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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展之萌芽期 
（民國 75 年 2 月~民國 87 年 2 月） 

由於教育部資源投入社教館幸福家庭輔導中心，臺北市推展家庭教育之專責

單位「臺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成立，兼備社教館與教育部之雙重資源，臺北

市家庭教育中心逐漸發展萌芽。 

人口變遷延續醞釀期的社會人口狀況，人口老化情形及離婚率皆持續上升，

更於民國 82 年到達世界衛生組織人口高齡化標準；青少年犯罪人數上升情形則

於持續攀升後，於 82 年後有改善的趨勢。 

行政院研考會進行「加強親職教育以減輕青少年犯罪之研究」以解決青少年

犯罪問題，支持外部系統受到鉅視系統之影響；於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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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開啟行政部門以國家預算推動家庭教育

的大門；其後「家庭教育工作綱要」的訂定，揭示了家庭教育工作項目之內涵。 

積極加強辦理推行家庭教育、強化親職教育功能之作法，延續至 80 年代，

仍於第六、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中被提出，欲解決日益嚴重之家庭問題及青少年犯

罪比率增高現象，並期藉家庭教育建構終身教育體系。 

鑒於前述研討與計畫之推動，家庭教育專責單位：親職教育諮詢中心成立。

75 年配合教育部政策及推展家庭教育體系之發展，社教館幸福家庭輔導中心轉

為「臺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即為首先試辦單位之一；79 年更名為家庭教育

服務中心後，逐漸確立中心為臺北市家庭教育推展之專責單位。 

此時期，微視系統中業務主管對中心授權與分工直接影響中心的發展與轉

變，而教育局由成人教育體系推展家庭教育，結合學校單位辦理社區家庭教育及

台北市市民社區學苑，成為臺北市家庭教育的一大資源。 

 

第一節  鉅視系統 - 政經與家庭人口變遷 
壹、我國於民國 82 年成為高齡化社會，而臺北市於 81 年即達標準 

依據聯合國的定義，當一個地區老年人口(65 歲以上)超過當地總人口數的

7%以上時，我們便可判定這個區域到達人口高齡化的水準。根據行政院主計處

的統計民國 75 年底至 86 年底臺閩地區人口年齡分配之資料顯示(表 3-1-1)，自

民國 82 年底臺灣地區 65 歲以上人口數即超過 7%之比重，且逐年上升中，我們

可以說自民國 82 年起，臺灣地區已邁入高齡化的社會。 
然以臺北市人口結構觀之，其高齡者人口比率於民國 81 年底即高達

7.25%，臺北市可說是較早步入高齡化之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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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臺北市與臺閩地區人口年齡分配表(75-86 年) 

年齡分配(%) 
0～14 歲 15～64 歲 65 歲以上 年底 

臺北市 
臺閩 

地區 
臺北市 

臺閩 

地區 
臺北市 

臺閩 

地區 

75 26.72 29.0 68.00 65.7 5.29 5.3 
76 25.96 28.4 68.40 66.1 5.64 5.5 
77 25.75 28.0 68.42 66.3 5.83 5.7 
78 25.27 27.5 68.69 66.5 6.04 6.0 
79 24.78 27.1 68.79 66.7 6.43 6.2 
80 24.01 26.3 69.11 67.1 6.89 6.5 
81 23.66 25.8 69.09 67.4 7.25 6.8 
82 22.91 25.1 69.47 67.8 7.63 7.1 
83 22.12 24.4 69.87 68.2 8.01 7.4 
84 21.58 23.8 69.98 68.6 8.44 7.6 
85 21.15 23.1 70.09 69.0 8.75 7.9 
86 20.81 22.6 70.14 69.3 9.05 8.1 

資料來源：內政部 (民 94) 及臺北市政府主計處 (民 94)。 

 
貳、離婚人口持續增加 
    根據內政部臺閔地區人口統計資料顯示，自民國 75 年至 86 年，臺閩地區離

婚人口持續增加，換算有偶人口離婚率之千分比(離婚人口數×1 000/有偶年中人

口數)已由 5.5 上升至 8.1，顯示出離婚率逐年的上升，此一現象延續了醞釀期離

婚率上升的情形。臺北市結、離婚人口統計亦持續增加。 
 

表 3-1-2 臺北市與臺閩地區結離婚對數 

臺北市 臺閩地區 年

度 結婚(對) 離婚(對) 結婚(對) 離婚(對) 
75 20,083 4,454 145,908 22,385 
80 21,172 5,018 165,053 28,324 
85 20,564 5,528 167,314 35,937 
86 20,026 5,344 168,700 38,899 

資料來源：內政部 (民 94) 及臺北市主計處 (民 94)。 
 

參、青少年犯罪自 82 年後有改善的趨勢 
    臺閩地區青少年嫌疑犯人數自前述 60 至 70 年代不斷上升之情形，至民國

82 年達到頂峰(30,780 人)，之後有改善的趨勢，如表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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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少幼年犯罪情形繼 60 年代與 70 年代早期之情形不斷上升，於 82 年

達到人數最頂端（4,890 人/年）與臺閩整體統計之情況相符；同年度，北市少

幼年犯罪人數即占北市總嫌疑犯人數之 15.75%（臺北市政府警察局網站，民

95），表示平均每 6.2 位嫌疑犯中即有 1位是少幼年犯罪。 

依此統計資料顯示，70 至 80 年代可謂少幼年犯罪嫌疑人數最高之時期。由

圖 3-1-2 之折線圖觀之，更可清楚的看出，於 60 年代至 80 年代，臺北市少幼年

犯罪嫌疑犯人數不斷攀升的情形。 

青少年犯罪情形高升的狀況受到關注，張春興於「加強親職教育以減少青少

年犯罪之研究」中提及，由於社會變遷、都市工業化、家庭組織型態轉變以其都

市人口過分集中等諸多因素的交織互動，影響兒童與青少年身心發展，行成前所

未有的青少年問題，以致流為青少年犯罪的嚴重現象。據其輔導工作之多年經

驗，提出青少年問題成因「問題種因在家庭、問題顯現在學校、問題惡化在社會」

之認識(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 77)，成為家庭教育中心設立之背景。 

鑑於醞釀期青少年犯罪人數的增加，政府呼籲父母加強家庭教育以解決青

少年問題；民國 76 年教育部於各縣市成立親職教育諮詢中心，即為解決前述問

題。而青少年犯罪率上升之現象於民國 83 年以後開始下降，民國 87 年北市少

幼年嫌疑犯人數統計有 2,469 人，始回復至民國 60 年代末期之情形，此改善之

趨勢或許與中心之成立、運作有關。 

 

肆、小結 
臺閩地區人口高齡化與離婚率增加的情形持續上升，家庭教育中之高齡者與

婚姻教育之議題仍需關注；而青少年犯罪自 82 年後有改善的趨勢，各縣市親職

教育諮詢中心(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成立之首要議題稍緩，中心推展家庭教育之方

向應思考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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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臺閩地區青少年與臺北市少幼年嫌疑犯人數(75-87 年) 

年 
臺閩地區青少年 

嫌疑犯人數(人) 

臺北市少幼年 

嫌疑犯人數(人) 
75 15,762 3,662 
80 25,472 4,080 
81 30,719 4,498 
82 30,780 4,890 
83 28,378 4,693 
84 29,287 4,471 
85 29,680 4,058 
86 24,766 3,174 
87 23,094 2,469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民 93) 及臺北市政府主計處 (94 年)。 

註：本表青少年指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口；少幼年指未滿 18 歲之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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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臺北市少幼年嫌疑犯人數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主計處 (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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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部系統 
延續醞釀期之人口現象，70 年代之社會現象引起相關學者關注、提出對於

家庭教育之觀點或口號，如：鑒於青少年犯罪問題日益增加，彭懷真提出「用健

康的家救兒童」的觀點，強調「爸爸回家愛媽媽」是健康家庭的基石，有健康的

家，才有幸福的孩子(教育部社會教育司，民 84)；行政院研考會提請學者進行

加強親職教育以減輕青少年犯罪之研究；全國教育會議亦論及家庭教育之議題。

「加強家庭教育促進社會和諧五年計畫實施方案」即因此研議而生。 

教育部於民國 75 年指定五縣市試辦親職教育諮詢中心，而後擴大於各縣市

成立，並於 79 年更名為家庭教育服務中心；前述各項研究、議題討論與實施方

案的執行及各縣市中心之成立，於 80 年代似有降低青少年犯罪之成效。 

臺北市之人口特性相較於鉅視系統中臺閔地區之變化情形，於人口高齡化、

離婚比例上升及少年犯罪的部份均有同樣之趨勢，且其人口年齡分布之情形更較

臺閩地區早一年到達高齡化水準。 

 
壹、家庭教育相關議題之探討 
  一、行政院研考會執行「加強親職教育以減輕青少年犯罪之研究」 

行政院研考會洽請師範大學張春興教授主持「加強親職教育以減少青少年犯

罪之研究」專案，提出以下主要建議(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 77)： 

(一) 廣為宣傳以引起社會共識：強調親職教育與家庭教育不同，親職教育

著重「為家長者學習如何扮演好父母的角色」。 

(二) 延伸學校輔導工作之對象到學生家長。 

(三) 改進與推廣學前教育：對於親職教育之觀點應進一步教育為父母者自

孩子出生就注意到如何教養的問題。 

(四) 加強師資培養的社教功能：將親職教育有關科目列為師範學校必修課

程，以加強教師相關知識。 

(五) 強化學校母姊會的功能：運用多方社會人力資源，共同協助推展親職

教育觀念與作法。 

(六) 成立親職教育諮詢機構：主動舉辦各項教育活動，提供父母諮商服

務，協助解決有關子女教養的問題。 

(七) 修訂「兒童福利法」：強調父母親管教子女的責任。 

 

整理研究中之定義或描述，得出以下發現： 

(一) 家庭教育偏重父母如何管教子女： 

研究所指家庭教育之定義乃「父母如何管教子女」，並於其中強調親職教育

的重要性，不論是父親或母親皆需要學習。 

(二) 成立親職教育諮詢機構之概念出現： 

研究中對於成立親職教育諮詢機構之建議，即應與民國 76 年親職教育諮商

中心之成立有關；對於提供父母諮商服務之提議，亦成為親職教育諮商中心成立

時重要之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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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體系家庭教育之相關做法： 

研究中學生輔導工作應延伸到學生家長、親職教育科目列為師範學校必修科

目、強化學校母姊會的功能等建議，埋下日後「家庭教育法」中「會同家長會辦

理親職教育」與「鼓勵師資培育機構，將家庭教育相關課程列為必修科目或通識

教育課程」之伏筆。 

 

  二、教育改革浪潮下的終身教育推展--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為因應我國教育發生的一些問題，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於民國 83 年 9 月 21

日成立。在各項的教育議題中，由於終身教育體系尚未建立，成人及繼續教育無

法有效推廣，以致專重學校教育的社會未能轉變為不分年齡與職業均可終身學習

的社會，對民主自治的公民社會之形成，有相當不利的影響，是以，「建立一個

終身教育的體系」成為教育改革中相當重要的遠景(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民

85)。 

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民 85)並提到，終身學習是由幼齡到老年連成一體

的教育過程，同時也將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連成整體的教育體系。未

來的學習環境，將由封閉的學校體系，開放為和家庭、社區、企業，甚至和世界

互動學習的交錯網絡。教育不只是學校的責任，而是家庭、社會和企業的共同責

任。 

其中，終身教育被定義為跨越人生全程的學習，包含了家庭、學校與社會三

部分。對於重振家庭教育功能，並將其視為終身學習的重要單位，尤應儘早推動

宣導工作(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民 85)，將家庭教育帶入終身教育體系的統

整與建構當中。 

在教育改革浪潮下終身教育體系之推展，更透過幾次「全國教育會議」的討

論奠基，家庭教育工作之推展亦因「全國教育會議」之決議而擴展執行。 

 

  三、積極加強辦理推行家庭教育，藉家庭教育建構終身教育體系--全國教育會

議 
為解決醞釀期所提日益嚴重之家庭問題及青少年犯罪比率增高現象，民國

80 年教育部依據第六次全國教育會議決議，積極加強辦理推行家庭教育，以強

化親職教育功能，協助國民建立完整、幸福、健康的家庭生活，訂定「加強推行

家庭教育強化親職教育功能計畫」，其計劃目標有三 (台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

民 83；教育部社教司，民 84) ： 

(一) 加強國民建立幸福家庭之正確觀念與能力，提升其倫理道德及公民法

治修養，以安定社會秩序，增進社會和諧。 

(二) 加強建立整體行政體系力量，集中政府資源，落實基層推展工作，強

化服務品質，以使全民受益，增進政府公信力。 

(三) 建立整體性、前瞻性、突破性、創新性之家庭教育推廣工作網絡體系，

使其適應多元變遷社會，引導國民提升生活品質，建立現代化國家。 

該計畫自民國 81 年起實施，家庭教育工作被列入教育部年度經常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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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實施之重點為積極督導各縣市成立家庭教育服務中心，落實基層推廣工作，

建立專業諮詢服務體系，組訓義工，繼續加強宣導。 

 

民國 83 年教育部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中心議題之「推展終身教育」分組研

討結論中，對於家庭教育之發展有了以下的啟示： 

(一) 家庭教育法立法之緣起： 

會議中提出「整合家庭、學校、社會教育機構……，推動符應地區人口屬性

與社會需求之彈性化終身學習體系」的政策建議，「研訂『家庭教育法』……，

落實家庭教育之服務，奠定終身教育之基礎」，成為家庭教育立法之緣起，也道

出家庭教育政策推展與終身教育之關聯。 

其後「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成立，85 年 12 月 2 日由中研院李遠哲

院長領導研擬之「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提出教改五大方向，「建立終身學習

社會」為其一，而「推展家庭教育」被列為其中十四項方案之一，並建議將制定

親職教育法列為教育改革方案之優先推動項目，更為擬訂家庭教育法推進一步。 

 

(二) 設置獨立性質之家庭教育服務中心： 

結論提出具體建議之ㄧ：於各縣市設置獨立性質之「家庭教育服務中心」，

並以每一鄉鎮設立一處為目標。可看出此時對設立家庭教育中心之理想，須為一

獨立設置之單位，並期待各鄉鎮皆設立之普及性。 

然檢討後續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成立之情形：各縣市僅有一處家庭教育中心

設立，目標與成果間之落差亦看出政策未能落實執行之缺憾。 

(三) 家庭教育之範疇： 

家庭教育之實施以兩性教育、婚前教育、親職教育為重點，並以生活教育、

人格教育為核心，並應培養子女終身學習的觀念、習慣與態度，以建立自我學習

的基礎。 

(四) 由社區層面推展家庭教育： 

以社區為推展重點的策略，從「…成立『家庭教育基金』、並鼓勵基層社區

村里成立『家庭教育推展委員會』，推動社區力量，協助推展以社區為中心之家

庭教育相關工作」中窺見；此一理念，應與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推展社區家庭教育

計畫有關。 

(五) 藉家庭教育完整終身教育體系 

終身教育宜參據之要點中，「終身教育要從家庭教育做起，父母親負起教育

子女的責任……」可看出藉家庭教育建構終身教育體系，落實整體教育理念之用

意。 

 

貳、政策與體制 
萌芽期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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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行後，各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於 76 年成立；歷經 79 年「家庭教育

工作綱要」頒布，揭示家庭教育內涵，同時為強化親職教育諮詢中心主動積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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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將中心更名為「家庭教育服務中心」；80 年「家強推行家庭教育強化親職

教育功能計畫」推行，成立「台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以統籌規劃全台家庭教育

的推廣工作，至此，家庭教育開始較有系統的實施。 

 

  一、首項專案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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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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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行政院研

考會召開之「加強家庭教育促進社會和諧」學術研討會結論、並經多次機關會議

舉行後研提，於 75 年 2 月 5 日行政院核定實施，乃臺灣地區第一個家庭教育之

專案計畫，開啟了行政部門以國家預算推動家庭教育的大門(行政院研考會，民

75、77)。 

本項計畫由行政院核定、由教育部主辦，實施期間自 75 年度推展至 79 年度，

期藉由民間組織、大眾傳播、學校教育及專業輔導等各種管道，加強推親職教育。

目標為「強化親職教育功能，結合公私立機關、學校以及團體的力量，加強家庭

倫理觀念，協助父母親扮演良好角色，引導青少年身心之健全發展，增進社會整

體和諧」。 

執行策略主要由中央補助民間組織辦理相關活動，並編印親職教育叢書、於

教育廣播電台開闢「親職教育講座」等節目，期以民間社團、大眾傳播、學校教

育及專業輔導 4 方面共同努力，以達親職教育之強化、社會整體之和諧(行政院

研考會，民 75)。 

 

  二、「家庭教育工作綱要」揭示家庭教育內涵： 
社會教育法將「輔導家庭教育及親職教育」列為社會教育之任務之一；社會

教育工作綱要於 79 年頒布，總綱 9項目標中家庭教育佔有 2項(第 2、8項)，其

中強化家庭教育功能，以建立民主、和諧、積極進取之社會，發揮各類博物館資

源、密切結合學校教育、支援家庭教育以實現整體教育理想部分，看出家庭教育

於社會教育中之重要性。 

社會教育工作綱要範圍涵括 9項社會教育活動工作綱要，家庭教育被列為第

2項，並訂定「家庭教育」之工作綱要，除明列家庭教育之宗旨、對象及範圍、

工作項目外，並有規範執行之策略、中央及地方之權責、經費及績效評估之方式，

成為首項明確規範家庭教育內涵之中央政策。 

家庭教育工作綱要之宗旨為發揮家庭功能，強化家人關係及家庭與社群關

係，建立現代化家庭以促進民主、和諧、積極進取的社會。 

綱要中明定工作項目，揭示了家庭教育之內涵：家庭教育之內涵已由親職教

育拓展開來，包含家庭世代生活倫理教育、夫妻婚姻關係教育、親職教育、現代

化家庭生活教育、家庭和社區關係教育等內容。 

 

為落實家庭教育工作綱要，教育部於民國 79 年 10 月頒布「國民小學試辦社

區家庭教育實施要點」及「加強山地、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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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期結合學校與社區資源，共同推展家庭教育，大大擴展了家庭教育與社區

資源之結合。要點中實施對象及內容項目均依家庭教育工作綱要而定，學校推展

範圍不再侷限於「親職教育」，而是因應家庭多元面貌的發展，實施的對象則涵

蓋兒童、青少年、為人父母與為人祖父母者(陳益興，民 81；黃馨慧，民 91)。 

 
  三、家庭教育專責單位成立 – 各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後更名為家庭教育

服務中心) 
根據受訪之專任 C表示，教育部藉臺北市立社會教育館幸福家庭輔導中心試

辦諮詢志工之招募與服務，為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最初之運作雛型；此嘗試諮詢

服務之推廣模式，乃最早期教育部與臺北市家庭教育推動之連結，亦為教育部於

全臺推動家庭教育之開端。隔年，教育部編列預算，分別補助於基隆市、臺中市、

臺南市、臺北市、高雄市五縣市試辦「親職教育諮詢中心」，並於 76 年 10 月，

擴大於各縣市普設「親職教育諮詢中心」。 

「教育部當時有一項五年計畫的推展…，看到我們既有的諮詢專

線…可以說是向臺北市取經，於是各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在教育部

的補助下，設點、工作人員，模仿專線方式陸續成立…，當時，還有

全省的觀摩研習…到臺北市學習…北市的工作人員還有不定期的去各

地督導他們呢…」(專任 A) 

 

民國 79 年，有鑑於推展家庭教育及親職教育極需整體性、前瞻性、突破性、

創新性之多元規劃，且須長期投入龐大人力、物力、財力及各有關單位的配合，

才能深入偏遠城鄉地區，彰顯其成效，故為強化中心主動積極之作為，擴增各縣

市未來家庭教育之空間，原各縣市之「親職教育諮詢中心」一律更名為「家庭教

育服務中心」，正式確立其成為各縣市推展家庭教育之主要執行單位 (台灣地區

家庭教育中心，民 83；教育部社教司，民 86)。 

此後，落實基層推廣工作、善用各項傳播媒體、宣傳家庭教育之正確理念、

積極吸收組訓義工、建立專業性諮詢服務體系...等，即成為家庭教育服務中心

推展家庭教育業務之重點 (教育部社教司，民 86)。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沿革亦自最早設立於臺北市立社教館下之幸福家庭

輔導中心，於民國 75 年試辦親職教育諮詢中心並於 76 年更名為臺北市親職教育

諮詢中心，又於民國 79 年再次更名為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 

 

由教育部社教司指導設立之各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雖因縣市略有差異，

然組織系統大略如圖 3-1-1。 

而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行政體系之運作模式可分為：一、以教育局與文化中

心（社教館）共同運作，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即屬此類；二、由於縣市未有

文化中心之設置，即以教育局為主之運作，包含新竹縣及嘉義縣設於國小之輔導

室中，而宜蘭縣則設於教師研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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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圖 3-2-1 各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組織系統圖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民 86) 

註：      表示行政隸屬關係 

 

  四、全國性家庭教育統籌單位成立-台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 
民國 80 年「家強推行家庭教育強化親職教育功能計畫」實施，為統籌規劃

台灣地區家庭教育的推廣工作，「台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於臺北市成立，由 4

位具碩士學歷之專任人員組成，成為臺灣地區各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提供專業

背景及實務推展的規劃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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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業務重點著眼於積極督導各縣市成立家庭教育服務中心，落實基層推廣工

作，善用各項傳媒宣導家庭教育之正確理念，積極吸收、組織與訓練義工，建立

專業性之諮詢服務體系；當時，並就當前執行成效及實施困難進行檢討，作為

83 年度擬定「發展與改進家庭教育中長程計畫」，使家庭教育業務能更臻周延落

實(台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民 83)。 

其行政位階可由圖 3-2-1 及 3-2-2 看出：位於教育部社教司之下、各縣市家

庭教育服務中心之上，主要任務為研究發展、以及協助教育部統籌彙整各縣市家

庭教育服務中心之成果資料，乃教育部與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間的橋樑。 

然同屬設立於社會教育館中之單位，台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與臺北市家庭教

育服務中心未有特別之互動或往來(專任 C、志工 A、志工 C)，除如志工 A、志工

C所言「上級指導單位」之形容外，其與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地理位置之相

鄰，未見對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特別之影響。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與臺灣區家庭教育中心雖皆設於台北市

立社會教育館內，然業務分工，並未有特別之工作交集或相關性」(專

任 C) 

「……就上級指導單位，那時候在四樓，就教育部的聯繫單位，…

臺北市中心在二樓，沒有什麼關係吧…」(志工 C) 

 

至於其中個人情誼上之互動或辦公室氣氛之融洽與否，專任 C、志工 B皆反

應互動良好或普通，雖無直接業務上之往來需求，偶有台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需

要人力時，部分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志工會前往協助。 

「不知道有沒有工作上的互動，但公文與事務報告當然是比其他

縣市方便。…他們沒有志工，我們有幾個就雞婆阿(笑)…會去幫忙他

們的事情…寫寫名牌啦…什麼的…」(志工 B) 

 
    前述「台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雖與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比鄰而居，然

其所在位置之親近性卻未帶給臺北市於家庭教育工作推展上之實質影響，其提供

各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專業背景及實務推展支援之功能性顯然未能彰顯。 
 
肆、小結 

民國 70 年代於預防青少年犯罪之觀點下，親職教育議題受到關注；80 年
代，受到全球化與終身教育推波助瀾的教育改革風潮下，因第六七次「全國教
育會議」之討論決議，「藉家庭教育建構終身教育體系」的方法使得家庭教育
受到重視。 

在政策與體制方面，行政院研考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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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了行政部門以國家預算推動家庭教育的大門；「家

庭教育工作綱要」的訂定，揭示了家庭教育的內涵；臺北市幸福家庭輔導中心

於是隨前述經費補助與政策方針，自試辦臺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以諮詢服務

推廣家庭教育，轉而更名為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正式確立其為臺北市主

要推展家庭教育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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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微視系統 
民國 74 年臺北市立社教館之「幸福家庭輔導中心」受教育部委託試辦親

職諮詢服務志工之招募與培訓，民國 75 年，教育部於 5 縣市試辦「親職教育諮

詢中心」，臺北市即以幸福家庭輔導中心接任親職教育諮詢中心之工作。同於醞

釀期相關民間單位關注家庭之問題處遇與諮詢服務，臺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亦

以諮詢服務為單位創始之重要服務項目。 

民國 79 年，原由親職教育與諮詢專線起家之親職教育諮詢中心更名為「家

庭教育服務中心」，家庭教育範疇的擴大服務與推廣工作的增添，逐漸確立家庭

教育中心之服務取向與定位。 

 
壹、家庭教育內涵 -「家庭教育工作綱要」拓展家庭教育內容 

依據家庭教育工作綱要中明定之工作項目，可知此時期家庭教育之內涵，家

庭教育之內涵已由前期親職教育之探討拓展開來，包含： 

(一) 家庭世代生活倫理教育：生活禮儀、孝親事長、愛子慈幼、兄友弟恭、

姻親關係、其他。 

(二) 夫妻婚姻關係教育：婚前教育、新婚調適與計劃家庭、夫妻性生活、

夫妻溝通與調適、婚姻衝突與危機處理、其他。 

(三) 親職教育：父母角色與職責、兒童發展與保育、親子溝通與調適、子

女教養、其他。 

(四) 現代化家庭生活教育：居家環境與家庭管理、家庭經濟、家庭休閒與

活動、家庭生活藝術、其他。 

(五) 家庭和社區關係教育：家庭學校與社區關係之建立、社區資源之運

用、社區環境維護與美化、社區活動關心與參與、其他。 

 
貳、臺北市家庭教育專責單位 – 臺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臺北市家庭教育服

務中心) 
教育部於 74 年委託臺北市社教館「幸福家庭輔導中心」擴大諮詢服務志

工之招募與培訓，75 年即於幸福家庭輔導中心試辦親職教育諮詢中心，79 年臺

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更名為「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服務範疇擴大並增

添推廣工作，逐漸確立中心之服務取向與定位。 

  一、組織編制或角色定位 – 社教館轄下，教育部投入資源 
臺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之成立，與其後更名為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

時期，中心皆附設於臺北市立社會教育館之中，其行政所屬與相關人員如圖

3-3-1。 

臺北市立社會教育館於館長、秘書下設輔導組，輔導組由組長帶領有研究

員、輔導員、助理幹事、書記等編制，負責辦理幸福家庭服務、輔導社會教育工

作站及義工(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主編，民 81)；而相較其他省(市)

立社會教育館，僅有臺北市與高雄市立社會教育館兼具家庭服務之功能。 

 



 57

 

 

 

 

 

 

 

 

 

 

 

圖 3-3-1 臺北市立社會教育館組織系統 

資料來源：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主編 (民 81)。 

 

 

成立臺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時，其宗旨「為使家庭教育普遍深入民間，

加強家庭倫理觀念，強化親職教育功能，協助父母扮演正確角色，引導青少年身

心之健全發展，特實施家庭教育諮詢服務工作，藉以協助民眾健全幸福家庭，促

進整體和諧」。 

臺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更名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後，中心活動實施

之宗旨則轉為「發揮家庭功能，強化家人關係及家庭社群關係，建立現代化家庭，

以促進民主、和諧、積極進取的社會」。 

    (二) 遴聘專家學者擔任顧問 – 因經費減縮而終止 
與醞釀期相同，遴聘各方面之專家學者擔任中心顧問(指導教授、諮詢委員

或榮譽顧問)，包含家政、新聞、衛教、心理、社工、社會、法律、傳播、哲學…

等範疇，除志工培訓課程可邀約擔任講師、活動課程之邀約講授、諮詢或推廣服

務上的諮詢，亦可於活動宣傳上增添知名度。 

館長 秘書 

推廣組 

輔導組 

研究組 

總務組 

會計員 

人事助理員 

人事管理員 

組長- 研究員、輔導員、助理幹事、

書記 

組長-編審、技士、幹事、助理幹事

組長-研究員、幹事 

組長- 研究員、技正、技士、技佐、

幹事、助理幹事、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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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之行政體系運作如前述「教育局與社教館共同運

作」之方式，其行政體系圖如圖 3-3-2： 

 

 

 

 

 

 

 

 

 

 

 

 

 

 

 

 

 

 

 

 

 

圖 3-3-2  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之組織體系圖 

(資料來源：桃園縣立文化中心、桃園縣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民 83) 

        註：      表示行政隸屬關係 

 

 

可惜此顧問制度於中心人員異動、經費補助減縮後，即未能持續。 

「那些顧問喔…就是早期他們幾個工作人員的人際網絡也有關

啦…所以後來他們離職…也就沒有再聯絡…」(專任 B) 

「那早期都是以前的工作人員在聯繫耶…我就沒有遇見過

了…」，「沒有錢(指經費補助)呀…那是要錢的…」(專任 C) 

 

  二、推展人員及服務對象： 
    (一) 業務主管 – 仍給予工作人員極大之自主空間 

臺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家庭教育服務中心)設於臺北市立社教館之輔導

組內，由社教館館長兼任家庭教育中心主任，並由輔導組組長兼任中心組長。 

根據訪談資料，早期幾位組長皆相當尊重中心工作人員的專業，給予中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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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極大之自主空間： 

「那時組長非常肯定我們的專業，於工作上不予干涉，僅行政上

的支援……，我們 2 位研究員輪流擔任中心的「主持人」，我們那時候

管它叫主持人，負責管理中心大小事務…2 年輪替 1 次…」(專任 A) 

「那時候…應該可以說是授權吧，很尊重工作人員的專業，所以

中心想要做什麼幾乎都是工作人員想要做的」(專任 B) 

「他當主管那時候是我覺得最如魚得水的時候，…他可以指導你

一切，你跟著他走絕對 OK，可是他又放給你很大的權力，讓你去構

思你想要做什麼，所有要做的東西他都 support；有事他擔，可是他又

給你最大的權限，他告訴別人說這是我讓他做的，而且他真的很有想

法的一個人」(專任 C) 

組長對中心極大的影響在於民國 84 年建議依經費來源切割人員與工作分

配，即區分教育部與社教館經費業務，決定了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之走向： 

「當時我們每個月固定會開一次工作會議，……有一次會議的時

候，他(組長)說：教育部它未來一定是會(把中心)漸漸朝向越來越獨立

這個部份來走的……，所以我現在希望這樣領誰的錢、做誰的事，然

後把業務作一個區隔」(專任 C) 

 

此後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依教育部政策逐漸擴展業務，而原幸福家庭輔導中心

之人員則回歸社教館之社會教育功能，轉向輔助民間單位的工作。可說是結束了

社教館幸福家庭輔導中心的原有規模，而完全配合教育部政策而發展家庭教育中

心的部份。 

 
    (二) 專任工作人員 – 依教育部訂定辦法聘用 

綜觀全國，此時期親職教育諮詢中心之行政人員由各縣市政府教育局或文化

中心之人員兼任。民 80 年後，依「補助台灣地區各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暨台

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遴聘專業諮詢輔導及推廣工作人員資格標準及業務分工」，

各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遴聘專任行政人員（大專以上）與諮詢輔導人員（大學

相關科系）各一名。81 年 7 月起，各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正式編列專任之諮

詢輔導與推廣活動人員各一名以執行家庭教育業務，教育部並自 82 年度起，專

款補助聘用之。 

以臺北市的情形，由於家庭教育中心乃社教館幸福家庭輔導中心轉型而成，

初期業務仍由社教館人員兼辦，當時工作人員數居全國之冠： 

「那時候中心有以『海外留學生回國服務條例』薦派的 2 名研究

員擔任中心工作人員，還有輔導組本身的約聘人員 2 名、行政助理 1

名…；再加上教育部補助的 2 個人、組長，那就 8 個工作人員了」(專

任 A) 

民國 79 年更名為「家庭教育服務中心」後，開始區隔社教館與臺北市家庭

教育服務中心人員之任務分派，至民國 84 年中心之業務始完全獨立。自此，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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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由教育部全額補助年度計畫經費，聘用 2位專職工作

人員推展各項家庭教育活動。 

 

    (三) 中心志工 – 分諮詢、活動、行政 3 組志工，奠定人力基礎 
74 年幸福家庭輔導中心成立之初，即招募志工以協助提供專線諮詢的工作；

75 年起教育部資源提供，於臺北市試辦親職教育諮詢中心，中心諮詢志工之培

訓逐年展開，於民國 75、76、77、79、81 及 83 年辦理第 1至 6期諮詢志工培訓；

民國 81 年起中心開始試辦讀書會的活動，由於推廣活動辦理的需求上升，中心

於 81、82、83 及 85 年培訓了 4期的活動推廣志工；並因應行政庶務的需要，於

83 年培訓一批行政志工協助庶務處裡。 

上述所有中心志工之培訓，奠下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志工之人力基

礎，志工人力與業務需求的穩定，此後直至轉型期，中心皆未再正式招訓中心志

工。 

 

    (四) 服務對象 
    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服務之對象應為臺北市市民，由於各項推廣活動的

辦理，真正接受到服務之民眾較醞釀期為多，由其辦理活動之項目可知，此時期

推廣服務之對象已包含親子、家長、未婚男女與夫妻。 

 
  三、服務內容與相關配套： 
    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之服務內容受到外部系統之影響：實施內容與家庭

教育工作綱要相同；其推展之推展方式中，兩性關係成長系列提供未婚及已婚者

不同需求之婚姻教育，或能反映出鉅視系統下離婚率攀升的議題受到關注；親職

教育讀書會的開辦，則將親職教育的理念由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推廣至學校與社

區。 

 

    (一) 服務內容 
  1. 以「強化家庭功能」為主，內容同推展家庭教育工作綱要 

由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之實施內容得知，此時期中心提供家庭世代生活

倫理教育、夫妻婚姻關係教育、親職教育、現代化家庭生活教育、以及家

庭和社區關係教育。 

其實施之內容細項除家庭安全與衛生外，皆與社會教育工作綱要中「家

庭教育」之「工作項目」相同，可見法令政策對家庭教育(服務)中心工作

推動之影響。 

  2. 以諮詢服務為主，逐漸發展推廣教育 

幸福家庭輔導中心原以提供市民解決婚姻、親子、家人關係的諮詢輔

導服務為主，76 年更名臺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之初，亦以電話諮商

之方式強化民眾之親職教育功能。服務個案數以及類別如表 3-3-1，其中以

婚姻問題與親子問題為諮詢個案求助最多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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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除家庭教育資訊之提供、諮詢服務(專線、面談及函件）外，

亦有推廣活動之辦理、親職教育叢書之編印，並結合教育廣播電台、中國

廣播電台與警察廣播電台「紅塵有愛」等開闢廣播節目，同時接受媒體的

採訪、進行家庭教育宣導。 

其中與警廣合作「紅塵有愛」節目，內容分為聽眾 call-in 詢問親職

教育議題、懶人食譜、家庭醫藥小百科等 3 部分，議題涵蓋親職教育、家

庭兩性教育、家庭醫學等主題。另曾受邀分享之節目或主題如：人際溝通、

婚姻之變、婚外情、六月新娘(婚前如何做好心理準備）、自我成長團體、

婚姻與人生、不同教養人對保寶個性的影響、兩地夫妻的調適、家家有本

難唸的理財經、睜大眼睛找伴侶、夫妻的溝通等。 

 

表 3-3-1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諮詢輔導專線服務個案類別一覽表： 

年度 
家庭

問題 
婚姻

問題 

兩性

交往

問題 

自我

調適

問題 

親子

問題 

人際

關係

問題 

就業

問題 
其他 合計 

82 (81.07~82.06) 330 917 299 198 508 183 150 416 3001 
83 (82.07~83.06) 269 726 189 83 392 103 15 290 2067 
84 (83.07~83.12) 121 263 55 54 158 14 10 35 710 

84 - - - - - - - - 1651 
85 - - - - - - - - 1715 
86 159 404 49 104 379 19 - 46 1160 
87 122 297 47 108 244 9 - 52 879 

 

自民國 79 年更名為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推展方式由靜態之電話接線諮

商，轉向動態之主動對民辦理推廣活動，活動實施內容以「親職教育」為

主，著重於家庭教育理念之宣導；同時，諮詢電話隨教育部宣導政策，將

末三碼更碼為「885」，含有「幫幫我」之意，與全省統一，方便宣傳以及

民眾記憶。而後陸續增加推廣活動與其他服務項目包括親子教育、夫妻教

育、兩性教育以及家人關係教育。 

 

    (二) 推展方式 
教育部社教司(民 86)於家庭教育服務中心訪視報告書中提到，臺北市家庭

教育中心發展特色以親職教育、親子活動、兩性婚姻為主要焦點，讀書會、885

諮詢專線、婚前教育系列及親子活動、講座為主要推展方式。 

依據臺灣地區各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義工制度彙編(桃園縣立文化中心，

民 83)所提，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每年均辦理數梯次的「週末親子成長營」、

「快樂親子教室」、「親職教育讀書會」、「家庭教育影面欣賞」、「爸爸媽媽教室」

及「婚前教育班」等活動，以及有關「夫妻溝通」、「婚前成長」及「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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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體活動。其中，又以讀書會與婚前教育班為中心常態辦理之特色性活動： 

1.親職教育讀書會 

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自民國 81 年起嘗試辦理讀書會活動，並培訓活

動規廣志工協助讀書會之推廣。乃最早藉由讀書會的方式推展家庭教育的開

始，此一讀書會的緣起來自工作人員欲更加推廣中心之教育功能： 

「家庭教育中心推展讀書會只是它的工具之ㄧ，我們做讀書

會是全國首先運用讀書會推展的…」(志工 C) 

「家庭『教育』嘛……我們就想說透過團體開始去擴展，但

若從志工去帶團體又太深、不可行…，於是就想說從淺一點的開

始…那就是讀書會囉」(專任 A) 

 

中心開辦讀書會是一個極大的轉變，將家庭教育的意涵主動帶出中心，散

播到學校或社區裡，是一個極易與人接觸的活動： 

「讀書會的推動把理念帶出家庭教育中心，帶動他人的學

習」，「我們讀書會的推展，幫了我們(中心)一個很大的忙…」，「讀

書會帶來的一個很大的改變是…它幫忙中心走出去，把理念帶出

去，而不是固守在能夠接受家庭教育…雖然大家還不是很能夠確

定什麼是家庭教育，大家也許還是覺得親職教育是重點，可是我

覺得我們讀書會的主題不只是在親職教育，它也開始在探索個人

的潛能，去面對不同的問題，甚至在人際關係…那我覺得這樣的

一個成長團體，其實會帶動更多人一起來學…跟家庭經營關係有

關係的學習」(專任 C) 

「對於才起步(學習)的人，親職教育是基本的需求…，讀書

會就是針對這起步最基礎的、最容易進入，啟動終身學習習慣的

入門課程…」(志工 C) 

 

然而中心推展讀書會並未刻意宣傳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之名，亦無為此推展

史料做紀錄，未能於讀書會推展歷史中留下中心發展讀書會之意義與價值，

實為可惜： 

「它有一個很大的敗筆，就是可能讀書會推了很久之後，就

像(志工)所講的啦，她很不服氣的就是，明明我們很早以前就開

始在推(讀書會)了，可是讀書會所有的東西都看不到家庭教育中

心，我們太…嗯…不在乎名利啦…所以沒有去做家庭教育中心的

宣傳，這是錯的…」(專任 C) 

 

2.兩性關係成長系列 – 婚前教育班 

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辦理兩性關係成長系列課程包含未婚者讀書會

(討論團體)、自我疼惜工作坊(成長團體)、親密伴侶工作坊(將婚者團體)、

婚姻加油站(已婚者夫妻團體)及婚前教育班，提供處於不同家庭生活階段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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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之學習。 

其中婚前教育班為中心備受好評的活動，最為熱門之時期報名尚需排隊抽

籤，亦為中心每年持續辦理未有間斷之活動，簡述其沿革與特色如下： 

由中心成立數年之經驗，得出任何婚姻、兩性或親子的問題都可溯及當事

人原生家庭系統帶來的影響(林秀如，民 90)，於是自 80 年度開始，以系列

性、連續的單堂講座，每年辦理 2至 3期的「婚前教育班」，針對尚未進入婚

姻的青年男女提供相關議題的課程，以幫助適婚者預先看到婚姻中的不同課

題及解決之道，開啟其對未來婚姻生活方式再決定之可能。 

「婚前教育班」總目標在增進健康的兩性平權觀念、深入瞭解兩性的差異

及相處之道、於瞭解家庭系統觀之後能從中獲得掌握幸福婚姻的能力；課程

目標除宣傳家庭教育中心之服務理念、內容外，期增進學員對婚姻、兩性關

係的自我認識，並拓展學員之人際關係。 

課程內容涵蓋增進自我瞭解的「婚前自我評估」、「家庭如何塑造人」，教

導兩性交往的「約會的藝術」、「擇偶條件面面觀」、「婚姻期待的差異與調適」，

以及「兩性的親密關係」、「倆人世界以外的人際關係」等議題；以 9 週連續

性辦理婚前教育主題課程之規劃模式，為各辦理婚前教育單位未見之獨特模

式。 

課程之經營以「班級組織」方式運作，除有全班性之活動策劃(期初選舉

臨時總幹事、籌辦期末結業晚會、期末票選當期之總幹事)，學員自開課抽籤

分組後，可於課堂或課後有小組式之分享與學習。 

並以學長(姐)制的方式，號召過參與過課程的學員加入工作團隊，成為各

組之輔導員(志工)、協助班務運作，於課程外形成人際網絡的宣傳效益、於

課程內加速活絡各組的氣氛，更使得良好的經驗傳承，可說是方案運作上，

除中心工作人員課程之理念傳遞外，突顯出民眾(學員與輔導員)受家庭教育

課程影響而成自發性之推廣效益；此類輔導員漸進式的累積，亦拓充了潛在

的人力資源-非列冊卻實際協助活動辦理的志工夥伴。 

 

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各項活動已連結社區、學校、社會福利團體與媒體

之合作，其辦理情形及合作管道參考民國 84 年之工作整理可略知一二 (如表

3-3-2)。 

表 3-3-2 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推展管道 

類別 對象 結合方式 

市民 885 諮詢專線、面談，叢書、錄音帶

贈送(85 年度以前)，成長團體、爸

爸媽媽班、婚前教育班，社區親職

講座，親職教育讀書會 

市立圖書館 親職教育讀書會 

社區 

市府「心橋園」 婚前教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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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12 行政區國中小 親職教育讀書會 

光寶基金會 親子營隊活動 

中國老人教育協會 老人健康系列講座 

社會 

福利 

團體 臺大婦女研究室 婦女健康系列講座 

嬰兒與母親、育兒生活雜誌、聯

合報、聯合晚報、遠見雜誌 

主題採訪或演講文稿化 

警廣「活出生命的色彩」、中廣

「情字這條路」、正聲「819 新

樂園」 

廣播節目 

媒體 

華視「夜未央」、慶翰傳播「鄉

親頻道」 

電視 

資料來源：教育部社會教育司 （民 85）。 

 

    (三) 場地設備 
教育部為加強國民家庭生活的幸福美滿，於民國 74 年提供部份經費補助，

擴充北市社教館「幸福家庭輔導中心」硬體設備及增加服務志工人力與品質。民

國 76 年於各縣市成立親職教育諮詢教育中心時，臺北市及高雄市設立於各該市

立社會教育館，新竹縣、嘉義縣及嘉義市借用國小場地辦理，而其餘縣市均借用

文化中心場地；由於設置地點之性質各異，已呈現當時各縣市不同之資源運用以

及宣傳管道。 

根據臺北市立社教館館所空間配置圖(圖 3-3-3) ，可看出臺北市家庭教育

服務中心之場地設置：位於社教館之二樓，並含有晤談室 1間，而社教館地上 5

層、地下 2層館舍之相關場地資源運用，如，舞蹈教室等可供團體活動使用，停

車場利於活動講師或學員之便利，放映室、演講堂、簡報室、會議室...等皆可

提供影片欣賞與大型之演講活動，成為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之有利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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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臺北市立社教館空間配置 

資料來源：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主編 (民 81)。 

 

    (四) 推展工作重點 
  1. 「三分諮詢、七分推廣」的政策轉型 

由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接受教育部訪視之簡報資料(民 91)顯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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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項「三分諮詢、七分推廣」的家庭教育中心工作取向推動，臺北市家

庭教育中心的服務重點由諮詢轉向活動推廣，史料中雖未能找到此項政策

之文本說明，仍在工作人員的說明中得到支持： 

「對我個人而言，感受到政策上的重大轉變…有所影響的部

份，第一個就是『三分諮詢、七分推廣』的工作重點，那不是一

個什麼樣的辦法或計畫，好像就是一次會報的目標還是重點工作

之類的，但讓我們知道以後推廣就是會一直發展下去，……從那

時候起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諮詢要轉型了，不只做諮詢也要開始

擴展推廣的工作」(專任 C) 

「嗯…有的，但那個(三分諮詢、七分推廣)沒有在什麼計畫

或辦法裡，好像就是一次工作會報還是教育部的什麼指示…」(專

任 B) 

「教育部『三分諮詢、七分推廣』的政策目標，885 專線也

不再打廣告了…，為了因應這個…那大概就是推廣活動迅速的成

長期：大量的活動志工招募、婚前教育班辦理(每年 3-4 期)、親

子營隊被犧牲(捨棄不再辦理，由於投入多、效益低)…」(專任

C) 

 
  2. 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推展策略 

依據教育部社會教育司（民 85）八十四年度家庭教育績效輔導評鑑業

務報告彙編，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研擬圖 3-1-1 之推展策略，除可得知 75

年至 85 年已進展之活動，亦可一窺當時對中心發展的走向規劃（民 85 以

後）： 

(1) 內部規劃：中心的人力開發、整合與培訓。 

民國 75 至 80 年為諮詢義工的開發期，用以彌補專職人力之不足；81

至 85 年為義工培訓(前)期，建立多類志工因應中心轉型；86 至 91 年為義

工培訓(後)期，將深度開發義工潛能；92 至 96 年為義工的整合期，將多元

運用義工及其周邊資源協助中心發展。 

 

表 3-3-4 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推展策略 

年度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內部規劃：人力開發、培訓與整合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開發期：以招訓義工，擔

任電話諮詢服務，彌補專

職人力的不足為目標。 

培訓期(前期)：建立

多類義工資源，以因

應轉型中的中心目

標。 

培 訓 期 ( 後 期 ) ： 
1.建立現有義工個人資料

檔案。2.深度開發現有義

工之潛能。 

整 合 期 ：

多元運用義工及其

周邊資源。 

                  1~6 期諮詢義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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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期活動推廣義工培訓     

              1 期行政義工培訓     

對外規劃：服務推廣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 

 

問 題 解 決

期：1.服務對

象多為有困

難的個案。2.
推展方式是

採被動等待

的模式。 

教育推廣期(前期)：以中

產階級以上市民的精神

生活提昇為目標。 

教育推廣期(後期)：
1.佈點於學校、社

區。2.結合參加過中

心活動，且對推廣有

興趣的家庭主婦為

種子成員。3.積極開

發媒體宣傳。 

預防推廣普及期(前
期)：1.繼續結合各類

社區資源建立資源

檔案。2.發展多項度

變項組合(ex:服務對

象 x 方式 x 合作單位

x 語言別 x...)的服務

內容。3.成立家庭教

育服務中心之友會。

預防推廣普

及 期 ( 後

期)：辦理各

項預防推廣

活動所需資

源，不虞匱

乏，遊刃有

餘。 

                    885 專線、面談、叢書印贈    

                   各類成長團體       

                   家庭教育講座、社區座談系列  

                親子成長營、親職教育讀書會 
              電台、廣播媒體   

資料來源：教育部（民 85），台灣地區家庭教育服務中心 84 年度家庭教育績效

輔導評鑑業務報告彙編。 

(2) 對外規劃：推廣服務策略的發展 

民國 75 至 77 年為問題解決期，推展方式為被動等待的模式，服務對

象多為有困難的個案；78 至 83 年為教育推廣(前)期，目標為中產階級以上

市民精神生活之提升；84 至 88 年為教育推廣(後)期，活動佈點於學校、社

區，轉化參加過活動並對推廣有興趣的家庭主婦成為種子，並積極開發媒

體宣傳；89 至 93 年為預防推廣普及(前)期，持續結合社區資源建立資源檔

案，發展多項度變項組合(ex:服務對象 x 方式 x 合作單位 x 語言別 x...)

的服務內容，並成立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之友會；94 至 96 年為預防推廣普及

(後)期：期許中心辦理各項預防推廣活動所需資源皆不虞匱乏，遊刃有餘。 

 

由表 3-3-4 看出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於各階段發展計畫之前瞻，然檢

視今日(95 年)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展現況，預防推廣普及前期中「發展多項

度變項組合的服務內容」，「成立之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之友會」，「辦理各項預防推

廣活動所需資源皆不虞匱乏」之展望未能落實，十分可惜。 

 
參、相關推展單位及活動 

有鑑於家庭是社會的基礎、預防勝於治療的觀點，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於成人

教育體系中推展家庭教育，為臺北市之特色之一：針對學校教師辦理研習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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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家庭教育資源，雙管齊下之推廣策略成為臺北市家庭教育推展工作在家

庭教育服務中心以外的另一大資源。 

  一、政府單位 
    (一) 由教育局規劃家庭教育業務、制定政策措施 

臺北市訂定之「臺北市國民中小學推展親職教育實施要點」，由各校輔導室

會同其他處室適性推展親職教育活動，經 80 年之修正後仍持續施行，可見親職

教育於學校系統推展時間之久遠。要點實施之對象為學生家長，實施要項有「舉

辦親職教育講座、設置親職諮詢專線、進行家庭訪問、開設親職教育課程、舉行

大型家長座談會、舉辦班級親師座談會、舉辦教學參觀日、舉辦特殊學生家長座

談、出版親職簡訊、成立父母成長團體、成立幸福家庭教室、加強家庭聯絡、舉

辦學藝活動、推行「一家一書」運動及其他相關活動」共 15 項內容。其中，可

見舉辦方式之多元，並已納入結合學校與社區資源、鼓勵閱讀及關注特殊學生家

長等議題，然家庭教育之內涵仍偏重於親職教育。 

另一部份，教育局於成人教育之推展管道中，委託學校舉辦相關研討、會議，

編印親職教育書籍手冊等工作，集結學校執行成果與經驗，提供親職教育承辦人

員與民眾自學閱讀參考，發展出不同於「臺北市國民中小學推展親職教育實施要

點」之策略與內涵。 

 

    (二) 由各級學校執行家庭教育相關計畫與活動 
  1.辦理「社區家庭教育」計畫 

自 79 學年度起，教育局於學校辦理「社區家庭教育」計畫，結合學校

與社區之資源，形成網路，彼此支援、合作，落實社區家庭教育之推展(臺

北市政府教育局，民 85、87)。學校依年度、以計畫性向教育局提出申請案，

於審查後核定辦理。 

民國 79 年開辦時，由部分辦理成人教育之學校舉辦，經費由教育部補

助下辦理 5 校，81 至 83 年間另有社會局 5 至 10 校之經費補助，臺北市教

育局於 83 至 84 年提供 12 校之補助(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民 85、87)，此項

整合地方跨局處及中央資源之經費用運、逐年增加之辦理校數的活動推廣

方案，可看出社區家庭教育之可行性與重要性；其中臺北市社會局之經費

補助甚至早於教育局之經費提供，為一有趣的現象。 

 

表 3-3-3 臺北市歷年來社區家庭教育承辦校數一覽表 

經費來源(校) 
學年度 

教育部 教育局 社會局 

承辦學校 

總計 

79 5 0 0 5 

80 5 0 0 5 

81 5 0 5 10 

82 5 0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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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5 12 10 27 

84 5 12 0 17 

85 5 12 0 17 

86 5 12 0 17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民 85、87)。 

 

  2.「台北市市民社區學苑」舉辦社區家庭教育研習班 

依據第 7 次全國教育會議提出試辦「社區學院」之成人教育機構的構

想，臺北市教育局為推展終身教育，於民國 84 年發展出「台北市市民社區

學苑」，統整所有承辦成人教育的一百餘所學校，規劃各類成人教育課程，

提供民眾進修，期集結資源發揮社區教育的最大功能(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民 87)。 

「市民社區學苑」為常態性、經年舉行之學校型態課程，舉辦之成人

教育推廣活動，包含國小補校、國中補校、高中職補校、成人基本教育研

習班、社區家庭教育及成人職業進修教育等 6 類(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民

87)，家庭教育為其中之一類。 

市民社區學苑中社區家庭教育之課程內容多元(表 3-3-3)，國中為社區

學苑中承辦社區家庭教育之少數，僅佔 3/16；另，生活藝術創作、健康保

身、民俗療法、詩詞吟唱及舞蹈之研習班被列為社區家庭教育之範疇，實

有待澄清此時對於家庭教育內涵之定義。 

 

表格表 3-3-4 市民社區學苑 84 學年度社區家庭教育研習班活動一覽表 

種類 課程名稱 承辦國中(校) 承辦國小(校)

1 父母效能訓練成長班 2 4 

2 父母成長團體班 0 1 

3 紳士成長班 0 3 

4 當代生活藝術創作研習班 0 2 

5 健康保身系列研習班 0 1 

6 民俗療法健康講座 1 0 

7 臺語詩詞吟唱欣賞班 0 1 

8 舞蹈研習班 0 1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民 85、87)。 

 

  三、民間單位 
對照受訪者口述與相關史料(好好好家庭教育文教基金會網頁，民 95)，發

現家庭教育中心的發展影響相關單位的設立。 

「那時候我們上節目是常態耶(加重語氣)…，雖沒有每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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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個月裡面也有 1 到 2 次要上廣播，什麼中廣四神湯、還有什麼一

個姓姜的節目…」(專任 C) 

 

其所談及之單位應為 83 年因製作家庭教育之廣播節目(中國廣播公司「親密

大對決」)受肯定後，籌措「好好好家庭教育文教基金會」之前身。而史料中「親

密大對決」之契約於 84 年時為台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所簽訂，推測當時應有與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互動。 

 

肆、小結 
    臺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之教育內涵隨著「家庭

教育工作綱要」的頒布，由前期親職教育之探討拓展開來；其角色定位亦由於教

育部資源的投入，更加確立成為臺北市主要負責家庭教育推展之單位；推展人員

的部分，由前期以諮商輔導背景為主，現已有教育部訂定之辦法作為聘用準則；

中心的基礎志工人力：諮詢、活動、行政 3組志工的招募與培訓在此奠基。 

    其推展家庭教育之內容，基於「強化家庭功能」，已由諮詢服務逐漸發展推

廣教育，邁向「三分諮詢、七分推廣」的政策轉型；各類推展活動於此時期奠定

日後基礎，諸如「親職教育讀書會」、「兩性關係成長系列 – 婚前教育班」皆由

此時期延續辦理至今。 

    而除中心之外，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於成人教育體系中推展家庭教育：訂定「臺

北市國民中小學推展親職教育實施要點」、由各級學校執行家庭教育相關計畫，

如「社區家庭教育」計畫、成人教育體系中「市民社區學苑」之辦理等，為臺北

市家庭教育之推展增添資源與成效，成為北市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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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居間系統與系統間的互動 - 綜論各系統間的關係 
    回顧本階段，發現政策影響家庭教育中心發展之鉅，由親職教育諮詢中心之

成立與更名、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的活動推展，中央單位(教育部)主導家庭教育工

作之走向顯而易見，生態系統理論中外部系統影響微視系統的現象皆得到支持。 

    進一步由生態系統理論環環相扣的觀點，檢視此時期各系統間的互動情形： 

壹、各系統之互動情形 

    本階段鉅視系統中人口變遷之情形延續前一時期之趨勢：人口老化、離婚率

與青少年犯罪情形皆持續上升；外部系統之會議與政策研擬接受到鉅視系統的影

響，其中尤以青少年犯罪問題引起一連串政策的關注與影響為重。 

    有鑒於青少年犯罪人數持續攀升、繼醞釀期行政院對家庭教育之關注，帶來

研考會「加強親職教育減輕青少年犯罪」之研究，並研擬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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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響教育部於各縣市設置專責單

位推動家庭教育之作法，臺北市親職教育諮詢中心應運而生，此部分支持鉅視系

統影響外部系統、而外部系統又進一步影響微視系統之理論觀點。 

    反向觀之，為落實加強家庭教育促進社會和諧計畫，親職教育諮詢中心成

立，親職教育之推動落實造成 82 年以後青少年犯罪情形漸趨改善為其可能的解

釋，此部份則可支持微視系統之運作亦能反向影響鉅視系統的現象。 

    另，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於活動中開辦兩性關係成長課程，家庭教育工

作綱要中夫妻婚姻關係教育被納入工作項目之一，應已間接反應出離婚率增加之

現象受到關注，微視與外部系統受到鉅視系統之影響由此可推知；臺北市家庭教

育服務中心之服務內容以家庭教育工作綱要之家庭教育內涵為據，關注議題由親

職教育諮詢中心之親職教育擴展開來，反應外部系統對微視系統的影響。 

    此階段家庭教育之內涵於自親職教育的範疇擴展，促使家庭教育之內涵更為

豐富，為外部系統對微視系統之影響：家庭教育工作綱要中揭示家庭世代生活倫

理教育、夫妻婚姻關係教育、親職教育、現代化家庭生活教育、家庭和社區關係

教育等工作項目，全國教育會議中提出家庭教育之實施以兩性教育、婚前教育、

親職教育為重點。 

    另為落實家庭教育工作綱要，以及「國民小學試辦社區家庭教育實施要點」、

「加強山地、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要點」兩項要點，臺北市訂

定「臺北市國民中小學推展親職教育實施要點」，進而影響學校推展家庭教育之

內容與對象，反應出外部系統對微視系統的影響。 

    分析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之角色定位、推展人員以及活動，中心以健全

幸福家庭、建立現代化家庭之服務宗旨，開發各類家庭教育活動以達此目標，同

時三分諮詢、七分推廣之策略不但帶動大量活動的開發，亦以多元活動達成中心

服務之宗旨；另一部份，中心活動七分推廣之活動策略需藉由招募各類志工來協

助完成，志工之培訓著實也促進了推廣活動的辦理。 

    以讀書會之推動情形為例，再次闡述前段居間系統綿密之互動情形：讀書會

的推動使得家庭教育的理念擴大推廣至中心以外的地點，健全幸福家庭之宗旨得

以擴展；而中心為推展讀書會，大量培訓志工的結果，一方面於中心人力資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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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增長，一方面利於讀書會活動的推動，志工本身亦為學習家庭教育之受益

者，中心七分推廣的活動成長策略達成，又更朝向健全幸福家庭之服務宗旨邁進。 

    人員對於中心的影響，由於主管給予專任人員的彈性，各項活動的開發與嘗

試皆得到支持，專任人員則表示在此情形下，工作如魚得水；然主管對於中心的

改變仍握有極大的影響力，中心與社教管業務分工的開始即從主管思考未來政策

方向而改變；前述二點雖可支持微視系統的相互影響，然在社教館行政層級較

少、主管對未來規劃亦屬因應政策之做為下，仍舊可以看出體制、政策對微視系

統間接的影響。 

 

貳、未能充分反映系統互動之部分 

    鉅視系統中高齡化議題持續上升，臺北市之人口現象亦呈現高齡化情形，然

此部分仍未反映於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之推展工作中，家庭教育之推展政策

與內容亦未觸及此項人口變遷議題。 

    其中，檢視 84 年於政策擬定後未能落實執行之缺憾，實應作為日後家庭教

育中心工作推動之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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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2 圖 3-4-1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受生態系統影響圖 

                – 萌芽期(民 75 年 2 月~民 87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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