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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發展之發展期 
（民國 87 年 3 月~民國 92 年 1 月） 

藉由推展「學習型家庭」計畫之策略，以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為核心，結合

學校、社教機構及民間單位辦理家庭教育之模式建立，各項活動辦理非旦不限於

中心場地，更大幅提升合作之單位及場次，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已轉變推展網

絡、大幅發展。 

高齡人口比例逐年上升、離婚率持續增加是鉅視系統的長久問題了，青少年

犯罪率自萌芽期有改善的趨勢後，逐年下降，外籍通婚現象增多為此時期的新興

議題。 

終身學習社會的來臨，一連串終身學習政策的影響應運而生：邁向學習社會

白皮書公布，「推展學習型家庭教育，建立祥和社會」中程計畫訂定實施，學習

型家庭之推展成為此一時期的工作重點。 

家庭教育推展體制上，臺灣師大、暨南大學及嘉義大學三所家庭教育研究中

心成立，配合政策辦理各項研習及研發，推動了學習型家庭計畫、婚姻教育工作

與家庭教育專業化的發展，帶動了家庭教育中心各項活動的推展。 

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更名為「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教育功能更為彰

顯，在主管的支持下持續發展，由於學習型家庭政策的影響，擴展了推展對象與

範圍，並開始關注弱勢族群與親子共學活動。 

民國 88 年文化局成立，社教館移撥文化行政體系，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的

功能定位受到挑戰，場地的搬遷醞釀展開。 

 
第一節  鉅視系統 - 政經與家庭人口變遷 

壹、高齡人口比例逐年上升，臺北市更高達 10.25% 
民國 87 年至 91 年間，臺閩地區高齡人口由 8.3%逐年上升至 9.0%，老化指

數亦上升至 44.2%。臺北市高齡人口由 9.22%上升至 10.25%，即每 10 人中即有

1 人為高齡者，相較於臺閩地區民國 91 年的資料(9.0%)，臺北市人口高齡化之

情形是較高的。 
 

表格 1 表 4-1-1 臺北市與臺閩地區人口年齡分配表(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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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20.30 22.0  70.48 69.8  9.22 8.3  
88  19.93 21.4  70.63 70.1  9.44 8.4  
89  19.64 21.1  70.69 70.3  9.67 8.6  
90  19.27 20.8  70.79 70.4  9.94 8.8  
91 18.77 20.4  70.97 70.6  10.2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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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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人口下降 
    延續萌芽期臺閔地區離婚人口上升的情形，民國 87 年至 91 年間，臺閩地區

有偶人口離婚人口持續上升，如表 4-1-2。臺閩地區結婚對數於 87 年出現新低，

僅有 140,010 對，臺北市結離婚人口統與臺閩地區雷同皆為持續增加。 
 

表 4-1-2 臺北市與臺閩地區結離婚對數 

 
資料來源：內政部 (民 94)及臺北市主計處 (民 94)。 

 
參、青少年犯罪持續改善 
    臺閩地區青少年與臺北市少幼年嫌疑犯人數於 87 至 91 年間，均逐年下降，

如表 4-1-3。 
 

表 4-1-3 臺閩地區青少年與臺北市少幼年嫌疑犯人數(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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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23,094  2,469 
88 21,224  2,437 
89 18,144  2,322 
90 16,939  2,080 
91 15,659  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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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自 60 年代起、每 5 年間隔描繪出臺北市少幼年犯罪人數之折線圖如圖

4-1-1，可看出此一階段之少幼年犯罪人數已逐漸降低至 60 年代的情形，以民

國 91 年犯罪人數 1,654 人實已與 60 年之 1,678 極為接近。 

 

臺北市 
年度 

結婚(對) 離婚(對) 結

87 17,707  5,788  1
88 20,065  6,327  1
89 20,472  6,588  1
90 18,307  6,853  1
91 18,942  7,39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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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少幼年犯罪人數(60-9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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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圖 4-2-2 臺北市少幼年犯罪人數折線圖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主計處 (94 年)。 

 
肆、外籍通婚現象增多 
    外籍配偶人數自 87 年至 91 年間上升約 2 倍，其中尤以外籍新娘為多；民國

89 年起，中外聯姻人口即超越臺灣地區總結婚人口的 1/10 強，也就是每 100 對

婚姻中有超過 10 對與外籍通婚。 
    外籍配偶當中，又以越南籍為最多，截至民國 91 年底之統計(表 4-1-5)即佔

了所有外籍配偶近 6 成，其次為印尼與泰國。 
根據 92 年第 6週內政統計通報：外籍配偶人數統計(內政部，民 92)顯示，

91 年結婚登記之外籍配偶(不含大陸人士)計 20,107 人，以臺北縣 3,092 人占

15.38％最多，桃園縣 2,087 人占 10.38％次多，臺北市 1,669 人占 8.30％再次

之。 

持有效外僑居留證之外籍配偶有 74,451 人，以臺北縣 12,440 人最多，桃

園縣 8,158 人次之，臺北市 6,537 人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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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外籍配偶人數統計 

 
 

資料來源：薛承泰 (民 92）。 
 

表 4-1-5 外籍配偶人數(國籍別) 

 
資料來源：薛承泰 (民 92）。 

 
伍、家庭形態變遷 - - 單親、雙薪與隔代教養家庭比例增加 
    依據行政院主計處(民 95)社會指標統計年報，本時期-發展期(民 87 至 92 年)
中單親及祖孫家庭(隔代教養家庭)的比例，已超越前期-萌芽期(民國 75 至 87 年)
之百分比(表 4-1-6)，並有逐漸增加之趨勢。 

表 4-1-6 我國單親與祖孫家庭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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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年 單親家庭(%) 祖孫家庭(%) 

萌芽期 81 - - 
 83 6.3 0.9 
 85 6.7 1.0 

發展期 87 7.2 1.0 
 89 7.5 1.1 
 91 8.1 1.3 

    同時，女性勞動力參與率上升(如表 4-1-7)，可能顯示經濟情況的變化，必須

仰賴雙薪才能支應生活所需，或婦女由於教育程度的提升，於婚後仍希望藉由工

作追求成就感。雙薪家庭增加的趨勢亦應受到注意。 
表 4-1-7 我國女性勞動力參與情形(81-91 年) 

時期 年 
女性勞動人口 

(千人) 

女性勞動力參與率 (%) 

萌芽期 81 3,304 44.8 
 83 3,584 45.4 
 85 3,648 45.8 

發展期 87 3,767 45.6 
 89 3,917 46.0 
 91 4,074 46.6 

 
第二節  外部系統 

壹、家庭教育相關議題之探討 
  一、各項國際性研討與宣示，帶動「終身學習社會」的來臨 
    萌芽期中，社會教育工作綱要即明列家庭教育工作綱要，「藉家庭教育建構

終身教育體系」之理念亦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中提出，家庭教育與終身教育之推

展已密不可分。 
    從 1970 年代以後，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出版「法爾報告書」，積極

倡導以終身教育理念作為各國制定教育政策的主導思潮；不少國家均採取具體措

施，極力倡導，如：美國於 1976 年訂頒終身學習法、日本於 1990 年訂頒終身學

習振興法、歐盟訂 1996 年為終身學習年…等，致使臺灣地區於 87 年訂定「邁向

學習社會白皮書」，正式宣示臺灣地區終身學習社會的來臨。 
    在邁向終身學習社會的世界潮流下，民國 91 年教育事務基金會高峰會議發

起「終身學習聯合宣言」，展開一系列文教基金會的教育學習活動；其中，「家庭

關係」與「家庭閱讀」等主題亦帶出終身學習與家庭教育之關係。 
 
  二、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對家庭教育研發的影響 

民 87 年為促進各地方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之教育工作發展，於北部之臺灣師



 79

範大學、中部之國際暨南大學以及南部之國立嘉義師範大學，分別成立家庭教育

研究中心，負責研究、發展與督導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功能，辦理家庭教育工

作人員及志工等人員培訓，進行區域內機構整合與研究發展工作等。 
自 87 年起，三所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及陸續開辦各類研討及研習活動，

如各類學習型家庭教育種子培訓、親子共學工作坊、婚姻教育方案設計工作坊、

志工管理研習、諮商技巧工作坊、家庭教育法公聽會…等等；並舉辦國際性之研

討會，如：婚姻與家庭教育策略國際研討會、家庭生活教育專業化研討會等。 
各中心陸續辦理各項培訓、教材研發及課程研習，對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工

作之推展有以下助益： 
    (一) 成為家庭教育中心工作人員與志工進修的管道 

每年度各大學家庭教育中心辦理相關研習課程，多針對各縣市家庭教育中西

工作人員與志工辦理，成為中心人員的進修管道。誠如前述所提，學習型家庭計

畫之推廣、婚姻教育之推廣與家庭教育專業化的理念皆於相關的研習活動中，給

予各縣市中心人員新的啟發。 
    (二) 為家庭教育中心工作方向的引領 

對於教育部各項政策之協助，家庭教育專業之提供，從師大家庭教育研究中

心推展婚姻教育系列活動開始，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隨即推出各類婚姻教育課

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中心推辦受刑人家庭教育，鄰近的縣市亦進行相關受刑人

家庭日的活動；年度全國家庭教育工作會報，亦皆邀請三所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

心人員與會，於會中報告年度工作計畫…等，可看出大學家庭教育中心對各縣市

家庭教育中心工作方向的引領，分述如下。 
      1. 學習型家庭計畫的推動 

88 年至 90 年間，配合教育部政策，各類有關學習型家庭之研習：學習

型家庭理論與實務研討會、一般學習型家庭教育種子培訓、雙薪學習型家

庭教育種子培訓、單親學習型家庭教育種子培訓、隔代教養學習型家庭專

案推動種子培訓營、推動學習家庭教育進階志工研習會…等，不僅未各縣

市家庭教育中心工作人員與志工增進學習型家庭之相關知能，同時也服務

部分向家庭教育中心申請學習型家庭計畫之單位。 
      2. 婚姻教育的推動 

自 90 年臺灣師大家庭教育研究中心邀集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及相關單

位實務工作者，以行動研究之方式研擬婚前教育手冊後，婚姻教育的各階

段教材與方案陸續研發中，此類教材與婚姻教育的研習成為縣市家庭教育

中心婚前教育活動之參考，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辦理婚姻教育的活動亦更

為頻繁。 
 

      3. 家庭教育專業化的推動 
91 年 5 月，由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研究所及國立臺灣師範大

學家庭教育中心聯合主辦「家庭生活教育專業化」研討會，從建構家庭生

活教育的內涵開始，論及美國相關機構推動家庭生活教育專業化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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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專業認證制度之可行性，以為未來家庭教育法之落實執行預備配套。 
 

貳、政策與體制 
  一、「推展學習型家庭教育，建立祥和社會」中程計畫 
    (一) 學習型家庭成為家庭教育中心工作重點 
    在邁向開發國家的過程中，社會經濟高度發展，促成社會的繁榮與進步，帶

來了人民生活的富足，但也面臨國家競爭力亟待提升、富裕社會的人文關懷、國

際化的衝擊，以及個人發展的強烈需求等問題(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民 87)。 
    面臨富裕社會、資訊社會、開放社會及開發社會的來臨，世界上進步的國家

紛紛邁向學習社會、倡導「推展終身教育，邁向學習社會」的理念；1996 年聯

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出版的「學習：內在的財富」（Learning：the Treasure 
Within）一書中，明確指出：「終身教育概念是人類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一把鑰匙」、

「終身教育將居於未來社會的中心位置」成為制定「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之緣

起。 
受到「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公佈影響，「推展學習型家庭教育，建立祥和

社會」中程計畫訂定實施，執行期間自民國 87 年 7 月至 92 年 6 月，「學習型家

庭教育推展策略規劃方案報告」成為此一時期推展家庭教育之工作重點。 
88 年 12 月 29 日教育部舉辦「新世紀教育的展望」座談會，將「全人教育、

溫馨校園、終身學習」作為跨世紀的施政主要方向，而終身學習中有一項與家庭

教育有關的便是要建立一個學習型家庭(國立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民 89)。 
學習型家庭主要來自於「學習型組織」之概念，強調家庭中的每個人首應改

變自己舊有的行為習慣，藉由與家人共處、共學、共享與相互支持的機會，共同

營造溫馨和諧的家庭學習氣氛。 
 
    (二) 家庭教育推動的工作擴及學校、社教機構或團體的整體面向 

民國 87 年教育部公告「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於第三部份之第七項具體途

徑「發展各類型的學習型組織」中提及「第三，要推展學習型家庭，落實終身學

習環境」，並於附錄中明列方案第十一「推展學習型家庭方案」，成為家庭教育工

作推動上的重大轉折點-家庭教育推動的工作由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單一據

點，擴及到各級學校及相關社教機構或團體的整體面向。 
學習型家庭之規劃與推動策略由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暨南國際大學與嘉義大

學家庭教育中心主導，分別研擬各類學習型家庭具體指標及可行措施，由各縣市

家庭教育中心執行。其推展體系如下圖，我們即可從此看出推展單位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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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學習型家庭推展體系 

資料來源：臺灣師大家庭教育研究與發展中心 (民 95)。 
 

  二、家庭教育專責機構正名 – 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為強調事先預防之教育功能，且因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之名稱易使民眾與家庭

扶助中心混淆，民 88 年 7 月各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更名為「家庭教育中心」，

各類推廣教育活動的開辦更為增加。 
 

  三、台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裁撤 
88 年，為配合精省政策，撤廢「臺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據專任 C 談到，

當時臺灣地區家庭教育中心由於成立晚於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其工作人員既未

能於工作經驗上優於部分縣市之工作人員，又未能於行政權責上有權威性，亦為

中心受到裁撤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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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微視系統 
壹、家庭教育內涵 – 終身學習的理念，以學習型家庭為主軸推廣 

此時期對於家庭教育之內涵未有新興之政策主張，然受到終身學習理念的影

響，以學習型家庭概念推展家庭教育成為主流。 
民國 87 年為終身學習年，終身學習的理念逐漸融入家庭教育的各項內涵中： 

「提倡終身學習後，引導式、主動性…，講教育嘛…，開始提出

觀念、導引民眾觀念的前進，強調每個家庭、每個人都需要學習」(主

管 A) 

 

「推展學習型家庭教育，建立祥和社會」中程計畫訂定實施後，家庭教育的

內涵關注學習型家庭的營造。學習型家庭是終身學習教育中學習型組織在家庭中

的應用，目的強調親子共享學習樂趣、豐富家庭文化內涵 (教育部，民 87)。 
學習型家庭概念源自於管理大師 Peter M. Senge 於第五項修練系列書籍所提

學習型組織之概念：強調組織成員中不斷的學習、自我突破，透過團隊共同努力，

以達到個人及組織整體能力的提升與目標願景的達成(郭進隆譯，民 92)。 
在學習型家庭中，家庭被視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組織，強調家人彼此共同學

習，創造積極互動的關係，促使家庭成員重視家庭生活，透過共同學習，營造相

互支持的家庭(廖永靜，民 90；楊碧雲，民 89)。 
綜上，學習型家庭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一種學習型組織，提倡一種積極動態的

家庭型態：強調家人之間是可以相互學習、彼此共同成長的。 
學習型家庭的概念融入家庭教育後，親子與全家性之活動被提倡，影響臺北

市立社教館與家庭教育中心針對親子辦理活動： 
「以學習型家庭為主軸：鼓勵親子共同學習…運用資源…到社教

館來使用資源…」(主管 A) 

貳、臺北市家庭教育專責單位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 
  一、組織編制或角色定位 - 教育功能彰顯、行政體系移轉 

各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於民 88 年 7 月一律更名為家庭教育中心後，臺北

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亦隨之更名為「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其主動性與教育之

功能被彰顯： 

「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是被動的提供資料、輔助性的…，給

有需要的家庭，……開創性與主動性受限於人力、物力……而家庭教

育中心，提倡終身學習後，是引導式、主動性的…，講教育嘛…，開

始提出觀念、導引民眾觀念的前進，強調每個家庭、每個人都需要學

習」(主管 A) 

 

除更名外，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的行政體系也有所變化： 
臺北市政府文化局於民國 88 年 11 月 6 日成立，臺北市立社會教育館行政體

系移撥，由原隸屬臺北市政府教育局轉而隸屬文化局，而以極推動藝術文化活動

為主要業務，家庭教育中心中心亦因此隸屬文化局，與教育行政體系之關係多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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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層關係。 

據受訪者的描述，當時文化局對於所轄單位中家庭教育中心此一教育單位的

存移有所爭議，幾度欲切割家庭教育中心與社教館的關係，社教館館長對於家庭

教育中心的支持，並未因此令其搬遷。但此一時期體制上的限制，功能與定位的

相左，對中心而言是一段辛苦的時期： 
「88 年底文化局成立，文化局對社教館做社會教育的部份不贊

同，他們強調文化藝術的傳承推廣，但只是文化的展演、呈現，甚至

要把社教館改成文化中心，就是文化藝術的提供、變得不應強調教育…

所以對中心的影響，就是(社教館)不再能夠支持，因為社教館陷入角

色定位的問題，那是一段很辛苦的過程，功能上的干擾…」(主管 A) 

「那時候的決定(業務分割)也是一個影響…」(專任 B)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雖仍由社教館館長、各組室主管行政督導推展辦理各項

家庭教育活動，中心對於教育局行政體系資源之運用，仍是多了一道行政程序；

加以前述行政立場之考量，中心自 90 年度起，即在教育局的規畫下，多次邀約

中心專職人員、學者專家會商，預定 92 年度起場地搬遷並回歸教育行政體系。 
 
  二、推展人員及服務對象： 
    (一) 業務主管 – 行政的協助 
    此一時期，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仍設於市立社教館輔導組內，社教館館長與

輔導組組長兼任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及組長工作，館長給予中心極大的自主權、組

長亦較不干涉中心業務，較多為行政上之指導(主管 A、專任 C)。 
「當時對中心的態度，不是去改變它，而是在原有的功能下，開

放很多的訊息(比如各類的親子活動)，共同推展出家庭教育的活動…」

(主管 A) 

「那時候…社教館其實是…比較是行政上的協助…」(專任 C) 

 
    (二) 專任工作人員 – 人員流動影響業務推展與志工信任感 

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遴聘專業推廣工作人員注意

事項」(民 88 年頒布、94 年廢止)第一條中規範遴聘之資格規定，可知進入家庭

教育中心之專業推廣工作人員約略有以下幾類教育背景：家庭類科、教育學門、

心理諮商、社會學相關領域。 
然就上述各類不同之學習背景，人員對課程學習與實務經驗之訓練實有相當

程度之差異，如未有相似主題之學習或相當程度之經驗累積，於各家庭教育中心

業務之掌握、教育內涵之熟悉、推廣工作之進行，恐有窒礙難行之危機。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工作人員計有專任人員 2 名、行政助理 1 名，自民國

87 年至 92 年間，有 1 專任人員之職缺異動 3 次，即 5 年內在同一職務上有 4 位

人員更換，新任專任人員對中心業務的不熟悉，以及志工對職員的適應問題，都

對彼此情誼的建立與工作的信任感造成影響(志工 A、8)，相關業務的推展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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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 
「……再來就是……，不過誰當主管不重要，誰管理志工比較有

影響…現在就根本不知道頭是誰了(志工管理者)」(志工 A) 

「工作人員對志工當然影響大囉…近年來工作人員更迭太快，人

的情感、互動的默契…，志工是「搏感情」的…，感覺到你要待多久，

我們才知道要跟你投入多少…志工的離心感越來越大…新來的人本來

就不專業(指對中心及志工業務不熟悉)，又沒有情誼在，為什麼要我

們志工培訓你？(指說明志工或業務的沿革與進程)」(志工 C) 

 
    (三) 中心志工 – 社教館志工協辦活動，心理師法限制諮詢的發展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志工經多年來的在職訓練、經驗累積，其專業度讓既

有工作得以維持進行，然業務擴增的部份志工無法支援；又因中心已不再招募志

工，在各類活動辦理的需求上多少有所限制，此時社教館轉以投入社教館志工來

協助中心活動是一項新資源的注入： 
「…讓社教館的志工來支援，招待啦、搬椅子…什麼的…，以社

教館補足家庭教育中心志工的不足…，也不去劃分社教館或家庭教育

中心的區別，讓他們去提供家庭教育中心活動的服務，讓志工變成社

教館的助力，中心人員也感到社教館志工的幫忙…」(主管 A) 

 
民國 90 年通過心理師法，有關「非心理治療所或心理諮商所，不得使用心

理治療所、心理諮商所或類似之名稱」乙項，中心由志工提供之電話諮詢服務尤

須謹慎切割諮商與諮詢之區隔，造成部分志工的流失，並衍生出專線定位的重新

認定問題。 
有關諮詢專線定位與志工之自我期許，志工 A 提出了以下建議：如把諮詢

專線比擬為最生活化的「家醫科」，透過中心的諮詢出發，引導民眾自覺、情緒

管理，再區辨後續轉介的可行方案，是一項很好的建議。 
 

「現在很多的專線都快撐不下去了，因為經費缺乏與諮詢專業定

位、心理師法等等的問題…。對中心而言：我們是一群很專業的人力，

諮詢專線是一個很好的介面，可以區別、篩選求助的民眾(是否轉介)，

可以協助、訓練個案，不一定是心理問題的求助，我們應該是引導其

學習和情緒管理。…另，設於家庭教育中心的專線有一個很棒的特色，

他並不是什麼特別有問題的人才可以撥打的電話，不知道該打電話給

誰、不知道怎麼求助的民眾，都可以從我們這裡得到幫助，是一個很

好的出發點。…他應該是最生活化的，就像「家醫科」一樣。…對志

工本身而言：這群人的經驗與素質都比其他專線更為優良，不好好用

太浪費。」(志工 A) 

 
    (四) 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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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習型家庭計畫的推展，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的服務管道由直接服務民

眾，更增添了透過學校單位、民間單位向民眾推廣之管道，服務的管道於是更為

多元、觸及的民眾人數亦提升： 
「我到任後，學習型家庭計劃的開始，面有比以前更廣，就是和

學校的關係…」(主管 A) 

 
學習型家庭計畫的推動，針對雙薪、單親、隔代教養、原住民、身心殘障、

受刑人等六大類家庭設計推動方案，呼應了鉅視系統中家庭結構改變之調適，亦

使家庭教育中心的服務關注弱勢族群。 
「配合學習型家庭的理念，我們也開始關注弱勢家庭的議題，尤

其開始主動結合特殊家庭之團體共同合作活動」(主管 A) 

「學習型家庭的計畫，它把學習型組織的概念拉近來了嘛，所以

然後也開始重視弱勢族群……」(專任 C) 

 
配合終身學習及學習型家庭計畫，社教館中的各項活動亦以親子互動方式設

計，以期協助家庭教育中心業務之推展： 
「進入社教館服務正值終身學習年，於是結合家庭教育之理念，

配合各個節慶辦理活動，如書法、作文、絲襪花…等活動表達父母恩

難忘，鼓勵親子共同欣賞文化、藝術、旅遊、參觀、外牆彩繪等活動…，

將社教館看作提供親子共學的場所，讓家長帶子女來，走出家庭、到

社教機構來，藝能研習班也開始開設親子班……社教館以前是針對成

人教育，開始變成親子教育，親子共同學習、參與藝文活動……以學

習型家庭為主軸：鼓勵親子共同學習…運用資源…到社教館來使用資

源…」(主管 A) 

  三、服務內容與相關配套： 
    受到推展學習型家庭，建立祥和社會中程計畫的影響，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

的活動以推展學習型家庭方案為重點，此部份成為中心與學校大量合作之開端。 
學習型家庭目的強調親子共享學習樂趣、豐富家庭文化內涵(教育部，民

87)，其環境可由硬體的學習資源(如：書籍、書房、電腦等)與軟體的學習環境(如：

非威脅性的環境、培養對話氣氛等)二方面塑造(廖永靜，民 88)，其基本內涵包

含「願與家人相互關心」、「願與家人溝通」、「願與家人分享」、「願與家人共同學

習」及「願與家人相互承諾」等 5 項(周燦德，民 88)。 
辦理方式之多元，如：家長座談會、專題演講、專刊、成長團體、讀書會、

全家出遊等活動，只要能融入前述基本內涵，即可成為一種學習型家庭之模式。

其內容如：一般學習型家庭中的溝通、情緒管理、親職角色等議題；雙薪學習型

家庭中的雙生涯家庭管理、合諧家庭等議題；單親學習型家庭中關係與失落的處

理、成長歷程的回顧、真誠分享等議題；身心障礙者學習型家庭對身障者的認識、

自我探索與家庭溝通、藝術治療、安置轉銜服務等議題；隔代教養學習型家庭中

的新舊價值觀、健康常識等議題；原住民學習型家庭的性教育、愛的學習等等。 



 86

而以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為核心，邀集相關單位向教育部提報計畫、申請補

助共同辦裡學習型家庭方案之方式，於民國 88 年底開辦申請，並於民國 89 年起

進行活動，此後，每年均有學習型家庭計畫於各單位辦理，擴展了家庭教育於各

地之落實。 
    此外，中心亦維持原有之諮詢服務、婚姻與親職教育推廣活動之辦理。 
    (一) 服務內容 

依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簡介折頁，中心偍供的服務如下： 
  1. 諮詢輔導服務：透過(02)2578-1885 專線電話，協助當事人增進自我了

解，及其解決家庭、婚姻、親職…等問題的能力。 
  2. 婚姻、家庭推廣活動：包含婚前教育班、婚前成長團體及「婚姻加油

站」工作坊。 
  3. 親職教育推廣活動：包含社區親職教育讀書會、「心靈咖啡」講座、「電

影欣賞討論會」以及推廣「學習型家庭」方案。 
 
    (二) 推展方式 
      1. 專線諮詢服務部份： 

就提供專線諮詢的部份，跟據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諮詢輔導專線服務

個案之分類，此階段服務對象諮詢之議題以婚姻問題與親子問題為多，自

我調適問題有逐年上升的傾向。 
表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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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122 297 47 108 244 9 - 52 879 
88 145 359 90 157 406 13 - 149 1434 

89 230 273 102 215 428 130 - 67 1445 

90 242 311 105 354 400 143 - 195 1750 

91 228 263 82 352 369 94 - 133 1521 

 
      2. 中心自辦推廣活動： 

    (1) 婚姻、家庭推廣活動： 
延續萌芽期的基礎持續辦理，提供未婚男女交往、擇偶觀念的「婚前

教育班」，是一個兼具知性成長與互動聯誼的兩性教育活動；婚前成長團體

則針對將婚或未婚的兩性議題，進行 6 到 8 次的小團體活動，促使學員深

入探索個人的價值觀；已婚夫妻的部份則安排「婚姻加油站」工作坊，透

過 2 天 1 夜的課程，使日漸平淡的夫妻生活重現生氣。 
    (2). 親職教育推廣活動： 

延續萌芽期的社區親職教育讀書會，中心指派推廣活動志工於有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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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長的學校或社區，協助帶領或指導讀書會進行；「心靈咖啡」講座則以

下午茶的方式，於每月最末週週五下午，在蛋糕與咖啡陪伴的時光中，聆

聽學者專家的分享；電影欣賞討論會則透過電影的欣賞，邀請講師與民眾

共同討論分享。 
 

      3. 與學校之合作關係：學習型家庭計畫 
民國 87 年「推展學習型家庭教育，建立祥和社會中程計畫」頒布施行，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推展活動之重點即在於「學習型家庭」計畫之實施。 
配合教育部將個人學習帶入家庭、進而影響家庭的理念，臺北市家庭

教育中心以開放學校提案申辦各類學習型家庭計畫之方式，向教育部提出

經費申請；並辦理學習型家庭說明會，除傳遞學習型家庭理念外，並透過

研習增進辦理單位間之橫向聯繫。 
學習型家庭計畫的推展，為臺北市帶來許多的助益，除擴展了推廣的

面向以外，更將家庭教育的理念帶出去： 
「『學習型家庭計畫』帶動家人學習的風氣，學習不僅止於

個人，是可以帶回家分享的…」，「其實我覺得學習型家庭的推

廣…是有效的……學習型家庭的推展，基本上就是它讓所有有唸

書的、第五項修練的人，包含企業界、學術界、包含學生，他們

開始了解…什麼是學習型的組織…他們也許不會把學習型組織

拿來應用在家庭…可是我覺得他們可以很快的懂得學習型組織

是什麼，那當我們來推這些家庭的東西的時候，我們可以告訴他

們說，你們可以把你們所學的東西應用到家庭裡面去學習，應該

不是只有自己的學習而是去帶動全家人，我覺得他們比較能夠聽

懂我們說的話…要不然我們過去，以前常常聽到的一些話、一些

抱怨就是：我在外面學了很多，怎麼那個人都不改變…之類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不同的改變」(專任 C) 

 
然而學習型家庭方案的申辦類型以家庭型態區隔，未規範其辦理內

涵，申請單位能否設計出適切之活動內容，以及確實邀請到該類家庭之學

員參與，有所困難。如：一般與雙薪家庭之對象難以區隔，方案區分與設

計即出現問題(何委娥與黃淑滿，民 90)。相關活動辦理在數量上取勝，實

際辦理品質與落實程度不易評量： 
「…它的成效就是量的多而已，雖然有榮獲什麼績優…，但

是不是真的有落實？就不清楚了…」(專任 C) 

 
    (三) 場地設備 

此時期，家庭教育中心仍位於社教館館內，但已規劃搬遷事宜；91 年度教

育局編列預算 90 萬元，規劃家庭教育中心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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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發展走向 
      1. 活動推廣的面向更廣 

學習型家庭計畫的推動，以學校、社教機構及民間單位申辦活動的方

式，家庭教育辦理的活動與地點由家庭教育中心擴展為全面性的相關單

位，推廣面相更加廣泛： 
「我到任後，學習型家庭計劃的開始，面有比以前更廣，就

是和學校的關係…」(主管 A) 

「過去親子活動到現在學習型家庭，從自己單位為主到社

區、學校都推動…」，「現在比較有作為，像學習型家庭…這類對

外的推廣…」(志工 B) 

      2. 醞釀場地搬遷、行政體系回歸教育局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辦公室位於市府文化局下屬臺北市立社會教育

館，在家庭教育業務的實際推動上，由社教館主管督導，但，經費核銷、

政策管轄歸市府教育局；91 年度工作方案中即提及中心規畫、整修及搬遷

事宜。 
根據受訪者的說明，文化局主張教育應與文化分家，社教館館長雖未

有趕走家庭教育中心的打算，但在行政系統的運作困擾下，教育局仍開始

與家庭教育中心展開新辦公地點的覓尋： 
「那時候就是教育局的科長啊…，我們就開始去找中心新的

辦公地點…」(專任 C) 

 
參、相關推展單位及活動 
  一、政府單位 

教育局社教科編列推展家庭教育經費，持續辦理「社區家庭教育」計畫，計

畫之執行與辦理方式與教育部補助之學習型家庭計畫雷同，即教育局藉由經費補

助之誘因，透過計畫申辦之方式，由家庭教育中心結合學校及民間單位共同推廣

家庭教育。 
前述說明可於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91 年度辦理社區家庭教育實施計畫中「由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擬定政策，以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為核心，臺北市政府所屬各

學校為主體，結合民間單位共同辦理社區家庭教育。臺北市所屬社教機構：辦理

親子共讀、共遊、共學活動。」更清楚的可看出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與相關單

位之分工與位階關係。 
另一方面，教育局亦逐步開展與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的互動。民國 91 年 8

月，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於教育局指導下辦理為期 2 日之學習型家庭研習，課程

中邀請學者專家進行專題講座，並安排學員互動時間，進行實務經驗之分享交

流；出席學校遍及臺北市 12 個行政區、89 所學校，共有 97 位老師參與。研習

中，在教育局副局長的指導下訂定未來學校推展家庭教育的近中遠程規劃，家庭

教育中心回歸教育行政系統之規模在此逐漸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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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間單位 
    (一) 因申辦學習型家庭計畫增加與家庭教育中心之合作 

自民國 88 年臺北市配合教育部推行學習型家庭計畫、開放民間單位申辦各

類學習型家庭計畫起，民間單位與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合作計畫之機會提升。似

計畫經費核定後，各項學習型家庭計畫自民國 89 年起開辦，其辦理類別、數量

統計如表 4-3-2。 

其中，各年度辦理單位以國民小學、民間單位為最多，89 年度更以民間單

位辦理之案件數居冠，顯示此時期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與相關民間單位較多之合

作機會。其中不乏關懷弱勢族群之單位，如視障者家長協會、關懷盲人教育協會、

心路社會福利基金會、赤子心教育基金會、天主教聖母聖心會、中華溝通分析協

會、立心慈善基金會、懷仁全人發展中心、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等，對於單親、

隔代教養、原住民及身心障礙者學習型家庭辦理多有良好成效，民間單位資源之

豐富由此可見。 

表 4-3-2 臺北市推展學習型家庭計畫承辦單位類別、案件數統計 

 89 年 90 年 91 年 

幼稚園/托兒所 1 1 2 

國    小 13 31 23 

國    中 5 14 12 

高中 / 高職 0 3 0 

社 教 機 構 0 0 0 

民 間 單 位 31 28 18 

其    他 0 12 1 

總    計 50 89 56 

 

    (二) 民間諮詢專線簡碼服務影響家庭教育中心諮詢服務之個案量 
在臺北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諮詢服務功能轉向教育推廣為重之時，當初同樣

於醞釀期成立之諮詢服務民間單位以加強宣導為策略：為方便民眾記憶，「生命

線」自 87 年起一改碼為「1995-你救救我」四碼專線，提供全日 24 小時電話輔

導；「張老師」亦於 90 年元月起開闢「一九八○－依舊幫您」諮商專線，在全省

各地撥簡碼「1980」，就能與張老師連線洽詢相關問題。 
此類專線直撥號碼的做法，家庭教育中心之諮詢專線未能跟進，即民眾無法

以較簡潔之號碼記憶家庭教育中心諮詢專線以便求助，加以教育部政策上的轉

型，「885 專線」之宣導減少，造成中心專線的個案數逐漸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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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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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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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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邁向開發國家、國際化過程的挑戰，迎接終身學習社會的時代來臨，87

年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公布後，「推展學習型家庭，建立祥和社會」的五年計畫

應運而生，引導出家庭教育融入終身學習理念的作法，並使得推展學習型家庭方

案成為家庭教育中心的工作主軸。 

    三所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的設立，以及其對於家庭教育專業內涵方面的前

瞻，成為中心工作人員專業上的資源；尤以本階段重點工作-學習型家庭規展的

策略上，扮演規劃策略、籌辦知能研習之單位，影響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對於學

習型家庭計畫之推展理念。 

    此時，以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為核心，由相關學校及單位的申辦學習型計畫

之模式，擴大了中心服務與推廣的層面，將家庭教育的理念更為推廣，並帶來家

庭教育中心與學校、單位間的互動增加；由於學習型家庭計畫中針對雙薪、單親、

隔代教養、原住民、身心殘障、受刑人等六大類家庭設計推動方案，使家庭教育

中心的服務關注到家庭變遷趨勢及弱勢族群的議題。 

    中心體制由於社教館移撥文化局，社教館重新定位為文化展演單位，不再強

調原有社會教育之功能，造成與中心教育取向相異之情形；在中心原應隸屬教育

體系的狀況下，亦帶來行政體系上的不便利，中心因此開始籌備搬遷事宜。 

    人員的部分：業務主管對於終身學習理念的認知，將學習型家庭視為終身學

習的重點，將社教館推動成人教育的方向轉為親子共學的活動，把社教館場地經

營成為親子活動的場所，並培訓社教館志工協助中心活動，增添家庭教育中心之

資源。 

    而中心專任人員此時期數度的更替，造成志工面對專任人員轉換的無所適

從、團隊離心力漸增，同時由於志工的離心，亦影響了新任工作人員業務之銜接

與工作經驗累積，影響家庭教育工作的推展。 

     

貳、未能充分反映系統互動之部分 

    此階段鉅視系統中人口高齡化仍舊未受到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之重視，未能

於政策或活動中反映；而外籍通婚現象的增加，臺北市外籍通婚之人數亦高居各

縣市第三位，家庭教育中心雖已開設相關婚姻教育與親職教育之推廣活動，亦有

諮詢專線提供婚姻議題之諮詢，然尚未見中心針對跨文化之外籍配偶家庭開設之

教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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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2 圖 4-4-1 臺北市家庭教育中心受生態系統影響圖 

                – 發展期(民 87 年 3 月~民 92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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