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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歷史的累積是人類文明的重要成就，歷史研究對教育發展有鑑往知來之用，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史料整理對臺北市家庭教育工作發展之了解有其重要

性；而以生態系統理論的觀點進行該中心的分析，全面性的從各種面向與關係進

行與中心相關因素之探討，能更多元、完整的呈現其發展與轉變情形。 
本章描述研究之背景與動機，提出研究之重要性與目的、研究範圍及待答問

題，以及名詞釋義，闡述本研究之理論基礎，說明研究方法、及程序，最後提出

本研究歷史分期之依據。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壹、研究背景 

家庭是每個人成長所接觸的第一個社會單位，是我們一生的學習中最重要的

環節，不論是對於個別家庭中的家庭規範、學習家人關係，或進一步擴展延伸成

為適應社會準則、預備人際互動的基石，家庭教育對於個體社會化的重要性不言

而喻。 
隨著社會的變遷，家庭的功能與結構改變，如：獨生子女的增加，對於手足

情感與人際競爭的瞭解缺乏；單親家庭的增加，子女適應與單親家長的重責；異

國聯姻情形普遍，多元文化交雜與子女教養問題漸顯…等，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與

其教育內涵的多元需求浮現。 
    今日社會，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體系已發展出一整體架構，然欲全面建構一

完整之教育推展系統，家庭教育推展體系之建構不可少；如何在教育體性中涵蓋

全人發展議題，建構家庭教育推展平台以及落實家庭教育推廣不容忽視。 
    民國 34 年推行家庭教育辦法施行，為當時臺灣地區推展家庭教育最高之行

政命令，亦從此展開臺灣地區的家庭教育推廣工作。70 年代，行政院有感於青

少年問題日益惡化，從教育部教育行政體系開始致力家庭教育的推展，除各項法

令的制定與推行，家庭教育經費的編列、家庭教育中心的設置等工作，顯示臺灣

地區已步入由公部門推動家庭教育工作的開端。 
直轄市暨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以下簡稱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在教育部經

費補助與計畫性的引導方針下，長期以來身為政府單位於各地推展家庭教育的重

要據點，為臺灣地區推展與落實家庭教育之指標性單位，無論是針對民眾需求辦

理各式親職教育、婚姻教育活動，抑或設計家庭教育方案、規劃各縣市家庭教育

之推展策略，各自逐漸發展出其所在縣市不同之推展策略與特色。 
民國 92 年 2 月 6 日，我國公布施行家庭教育法，因該法為全球首例，成為

國際注目的焦點。法令中，我們看到政府宣誓性的彰顯公部門重視家庭教育議題

的領導作用，而其家庭教育的範圍，提示了國人家庭教育的內涵。歷經了多年立

法的爭取，數十年家庭教育工作由中央主導式的推廣策略，即將進入地方自主與

落實推行的新里程。 
對於家庭教育中心此一組織本身而言，在家庭教育法通過後，始有所謂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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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依據，也才有正式、獨立的名稱；因此，自家庭教育法通過至今、甚至未來幾

年，家庭教育中心之變化必然處於一重要之轉捩點，可謂奠定家庭教育中心未來

機構型態、推展走向之關鍵時期。 
 

貳、研究動機 
  一、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於推展家庭教育歷史上的特殊性 

臺北市身為全臺灣地區首善之區，各項成果不僅顯露在教育文化、都市發展

中，更在家庭教育工作的推動上展現：不論是早期從家庭教育中心的前身「親職

教育諮詢中心」試辦期開始，臺北市即是五大試辦縣市之ㄧ，並且由於臺北市成

人與社會教育體系的資源與支持，臺北市家庭教育的推動於全臺家庭教育工作的

發展別具意義： 
(一) 歷史最悠久的家庭教育中心 
民國 75 年教育部於基隆市、臺中市、臺南市、臺北市、高雄市試辦家庭教

育中心的前身「親職教育諮詢中心」，從臺北市當時被列為五縣市其中之ㄧ可知，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乃歷史最悠久之家庭教育中心之ㄧ，研究其歷史沿革有其代

表性，並可追溯至家庭教育中心發展最為源頭之相關資料。 
(二) 各項首創體制、評鑑績優的家庭教育中心 
民國 92 年家庭教育法通過，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隨即回歸教育行政系統，

搬遷至現址(臺北市中山區吉林路 110 號 5 樓)，同年，訂定「臺北市終身學習及

家庭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設置全國首創之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於教育行政體系之優勢下，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自 93 年起，借重教育局所

屬完善之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系統，於各行政區中召集共計 15 所中心學校成

立「家庭教育學校工作小組」，展開全面學校系統推廣家庭教育工作之序幕，此

法動員各級學校、充分運用教育行政體系資源之策略亦為各縣市之首。 
依 93 年度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家庭教育工作評鑑及選拔績優家庭教育

工作人員實施計畫，教育部針對 91 至 92 年度家庭教育工作成效進行全國家庭教

育工作評鑑，臺北市於三大項評比標準：「定位與設置進度」、「行政與經費運用」、

「活動辦理及諮詢」中，皆獲評優等，被列為推動家庭教育之特優縣市，實可作

為引領各縣市家庭教育工作之指標。 
本研究以此歷史悠久、評鑑績優之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為例，探究其發展的

奠基點、分析多年來的變遷情形，期能為臺灣地區家庭教育工作之推展有所貢獻。 
 

  二、保留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珍貴的變遷史料 
研究者於民國 91 年 7 月進入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工作自初期的試探摸索

至今的逐漸熟稔，歷經家庭教育中心行政體系與推展策略的轉變，中心工作人員

角色自第一線活動辦理人員進入幕後企劃、研發規劃的政策參與者，由於身處位

階與角色定位的不同，對於家庭教育工作環境與推展方向的轉變甚有感觸。 
猶記初至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任職時，因原先擔任該項職務之人員數度之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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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任期的短促使得部分志工對該職位專任人員信賴度降低，對活動及團體的向

心力也逐漸下降；而對於當時研究者所擔任之職務而言，工作之中斷與移轉也使

得效益累積減緩。 
民國 92 年初，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行政體系移轉，從過往隸屬臺北市立社

會教育管轄，轉而正式回歸教育局之行政體系，同時也進行了辦公及活動場所的

搬遷，不但由於行政考量的不同、也因場地的差異，影響中心的推展策略與活動。 
搜尋有關家庭教育中心之期刊、論文以及研究報告，發現現有文獻未有完整

針對臺灣地區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歷史沿革之詳盡紀錄，尤未見針對臺北市家庭

教育中心組織發展敘寫之文獻資料。 
有感於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因人事異動、設置地點之搬遷，部分有關家庭教

育寶貴的史料紀錄未有完善之整理。又目前對於臺灣地區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推

展之歷史變革少有一長期、全面、完整之資料整理，研究者認為在此確有必要為

家庭教育中心在臺灣地區家庭教育工作的推展上留下紀錄。 
  三、應用生態系統完整紀錄變遷情形的重要性 

正如記錄兒童成長的點滴必定與其接觸的人事物有關一般，欲完整記載一個

機構的變遷亦不可能脫離其環境而論，任何單一面向分析家庭教育中心的議題：

如，社會變遷的驅使、法令政策的主導、專任人員的影響…等，皆只能了解家庭

教育中心局部的變化。綜合上述影響因子，找出一種更加全面的論述觀點，故藉

生態系統理論的思考觀點「個體發展受到週遭環境各層系統的影響，且系統環節

間是層層相扣、相互作用的」，本研究探究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受到週遭系統影

響之轉變，分析過去主導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推展工作的各個面向因素，以期進

一步對未來臺北市推動與落實家庭教育工作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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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的重要性與目的 
壹、以歷史研究的方式進行本研究的重要性 
    歷史是人類活動的過程與記錄，它記載了事物的變遷與事件的變化，是人類

相當有意義的成就；歷史不單是按年代順序記載發生的事件，而且也是統合人、

時、事與地之間的關係，所做的描述，使得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關係能夠延續(王
文科，民 75)。而能以文字記錄歷史、累積知識與智慧，更是人類優於其他物種

的一項珍貴寶藏，歷史的記載使得經驗得以累積、成果得以延續、文化得以傳承。 
    由於家庭教育中心身處政府教育體系推展家庭教育之重要地位，不但是政府

單位於各地推展家庭教育的重要據點，更可說是臺灣地區推展與落實家庭教育之

指標性單位，故如欲了解臺灣地區家庭教育整體的推展情形並為日後相關工作提

出建言，家庭教育中心發展與轉變此重要的史料是不容忽視的佐證。 
    而對於家庭教育中心推展家庭教育此一重要的史實，由於過去並未有全面性

之整體紀錄，或由於資料整理的間斷、人員的流失或異動，以致家庭教育中心發

展之歷史記載尚未完全；而今日我們欲回溯、拼湊出家庭教育中心發展與轉變的

史實，很重要的即是以嚴謹的方式蒐集相關史料並儘可能完整、客觀的呈現，此

乃歷史研究的精神所在。 
    故透過歷史研究的資料整理與分析，有助於本研究重現過去家庭教育工作推

動的進展情形，亦可順序性的呈現時代變遷的各項主題更迭，更可由前車之鑑，

避免未來推展家庭教育工作時重蹈覆轍。 
    綜上，以歷史研究之法進行本研究之重大意義有三： 
  三、對記錄歷史而言：提供各界了解臺灣地區家庭教育之推展 
    了解人類以往活動的演進，有助於了解人類現在的活動情形，藉助歷史的經

驗可用來決定（提供）未來的發展方向(教育部，民 94)。以臺北市家庭教育發展

之背景脈絡而言，史料之彙整同時可看出臺灣地區家庭教育推展之進程，甚可提

供各界了解臺灣地區家庭教育之發展，突顯出本研究之歷史價值。 
  二、對家庭教育而言：政策與教育推展之根基 
    歷史幫助我們了解前人創業維艱和民族文化的遺產，有助於人民對國家的認

同，是維繫國家生存的精神基礎，故有所謂「國可亡而史不可亡」也(教育部，

民 94)。推展家庭教育於臺北市之史料彙整，除累績臺北市家庭教育發展之重要

歷程外，亦為政策與教育推展上奠定其根基。 
  一、對研究者本身而言：工作上的學習與借鏡 
    歷史是前人經驗累積的寶庫，能充實我們的知識、訓練我們的思維，培養我

們追求真理的精神(教育部，民 94)。是以，在歷史脈絡中尋找成功的經驗與失敗

的教誨，對於研究者在家庭教育工作之推廣上能有所學習與借鏡。 
 

貳、由生態系統理論分析本研究的完整性 
    以「家庭教育中心」為關鍵字或題目名稱搜尋國內文獻，發現有關家庭教育

中心之研究數量實為有限，分析其中研究之關注點，大抵可以區分出幾項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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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關於家庭教育中心之專業人員（台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民 86；林振春，

民 87；姚秀瑛，民 88；郭淑娟，民 89；鍾思嘉，民 82）、關於家庭教育中心之

志願服務人員（梁翠梅，民 85；張月芬，民 92；張美齡，民 90；張貴傑，民 85）、
其他相關機構組織與方案成效之研究（台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民 87；林朝夫，

民 81；彭懷真，民 82；張英陣，民 88；蕭韻文，民 90）等。 
    大抵而言，研究家庭教育中心之相關文獻除探討有關人員之議題外，亦略有

關於家庭教育組織制度與方案執行成效評估等之研究，雖然此等人員與方案成效

的研究已可提供部分對於家庭教育中心的部分了解，但由於一個機構的發展與轉

變，勢必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小自機構內部（如工作人員、志工），大至機構

外部（如社會環境、法令政策）等影響因素皆可能造成機構的變化，是以瞭解臺

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展與轉變，絕非單一面向即得以完備。 
    以生態系統理論為架構的研究關注系統對個體的影響以及系統與系統間的

互動，探討的議題不僅是「發生了什麼事」，而更是以如社會文化此等背景脈絡

下的鉅視系統（ macrosystem），法令政策等間接影響個體的外部系統

（exosystem），以及直接與個體互動、影響個體的微視系統（microsystem），或

各系統間及兩個以上微視系統之居間系統（mesosystem）等環境的層面加上時間

的因素影響，考慮到在不同的時空背景脈絡下「是什麼原因、怎麼樣的變化，造

成了個體的哪一個部分、怎麼樣的變化」。這是一個更為全觀性的理論架構，提

供了我們對於事件發生更為周延的思考。 
    研究者以為：以生態系統理論分析家庭教育中心周遭系統的變革，是更為完

整的立論觀點。故本研究以家庭教育中心在臺灣地區推展之進程為背景，呈現臺

北市家庭教育中心此推動組織之歷史沿革與推展策略上的形式轉變，並為臺北市

家庭教育中心的推動工作上提出建議。 
 
    綜合前文所述，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整理以家庭教育中心為推展核心之家庭教育史料背景，探討臺北市家庭教

育中心的歷史變革。 
  二、應用生態系統理論分析影響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展與轉變的各系統面

向，了解其受到鉅視、外部、居間及微視系統影響的情形。 
  三、整合上述資料，分析其優勢及資源，規劃、展望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推

動方針，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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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待答之問題 
壹、研究範圍 
    依照本研究史實整理及組織之方式，本研究將結合史實發生的年代序與研究

主題合併敘寫之方式進行，而研究之範圍如下： 
  一、時間的縱軸 

由於歷史研究的目的在研究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從錯綜複雜的歷史事件中，

發現一些事件間的因果關係及其發展的規律（郭生玉，民 87）。 
本研究以歷史發展的順序，分析自民國 34 年頒布台灣推動家庭教育最早、

最高的行政命令「推行家庭教育辦法」至今（94 年 6 月）家庭教育中心的發展

與轉變。 
 

  二、生態系統的橫剖面 
從生態系統的觀點，全面性地瞭解各系統層面對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展之

影響因素乃研究之重點，文獻蒐集應搜羅相關臺灣地區家庭教育推展及臺北市家

庭教育中心之資料。 
本研究將先述臺灣地區整體性概況後，再針對臺北市發展之情形詳加分析、

敘寫，從生態系統理論的觀點，分述下列影響家庭教育中心發展與轉變之因素： 
    (一) 鉅視系統 - 政經與家庭人口變遷 

社會背景、價值觀之變遷可提供研究關於社會背景對家庭教育之影

響，本研究將針對下述有關臺灣地區家庭現況之變遷，討論不同歷史階段

中對家庭教育內涵的影響： 
      1. 人口年齡分配。 
      2. 結離婚對數。 
      3. 青少年嫌疑犯人數。 
      4. 其他相關之政經議題或家庭變遷。 

 
    (二) 外部系統 

由於推展家庭教育之相關法令政策、教育理念可視為帶動各縣市家庭

教育中心發展與轉變之主因，而家庭教育中心所擁有社會資源（經費、活

動地點便利性等）亦間接影響活動辦理的規模、參與人員的特性，故本研

究將影響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外部系統區分如下： 
      1. 家庭教育相關議題之探討 

(1) 執政者之家庭教育主張（中央及地方），如：教育政策白皮書、施

政報告…等。 
(2) 相關領域之學者專家（家庭教育研究趨勢）。 

      2. 政策與體制 
(1) 相關推行家庭教育之法令、政策。 
(2) 家庭教育中心之行政體系、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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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微視系統 

微視系統為直接影響家庭教育中心教育推展策略、活動實施之層次，

首先就家庭教育內涵而言必然影響家庭教育活動之研擬，再就臺北市家庭

教育中心機構本身的因素而言，其組織編制或角色定位，中心的主管、專

任人員與志工等相關人員之專長與喜好，中心所有之場地配備以及相關單

位的支援與否…等，亦為直接影響中心之因素，另從可能與北市家庭教育

中心互動之相關家庭教育推廣單位或活動則可提供另一面向之微視系統訊

息。 
故本研究分別針對「家庭教育內涵」、「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專責單位)」

及「相關推展單位及活動」三面向來探討： 
      1. 家庭教育內涵。 
      2.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專責單位)： 

(1) 組織編制或角色定位。 
(2) 推展人員及服務對象：包含業務主管、專任人員、志工及服務對

象。 
(3)  服務內容與相關配套：如，服務項目、活動內容、場地設備或經

費預算…等。 
      3. 相關推展單位及活動： 

(1) 政府單位。 
(2) 民間單位：分析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與其他相關推展家庭教育單

位的合作或互動情形。由於分析各團體成立宗旨與服務內容並非

本研究重點，僅列舉有互動之部分。 
 

（四） 居間系統與系統間的互動 - 綜論各系統間的關係 
居間系統涉及二個以上微視系統之互動，如：「家庭教育內涵」與「臺

北市家庭教育專責單位」，「臺北市家庭教育專責單位」與「相關推展單位

及活動」…等；然各系統間之互動情形亦為生態系統理論中極為重要之部

分，此與居間系統之概念相似，是以在第四部份綜論系統間的關係，整體

回顧各系統間之互動情形，並做出該章之結語。 
 
    綜觀上述各點，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可簡單以一透視圖呈現(圖 1-3-1)：其中，

各系統以「虛線」畫出範圍，有系統間具通透性、可彼此互動之意涵；微視系統

以「   」區別於其他系統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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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圖 1-3-1 研究範圍：從生態系統理論架構本研究之透視圖 

表示微視系統 
 

表示居間系統(即微視系統的互動) 

 

表示居間、外部與鉅視系統之範疇 

 

歷史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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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視系統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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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及研究範圍，提出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展之歷史沿革為何？ 
  二、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組織編制或角色定位在歷史變遷中受到鉅視、外

部、居間及微視系統影響的情形為何？ 
  三、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推展人員及服務對象在歷史變遷中受到鉅視、外

部、居間及微視系統影響的情形為何？ 
  四、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服務內容與相關配套在歷史變遷中受到鉅視、外

部、居間及微視系統影響的情形為何？ 
  五、綜上，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優勢為何？未來發展方向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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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理論基礎 
本節理論基礎的部份，針對生態系統理論之理論背景、核心概念作一說明與

陳述，回顧與整理相關理論之應用文獻，並說明生態系統理論於本研究之應用情

形。 
 
壹、生態系統理論的發展背景 
    生態系統理論早期是受到系統理論以及互動論的影響逐漸發展而來，從個體

與環境的研究開始，進而研究生態系統對機構的影響，其內容說明個體的發展會

直接或間接受到週遭系統的交互影響，強調主體不是單一的，它與環境是一個整

體，牽一髮而動全身，系統之間環環相扣，彼此關聯。 
    系統理論的發展源自物理學中機械、控制系統等自成一體的運作單元，當有

輸入(input)進入系統即將引發一連串的反應，在系統的運作(throughput)中將會進

入一回饋迴路(feedback loops)，系統可能產生正向回饋循環、或負向回饋循環，

最後再次達到系統的平衡、而有所輸出（output）（Bubolz & Sontag，1993）。 
    Berlantaffy 1920 年代提出一般系統理論（general system theory），認為任何

的現象都可以系統理論來解釋、任何一門專業學科皆可以此觀點來分析。社會科

學領域應用此一概念，將所有有機體（如：家庭）視為一完整的系統，在系統中

有不同的循環與運作發生，而最終將達到某一種平衡；其中系統內任一個體如果

發生問題，絕非個體本身造成，它勢必是整個系統不平衡的反應，最後也將進入

整個系統中進行回饋，以維持系統的平衡與完整（Bubolz & Sontag，1993）。 
    系統理論中強調：一個系統必須被整體的了解，而不能僅了解其中一部分。

此一部分的理論被應用至精神醫療、家庭社會科學等領域，如：家庭治療、研究

婚姻及家庭互動、家暴、酗酒等失功能的家庭問題，直至現今都是相當受到重視

的一套理論方法（Whitchurch & Constantine，1993）。 
    隨著發展理論的演進、家庭理論研究的發展、人與環境互動的影響，系統理

論逐漸衍生出不同著重點的大小理論，諸如：重視背景脈絡的生命歷程（life 
course）、關注家庭整體議題的家庭系統理論（family system theory）、著重人與環

境互動的人類生態理論（human ecology theory）、以及本研究所應用之生態系統

理論（ecological system theory）（Bubolz & Sontag，1993）。 
    上述理論或觀點最大的特色，即在於對議題的研究視系統為一個完整的整

體，不再單獨的只因問題而檢視問題，看重整體的互動性，故欲研究系統中的任

何ㄧ個議題，都必須檢視整個系統、分析各環節間的情形。 
    而從互動論發展出的觀點，提倡個體的樣貌並非與生俱來，而是不斷與環境

相互影響而成的產物。個體主動或被動的與社會、環境互動，逐漸形塑成為個體

的樣貌。 
    生態系統理論受到互動理論之影響而成，使得生態系統理論相當看重系統間

的互動、以及系統互動後造成的影響，Bronfenbrenner 所提居間系統的層次，以

及各系統間相互影響的觀點，即證明了其受到互動論的影響。 



 11

貳、生態系統理論的核心概念 
    受到系統理論與互動論的影響，Bronfenbrenner 1979 年提出「生態系統理論」

(Bubolz & Sontag，1993)，從個體發展的角度出發，解釋個體與環境的互動情

形，以及個體發展受到環境影響的變化。 
    生態系統理論早期多應用於兒童發展的議題上，強調兒童的發展是由周遭系

統直接或間接與兒童交互作用的結果，每個系統皆會直接或間接與其他系統及個

體互動。廖鳳瑞（民 83）亦提到每一個人都不是單獨的個體，不僅受著個人與

環境的直接互動的影響，也受著周邊各種系統相互作用後對個體產生的影響。 
    Bronfenbrenner 的生態系統理論強調整體性（holistic）和人與環境間的互動

關係，探討的重點在於多重環境對行為與發展的影響；他將人與環境依互動的親

疏、空間與社會距離遠近，由外到內分成鉅視系統（macrosystem）、外部系統

（ exosystem ）、居間系統（ mesosystem ）以及微視系統（ microsystem ）

（Bronfenbrenner，1989），這些系統有如俄國娃娃般一層套一層的堆疊，玆說明

如下：  
  一、鉅視系統（macrosystem） 

鉅視系統又稱做大系統，位於環境、所有系統的最外層，指最為廣泛的意識

型態、文化、次文化或價值觀等更高層次的系統，如：大至文化傳統的影響，小

到日常生活的風俗習慣...等。它同時影響著外部系統、居間系統，以及微視系統，

使得同處於一個鉅視系統下之微視系統、居間系統及外部系統會出現相似的特

質。 
  二、外部系統（exosystem） 

外部系統在部分研究稱為外系統，指的是個體並未直接參與但會間接影響個

體的系統，亦即會影響與個體直接接觸的人、事、物所組成的外在環境；換言之，

是指與個體關係較遠的外在系統、間接影響個體適應的系統。如，家族親戚、社

區鄰里、工作場域、傳播媒體…等，以兒童與父母的工作為例，兒童雖然沒有直

接接觸或參與這些人事、場所，但它們會影響到父母而間接影響到兒童。 
  三、居間系統（mesosystem） 

居間系統指個體直接參與的兩個或兩個以上微視系統之間的關連與互動，或

可稱作中間系統。如，家庭與學校的關係、家長與老師的互動對兒童發展的影響

等。 
  四、微視系統（microsystem） 

微視系統亦有研究者譯作小系統，是最內層、距離個體最接近的系統，指的

是個體會直接面對、接觸的人事物，是與個體交流最頻繁、對個體有直接影響的

系統。如，自出生起即密切相關的家庭，以及之後接觸的學校、同儕關係…等。  
 
上述所提各項系統是一個整體，環環相扣、相互影響，當生態系統中任一系

統之某一因素發生變化，整個系統都會因此發生變化。 
而後 Bronfenbrenner 修正生態系統理論，將時間的因素加入考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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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person-context-time（PPCT）模式，更加強調了時間脈絡上對於環境、系

統及個體的影響（Bronfenbrenner，1986），此一部分的補充更加呼應本研究以歷

史研究方式進行的旨趣。 
 
參、生態系統理論之相關研究 
    由於生態系統研究探討的是各系統間相互影響的關係，為要研究周全，從多

種資源蒐集多方面、多層次的資料成為研究上的必要工作，增加了研究的困難度

（廖鳳瑞，民 83）。然，探討影響個體發展之全面性使得應用此理論發展的研究

漸受重視： 
  一、生態系統理論在單位發展、組織制度研究之應用 

將生態系統理論的觀點應用於單位的發展、組織或制度等相關研究，藉以得

到全面性的資訊，如： 
 
(一) 研究趨勢之分析 
廖鳳瑞(民 83)以兒童發展理論的演進探討幼教課程研究之趨勢，自成熟論、

環境論、互動論至生態系統理論，發現前述發展理論之演進對幼教研究的方向及

模式有很大的影響，幼教課程研究的方向從簡單的直線模式轉至生態系統模式；

1980 年後生態系統理論影響幼教課程研究的方向，理念上使研究者關注生態系

統中的各項因素、資料蒐集上則需多方面與多層次的搜尋，同時在統計分析上亦

需使用到多變向、多層次的統計工具。 
以生態系統理論進行研究有漸增之趨勢，雖其需蒐集之資料因多元而複雜，

然相較於簡單直線式或單一系統觀點進行之研究，生態系統理論多樣化的觀點是

可參考之論點。 
 (二) 政策制度之分析 
在探討社會變遷對家庭倫理之影響與調適中，馮燕(民 87)藉生態系統理論的

觀點，說明單一系統不可能完全獨立運作而不與其他系統互動，得知家庭-此一

社會重要的基本制度在家庭倫理產生危機時，多會先向非正式支持體系(居間系

統，如家族、親友或鄰里社區等)求助，而後才是尋求正式體系(外部系統、社會

制度)的協助。故建議政府於統整各項措施時，透過居間系統的運作與協助是不

可少的。 
應用於社會福利制度之探討中，馮燕(民 88)應用生態系統的觀點分析托育服

務應有的社會福利定位，認為 Bronfenbrenner 和 Garbarino 將生態觀與發展理論

綜合起來的主張，最適合作為兒童福服務及政策方向思考辯證的基礎。盧佩均(民
89)以生態系統理論及社會控制理論作為分析的架構，進行青少年外展工作推展

方式之探討，發現如以「生態系統理論」作為外展工作之理論基礎，外展工作可

被定位為針對居間系統作處遇的方法，即外展工作之發展方向可將處遇重點放在

居間體系。 
故藉生態系統理論覺察價值觀念的改變及環境對觀念與制度的影響等，可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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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了政策或制度擬定上較為完整性之架構。 
(三) 一個組織之分析 
簡楚瑛（民 91）應用生態系統理論，探討一所私立幼稚園的改變，以「一

個大的生態系統下包含了幾個子系統，每個系統間具互動的關係」的觀點進行研

究，藉由訪談、文件蒐集、札記、觀察和焦點團體的方式，發現到幼稚園內部(學
生人數、行政組織、教學特色、典章制度、成本及師資)與外部環境(人口環境、

經濟環境、政策與法令)的改變，同時觀察到幼稚園內、外部環境的互動關係。 
前述研究以生態系統理論分析該幼稚園 18 年來內外環境的變換與互動，關

注「時間的流動下」園所面臨到生態上的變化，期藉此時間序列上的變化得到議

題與政策規劃之啟發，開啟本研究撰寫之思考。 
 

上述研究應用生態系統理論分析情境脈絡、時間序列對組織影響的變異情

形，顯示組織與系統互動後的相互影響：一個組織之所以呈現目前的樣貌，往往

是受到各系統層面、由多種因素交雜影響而形成，並非單一因素、一直線式的發

展而成，此即本研究欲探究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展與轉變之立論觀點。 
 
  二、生態系統理論在個體發展之應用 

另有研究者應用生態系統理論研究個人行為受到整體環境與系統影響之情

形，即想要瞭解個人的行為，除了對個人內在因素的瞭解，亦必須對其生活環境

中各項因素進行分析： 
(一) 個體行為對婚姻關係或家庭的影響 
以生態系統分析關係中個體行為對婚姻或家庭的影響，如：婚姻暴力受到加

害人個人、家庭及社會因素所影響，同時婚姻暴力的後果，也造成對兒童成長、

家庭婚姻及社會問題等困擾(鄭秀津，民 91)；婦女就業行為影響父權體制的改

變、家中權力資源分配、人際關係的轉移、親子關係的變化、婦女角色的轉型等，

反映出個體行為對社會及家庭生態的影響(陳思穎與何淑禎，民 91)。 
應用於親子教養之研究上，簡志娟(民 84)探究影響父母教養子女方式之因

素，並期瞭解影響因素的全貌；研究發現小系統的影響因素最多、影響也最深遠，

同時也發現到教養方式雖仍受固有的傳統觀念之影響，然亦因社會風氣轉變、價

值觀念的影響隨之改變。黃迺毓(民 85)得出影響父母教養的 6 大因素：原生家庭、

婚姻關係、子女特質、家庭社經地位、社會關係及文化價值觀。 
張靜文(民 93)以生態系統論的觀點評析幼兒階段之親子教養研究，除發現居

間系統仍有許多議題待發展、鉅視系統中父母教養觀正處在新舊、中西交替階段

外，亦提醒研究者若以微視系統進行親子教養或教養型態研究時應重視家庭中其

他人的觀點及教養的動態歷程，而以外部系統進行研究時應探究外部因素如何影

響父母、孩子又如何受影響的歷程，同時以研究多樣化的角度觀之，應用生態系

統理論來分析是可參考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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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殊兒童對家庭或環境的影響 
特殊教育領域應用生態系統理論之研究甚多：資優學生之生態系統調查(吳

昆壽，民 93；劉逸瑩，民 88)、從生態觀點分析影響特殊兒童的家庭因素(柯佳

美，民 92)、障礙兒父母之親職壓力(劉佩榕，民 92)、東南亞外籍女性配偶對於

發展遲緩子女的教養與主體經驗初探(吳秀照，民 93)…等，皆分析出個人特質、

家庭、政策以及社會環境等因素對兒童發展及家庭互動的影響。 
社會工作領域亦不乏相關之研討：處遇自殺未遂個案的理論探討(胡正申，

民 90)、學校社會工作在國小之實施(李麗日，民 86)、兒童虐待與救治之道(卓紋

君、廖文如，民 93)…等，關注到個體的治療或處遇須顧及環境因素的影響與協

助。 
 
綜上，生態系統之研究自探討各系統面向對個體的影響，至以全觀的面向、

整體性的提出未來建議，支持對個體而言，不論是家庭中的家人關係、居住空間

的鄰里因素、社會環境的整體政策與資源皆會影響個體的發展（或為協助、或為

阻礙）。 
 

肆、生態系統理論在本研究之應用 
    本研究應用 Bronfenbernner 的生態系統理論，將影響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

展與轉變之因素，依鉅視系統、外部系統、微視系統，由鉅視至微觀逐項進行資

料蒐集與分析，探究各系統面向對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影響，最後藉由居間系

統及系統間的互動整體分析各時期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變遷： 
  一、鉅視系統(macrosystem) 

家庭教育中心在推展家庭教育工作時免不了受到臺灣地區國風民情等文化

價值之左右，它同時影響微視、居間及外部系統，在本研究中，針對社會背景中

臺灣地區政經與家庭人口變遷（人口年齡分配、家庭型態、結離婚對數）探討鉅

視系統對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的影響。 
 

  二、外部系統(exosystem)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未參與中央政策之制定，然而該政策之推行影響地方政

府之施政，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的推展方向即間接受到影響；而臺北市人口變項

之特性亦可能間接影響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工作之推展內容，前述情形說明外部

系統對個體的影響--個體並未直接參與但仍間接受到影響，本研究將針對家庭教

育相關議題之探討（執政者之家庭教育主張、相關領域學者、院校或系所）、政

策與體制、臺北市人口年齡分配等三方面外部系統變項對家庭教育中心造成的影

響。 
 

  三、微視系統(microsystem) 
家庭教育中心之運作與教育推廣內涵直接受到當代對於家庭教育內涵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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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或範疇、家庭教育專責單位之組織因素、相關推展家庭教育單位或活動等之影

響，為直接影響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微視系統，本研究即針對其中家庭教育內

涵、家庭教育專責單位（組織角色、人員、服務內容）、相關推展單位及活動進

行資料蒐集與分析。 
 

  四、居間系統(mesosystem)與系統間的互動 
生態系統理論中十分強調系統間互動對於個體的影響，單位中各部門的協調

性影響各單位活動之執行，單位與其他外部單位互動的情形，亦影響外界資源的

可得性與資訊流通情形，故在本研究中將探討家庭教育中心人員、事物以及單位

等微視系統間兩兩互動的情形。 
又好比一項法令的產生，往往來自鉅視環境之變遷，隨之而來的，不但法令

將以明文規範的方式進行改革，環境的變化也會帶來微視系統的改變，諸如此等

系統間的相互影響與互動，乃生態系統理論相當強調之觀點，研究中將於此部分

綜合論述系統間互動之情形。 
 
故，為使研究能以更全面觀照的立場分析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展與轉變的

影響因素，本研究將應用生態系統理論之觀點，分論鉅視系統、外部系統、微視

系統、居間系統對家庭教育中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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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方法及研究程序 
壹、研究方法 

為達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採用歷史研究法進行，於資料蒐集與整理的部

份，以兼顧文件分析、訪談及數據資料的整理三種取向的方式，除藉此完成資料

的搜集、建立研究架構（歷史階段分期）、完成對於家庭教育中心發展脈絡整體

性之瞭解，更期以三種方式蒐集的資料豐富史料之多樣性，並能深入的探究、詳

盡的描繪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轉變。 
  一、歷史研究概述 
  (一) 歷史研究的定義與功能 
    歷史研究是各種研究方法中，最具有悠久歷史的一種研究方法。是針對過去

所發生的事件，作有系統的探討。雖然歷史不一定會重演，但是歷史研究的結果，

卻可以使後人知道歷史事件的來龍去脈，使我們吸取往事的成敗經驗，避免重蹈

覆轍，進而收到以古鑑今與鑑往知來的效果(葉重新，民 90)。此外，對於研究者

從事歷史研究可了解現今各項制度、措施之優缺點，進而作為各項改革的參考。 
    而對於教育史研究的功能，黃光雄（民 78）引述 Cohen 之言，認為其研究

的功能約有三項，一是歷史解放的功能，亦即鑑古的功能，歷史研究避免史家浪

費時間及精力於「發現」過去史家早已發現的東西；二是社會改革的功能，歷史

研究有助教育家瞭解過去措施的錯誤及其有害的影響，從而加以改革；三是預測

未來趨勢的功能，歷史研究告訴我們一位教育家或一群教育家過去的所作所為，

我們可以據此以預測他或他們將來的所作所為。 
    同時在王文科（民 75）引述 Cook 與 LaFleur 的說法中也提到，蓋現在已存

有的教育現象，大多存在著它的背景，若能掌握過去的史實，欲求解決之方則較

為容易；再加上當充分了解過去與現在的事實以後，對於未來教育政策的釐訂，

即不致重蹈覆轍，並能提供明晰的展望。 
    早期進行歷史研究之的目在於「重建過去」，較偏重於發現和敘述過去所發

生的史實，是為了瞭解過去歷史的發展，如教育制度史、圖書館史等，即研究人

類的過去、企圖重現歷史的原貌，將研究所得作為當代人的借鑑（教育部學習加

油站，民 94）。 
而後期的歷史研究中，研究的目的逐漸演變至強調「解釋現在」，研究著眼

於瞭解現狀，亦即根據過去事件的研究，提供當今的制度、措施和問題等歷史背

景之瞭解，從中學習如何解決問題，以達以古鑑今的功能（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民 94）。 
    郭生玉（民 87）述明今日的歷史研究在使史實和解釋的參考架構發生關係，

使史料更富有意義。易言之，現今歷史研究更期望達到「預測未來」的目的，欲

從歷史事件中發現事件之因果關係及其發展規律，作為暸解現在和預測將來的基

礎。使人們從中吸取成功與失敗的經驗、避免重蹈覆轍，以對現在及將來作更明

智的決策、達到鑑往知來的功能。 
本研究所稱採用之「歷史研究」，乃指以既存史料為研究對象，有系統地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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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客觀地鑑定，並以批判態度探究史實及其影響，以期準確地描述史實、解釋

事件關聯，得以瞭解現況及預測未來的一種研究。 
而不同名稱在文獻中和口述歷史(oral history)互用：個案研究(case-studies)、

深度生命/生活史訪談(in-depth life history interviews)、傳記訪談(biographical 
interviews)、生命/生活史(life histories)、個人敘說(personal narratives)等。一般而

言，訪談涉及的內容較無設限，而口述歷史指的是發生在過去的事(江文瑜，民

85)。本研究以「口述歷史」對相關人員進行訪談，不再針對個案研究或個人述

說等名詞加以闡述。 
  (二) 史料的搜集與考證 

歷史研究進行的方式，首先要蒐集歷史資料（簡稱史料），再將這些錯綜複

雜的史料加以整理，以嚴謹的方法去分析事件的前因後果，對史料作客觀的批

判、鑑定與解釋。 
根據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國立編譯館主編，民 84）之解釋，歷史

研究法乃尋求歷史真理之方法，其步驟是先以史料蒐羅與考證，再以事實之斷定

及編排，最終完成專門之著作。過程中，史料之蒐羅應盡其廣博，史料之考證應

盡其精確，史料之斷定應盡其嚴謹，事實之編比應盡其完整。 
史料以資料的來源可分為主要資料（一手資料）與次級資料（二手資料）二

大類別（黃光雄，民 78；郭生玉，民 87；葉重新，民 90）。由於史料往往可能

因筆誤、牽涉私人愛憎等因素有所偏頗，對於資料的考證亦不得輕忽。本研究除

將進行史料外在鑑定之工作外，亦將兼顧內在鑑定中資料真實性之比對（王文

科，民 75；黃光雄，民 78；郭生玉，民 87；葉重新，民 90）： 
      1. 外在鑑定（external criticism） 

此項鑑定之用意乃為求確認所蒐集史料之真偽，暫不論及史料內容的

正確與否；進行方式及藉史料的外觀鑑別文件資料之真偽，可從出版年代、

作者、出處等處考證，如：出版年是否符合歷史事件發生之時期、作者寫

作之時間、資料出處的背景分析等。 
      2. 內在鑑定（internal criticism） 

此部分鑑定即為確定史料內容的正確性、可靠程度及其意義與價值，

可從作者、出處、資料內容之相互比對等方式考證，如：作者記載能力、

寫作立場之客觀性、資料出處為一手或二手資料、在不同史料中記載內容

是否相同、記載內容真實性等。 
 

  二、歷史研究在本研究的應用 
    歷史資料之分類可依史料之類內容分為遺物（relics）及傳說，依史料之型

態區分為文件（ducument）、口頭敘述（即口述歷史）、數量紀錄，或依史料的來

源區分為主要資料(一手資料)及次級資料(二手資料)(黃光雄，民 78；郭生玉，民

87；葉重新，民 90、民 93；教育部學習加油站，民 94)，本研究以史料之型態區

分，應用「文本史料--文件分析」、「口述歷史--訪談」及「數量紀錄—數據整理」



 18

三種方式，以蒐集史實之相關文本史料及口述歷史，期能藉此豐富史料之多樣

性，讓史料更完整。 
  (一) 文本史料 -- 文件分析 
    文件（document）可謂史料中最為普遍、方便取得之資料來源，包含各式之

法規、政策、年鑑、紀錄、研究、報告、書報、刊物…等，多半可由相關單位、

圖書館資料庫取得。 
文件分析（document analysis）乃透過廣泛的文件蒐集，經過閱讀、整理後，

得以針對研究進行深入探討，或進一歩尋得進階文獻之方法。強調整體性、探索

的取向，與社會脈絡相關連結、類推，得以對研究主題做出適當的解釋。 
本研究經由文件分析的方法，完成研究架構（歷史階段分期）之建立，並提

供研究對於家庭教育中心發展脈絡整體性之瞭解，瞭解歷史脈絡下各系統層面對

家庭教育中心發展與轉變的影響， 
  (二) 口述歷史 -- 訪談 

口述歷史即謂過去曾經參與或目睹事件發生者所口傳之事件始末，藉由訪

談、對話來蒐集受訪者意見、態度此一研究方法，可使研究獲得第一手的資料，

並對研究問題作深入的探討。此類口述史料之蒐集需研究者以訪談之方式獲取，

並另行整理後呈現。 
口述歷史中，「口述」是相對於文字的概念，即透過一個人或一群人敘述其

生命?生活經驗或生命/生活故事以累積文本的方式；而「歷史」打破侷限在公領

域範疇的偏差，牽涉到事件何時何地發生等事實，以及對這些事件所做的詮釋與

觀點(江文瑜，民 85)。應用於本研究，十分切合研究了解生態系統各層面相互影

響的期望。 
葉重新（民 90）指出調查研究法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相當的普遍，它可協

助資料的蒐集、了解人員的態度、提供研究的依據，甚至可進而提出改進策略，

此部分與本研究之旨趣十分相符。而其中「訪談」可深入了解受訪者對問題的看

法，尤適用於本研究。 
為更加豐富研究史料之型態與來源、提高資料之完整性與史實考證之向度，

蒐集史料中關於口頭敘述的部份，可使本研究更加深入居間系統及微視系統中對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影響之情形。 
因此，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interview）之方法，藉由與家庭教育中心業

務主管、工作人員以及志工等人之個別訪談，印證文件史料中鉅視、外部系統對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影響，更進一步深入瞭解該中心受到微視系統的影響，及

各系統間的交互作用、受到居間系統影響的情形。 
  (三) 數量紀錄 – 數據整理 
    於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或網站資源中，搜集中心各類活動及方案辦理之數量

或記載，統計並整理該數據，以了解活動及方案辦理之多寡。 
 
貳、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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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整理有關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相關史料，藉由該中心發展之歷程以

鑑古知今，從歷史沿革中檢視以供未來發展之參考。研究過程中，將不斷地進行

史料之蒐集、考證，於訪談進行中對照史實，並於每一步驟中檢視、相互比對，

進行必要之回饋與資料補充、分析及整理。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研究程序如下： 
 
 
 
 
 
 
 
 
 
 
 
 

 
 

圖 1-6-1 研究流程圖 
  一、研究目的之確定 

基於家庭教育中心所佔歷史之重要地位，以及研究者本身之好奇與體認，本

研究整合研究背景及動機，廣泛收集及閱讀相關之文獻資料，尋得進行本研究最

佳之研究方法及理論基礎以確定研究主題。 
為研究之全面、整體性的關照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發展與轉變，以歷史研

究之方法與精神整理該中心之沿革與變遷，以生態系統理論剖析影響該中心（組

織編制或角色定位、推展人員及服務對象、服務內容與相關配套）之各系統層面。 
  二、研究問題訂定 

研究問題之訂定乃歷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議題，如未能精確界定研究之問題

往往造成研究缺乏方向、結果無法聚焦。黃光雄（民 78）引述 Schalk 對於研究

主題之立論，認為在確定一個研究的主題時，首先要問四個問題：事件在何處發

生？涉及哪些人？事件何時發生？涉及何種人類活動？ 
因此，研究者認為，若能以人、事、時、地、物分析本研究之重點，應能回

答上述問題，是以本研究之問題聚焦於臺北市之家庭教育中心，探討自其籌備、

建立至今之歷史沿革為何？其「組織編制或角色定位」、「推展人員及服務對象」

以及「服務內容與相關配套」在歷史變遷中受到鉅視、外部、居間及微視系統影

響的情形為何？最後探討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優勢及未來發展方向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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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史料蒐集 
如以史料來源區分為主要資料與次級資料而言，研究以獲得大量主要資料佐

證史實為最佳之理想狀態，故本研究藉由廣泛蒐集教育部、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

等單位之相關文件、數量紀錄，輔以訪談收集曾經或現職於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

之業務主管、專任人員及志工之口頭敘述等主要資料，經考證後，整理並重現臺

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展之歷程。 
(一) 文件史料蒐集 
文件蒐尋的部份，依研究問題於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國立師範大學家庭教

育研究與發展中心、臺北市立社會教育館、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各

大圖書館等處並透過網路搜尋的方式，蒐集家庭教育中心之歷史資料、相關文本

資料、各項家庭教育政策與研究報告等文件，進行史料的分析與整理，架構出臺

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展之歷程、提出中心轉變的重要事件，同時，過程中不斷進

行史料的對照與考證，與訪談所得訊息相互印證，完成史實之組織與論文之敘寫。 
研究中如遇過去文獻資料中屬於分析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研究或報導等

二手資料，本研究謹慎的進行外在、內在鑑定，對照史料記載是否一致，如遇內

容相左時，則以資料相同次數為多者為分析依據，並注意資料之詮釋與評價的公

正客觀，避免因資料扭曲或誤傳造成研究結果可信度之下降。 
經由史料之蒐集考證與整理分析，亦可得知值得訪談的問題或可深入探究的

議題，便以進行研究下一步驟 – 訪談之實施。 
(二) 口述歷史訪談 
透過訪談的進行可以獲得相關人員對於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重大轉變事件

的感受，瞭解人員於該中心發展過程的想法，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蒐

集前述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口述歷史，提供研究中支持文件史料之正確性、補

充文本資料之豐富度之功能。 
      1. 受訪者之選擇 

受訪者的選擇影響研究的信效度，受訪者的代表性與否為重要的議題。本

研究考量微視系統中，中心業務主管、專任人員與志願服務工作者所處立場

之差異，分別選取受訪者進行訪談(受訪人員基本資料詳如附錄一)。 
        (1) 中心業務主管：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早期設置於臺北市立社會教育館中，於民國 92 年

行政體系回歸教育局，研究者認為此乃該中心之一重大轉變，故研究依

92 年體系轉銜為界，分別訪談轉變前後一位中心業務主管。 
        (2) 中心專任人員： 

考量多年來家庭教育中心人事之異動與從事工作年資之長短，訪談曾

服務於中心之專任人員 3 名。 
        (3) 志願服務人員： 

由於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現有三大類別之志工分組，志工各依行政、

諮詢與活動之別，分別擔任家庭教育中心行政庶務的協助、諮詢電話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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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以及推廣活動的辦理等服務工作；根據中心志工招募情形，志工招募進

入中心之時間分別為諮詢組：自民國 75 年至 83 年、活動組自民國 81 年

至 84 年及行政組僅召募 83 年一期，換言之，現今仍位於臺北市家庭教育

中心服務之志工皆已進入中心近 10 年之時間，對中心的發展應有相當之

了解；因考量受訪者之易得性欲了解中心變遷的長年變化，將以目前仍服

務於中心之志工為選取對象，而三組志工所接觸對象及工作內涵之差異，

故本研究依三大不同組別各抽取 1 名代表，即對 3 位志工進行訪談。 
 

綜上，本研究訪問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業務主管（2 名）、專任人員（3
名）及志願服務工作者（3 名）等 8 人，作為口述歷史之資料來源。 

 
      2. 問題之設計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蒐集前述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業務主管（2
名）、專任人員（3 名）及志願服務工作者（3 名）之口述歷史資料。訪談內

容架構如下，(訪談大綱詳如附錄二)： 
(1) 請受訪者概述服務於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歷程：本身與家庭教育中

心的關係，自己了解的該中心的發展與轉變。 
(2) 鉅視系統：社會整體對家庭教育之印象（需求）？中心發展與社會現

象之關連？文化現象及人口變遷？ 
(3) 外部系統：中心在不同行政體制下的優劣？受到哪些教育理念（學術

單位）的影響？與「台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或 3 所大學（臺灣師大、

嘉義大學、暨南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的關係？經費、地點以及政

策、體制等因素的影響？ 
(4) 微視系統：中心受到業務主管、專任人員、志工、服務對象及場地設

備的影響？ 
(5) 居間系統與系統互動：中心與相關內外單位的互動以及中心人員間彼

此的互動情形為何？ 
 
      3. 進行訪談 

研究者將親自執行人員訪談的步驟，針對每位受訪者進行 1 至 2 小時之訪

談，除其中 1 位專職人員陳述之歷史經過較為詳盡因而訪談 2 次外，每位受

訪者皆進行 1 次訪談；訪談地點則依受訪者工作、交通或空暇時間之便利性，

以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該中心鄰近之餐飲店或受訪者住宿地點為選擇；受

訪過程除提供受訪者訪談大綱外，於徵得受訪者同意的情形下，將訪談過程

予以錄音紀錄，以助後續資料之分析與整理。 
 

      4. 訪談資料整理 
研究者將於每次訪談過後，進行當次訪談摘與相關資料要整理，除可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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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訪談經驗之印象重疊、彼此混淆外，亦可從每次的訪談過程中發現更多

相關之資料或議題，可供訪談下一位受訪者之背景參考資料，並利於對照文

件史料之用。 
 

(三) 數量紀錄 – 數據整理 
    透過網路及親訪的方式，於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蒐集各類活動單張、文宣

品、申請案件資料…等數量紀錄，加以統計並整理。 
 

  四、史料分析與整理 
歷史研究對於史料敘寫的組織方式大略可分為三類：一為根據史實發生的年

代順序排列，二為依照題目或主題敘述史實，第三則為綜合上述二者，結合史實

發生的年代序與研究主題合併敘寫。簡言之，即可依年代順序、主題或二者兼採

的方式敘寫。 
為求於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展歷程的不同階段中，均能呈現各系統對其影

響之瞭解，本研究將以第三種組織方式—即結合史實發生的年代序與研究主題合

併敘寫之方式，進行本研究史實之整理及組織。 
 

  五、論文報告之撰寫 
論文寫作著重撰寫之客觀、中立，歷史研究尤重史料之正確詮釋，以謹慎、

避免過於情感或價值判刑的字詞為佳，留心勿以現世觀點對過去觀點提出不當之

裁判、或恣意做出因果推論，同時，報告敘寫中用字遣詞之掌握，既要兼顧史實

的精確又不致使讀者興趣缺缺，皆為本研究進行撰寫時須加以注意之要項。 
    除上述報告撰寫之注意要項外，本研究之選寫將依年代與主題合併之序寫方

式，先論家庭教育在臺灣地區之整體發展脈絡，後聚焦詳細論述臺北市家庭教育

中心受到生態系統影響之變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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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歷史分期之依據 
    政策之推行往往帶來社會發展之影響，家庭教育中心之推展策略與教育內容

即因相關政策、法令之施行而改變，吳明玨於民 92 年發表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組

織沿革及其未來展望芻議一文中，提出家庭教育中心發展之分期有三：創立期、

建立期以及發展期，其階段蓋依家庭教育相關法令政策的實施期間為區隔，自民

國 75 年親職教育諮詢中心（家庭教育中心之前身）依「加強家庭教育促進社會和

諧五年計畫實施方案暨修正計畫」成立之間命名為創立期，而「加強家庭教育強

化親職教育功能計畫」實施其間為建立期，最末「推展學習型家庭教育，建立祥

和社會」中程計畫之實施期間為發展期。 
    而民國 92 年「家庭教育法」通過實施，各縣市設置家庭教育中心、配置專業

人員等工作依法逐步開展，家庭教育中心之組織設置可謂真正有所法源依據、並

將逐漸發展成為一獨立運作之正式單位，陳雪玉（民 93）於是乃稱至此，家庭教

育中心之發展已進入「深耕期」。 
    然研究者認為，家庭教育中心之創立並非一日而得，從史料中發現自民國 34
年起，已有「推行家庭教育辦法」之施行，此時家庭教育中心雖未成立，此法仍

可謂日後發展家庭教育中心以推展家庭教育之遠因與緣起；又以臺北市家庭教育

中心為例，該中心成立之前身「幸福家庭輔導中心」更早於民國 75 年親職教育諮

詢中心之設立，亦即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發展早在前述創立期之前。 
    同時，研究者以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單位名稱與推展策略為據，發現幾處

重要的轉折點：首先，民國 75 年親職教育諮詢中心成立，臺北市乃當時五處試辦

地點之一，民國 79 年為強化主動積極之作為，更名為「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確

立其成為各縣市推展家庭教育之主要執行單位，此時，中心多以諮詢電話及推廣

活動為主要服務項目；後因民國 87 年「推展學習型家庭教育，建立祥和社會」中

程計畫實施，以經費補助之法，擴展了推廣活動辦理之模式，繼以民 88 年為強調

事先預防之教育功能，更名為現今之名稱「家庭教育中心」，為第二處轉折；最後，

由於民國 92 年家庭教育法之公告、施行，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行政體系回歸教育

局管轄，因而開啟了大力借重校體系與資源推展家庭教育之門。 
 
    綜上，研究者以綜合法令政策對臺北市家庭教育之影響與此單位成立、名稱

與推廣策略更迭為據，提出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發展階段之分期： 
 
壹、醞釀期（民 34 年 8 月~民 75 年 1 月） 

起自民國 34 年「推行家庭教育辦法」公佈實施，末至民國 75 年「加強家庭

教育促進社會和諧五年計畫實施方案暨修正計畫」施行之前，此一階段家庭教育

的理念初由政府單位提出，各縣市尚未有專責辦理家庭教育之單位，臺北市亦於

74 年始有家庭教育中心之前身「幸福家庭輔導中心」成立，屬於推展家庭教育之

鋪陳階段，可稱作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展之醞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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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萌芽期（民 75 年 2 月~民 87 年 2 月） 

由「加強家庭教育促進社會和諧五年計畫實施方案暨修正計畫」於 75 年 2 月

施行開始，臺北市「幸福家庭輔導中心」隨政策開始試辦「親職教育諮詢中心」、

成為教育部隔年擴大於各縣市成立親職教育諮詢中心之基礎，而民國 79 年「家庭

教育工作綱要」公佈後，為強化主動積極之作為，各縣市之親職教育諮詢中心皆

更名為「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成為各縣市推展家庭教育之主要執行單位，直到民

國 87 年 2 月推展學習型家庭計畫之前，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以單位本身辦理

活動之方式推展家庭教育，為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展之萌芽期。 
 

叁、發展期（民 87 年 3 月~民 92 年 1 月） 
    自民國 87 年 3 月「推展學習型家庭教育，建立祥和社會」中程計畫實施開始，

直到 92 年 1 月家庭教育法公佈施行之前，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正名，同時以

經費補助之法，擴展了推廣活動辦理之模式，而三所大學之家庭教育（研究）中

心成立，開始引導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推展之教育活動內容，此階段臺北市家庭

教育中心大量結合各單位共同推展家庭教育，可說是家庭教育中心工作推展與內

涵深化之發展期。 
 
肆、轉型期（民 92 年 2 月~） 

自家庭教育公告實施，家庭教育中心之設置終有立法之依據，各縣市家庭教

育中心陸續回歸教育局之行政體系、開展以地方特色為重之家庭教育工作。臺北

市家庭教育中心亦於此時回歸教育局，進入另一全然不同之推展歷程，同時兼具

活動辦理與政策擬定之雙重角色，處於轉型期的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將為日後

的發展奠定根基。 
 

    據此，本研究依相關文獻資料，整理出歷史分期之依據以及文件史料之分析，

未來研究發現之敘寫方式，即將以歷史時間的序列作為階段之分期，於各期中依

據生態系統理論的觀點分敘家庭教育內涵等家庭教育中心各項相關主題之變遷情

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