材不適合新移民家長，檢討調整後，將調整從一般

大眾容易吸收的子女版為未來入校的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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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依據研究結果歸納出以下結論，第二節

針對參與培訓者、提供培訓者及研究人員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邀請五位參與「幸福家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

並實施親職教育的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進行訪談，以下分別歸納

結論。 

壹、參與在職訓練的學習經驗 

一、提升實務所需的專業能力之利他動機為主，面對身為家長的挑戰

之動機為輔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加在職訓練的動機，有明確的目標導

向，五位受訪者在不同的領域服務，如教會、教育機構、社區社團、

社福機構等，因此接觸許多實務現場的青少年及其家長的問題，發現

自己在親職教育專業上的不足，因而關注青少年家庭教育相關在職訓

練資訊，增進專業知能，工作視角積極的「學習」動機，以「運用」

在所處的服務對象中。相較於青少年家長視角部分所面臨親子關係的

挑戰，較是次要的學習動機，顯示家庭生活實務工作者的學習，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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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顧自己的利益，更是充滿利他、利社會的使命感，擁有強烈學習動

機與目標而不斷精進。 

二、學習歷程三要素：認知、技能及態度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擁有豐富的工作經歷與人生閱歷，有

助於其參與在職訓練中經歷認知、技能及態度的轉變能力，從自我覺

察、內在演練，引發反思與改變的行動，進而自我調節並培養幽默感，

改善家庭互動，且透過安全的學習環境體驗，能參考與模仿帶領人運

作方式，也可以感同身受參與者的心境，加上交流平臺的激盪，有助

於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預估未來實施親職教育的情境，提升推動

青少年家庭教育之可行性。 

貳、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之推動歷程 

一、推動上強調「學」與「用」的重要性 

    無論是實務工作者或是參與家長，皆認為本套編織幸福家青少年

家庭教育容易學、好操作，強調共學概念，帶領人不只是教導的角色，

而是一起運用學習的人，增進實務工作者信心與成就感的教材與培訓

方式；而實務工作者亦有另一優勢，因為長期在地服務需要的家長，

透由實務經驗學習與運用中，累積的傾聽、陪伴、同理及引導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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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能力，在實施過程中內化並活用，建立安全感的學習環境，催化學

員敞開分享。實務工作者透過學習、教學、運用、再複習，加深對青

少年家庭教育的使命感，學習及運用上達到知道-了解-會做-願意做-

甘心樂意地做之理念，便積極的在地培育人力，有助於家庭教育朝向

普及化邁進。 

二、 推動策略分為結合現有資源、連結其他單位及深耕在地種子 

    實務工作者對於青少年家庭教育推動充滿熱情，又因在地深耕的

人脈與地緣豐富，本研究綜整出三大推動策略，分別為結合現有資源、

連結其他單位及深耕在地種子，而每一項的策略，皆有其細部的運用

模式。結合現有資源部分，五位受訪者有四位為機構的主管，因此強

調從「上到下」的推動模式，可快速的完成推動青少年家庭教育之效

果，另一受訪者雖然並非主管階級，然而其積極投入並獲得機構主管

的支持，因此順利從上到下完成推動工作；連結其他單位部分，其共

同性為找到「關鍵人」進行資源媒合，找到同為重視家庭教育理念的

單位進行合作與推動；深耕在地種子，在於實務工作者本身的角色與

功能的發揮，提供學習的資訊並號召人力，推動過程進行觀察評估，

兼顧栽種培育種子，且深耕在地拓展服務對象，並展望未來，吸引更

多人加入青少年家庭教育推動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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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動尋找解決方案，發展出符合在地的實施方式 

    實務工作者在推動過程中，遇到的限制主要為所需花費的考量及

參與對象的背景為主，然實務工作者本身的能力與特質，積極主動找

尋在地資源彌補不足，如經費來源由社區大學或是企業贊助；參與對

象的部分有新移民文化及性別差異兩項，新移民文化差異則藉由轉化

較符合新移民語言及學習方式之子女版教材，可減少新移民挫折感，

男性性別的參與者，則是實務工作者事先蒐集參與家長的資料，以了

解參與對象的期待，並在實施過程等待男性說話等技巧，亦是實務工

作者積極突破與提升專業知能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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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對參與在職訓練的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

提供在職訓練相關單位及未來學術研究者三方向，提出以下建議。 

壹、 對參與在職訓練之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 

一、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持續在職進修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對於青少年家庭教育的使命感強烈，為

達到提升專業知能以滿足服務對象之需求，是實務工作者參與在職進

修最主要的學習動機與目的，加上社會不斷的變遷之下，實務工作者

只會面臨家長在親子關係上更複雜的挑戰，因此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

作者持續在職進修、充實家庭相關的專業知能，終身學習是必要的。 

二、 成果分享、積極橫向連結在地資源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依據所屬的單位性質與服務宗旨，結合

地方資源並推動青少年家庭教育及帶領上，更具豐富多元性，在地發

展具有有影響力，本研究結果發現，機構間透過平臺進行交流與激盪，

能促進參與者學習視角的廣度，建議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及相關

機構應積極藉由成果分享，邀請在地相關單位及社區民眾一同享受成

果，增加橫向合作機會及一般民眾的能見度，作出在地口碑、彰顯專

業，以達到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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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鼓勵取得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認證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的學歷背景非家庭相關科系，無法符合

申請家庭生活教育專業人員認證資格，而被排除在繼續教育的門外，

然而，實務工作者是家庭教育傳輸之媒介者，其專業素養的養成，有

繼續接受訓練之必要，自從 2004年教育部公布「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

格鄰聘及培訓辦法」，即賦予該領域人員專業角色，建議未取得家庭

教育專業人員認證的實務工作者，應積極修習認證所需的20個學分，

及相關認證申請資料，取得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身分，除了在專業知能

提升外，亦可提供在職訓練之相關單位，有關實務現況之需求，以建

議符合實務工作者運用之在職訓練內容。 

貳、 對提供在職訓練之相關單位 

一、機構支持及鼓勵員工在職訓練機會 

    研究結果顯示推動策略從上到下的模式具有效性，來自受訪者的

主管職位權力與職員說服上司的能力，可見，若機構的主要負責人重

視員工的在職訓練需求，將會影響整個機構後續的推動走向，當員工

被鼓勵、支持並在實施中得到成就感，將有助於機構共創家庭教育之

價值與目標。因此建議家庭教育相關機構之主管，可以此為例，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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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納入年度計畫，從上到下的推動，促進員工有明確學習動機，追求

機構目標，並提供員工在職訓練機會及給予公假外訓等。 

二、政府主管機關，制定家庭教育機構認證制定，提供家庭教育服務

品質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積極投入在地，並熱衷學習新知，然而

因為學歷背景關係，未必可以進入家庭生活教育專業人員的學習資格，

若要耗費多年時間取得專業證照，此非符合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

之現況，若要有效運用專業人力，建議政府規劃機構認證機制，與制

定家庭教育機構認證的規範，以提升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的專業

能力及服務範圍，讓家庭教育工作場域更普遍。 

三、家庭教育機構成為媒合平臺，落實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實施

機會  

    家庭教育普及化是教育理念推展之目標，同樣，家庭生活教育實

務工作者期許能「學習」後有場域「運用」，然接洽及合作過程，需

要具備先天的條件，與後天的機會，若提供在職訓練之單位，以培育

人力為長期目標，願意提升單位及人力的專業品質與公信力，建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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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在職訓練單位作為媒合平臺，協助種子師資輸送至服務場域，並建

立人力資料庫，以達教育落實目標。 

四、家庭教育機構提供品質管理及後送服務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充滿熱情，期待在地能落實所學，若於

在職訓練後，能持續追蹤及提供實施過程中可討論諮詢窗口，將有助

於實務工作者運用上，維持服務品質及因應能力，並能提供實務現場

家長的需求，進而增進研發單位發展教材，提供更適切之在職訓練內

容。 

參、 對未來學術研究者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來自不同學習背景、成長歷程及機構文

化宗旨，然在研究對象之選取，以教會、福音機構之基督徒為主，其

特質與同質性較高，如積極度高、熱情奉獻、具使命感，加上五位受

訪者皆為女性，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朝向男性、非基督徒的學員之學習

動機、參與、實施經驗上探討，或許探究不同脈絡下的意義與價值，

呈現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實施的整體脈絡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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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訪談同意書 

您好： 

 

非常感謝您接受邀請，參與『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幸福家

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之親職教育推廣經驗研究」訪談，本研究期待透

過訪談方式，深入瞭解您參與「幸福家青少年家庭教育」方案培訓後，對

參與訓練的動機、學習歷程、推動經驗的歷程，以及此經驗對您個人的意

義與影響，增進對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作者經驗的理解，期待能提供未來

在實務領域推動親職教育的相關單位參考，也盼提升家庭生活教育實務工

作者推動親職教育的價值感。 

 

本研究採一對一的方式進行深度訪談，預計進行一至二次面對面的訪

談，每次時間約 90 分鐘，為方便日後資料的整理、分析，訪談過程將會進

行全程錄音，錄音內容僅作為研究者分析資料、編碼及歸類統整之用。訪

談地點將以您的方便、舒適和安全為考量。訪談期間您有權利選擇退出，

且沒有義務告知原因，您亦有權力決定是否回答問題，並且有權利隨時終

止錄音以及訪談。 

 

基於保護受訪者的義務，您的姓名及個人資料一律隱匿不公開，您的

訪談資料，研究者也會謹慎處理並且絕對保密，並在取得碩士學位一年

後，銷毀錄音資料。因此，希望您能提供真實的意見，以增加研究資料的

正確性。 

   如果您同意接受訪談並願意讓研究者使用訪談中的內容，請在受訪者處

簽名。 

同意受訪參與本研究並同意研究者使用訪談過程中的內容 

 

受訪者：            （請簽名） 研究者：            （請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所 

指導教授 黃迺毓博士 

研究生 林筱帆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