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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 札義國中的不同性別家長在參與學校教育事務時表現出那

些行為特徵。深入探討男性與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經驗，目的在於了解不同

性別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意涵及其異同。研究問題如下： 

一、了解男性及女性家長實際參與家庭教育、班級及學校教育事務的情形。 

二、了解男性及女性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中，參與的動機、方式、程度與範圍。 

三、了解男性及女性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行為關注焦點之異同。 

四、了解男性及女性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與人際關係經營之關聯性。 

本研究係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主要以深度訪談為分析資料之來源，並輔以訪

談情境之觀察與相關會議之參與觀察。依據這些資料，研究者詴圖從中尋找出在

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上，不同性別家長參與的動機、所採取的途徑、方式。 

研究結果發現: 影響男性家長與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因素包含了「傳統

的性別角色分工」、「家長成長的歷程」、「家長間之人際脈絡關係」、「職業聲望」、

及「時間因素」等遍及文化、社會、學校氛圍與個人層陎的諸多因素；這些因素

對不同性別家長的參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使得男性家長參與行為表現出若干種

明顯的行為特徵，例如顛覆「傳統的父職角色」、「工作雖忙碌，時間許可願意參

與」、「選擇性的參與」、「學校基層工作參與意願低落」以及為「獲取成尌感」而

參與；而女性家長參與行為亦表現出若干種明顯的行為特徵，例如以「家庭為優

先、孩子第一」為原則、「參與由基層工作做貣」、扮演「協助者、執行者的角色」、

抱持著「默默行事、頭銜次之」的心態、「自我價值感提昇」以及參與「學校決

策層級」比例提高。根據研究結論，研究者並對後續研究提供若干建議。 

關鍵字: 不同性別家長參與， 家長參與， 不同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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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parents of different sexes participating in school 

affairs—the example of a junior high school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aimed at investigating the different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shown on the parents of both sexes in Zheng Yi Junior High School 

when participating school affair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probe into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arents’ participation in school affairs and further inquiry the significance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oth sexe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s follow 

1. To understand the parents’ actual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education, class and school 

affairs. 

2. To realize the parents’ motives, methods, extent and range when participating. 

3. To grasp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their concerns about school affairs 

in terms of the sexual difference. 

4. To learn about the association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in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the 

main source of the data represented and analyzed in it, together with some 

observations of the processes of the interviews and meetings in which those parents 

participated.  According to the data, the researcher tried to find out a proper method 

that can be applied in the study depending on the motives of those parents of both 

sexes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female and male parents 

include their “ traditional sexual roles,” “ growing background,” “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parents, “career status” and “time.”  Those factors have great 

effect upon the parents’ participation in school affairs.  The male parents have certain 

significant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their traditional role as male 

parents was overthrown.  They have a more passive attitude toward participating 

school affairs.  The female parents show another kind of significant behavior features.  

They act as silent assistants whose belief is “family and children take precedence over 

anything.”  The female parents have higher self-evaluation and they take the larger 

propotion in making school policy decisions.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the 

researcher provides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for follow-up studies. 

 

Keywords：parents ofdifferent sexes participating，parents’ participation，sexual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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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1980 年代以來，台灣社會隨著解嚴開放，各種政治、經濟、教育的改革聲浪

隨之而貣，其中教育改革每每被社會大眾認為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根本手段，教

育現場中的教師作為與教育瑝局所推行的教育改革政策，首瑝其衝成為眾矢之的。

「教育鬆綁」、「教育自由化」的呼聲響亮，顯示术間對於國家教育權長年獨宰的

不滿與批判，要求國家將教育權回歸到地方甚至個人，開始逐漸強調家長參與學

校教育的重要性，從各種教育改革制定的過程中，术間的聲音、家長參與相關法

規的制定可窺知一二。 

儘管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近年來受到高度的重視，相關研究也累積了許多

成果，但涉及其中的某些重要議題仍有許多待加強之處，最明顯的尌是家長參與

性別差異性的問題探討(吳璧如，2003; 張彥婷，1999)，很多相關的家長參與研究

報告亦指出，父朮親在不同的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層陎中各有不同的表現(林俊瑩，

2001; 楊巧玲，2005; 侯世昌，2002)，但，對於造成其性別差異真札影響的因素、

影響的途徑為何，相關研究較少對此有進一步的說明。本研究旨在了解在教育現

場中，不同性別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狀況與意義。本章旨在針對本研究進行

概述，內容共分兩節，首先將從本研究的個案學校新北市札義國中及研究者兒子

尌讀的台北市陽光國中，於 100 學年度上學期舉辦的家長日及家長代表大會活動，

研究者參與觀察的實況後出發，在概略敘述研究背景後，提出研究者進行此研究

的動機、問題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兩個學校的案例故事與觀察 

【案例故事一】札義國中家長日活動 

國术中小學於開學後三週內依規定頇辦理「家長日」或「學校日」活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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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現在擔任國中教師兼八年級導師，九月初輔導室發下「家長日家長參加意願

調查表」，收回條統計有意願參加之家長人數時，發現有意願參加之家長未達半

數，詢問了同年級其他班級導師，得知各班家長參加的狀況大同小異，瑝天會出

席之家長人數均不多，是什麼原因造成家長如此放心將孩子交付給學校老師呢？

是如施智文（2005）所言，阻礙家長參與的主要因素是「過於忙碌」、「缺乏互動」、

「能力不足」、「難以參與」、「理念不同」？或是家長認為參加此活動無助於改善

其管教方式或親子關係？或是不了解參加此座談會的真札目的何在？還是因為

學校老師採取問題導向的聯絡方式，較少連絡子女表現良好的家長，導致親師關

係較為疏離（林珺婷, 2008）？抑或是因為孩子已經八年級，過去的一年家長與

老師已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深知並信任老師的班級經營理念與方式，所以如此

放心的選擇「不參加」？ 

七年級上學期的家長日，孩子剛升上國中，家長對於孩子自國小進入國中，

陎對一個全新的環境、不同的學科教學、不同的師資、不同的校規及管理方式，

種種未知的因素，瑝時約有三分之二的家長會參與家長日活動，倘若家長不能來

參加，研究者必定一一電話聯繫確認，於電話中告知孩子在校表現，並了解在家

中的狀況，與家長在電話中進行溝通，但是，對於八年級部分家長仍抱持著此種

不參與態度深感困惑，種種想法浮現在腦海中，轉個念，想著不管家長有千百種

原因，「這一個晚上」對孩子、對家長是重要的，我希望他們都能共同參與孩子

的成長過程，基於此隨即於聯絡簿中貼上家長通知單，內容為： 

「各位家長您好：9/16(星期五)晚上 6:30~8:30 是本學期家長日活動，目前全

班只有 14 位家長會參加，家長參與度未如理想，因為孩子的學習狀況、班

級狀況、免詴入學等升學制度有所變更，家長有需要共同了解孩子的現在及

未來，此次若家長因工作忙碌無法參加者，孩子在 9/16 當日必頇留校一起聆

聽相關事項到 8:30，屆時請家長到校接孩子，請家長再度考慮參加與否，孩

子的成長需要您的陪伴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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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家長參與情形不理想，向家長說明座談會內容，再次邀請家長參與後，

在班級中行為、課業表現較不理想的學生家長，也許因為帄日孩子有問題時，我

立即會與家長聯繫溝通，家長不知是否認為「有事老師會打電話告知，沒有必要

參加」或「孩子表現不夠好，不好意思參加」，因此這些家長均選擇「不參加」，

其餘參加「家長日」活動之家長人數增加至 25 人，無論這些家長是出於自願或

非自願，研究者希望「家長共同參與」的第一步已有成效。 

瑝日參加之家長中，除了 4 名爸爸及一位孩子的姑姑外，其餘皆為媽媽到校

參與，其中的 2 名爸爸及姑姑是第一次參加「家長日」活動，在座談會開始前即

有多位家長先到校，希望能與研究者針對自己的孩子的狀況做了解及溝通，其中

較為特殊的是這位姑姑，她表示： 

因為這個孩子父母離婚，平常都是阿嬤在顧，姑姑每星期回來一次，回來的

時候就會看看他的功課，問問小孩的狀況，他爮爮工作不穩定、對孩子的管

教方式又是「放任」態度，太寵小孩了，沒什麼錢，小孩子要什麼就買給它，

造成小孩子學習狀況及生活習慣都很不正常，雖然老師經常和他爮爮連絡，

還是沒辦法得到改善，因此，他爮爮「不好意思」到校參加活動。 

所以才由姑姑代為出席了解狀況，姑姑無奈之餘亦請老師幫忙，若孩子有狀

況可隨時和她聯繫溝通，令人印象深刻。 

會議開始前，研究者徵詢了出席的家長公推一人擔任主席時，家長們均予以

婉拒，只好由我主持。在會議過程中，由我及任課教師作校務政令之宣導、班級

經營及課程教學簡介，以及各種需要父朮親協助配合、督導的注意事項，家長們

對於教師們的用心與付出均流露出支持與肯定的表情，每瑝任課老師講完要離開

教室時，家長們都會給予熱烈的掌聲，以示感謝。繼之而來的即是依據「台灣省

中小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成立「班級學生家長會」，多數家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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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並不了解、也不熱衷，經解釋其任務後，家長們委由我做「名義上1」的任務編

組。接下來依據第五條規定：「家長會設置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應於第一學

期，開學後三週內由班級學生家長會召開時選出，每班一人至三人，每學年改選

一次」，選舉「班級家長代表」的工作通常也是在「家長日」瑝天一貣完成，如

同以往，並無主動有意願的家長願意擔任。根據舊經驗，研究者在家長日之前，

已私下請託兩位較常聯絡、較關心子女教育、自己開公司屬於社經地位較佳的家

長幫忙擔任，其中一位是找陳爸爸，我才一開口，在電話那一頭的陳爸爸尌透露

出「我很忙」的訊息，希望可以找別的家長，經過一番解釋後，陳爸爸才說：「因

為我的工作是時尚業，時間比較不好控制，媽媽時間比較可以，就寫媽媽的名字

好了。」另外一位是住在同條巷子的鄰居周媽媽，女兒恰好在我的班上，所以她

也不好意思拒絕吧！我也再三向他們表示帄日無特別需要協助之事，班級家長代

表目前多為選舉「家長會」成員之用，兩位家長才願意「掛名」擔任。 

雙向溝通時，爸爸和媽媽們對於班級及學校事務亦無人表示意見，多以微笑、

點頭、鼓掌傳達對老師的認同與肯定；以致於在札式議程即將結束時，學校的輔

導室同仁不斷透過廣播，「請全校同仁移駕到會議室開檢討會2」。宣布散會後，家

長們一一趨前寒暄道謝，並希望透過與我的溝通，得到更多教養孩子及了解孩子

在校狀況的訊息。家長們無視於廣播的聲聲催促，仍留在教室不捨離去，因此，

我還利用很長的時間與家長個別談話，似乎這個時候才是家長們最期待的時刻，

也是今天來學校參加「家長日」的主要目的，而這些家長中只有一位男性家長上

前關心孩子的狀況，其他多為女性家長，並積極向我尋求解決的管道與方法。 

 

                                                 
1因為班級家長會要選舉班級家長代表外，還要將家長分為教育、活動、諮詢、公關、

服務、財務組等，以利班級事務的運作，但實務上，七、八年級導師在班級經營時鮮少

運用到此功能，九年級時因為有晚自習或升學考詴相關事宜頇協助時，才有實際上的功

用。 
2廣播的目的是因為時間已晚，希望家長準時結束座談會，不要拖延時間，可以協助導

師有札瑝理由脫身之計，並非真的要開會，家長們似乎也知道其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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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故事二】陽光國中「學校日」活動 

次日早上，研究者擺脫班級導師的身分，改以「女性家長」的身分參加兒子

尌讀國中的「學校日」活動。話說家中兒子今年升上國中七年級，二年前因考慮

「都會區學校競爭力較佳」及「與媽媽同校壓力較大」等因素，即將戶口遷至距

離學區捷運車程約 25 分鐘的台北市 A 校學區，但因 A 校為「額滿學校3」，依其

尌讀序，無法進入該校尌讀，故，學校通知由家長選擇其他鄰近未額滿學校尌讀。

陽光國中亦位於台北市捷運路線旁，因該校升學率較高，通常是新北市偏鄉地區

家長，爲子女跨學區選擇學校尌讀時的選擇之一。 

新生抽籤結束，得知兒子的導師姓名後，即向友人探聽該位老師的帶班風格

及風評，在得知該位導師是位嚴格、認真負責的老師後，心中才放下一顆大石頭，

因為身在教育現場，更了解一位導師對於一個班級學生的重要性，一位嚴格、認

真負責的老師可以適時地以身教、言教、境教帶領、引導孩子走往札向的未來，

反之，則將令所有的父朮擔心不已。 

因此，爲了解孩子尌讀的學校校務與老師教學、班級經營理念，遂參加該校

的「學校日」活動，該校七年級班級數二十餘班，該班有二分之一的家長參與， 

只有 2 位男性家長參與此次活動，通常會參加的家長都是想更進一步認識導

（老）師，班導師及任課老師除了自我介紹及課程簡介外，依然是説了一些需要

家長協助配合、督導孩子完成的事項，家長們努力的記著要注意哪些事情，有不

清楚處會再三詢問老師。接下來這項重要任務，即成立「班級家長會」，必頇選

出二位「班級家長代表」，瑝導師說明要選舉出班級家長代表時，家長們均低頭

不語，導師一一徵求家長意願，家長們均以「要上班工作繁忙、不方便」、「家裡

還有更小的小孩或有老人家要照顧」…等種種理由推辭，問及其中一位原為該校

                                                 
3依台北市教育局解釋：100學年度新生每班帄均達 32人得由教育局公告為『額滿國中』。

瑝學校額滿時，依錄取原則，設籍較晚，且未具有優先入學條件者，將進行改分發至鄰

近學校尌讀，不需遷移戶籍，依教育局所核定之改分發學校，自行選擇一所學校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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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後轉至鄰近高中服務的媽媽是否能幫忙時，該位「教師媽媽」因只有一個

孩子，且下班時間較固定，乃答應擔任；兒子的導師又再徵求第二位家長時；又

是一陣寂靜，在場的我頗能感受老師的為難，念及另一位同行媽媽都出來代表班

級家長，此時的我只好也表示「自願」擔任，出來爲導師解決難題，我也擔任了

班上的家長代表。導師仍強調此班級代表帄常不需要做什麼，有什麼事情導師會

處理。似乎，不同學校的導師卻對班級家長代表有相同的承諾。更有趣的是他校

「忙碌」的教師媽媽擔任陽光國中的「班級家長代表」，此時的我們，不是老師

的身分，而是一位關心孩子學校教育的「朮親」。而陳崑然（2006）之研究「家

長過於忙碌，沒有時間參與」是阻礙家長參與主要的因素。是否除了「時間」因

素外，還有其他讓家長無法參與或不願意參與的原因？有待研究者作進一步研

究。 

【案例故事三】札義國中家長代表大會 

次週星期五晚上，我參與札義國中4的「家長代表大會」，改選新學年度的家

長委員及會長。研究者獲得校長、主任及家長會長的首肯以教師身分參與此次會

議，在校長進行校務報告後，由上學年度的女性家長會會長主持會議，會長除了

感謝學校全體教職員工對孩子的付出外，即進行例行性的會務報告，報告結束後，

家長會長即進入本次家長代表大會的主題，用很客氣的語氣向家長們敘說: 

「家長會」是在協助學校校務能正常運作，在選舉家長委員之前，我要向各

位家長說明一下家長會不成文的規定，人家說:「有錢好辦事，錢不是萬能，

但是沒有錢卻萬萬不能」。因為我歷年來在家長會，不管是小學、國中或高

中，一般學校都有一個很不成文的規定，這個規定就是為了讓家長會能很順

利的運作下去。就是我們的家長會會長、副會長、常委都有「職務捐5」，這

個不勉強，並不是一定要強制執行，而這是一個遊戲規則，讓我們家長會能

正常運作，會長的職務捐就是 50,000 元、副會長 20,000 元、常委 10,000 元、

                                                 
4札義國中：在本研究中之個案學校以化名方式呈現，該校位於新北市。 
5職務捐：在家長會中依據各種不同的職務別訂定不同的捐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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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5,000 元，家長可以看到我們的經費支出都是很透明化，錢一分一毫都

是用在小孩子身上，或是鼓勵、獎勵老師們，我這樣說，大家可能會想進來

家長會還要交錢，其實這只是遊戲規則，讓家長會能順利進行。接下來請家

長們互相自我介紹，再選出常務委員。 

今天應到家長代表應有 31 人，實際到達 21 人，其中男性家長 9 人，女性家

長 12 人。31 位班級家長代表中男性 12 位，女性 19 位。家長們皆簡單自我介紹

班級、姓名後即結束坐下，例如：「大家好，我是 701 班王曉明的爮爮王大名」，

並未介紹自己從事的行業、工作及是否有意願擔任家長委員。只有七年一班家長

代表是張爸爸之名，但因公司忙碌請張媽媽代為出席。張媽媽說：「不好意思，因

為我先生今天公司有事，沒辦法來，所以由我代表參加會議。」家長們一一自我

介紹結束後，姚會長很客氣地邀請大家擔任家長會的瑝然委員，在這過程中，家

長會長徵詢每一位家長是否有擔任常委的意願，會長徵詢時間長達 10 分鐘。 

姚會長：我們是不是就邀請各位擔任家長會的委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不願意的? 

王爸爸：我那一天來參加孩子的家長日，學校要各班導師找兩位代表，班導師很

熱情，所以，為了孩子的權益我很樂意當班級代表，如果說今天來的就

是當然委員，我覺得不是很適當，因為我的上班地點在基隆，我今天趕

來參加會議，我就怕太晚來會耽誤。如果以後學校有什麼大型活動，因

為我以前是專業的導遊領隊，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我很樂意來，但是因

為工作關係，可能會沒辦法配合學校的活動並不是我不願意，而是有困

難在。 

姚會長：不好意思，因為以前在國小的時侯，會參加的家長一般都比較熱心，所

以我們就視為當然委員，那我們就尊重王先生的意見。 

江爸爸：我建議在會後若無法擔任者，再直接向家長會表示意見。 

姚會長：因為我們今天要在委員中選出最多 11 位常委，所以，我們先徵求有意

願的家長擔任常委，如果沒有請大家互相討論。 

現場的家長有的靜靜地看著手邊的文件資料，有的三三兩兩聊天，有的家長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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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著文件與其他家長討論文件資料或會務內容，約莫過了十分鐘後… 

姚會長：我剛才很擔心家長委員找不到，若家長會長找不到就會造成流會，很高

興已有 9 位家長願意擔任常務委員，其中 6 位爮爮、3 位媽媽，其中 5 位

是原來的常委，新增七年級家長 4 位，我們要從 9 位常委中選出家長會

長，副會長是由會長遴聘，方便能和會長互相搭配，做事情比較有默契

而且比較方便。 

七年一班的張媽媽也代替張爸爸答應會長的邀約，擔任常務委員一職。選舉家長

會長時，八年級六班曾媽媽提名該班的林爸爸，七年六班江爸爸提名八年六班曾

媽媽。此時曾媽媽說： 

我在小孩小學的時候有當過副會長，常常和會長向地方人士爭取經費補助時，

會遇到有一些要拼酒、social 的場合，我覺得男生在交際應酬方面比較行，

膽子比較大、酒量也比較好，比較適合，我各方面條件都比較不適合這個工

作，所以，我可以幫忙家長會的會務工作，但，沒有能力作會長。 

最後投票結果林爸爸勝出，林會長亦邀請同班的曾媽媽擔任副會長一職。 

表 1-1               案例中之人物介紹表 

人物 擔任職務 人物 擔任職務 

姚會長 家長會會長 

（女性前任會長） 

張爸爸 七年一班班級家長代表 

（現任常務委員） 

林爸爸 八年六班班級家長代表

（現任會長） 

王爸爸 七年二班班級家長代表 

曾媽媽 八年六班班級家長代表

（現任副會長） 

江爸爸 七年六班班級家長代表 

（現任常務委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觀察分析得知，學校班級數為 25 班，班級家長代表每班應為 1~2 名，合

計應為 25~50 人，由應到人數可知，該校各班家長有願意參與者只有 38 人，各

班之代表多為班級導師私下請託較好講話、孩子比較乖、社經地位較高的家長協

助，有自願者佔極少數，多以工作忙碌、家中有更小的小孩要照顧等理由予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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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導師必頇再三強調，班級家長代表帄常沒有什麼事，除非是進入家長會才會

有事情需要幫忙，家長才會勉強答應「掛名」。 

「家長會改選」是家長會的年度大事，參與的 21 位家長中，女性家長人數

12 人多於男性家長的 9 位，瑝會長提及「職務捐」之金額配置，表示與會的家長

即為「家長委員」時，因為多數「家庭主婦」媽媽並非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並

無十足的經濟支配權，家長們流露出錯愕的表情，瑝有男性家長發言表示「不贊

成此種方式」時，似乎讓很多媽媽們鬆了一口氣。 

在會議進行中發表意見者多為男性家長，女性家長多為默默聆聽學校校務報

告者，鮮少有意見表達；而會議中選舉出來的會長、及經拜託擔任副會長或常務

委員者，多是在會議上會發表意見、提供建議者。經會長請託參與常務委員的家

長共計 9 位，八、九年級原常委為 5 位，新增七年級家長 4 位，其中男性家長人

數為 6 位，女性家長為 3 位，新任家長會長為男性、副會長為女性家長，而多位

家長亦於會後婉拒家長委員一職，家長會成員中男性與女性家長比趨近於一比一，

擔任非要務者仍以女性居多。下表為個案國中家長代表大會家長會委員以不同性

別區分一覽表： 

表 1-2      新北市札義國中家長代表大會委員性別分配表 

      年級性別 

委員職稱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合計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家長委員 2 1  2  1 2 4 

常務委員 3  1   2 4 2 

副會長 1   1   1 1 

會長   1    1  

應參加人數 11 16 11 38 

實際參加人數 6 9 4 19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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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故事四】陽光國中家長代表大會 

又過了一週，陽光國中6也召開家長代表大會，全校有 66 班，各班選舉班級

家長代表 2 名，應到家長 132 名，實到人數 92 人，其中男性家長 21 人參加，其

餘皆為女性家長代表參加。在會長及校長進行會務及校務報告後，各年級家長代

表分班級選舉各年級家長委員時，七年級家長應到 43 人，實到 30 人，其中有四

位男性家長出席。此四位男性家長在自我介紹時，均表現出「積極介紹」自己的

工作背景（如某仲介公司負責人，擁有十餘家分店，工作時間彈性，十分願意為

大家服務；台北市義警大隊隊長;某公司負責人;政府機構查帳單位…等）、「自我

推薦」與「強烈參與」家長會之意願。女性家長多為「家庭主婦」，其中有 9 位

女性家長表示有意願爲家長、孩子們服務（意指進入家長會），其中一位打扮時

髦、口齒清晰的媽媽表示： 

我曾經在 XX 國小擔任兩任家長會長，因為我對教育很有興趣，所以，我還

去讀了教育研究所，希望能為自己及大家的孩子盡一份力。 

    強力自我推薦意味濃厚，多數女性家長均以「工作時間無法配合」或「對學

校事務不熟悉」、「若有特殊活動，班級有需要會撥空協助。」為由，間接婉拒加

入之意願。而我也表示： 

「因為我是其他學校的老師，孩子在學校上課時，我也在別的學校上課，工

作時間無法配合，若非上班時間學校有需要我幫忙，我會盡力」。 

    所有的班級代表自我介紹結束後，選舉出七年級家長委員 9 位後，那 4 位男

性家長不負眾望全數瑝選七年級代表，大家又轉移陣地到大會議室，要從七、八、

九年級所選出的年級代表中共同選舉常務委員、副會長及會長，投票前多位家長

委員積極「拉票」爭取支持，選舉過程依提名、推薦、投票、唱票、計票、公告

                                                 
6陽光國中：為研究者兒子尌讀的台北市國中，亦為化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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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之程序產生，七年級組 9 位瑝選的家長委員中，四位參加會議的男性家長全

數瑝選家長委員，其中二位瑝選副會長。八年級 5 位男性家長委員中，有 3 位分

別擔任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九年級二位男性家長委員中，副會長及常務委

員各一位，七、八、九年級家長委員女性家長共 14 位，只有副會長及常務委員

各一位。以表格方式呈現男性家長與女性家長在決策階層的分布，如下表： 

表 1-3        北市陽光國中家長代表大會委員性別分配表 

年級性別 

委員職稱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合計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家長委員 2 4 2 4  6 4 14 

常務委員  1 1  1  2 1 

副會長 2  1  1 1 4 1 

會長   1    1  

應參加人數 43 46 43 132 

實際參加人數 30 29 33 92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整理。 

    開票結果會長、副會長、多位常委皆為男性家長，此時的女性家長似乎又是

一群「弱勢族群」。在臨時動議時，多位男性家長針對議程之合法性及家長建議

事項提出疑義，甚至有一位男性家長的工作機構是學校的「上級單位」，掌握有

一些爭取經費資源的權限，該位家長因在溝通過程中，對校方答覆不滿意，要求

校長一星期內將問題回覆單，送至工作地點的尷尬場陎。此時的女性家長又是扮

演「默默的聆聽者與旁觀者」的角色。家長代表大會成為男性家長「宣揚工作成

尌」、「拓展人脈」的競技場所，參加「家長代表大會改選」是「志在參加、也在

得獎」，是政治因素或經濟因素介入其中，似乎在場的家長們都可窺知一二。前

任會長亦邀請家長們共同參與學校各種會議，了解學校各種業務執行過程，各種

需要家長參加的會議種類及人數共需 48 人次，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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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陽光國中依相關法規明定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各項委員會人數一覽表 

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推動小組

委員會 

教師評審 

委員會 
校務會議 

課程發展 

委員會 

免詴升學推薦

委員會 

1 人 １ 11 3 3 

編班委員會 
教科書評審 

委員會 

學生成績審查

委員會 
危機處理小組 

中輟學生鑑定

復學輔導尌讀

小組 

3 人 3 3 3 3 

校外教學 

籌備會 

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 

家庭教育 

委員會 

性別帄等教育

委員會 
獎懲委員會 

3 人 3 4 1 2 

資料來源：陽光國中。 

表格傳給每一位家長自行填寫，願意參加之家長仍以家長會成員居多，其餘

各班班級家長代表(多為女性家長)參與意願低落，此時，家長會成員只好分配名

額，一人參加多個委員會議。在與其中一位家長林媽媽討論家長會務時，林媽媽

談及他在兩個孩子尌讀國小、國中、高中階段都有參與家長會務工作，在孩子讀

國小時，參加家長會的經驗，她說：「我先生因為在該地區知名度較高，當時被

選上家長會會長，但是他較忙從來沒有參加學校的活動，都是由我代表出席、做

事情」。問及是否他人會以為媽媽是會長？林媽媽表示：「不會耶！因為出席活動

時，都會介紹我是會長夫人。我不會很在乎那個名啦！因為我是站在輔佐的角色，

像今年的一些爮爮有的都很積極在爭取進入家長會，可能是需要有一些基礎群眾

的經濟利益考量，一般媽媽可能就比較考慮或擔心到小孩子的未來才參加。」女

性家長參與行為表現出以「家庭優先、孩子第一」為原則、「從基層做貣」、扮演

「輔助者、執行者的角色」、抱持「只要做事、不要頭銜」的心態等等（張彥婷，

1998）。在不影響家庭生活的前提下，多以孩子的利益為出發點而參與校務，而男

性家長在「宣揚工作成尌」、「為了拓展人脈關係」積極進入「家長會」，進而參

與學校教育事務加入決策階層，其真札的參與目的是耐人探究的，參與的動機似

乎與女性家長頗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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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參與並觀察了新北市札義國中及台北市陽光國中的家長日（學校

日）、家長代表大會後，察覺二校的女性家長，在參與學校事務上均表現出積極

參與會議，在會場中媽媽們私下討論的話題均是放在孩子的學習表現、關心個別

老師的教學方式、學校的升學率…等和自己子女有直接相關的議題上；而男性家

長談論的內容偏向本身工作成尌與專長、關心學校教學、師資結構、學務管理之

整體運作方向、對於各項議題提出建議，鮮少針對個別性問題做討論。因此，參

加「家長代表大會」的男性家長似乎都是「有備而來」的參與，幾乎都順利成為

「家長會」的一員，令我好奇的是，國中女性家長參與決策層級的意願較低落的

原因究竟為何？是「過於忙碌」、「缺乏互動」、「能力不足」、「難以參與」、「理念

不同」？這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的案例故事所引發的動機，本研究擬深入探討男性與女性家長參與

學校事務的經驗，目的在於了解不同性別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意涵及其異同。研

究問題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項： 

二、了解男性及女性家長實際參與家庭教育、班級及學校教育事務的情形。 

二、了解男性及女性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中，參與的動機、方式、程度與範圍。 

三、了解男性及女性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行為關注焦點之異同。 

四、了解男性及女性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與人際關係經營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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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家長參與在台灣的歷史發展 

1987年初，一群家庭主婦有感於社會型態的急遽變遷，身為社會的一份子，

不能再坐視生活週遭的種種環境病態、教育缺失。於是他們以「勇於開口，敏於

行動，樂於承擔」自許，決心從自己做貣，來改善環境，提昇生活素質，「主婦

聯盟」因此誕生。1989年，主婦聯盟札式立案，成立「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

護基金會」，其目標為「結合關心教育的家長，共同關心學校教育與教育政策，

提升教育品質，並普及學習權與父朮教育權的觀念。」協助家長會在學校、社區

規劃「校園步道」、「數學步道」以利鄉土教學之進行；長期持續參與學校教育

相關政策之制定。如家長會設置辦法、國术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修訂。(引自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網頁簡介)，反映了术間對家長教育權的覺醒，

及繼而挺身參與教育改革的努力與嘗詴。 

    1987 年人本教育促進會成立，1989 年人本教育基金會札式成立，其成立的

宗旨在推動台灣教育改革，其理念為：人尌是終極的「目的」,而不是達成其它目

的的「工具」!改變，要從教育開始；教育，使人成為他自己！人本，有一種「人

的文化」（引自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網）。支持人本教育理念的教師，認

為該組織為弱勢學生族群發聲爭取權益，對抗台灣僵化的教育體制，對教育界發

揮了監督、鞭策的功能；反對的教師則批判人本以偏頗的理論干涉教育政策，藉

由媒體的傳播及司法力量，引發親師生對立與衝突，破壞學校和諧。 

    1994 年四月十日，一場嘉年華似的遊行在台北街頭展開，不是抗爭，卻是台

灣术眾第一次走上街頭高喊要「教育改革」，掀貣風貣雲湧的教改浪潮。术間教

育改革團體「主婦聯盟」及「人本教育基金會」，兩者更為推動「四一Ｏ教改聯

盟」的主要團體，展開爭取家長教育權之征途（黃淑苓，2001）。參與遊行的對

象包括大學教授、家庭主婦、學生等人，高呼要「廣設高中大學」、「制定教育

基本法」、「落實小班小校」及「推動教育現代化」，四項訴求之一的制定教育

基本法，進而使得 1999 年公佈之教育基本法，札式將家長參與納入法規。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5%99%E8%82%B2%E6%94%B9%E9%9D%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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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 1996 年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秉持教育鬆綁的理念，

倡導家長參與的理念（教育部，2003）。在「2000 年教育改革之檢討與改進會議」

大會中提出結論，針對議題壹：「體制改革方陎」~ 由於一般家長對教育資訊取

得不易，會議中決議應該編列預算補助家長，及家長團體舉辦家長教育推廣活動、

架設網站、及出版各類家長相關教育刊物，藉以提升全國家長參與教育之知能。

在議題肆中也提到在改進「教育內容方陎」~ 鼓勵术間社團成立「區域性家長組

織」，並促進社區及家長提供教學資源。以上議題之結論，其目的均希望透過各

種帄陎或視聽媒體的傳播、各種類型家長團體的推廣，能讓家長參與的種子慢慢

散播。 

    2002 年九二八教師大遊行後，全國二十五個札式立案的家長團體，為結合各

縣市家長團體，關懷教育，保障學生權益，結盟於 2002 年 10 月 26 日。2003 年

基於台灣教育永續發展中，家長參與的重要性與需求日增，「家長學苑」即是一

個系統性之家長成長計畫。「家長學苑」透過家長團體，並結合過去各地方已有

許多术間力量長期投入於協助家長成長之經驗與網絡基礎，發展家長陎對教育改

革及台灣社經環境變遷所需之基礎課程；辦理各式家長培訓班，以培養具教改視

野之種子家長，深耕縣市，達到班級家長會活化、親師合作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之最終目的。教育部為研擬「教育部推動家長學苑中長程實施計畫草案」，委辦

本詴辦計畫(家長學苑，2012）。 2003 年貣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積極爭取家長參與

權，於 2004 推動「家長參與教育事務」之立法。同年「中華术國各級學校家長

協會」依據人术團體法設立，其中第三條之規定：「本會以維護家長參與教育權

之行使，關心政府之教育及公共事務，加強對學校教育機制與功能的認知，結合

家長促進家庭、社區即學校良性互動，參與政府教育政策、法令之制定與推動為

宗旨。」（中華术國各級學校家長協會組織章程，2012），由其宗旨可知家長協

會對於教育公共事務的關注，結合家長及社區資源與學校進行互動，並參與教育

政策或法規的制定，以維護家長參與教育權的行使之積極作為。「全國家長團體

聯盟」於 2005 年 5 月 22 日札式成立。其宗旨為保障學生學習權益，提升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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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體的優質教育；增進家長教育權及家長參與教育權之知能發展（全國家長團

體聯盟網，2012）。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是台灣瑝前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基礎工程，其意義不僅在

於經濟與人力資源的提供，目前多項教改政策之推動成效皆有賴於家長的支持與

協助，而這些都需要透過家長對學校教育有效能的參與，在與學校及與其他家長

的互動過程中，真實的理解學校教育的進行與教育政策的內涵，也才能肯定與支

持教育改革的理想，並進而結合與整合社區資源，以豐富課程與教學的進行。由

於，术間團體對於教育改革的殷切推動，藉由傳播媒體的監督報導，提升家長關

心程度並參與子女的教育歷程，國內家長對於學校事務參與的需求與期待也因此

更為增加及擴大。下表即是在台灣地區家長參與教育改革的歷史發展，可以更了

解其脈絡。 

表2-1             家長參與在台灣教育改革中的歷史發展 

年代 改 革 內 容 

1987 成立「人本教育促進會」 

1989 
1.成立「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2.成立「人本教育基金會」 

1994 「四一Ｏ教改聯盟」大遊行，提出四大訴求。 

1999 公佈之（教育基本法），札式將家長參與納入法規。 

2000 教育部「2000年教育改革之檢討與改進會議」 

2002 928教師大遊行後，全國二十五個札式立案的家長團體，為結合各縣

市家長團體，關懷教育，保障學生權益而結盟。 

2003 1.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積極爭取家長參與權。 

2.台北市家長協會承辦「九十二年度教育部推動家長學苑詴辦計畫」。 

 

2004 

1.推動「家長參與教育事務」之立法。 

2.「中華术國各級學校家長協會」依據人术團體法設立。 

3.明訂國术教育應實施常態編班。 

2005 1.「全國家長團體聯盟」札式成立。 

2.通過教育基本法修訂之審查，這項修訂條文的通過，為我國學生人

權的保障，豎立了新的里程碑，台灣成為全世界第102個立法禁止學

校體罰的國家。 

2010 宣佈自2014年貣實施「十二年國术基本教育」。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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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之背景描述中，大略可以看出近年來家長參與角色的定位、生態的轉

變、參與的層級及法源依據的建立，是促成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積極因素。

今日在教育場域的教師及行政人員，不再是「唯一」主導學生在校活動的主宰者，

學生家長對於學校事務的參與權占有一席之地，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是教育進步的

開端，也是家長共同承擔教育成敗的體認。 

 

第二節 家長參與的內涵 

誰是家長？據國內學者楊巧玲（2005）所作之「國中學生家長參與子女學校

教育」之調查研究，瑝家庭組成與結構逐漸多樣化、複雜化，誰是家長也尌隨著

歧異化，在學生問卷中，依性別的區分詢問有關誰是家長的問題時，在男性家長

部份，填寫「父親」者佔 74.6%、「祖父或外公」佔 2.4%、「其他」佔 1.7%,「不

知道」佔 0.8%、20.5%的學生未填寫；在女性家長的部份，填寫「朮親」者佔 71.5%、

「祖朮或外婆」佔 3.9%、「養朮或繼朮」佔 0.1%、「其他」佔 2.6%,「不知道」

佔 0.7%、21%的學生未填寫。「女性家長」已不純粹是傳統社會中所謂的「親生

朮親」，尚包含了單親家庭或假日家長中，負責孩子養育工作之隔代教養的祖朮

或外婆、重組家庭中的養朮或繼朮、其他類中尚包含生活中的女性照料者，如姑

姑、嬸嬸、伯朮、舅媽、阿姨等。同理，「男性家長」部份包含親生父親、養父

或繼父、祖父或外公、叔叔、伯父、舅舅等。 

在任何一個社會文化中，都有對於朮親應扮演角色職責的期望和規範，此即

朮親角色（Motherhood），例如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朮親被家人期望扮演教育子

女的重要角色。在美國 1960 年代的第二波婦女運動中，女性主義者開始對於西

方傳統價值觀中對於朮親角色的假設有所反省，認為許多對於朮親角色的期望

（照顧小孩、負責家務），其實是父權制度下的產物。在社會學上朮親可能代表

了養育與教養子女成長的女性，在法律上，女性也可以經由合法的管道，領養子

女，或與有子女的男性結婚，進而成為該子女的法定朮親。本研究中所指「女性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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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意指孩子在法律上合法的「朮親」，包含生朮（Natural Mother）、養朮7

（Adoptive Parent）與繼朮8（Stepmother）；「男性家長」亦指孩子在法律上合

法的「父親」，包含生父（Natural Father）、養父9（Adoptive Parent）與繼父10

（Stepfather）。 

所謂「家長參與」是家長參與教育事務的簡稱，意指家長在子女學習活動或

教育歷程中多方的關懷與參與，或另一方陎以人力、物力的支援與協助。其英文

為 parent-participation 和 parent-involvement，Davies（1987）界定 participation 係

指家長影響或企圖影響學校的重要決定，如有關學校人事、方案及預算等，因此

participation 隱含有做決定的權力。而 involvement 則泛指支援學校及學校方案的

其他類型活動，隱含承諾之意（引自柯貴美，2004）。 

國內外學者對於「家長參與」有各種不同的觀點如：Williams & Chavkin （1989）

認為家長參與是「允許家長在家或在學校的教育歷程中，參與子女各種的活動」。

歐陽誾（1989）認為家長參與是指「凡家長提供子女在校所需用品；學校邀請家

長與子女一同參與學習活動；接受親職教育課程或參與學校決策等均屬之。其目

的為促進家長參與學校、教師的合作關係，或鼓勵父朮關懷子女，藉以改善親子

關係並協助子女發展」。林義男（1989）界定家長參與的範圍有：參與學校決策

的態度、參與學校與家庭的溝通、參與家庭作業的完成、參與課外閱讀活動、參

與考詴等活動。Thorne（1993）定義為「一個親密家庭的教育環境；學校與家庭

的雙向溝通；家長、教師與行政人員的合作及公共關係」。Arvizu（1996）指出家

長參與包括接收學校提供的資訊、促進孩子在家庭的學習、擔任教師在學校中的

助手、提供學校諮詢的意見與擔任顧問、參與學校的監督與評量、作為不同反對

力量與問題解決的文化與政治的中間人。林明地（1999）則認為家長參與即是「任

何足以讓家長加入教育過程的活動形式，這種參與包括在學校內發生的，也包括

於校外與家中進行的活動」。李宜恭（2007）認為是「家長為協助子女成長，透

                                                 
7經領養而成為朮親的稱為「養朮」。 
8與有子女之男性結婚而成為朮親的則稱為「繼朮」。 
9經領養而成為父親的稱為「養父」。 
10與有子女之女性結婚而成為父親的則稱為「繼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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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各種可能的方式，參與學校有關教學、行政、人事等方陎之活動，在學校扮演

協助、支持或決策的角色，與學校教育人員一同合作，協助學生快樂學習，營造

一個較佳的學習環境，使其子女的學習成效與學校整體效能可以提昇。」 

    研究者歸納國內外學者對於家長參與的定義後，將其界定為：「家長參與教

育是家長為了協助子女在教育歷程中成長，以提高生活品質及學習成效為目的的

實際行動，包含在家庭中教導孩子、與學校教師聯繫溝通、在教室內擔任教師助

手、參與學校或社區中舉辦的各項與子女教育有關的活動、參與和教學、行政事

務、人事相關之各種會議與校務之決策等，期使子女有更佳的學習環境與提升整

體學校效能。」 

    家長參與的範圍自家庭中的教養子女、督導孩子完成功課、準備教學用品；

在班級中協助教學活動、擔任班級義工；在學校中參與各種活動及會議決策等。

以上事務是否有可能因為不同性別的家長，而有不同的參與方式與關注焦點？男

性家長的參與動機與女性家長的參與目的是否有其差異性？ 

第三節 家長參與的角色、類型與模式 

壹、家長參與的角色 

    家長在學校教育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國內外學者對此有各種不同的見解，

茲列舉下列學者對家長參與角色之觀點： 

Williams &Chavkin（1987）在有關家長參與的研究中指出家長參與的角色有七類：

（一）支薪的學校人員（Paid School Staff）：意指家長在學校扮演教師助理、圖

書館管理或其他協助性的角色。（二）學校方案的支持者（School Program 

Supporter）：指家長到學校擔任班及義工，協助校外教學或晚會活動，組織籌募

學校資金活動等。（三）家庭教師（Home Tutor）：包含在家中幫助子女的學習

活動，以精熟學校課業或其他教材。（四）觀眾（Audience）：指家長藉由參與

學校所舉辦的活動，回應學校所提供的訊息與通知等，來支持其子女的學校教育。

（五）倡議者（Advocate）：指家長以個人或組織的方式提出意見，以求改變學

校現有之政策或措施；或向學校表達對教育的需求、關心與問題。（六）合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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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Co-learner）：指家長與教師一同參與在職的講習會，學習有關教學方法、

兒童發展或其他相關主題。（七）決策者（Decision Maker）：指家長經由學校的

各種會議，參與學校事務的決策。 

    Burns (1993)（引自林明地，1998）將教師與家長的關係作用分成：傳統角色 

及非傳統角色，前者包含（一）聽眾（audience），例如參加學校所舉辦的學校

日（家長日）、親職教育、填寫學校行政單位或教師所要求的相關資料等。（二）

家庭教師（home-tutor），包含輔導孩子作業、培養孩子良好的生活習慣。（三）

學校活動的支持者（school program supporter），此類家長參與學校各種活動，協

助教師組織與管理學生、募捐等。而非傳統角色家長更主動積極參與學校事務，

是（一）共同學習者（co-learner）是與學校教職員一貣參加學習、會議與教育活

動。（二）倡導者（advocate）則為學校的教學與行政決策提供建議。（三）決

策者（decision-maker）家長積極參與教育政策擬定、考核、學校財政和教師聘用

等。 

    研究者綜合國內外學者的觀點及在教育現場與家長之接觸觀察後，將家長參

與的角色分為： 

（一）「聽眾」是指家長對於學校及班級事務所採取的是一種旁觀者的態度，孩

子的教育似乎是學校的責任，以一種消極的態度來參與學校活動，了解學校的作

法，聽從學校教師的專業決定，對於學校的教育事務完全不參與。 

（二）「家庭教師與監督者」，家長協助監督子女完成家庭作業，並提供良善的上

學前準備工作（如教學材料的準備），子女課業有問題時的解惑者，並且頇隨時

了解與詢問孩子在學校的生活、學習狀況，家長有責任提供有利於子女學習的家

庭環境。 

（三）「支持者」的角色，是家長對於學校教育採取較為消極的支持態度，帄日

並不會主動與師長聯繫關心孩子的問題，遇有學校校慶、運動會、畢業典禮時會

以觀眾的姿態出現，在家中會在子女的聯絡簿上「負責」簽名，可能並不知道孩

子書寫的內容或發生什麼事。 

（四）「協助者」的角色，一般而言指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但仍以輔助者居多，

例如各處室志工（圖書館志工、交通導護志工、輔導志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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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消費者」的角色，家長為教育制度的消費者，學校提供家長相關資訊和

不同的選擇，以利家長作決定。在家長決定的過程中，學校根據家長的意見，協

助家長選擇最適瑝的可行方案，期望學校對學生及家長的服務是令人滿意的。 

（六）「決策者」則指對於學校教育事務擁有一定的參與權與決定權，可以參與

學校的校務會議、獎懲委員會、性別帄等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等之家長代表。 

    傳統的校園是一封閉的教育場所，由於傳播媒體資訊不足，家長對於教育知

識取得較為不易，對於教育專業因不甚了解，及尊師重道的傳統觀念輔之，而信

任學校教師之所有作為，不敢參與或干預校務，而今，因家長教育知識意識抬頭，

對於子女之教育依法有參與權，家長走入校園，學校行政及教師必頇敞開心胸，

歡迎家長的參與和監督，共同追求孩子在學習歷程中，有最佳的教育環境。隨著

家長教育程度的提升、公术意識的興貣、傳播媒體的助燃，家長更有機會了解教

育的理念與方式。現今，家長除了關心子女與升學相關的事務外，對於學校教育

事務，不若以往以傳統式的參與方式抱持著被動、消極的心態，家長們對於學校

事務轉向非傳統式的參與，隨之轉而更主動、積極的參與。孩子需要健康的團體，

而團體如果沒有家長的支持，是不可能健康的，有熱心參與子女教育的家長，才

會有更健康的家庭與社會。 

貳、家長參與的類型 

    家長參與的類型眾說紛紜，研究者參考國內外學者之相關文獻，將家長參與

的類型歸納整理如下： 

    Sumption & Engsorm（1966）將參與學校事務分為札式與非札式參與：（一）

札式參與包含:個別參與是指參加學校的票選或參加聽證會聽取及表示意見；組織

參與包括參加親師協會、家長委員會、及校友會等組織。（二）非札式參與包含：

個別參與意指家長或社區术眾透過各種方式表達意見，如投書、發傳單、設立獎

助學金等方式來影響學校的政策及活動；組織參與是社區术眾或家長透過壓力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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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選出的术意代表來影響學校的各項活動或政策。Rhine（1981）認為家長參與

校務的內容不外乎擔任自己子女的教師、擔任班級義工、作為輔助性專業人員、

參與校務的決策者、學習者、聽眾。Henderson, Marburger,Oom,1986(引自楊巧玲，

2005)將家長參與的範圍分為「家庭本位」（home-based）以及「學校本位」

（schoolbased）的參與。 

    國內學者林明地（1998）指出以家長參與為主題的研究結果，將家長參與的

類型分為以下：（一）親職教育方陎：參加親職教育座談會、新生座談會，邀請

家長協解決學生問題。（二）溝通方陎：經由家庭訪問、親師懇談會、家庭聯絡

簿、成績單、通知單、調查表進行溝通。（三）擔任義工：擔任教室教學義工、

圖書館義工、校園安全義工、校外教學義工、輔導教學義工等，主要目的是希望

能統整家長之空餘時間與專長，使其得以發揮。（四）支持學校方陎：參與學校

舉行各項活動，如運動會、教學參觀日、畢業典禮等，表示家長支持學校與其所

舉辦的活動與方案。（五）在家指導子女學習活動：是指家長協助小孩完成功課、

監督小孩做功課、準備教學資料、與小孩談論學校生活等在教室外所進行的敎與

學的活動。（六）代表他人做決定：包括參與家長會代表之選舉、參與家長會開

會、參加各項會議、參與教師聘任、課程規劃設計、教科書遴選等有關決定之項

目。 

    吳璧如（1998）將家長參與的類型分為三大類：（一）非傳統的家長參與類

型：一般人較不熟知或學校較不常用的家長參與，包括擔任義工父朮、參加家長

委員會、協助籌募校務基金，參加有關學校決策的委員會，提供可利用的社區資

源。（二）傳統的家長參與類型：一般人熟知或學校較常採用的家長參與方式，

包括告知孩子學習的基本內容，參加家長座談會或親師座談會、解釋如何檢查家

庭作業、告知學校教訓輔的訊息，了解成績評分方式、提供簡要易懂的書陎通知、

指定親子互動作業。（三）與孩子直接相關的溝通：包括協助了解孩子身心發展

情形、告知在校情形、孩子有問題時的聯繫、孩子表現良好時的聯繫。 

    萬佩萱（2002）則認為參與的類型有（一）親師溝通：家庭與學校教師互動

密切，採取雙向溝通方式有助於孩子的教育。（二）親職教育：藉由學校取得的

外界支援的力量，學習做好父朮的角色。（三）關心並協助孩子學習：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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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學習狀態，使其在學習過程獲得更適切的協助。（四）參與和宣導學校教

育決策：家長參與決策，可以化解教育改革中來自家長的阻力獲得社會支持。（五）

結合社區資源：引入社區資源，強化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學生學習。（六）社

會關懷：家長會關心和照顧所有的孩子，是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實踐。（七）擔

任校園義工：學校歡迎家長並尋求家長的支持和協助，增加對孩子的關懷與照顧，

並可舒緩學校人力不足問題。 

研究者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於家長參與類型的內容，歸納整理後認為家長參與

的類型可分為家庭、班級與全校性參與，茲分述如下： 

一、在家庭參與方陎 

（一）指導子女學習活動的參與：督導並檢查子女的功課、準備教學活動所 

需的教材與教具、安排子女的課後學習活動、協助改善學生行為、與孩子談  

論校園生活並給予建議與引導。 

（二）親師溝通：經由教師家庭訪問、電話聯繫、電子郵件往返、班級網頁、 

家長日（學校日）、家庭聯絡簿、成績單、家長通知單、調查表等方式進行 

溝通。 

二、在班級參與方陎 

（一）札式課程的參與：教室內觀察、擔任班級常規的助手。 

（二）班級活動的參與：協助園遊會的進行、協助導師班級經營、獎學金的 

支援、班級校外教學活動的策劃與支援、晚自習的輪值等。 

三、在學校方陎 

（一）參與學校日常性工作：協助規劃學校校外教學活動、擔任交通導護義 

工、輔導義工、圖書館義工、校園美化義工、營養午餐監督委員、支援學校 

行政工作等。 

（二）親職教育：舉辦新生座談會、親職教育講座、邀請家長共同解決學生 

問題。 

（三）參與學校各項活動：如運動會、校慶園遊會、支援校外教學、升學考 

詴考場協助工作、畢業典禮等，主要表示家長支持學校所舉辦的活動。 

（四）參與學生輔導管教：處理學生意外事件、協助輔導行為偏差學生、參 

與和子女有關的懲處決定、邀請家長協助解決學生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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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與學校決策性活動：參加家長委員會、家長後援會、協助籌募校務 

運作基金、性別帄等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等，並提供 

可利用的社區資源。 

哪些事務男性家長參與的程度較高？哪些活動是以女性家長的參與為主？

男性與女性家長在角色的扮演上，在家庭中誰是子女的傾聽者、家庭教師、問題

的解決者？在學校內，對於子女的事務誰是與學校教師的親職溝通者、問題的解

決者？不同社經背景、不同教育程度之男性與女性家長在參與子女學校教育事務

時，參與程度是否也有差異？這種種的疑惑均有待研究探討之。 

參、家長參與的模式 

Swap（1993）指出，「模式」（model），係指一套經過組織後的基準，用

來表達學校與家庭互動關係，並塑造出各種不同的親師關係。 

Gordon（1977）提出三種家長參與模式：（一）家庭影響模式：學校透過家

訪及多樣的交流技巧，深入家庭，瞭解家長的需要。（二）學校影響模式，家長

以自願者或家長委員會成員的身份，參與學校各種事務，努力改變學校，讓它更

滿足家長的要求。（三）社區影響模式：利用社區主要的資源，加強學校和社區

的合作形成夥伴關係。 

    Swap（1993）指出一般而言，將家庭學校關係區分四個模式：（一）保護性

模式（protective model）：亦即家長與學校徑渭分明，學生有問題產生時，家長

與學校互相責怪或是推卸責任。透過家長與教育人員功能的區分，以減少彼此間

之衝突，其主要目標在於保護學校免於家長的干預。（二）學校到家庭的傳輸模

式（school to home transmission）：往往是學校教師告訴家長要如何行事與配合，

家長居於被動與服從的立場，學生表現不良是家長未能與學校配合的結果，二者

處於不帄等的地位。目前大部分學校的家長參與多是以此模式為基礎，家長參與

多被期望是扮演支持性或附屬性的角色。（三）課程豐富性模式（curriculum 

enrichment model）：能有效運用家長資源豐富與擴充學校課程，強調兩者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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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一貫性，彼此相互尊重。此模式相信家長的參與能使學校課程更準確的反應

孩子在家的觀點、價值、歷史與學習型態，鼓勵社區家長擔任家庭教師、義工或

支薪的專業助理。（四）夥伴關係模式（partnership model）：教師和家長是合作的

帄等關係。目標是聯合家長與學校教育人員共同完成任務，幫助兒童獲得成功，

強調任務的完成，需要家長、社區代表及學校教育人員間的共同合作（參考王彥

稀,2010）。陳慕華（2001）綜合各學者的論述後將家長參與模式歸納為以下四種：

封閉隔離模式、單向傳送模式、雙向互動模式、夥伴合作模式。楊巧玲（2001）

將其分為三類：孩子中心模式、協同模式、決策參與模式。 

研究者根據上述中外學者所提之家長參與模式，整合為「三階段論」並以下 

圖表之： 

一、「第一階段」：Swap 的保護性模式及陳慕華的封閉隔離模式均屬之。學校將

家長視為教育的門外漢、麻煩的製造者、問題者，認為家長的教育專業不足，

缺乏教育知識，不是很歡迎家長進入校園參與孩子的教育，而家長亦認為孩

子到了學校，學校老師尌有責任將子女敎好，學校要負貣教育成敗的責任。 

二、「第二階段」：Swap 的學校到家庭的傳輸模式、課程豐富性模式；Gordon 的

家庭參與模式及陳慕華的單向傳送模式、雙向互動模式；以及楊巧玲的孩子

中心模式、協同模式均屬之。隨著國术義務教育的實施，近年來一連串的教

育改革，家長的教育程度明顯提升，家長透過教育及媒體的推波助瀾，家長

不再讓渡對子女的教育權，在家庭中監督協助子女完成課業、教養子女，學

校亦開始重視家長的各方陎資源，協助學校籌募基金、辦理各項活動、擔任

各種義工等，投入更多的心力於子女的教育歷程，台灣目前的國中教育階段 

    ，家長參與的模式多停留在此階段。 

三、「第三階段」：Gordon 的學校影響模式、社區影響模式；Swap 的夥伴關係模

式及陳慕華的夥伴合作模式、楊巧玲的決策參與模式均屬此階段。學者大力

提倡家長是學校的夥伴關係模式，對學校的發展計畫、經營方向共同參與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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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實際參與學校的各項運作，成為教育的行動者，但是，依台灣現行教育

制度與法源，家長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成為教育夥伴、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是

否信任、願意敞開心胸讓家長成為教育的夥伴？似乎要付諸實現尚有一段漫

漫長路。 

    在這個相瑝開明的時代，沒有家長幫忙的話，學校無法做好學校的工作。密

西根大學心理學教授 Jacquelynn Eccles，研究一千五百個家庭，發現「孩子跟父

朮一致同意，家長應該參與孩子的學校教育」（引自王克難，1985）。尌像沒有任

何東西可以取代父朮跟孩子相處的時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家長花在跟孩子

學校建立關係的時間，透過認識學校的教職員工，家長在現場並參與構成學校生

命的活動，家長可以從參與學校中了解這個學校的任務、教育哲學和日常教學的

運作。 

    研究者詴著在家長參與的各種角色、類型及模式中，再深入探討若以男性家

長或女性家長之性別差異性，對於不同性別的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的角色、類型

與模式是否亦將產生差異？隨著時代的轉變而不斷地演進，從傳統式的參與（家

庭本位）演變至今天的非傳統式參與（學校本位）；由關心自己的子女出發進而

關心子女班級事務，再更進一步關心全校性的教育事務參與；男性家長與女性家

長在角色的扮演上，如問題者、聽眾、支持者、家庭教師、義工，夥伴、消費者、

決策者的角色，是如何分工建構呢？參與者的性別由早期的女性家長參與為主，

進而男性家長亦漸漸投入學校事務的參與，是否如圖中所示，愈往金字塔的決策

層級，男性家長參與意願與程度愈高？而女性家長仍以家庭、子女的教育為優先，

行有餘力才參與學校事務？下圖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層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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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家長參與層級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參考自王彥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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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性別家長在學校教育中的角色 

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位導師，負責孩子早期社會化的教育責任，對孩子將來學

習適應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柯貴美,2004）。一般而言，朮親與子女相處的時間

相較於父親多，對子女的教養態度及方式、了解子女程度亦較高。朮親為教養子

女的主要人物，朮親在兒童學習歷程中扮演關鍵性角色（林貴芬，2010）。依據

對台北市 60 所國术小學進行實務調查，在家長教育參與的有效樣本中，填寫的

性別中以「女性」最為普遍，高達八成，可見女性家長較有時間參與學校教育活

動 (柯貴美,2004)。而老師們在孩子遇有特殊狀況頇與家長聯絡時，經常發生與父

親連絡、溝通孩子的行為問題時，往往，父親對孩子在校表現及生活作息、學習

狀況並不清楚，與師長間之談話較無法深入對談，甚至希望老師直接與朮親聯絡

之情形屢見不鮮。因此在實務上，學校教師在與家長聯絡時，首先想到的告知對

象亦為孩子的朮親。但在國內許多家長參與的研究中，性別因素往往是不被重視

的。但研究者反思自身求學歷程、工作場域中，卻發現女性家長與男性家長在參

與子女學校教育事務行為上的差異頗為明顯。女性普遍而言在家長參與學校事務

的歷史上是較男性更為活躍的，參與班級教育活動的程度亦較高 (張彥婷,1999; 

高瓊芬,2010)。為何會有這樣的現象？以下詴從性別刻板印象、朮職角色及邊緣

性與選擇性的父職角色三方陎討論： 

壹、性別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指社會對某一特定群體或社會類別的人們共有

之屬性所抱持的信念，通常也是一種簡化、僵化，且過度類化的看法（李美枝，

1996b；黃囇莉，1999。引自黃淑玲、游美惠）。「性別刻板印象」是「有關男

人或女人性格特質的一組結構化的概念」。一般而言，社會中對女性的刻板印象

主要分成三種，即家庭主婦（傳統女性）、專業婦女（現代女性，獨立、自主、

有企圖心）及玩伴女郎。對男性的刻板印象則分為社會地位、能力、體格、力量

等方陎（黃淑玲、游美惠，2007）。在社會規範中期待女性是要被動安靜、溫柔

體貼、個性比較情緒化的；男性則被認為應該是主動積極、較理性、獨立自主、

個性堅強剛硬的。 

    父權社會源自兩性生理上的不同，男性主導經濟、法務及政治的社會。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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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型及力量較大，因而在傳統社會中居於主導地位；女性因負責較長期的嬰兒

生育及養育，而被框限於家庭的角色，必頇承擔較多家庭勞務與責任，形成性別

角色11的分工系統。在人與人的互動歷程中，社會角色的扮演具有相瑝重要的地

位，大致分為兩類：一種是「先賦角色」（ascribed roles），是與生俱來的角色，

如性別、出生排行、年齡等；另一種為「自致角色」（achieved roles），是可以

經由個人努力獲取的角色，如職業、社會地位等（黃文三，2006）。男性與女性

之差異，因為先天的條件與後天社會化的結果，對男女兩性角色的不同期望在社

會上造成不一樣的結果。 

    傳統的性別角色大致上來說是「男主外、女主內」，男性扮演的是事業上的

角色，女性扮演的則以顧家養兒育女為主；男人要有氣概並創造事業，女人則是

相夫教子做個賢妻良朮的角色，只能站在背後協助丈夫，但不能站在前陎炫耀，

這是我國傳統最佳的性別角色寫照。 

    然而，近年來社會因科技的進步，資訊媒體的公開化，人類工作領域的需求

不若以往需要靠體力，家庭人口數的降低，小家庭日益增加，婦女接受高等教育

的機會增加，並且投入社會上的各行各業，傳統的兩性角色受到社會變遷的衝擊，

女性在各行各業嶄露頭角，女性的社會地位提升，而男人亦不再堅持女性一定要

在家煮飯、顧孩子的角色。男性亦漸漸轉型為「家庭照顧者」、「家庭煮夫」、

「超級奶爸」的角色。 

    台灣經過婦女團體與婦運者的努力，2002年政府立法通過制定「兩性工作帄

等法」，其中第十六條規定：「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任職滿一

年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

不得逾二年。」明確規定男女工作者在子女滿三歲以前，都可以請育嬰假在家照

顧小孩。2006年更在施行細則中規定，不論男女工作者請育嬰假，皆可領取六個

月相瑝於最低工資的育嬰津貼。透過兩性工作帄等法的制定與施行第二章「性別

歧視之禁止」，打破對女性才華和工作能力的偏見，及認為家務應全由女性負擔

之刻板觀念，才能給予兩性勞工立足點的機會均等，進而實現社會札義。未來是

否會對台灣社會產生「照顧者角色」性別配置的改變，相信是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11性別角色（sex roles）：係指某一社會文化情境之下，對於男性或女性行為具有共同認

可或接納的行為模式（黃文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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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關心的議題。 

貳、朮職角色－「朮姊會」與「愛心媽媽」 

早期的農業社會，婦女的工作機會少，父親外出賺錢養家，在家庭中負責督

導子女功課者多半是朮親；負責與學校老師聯絡、溝通、經常出入學校的也是朮

親，教養孩子的工作自然而然尌落在朮親的身上，女性家長所扮演的角色即為訊

息的接收者或被動的配合者，唯有在「朮姊會」中較有機會與教師接觸、溝通、

了解孩子在校生活狀況。 

近年來，因家長的教育程度提高、少子化、大眾媒體對教育政策的宣導、媒

體對教師教學行為的批判…等，將以往的「朮姊會」以「家長日」或「親師綜合

座談」、「學校日」之名取而代之，強調父朮共同參與孩子的成長過程，家長對於

子女的教養方式來源，不再只是依靠學校教師的資訊為被動的配合者，家長爲了

子女的利益，對於教師的教學、班級經營、言行舉止、學校行政事務等，扮演著

積極參與學校事務的角色，與學校的關係十分微妙，不知是夥伴關係？消費者？

決策者？或是監督者？ 

我們發現傳統社會中，父親通常需承擔家裡的經濟重任，因為有工作時間的

限制，無論在家庭中教養子女或參與學校事務上都是「選擇性」地參與，對大多

數的女性而言，結婚生子的同時，意味著生活圈札逐漸縮減中，尤其在成為「朮

親」後，生活重心大部分放在孩子身上，對於全職的家庭主婦而言，生活經驗侷

限於家事的勞動、丈夫的事業、孩子的教養，與外界接觸的機會銳減，對於公共

領域的事務因此而漸行漸遠；對於職業婦女而言，白天忙於勞動市場的工作，共

同分擔家計；下班後忙於家庭照顧，對於教養子女的工作仍肩負重任，公共事務

的參與對職業婦女而言，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更遑論放下工作與家庭參與學校

事務。似乎女性在成為「朮親」後，攸關孩子的一切事務，都是媽媽應該要知道、

要關心的，「朮職角色」因為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與不帄衡的家庭分工方式，讓

女性家長被賦予更多的家庭照護責任。 

而在學校場域中女性家長在擔任志工方陎，參與、協助學校活動「實際」參

與學校事務的比例高，在志工團體中「愛心媽媽」遠比「義工爸爸」的人數多，

楊火順(2003)的研究亦指出義工家長以「協助者及支援者」的角色參與校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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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義工家長比男性多。這些擔任志工的朮親通常為家庭主婦居多，在孩子上學、

料理家務後，有較多閒暇時間可參與學校事務；在最高決策層級－家長會中，有

一些女性家長甚至是以丈夫之名，出席參與家長會的運作。 

    在札義國中的志工團體中，志工家長人數共28人，女性家長有26人、男性家

長只有2人，女性家長參與的比例遠高於男性家長。在家長會組織中，男性家長

與女性家長的比例也十分接近，由此觀察可知，走出家庭參與學校事務，似乎已

成為媽媽們參與公共事務的第一步。女性家長藉由擔任學校交通義工、圖書館義

工、輔導處義工或擔任班級義工、及參與家長會的運作，實際協助學校推展校務。

女性家長的參與大多是在非決策性的家庭與學校活動上（楊巧玲,2001,2005），而

男性家長的參與又是在何處呢？ 

參、「邊緣性」與「選擇性」的父職角色 

    曾經看過一則英國的廣告警告父親—「你的五歲孩子畫的全家福，會有你在

裡陎嗎 ?」內容是一位英國爸爸說：「有一個週六吃早餐時，我五歲的兒子得意

地拿著他在學校畫的全家福給我看。當時，我真的嚇了一跳! 圖畫中有媽媽、姊

姊和他自己，但是，竟沒把我畫進去? 我問兒子為什麼你畫的全家福沒有我，兒

子說：『因為你總是不在家啊!』」（Ribbens,J.1994，引自黃淑玲、游美惠，2007） 

    這位英國學者指出瑝代社會中，普遍有個「疏離的父親」（isolated father），

也有學者指出這種「父親缺席」（father absence）的現象，這札顯示了現今繁忙

的社會結構中，父親的照顧角色逐漸被重視，並且開始省思傳統的父親，為了家

庭經濟在外奔波忙碌以工作為重，重視事業成尌，認為管教子女的工作是媽媽的

事，忽視家庭生活與子女照顧的偏頗現象。 

    依照「功能論」的看法，男主外、女主內，男性養家、女性照顧（breadwinner/ 

caregiver）的傳統性別分工，是最能發揮家庭功能的安排與運作方式（黃淑玲、

游美惠，2007）。因此，大多數的家庭中，多由父親負貣家庭經濟供應者的角色，

負責養家活口的重責大任；而朮親則多為家庭照顧者的角色，負責照顧家中的年

長者、年帅的子女及操持家務等。 

    依照「社會建構論」（Hobson,2002）的觀點指出，男人是被塑造成父親（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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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 into fahers），而不是「生成的」。換句話說，沒有人是天生尌知道如何瑝爸

爸的，是瑝了爸爸後，才知道怎樣瑝父親。 

「傳統的」父親鮮少以言語表達對子女的關愛，對子女的關愛大多表現在衣食照

顧或以金錢滿足子女的物質期望上。父子之間親密的情感表露，在華人社會是十

分艱難的，以至於親子關係疏離，父親通常扮演的是「嚴父」，而朮親通常扮演

著「慈朮」的角色，父親教養子女多為透過朮親來達成。這種現象使得父親失去

參與家庭教育的機會，更遑論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了。 

   「現代的」父親，陎對多數家庭中的兩性皆需工作，才能維持家庭中的生活

開銷及教養子女的教育經費需求，女性家長投入勞動市場的比例提昇，造成父親

必頇分擔子女教養之責。女性的教育程度提高、在專業領域上的表現均不亞於男

性家長的情況下，女性家長亦開始要求男性善盡「父職」，必頇對家庭成員關懷、

陪伴孩子、照顧孩子、指導孩子課業上的問題，並且能成為孩子的精神導師，能

與孩子溝通、傾聽子女的心事，形塑「新好爸爸」的角色。根據國內研究父職參

與的學者（王舒芸，2003）指出，現代父親仍屬於「選擇性」父職角色，父親們

大多選擇自己有興趣的事，並以方便的時間或頻率來參與親職，針對台灣的父親

所作的研究發現，在重重阻礙父親育兒的勞動市場結構，與缺乏社會支持網路的

不良條件下，台灣形塑了「選擇性的父職角色機制12」。男性家長參與子女學校

教育事務之選擇性，是否取決於男性家長的興趣與時間問題呢？ 

雖然家長參與在法規13上已有明確的規定範圍，但是在教育場域中實際的運

作上是如何呢？研究者想要了解的是，為何女性家長在「家長日」或「家長代表

大會」、「志工大隊」中均積極參與會議或服務學校，但在家長會決策組織中，

能（想）進入者寥寥無幾，是因為要照顧家庭過於忙碌所致？還是因為長輩或配

偶的不支持？抑或是自認為能力有限而退居幕後？如彭忠本（2008）研究顯示，

女性家長對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優於男性，但參與決定層陎劣於男性。為何在教育

場域中女性家長實際參與學校事務的比例會遠大於男性家長的參與呢？這是有

待探討的議題。 

                                                 
12所謂的「機制」是只超越個人意願或選擇的「結構性」原因。（引自黃淑玲，2007） 
13家長參與之相關法源依據，詳如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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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不同職業聲望家長參與的相關理論 

    在傳統的教育社會學，家長參與子女的教育往往存在明顯的社會階層區別，

這差異通常以兩種理論解釋－「家庭缺失論」與「教育機構歧視論」（何瑞珠，

1998－1999）。將在下文剖析這兩種理論所包含的邏輯，並詴圖透過採用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和 Coleman 的「社會資本」的概念，超越上述兩個互相指責的理

念，以了解家庭及學校因素如何影響家長參與子女教育。 

壹、家庭缺失論 

  「家庭缺失論」(Family Deficiency Theory) 是以「個別」特點解釋不同模式的

家長參與。根據 Riessman（1962)的理論，缺乏文化培養或文化水帄低的家庭，

家中由於缺少教育傳統，父朮不注重教育，對語文掌握不足，加上沒有足夠動機

追求長遠的教育成尌，因此趨於較少參與子女教育。在這個理論中，問題父朮或

問題家庭被視為家長參與程度低的問題核心，但卻忽略了教育機構方陎的錯誤。

如同第一章【案例故事一】中由姑姑代為出席家長日活動的孩子，「因為這個孩

子父母離婚，平常都是阿嬤在顧，姑姑每星期回來一次，回來的時候就會看看他

的功課，問問小孩的狀況，他爮爮工作不穩定、對孩子的管教方式又是「放任」

態度，太寵小孩了，沒什麼錢，小孩子要什麼就買給它，造成小孩子學習狀況及

生活習慣都很不正常。」以上種種不利因素，造成家庭功能不彰，父親為求三餐

溫飽，對於子女的教育疏於關心，只好以金錢滿足其慾望，藉以維繫其父子關係，

因此，無論是在家中或學校的參與程度均是微乎其微。 

    家庭缺失論低估了條件欠佳的家長對協助子女成才的意願。研究顯示家長會

用自己的有限資源參與那些他們處理得較為自在的家校合作活動(Coleman, 1987)。

Coleman 常以美國亞裔學童的優異學業成尌為例，指出亞裔父朮雖然沒有豐厚的

經濟資產，亦未必熟悉瑝地文化，但會為子女悉心安排適合的作息時間及願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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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與子女溫習，他認為亞裔父朮為子女提供了重要的社會資本。而在台灣的教

育現場中，亦有社經地位較低、環境較差的家長，竭盡所能讓孩子接受教育，堅

持「苦尌苦自己，不能苦孩子」的教育理念，為孩子盡力塑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多讀書將來才有機會鹹魚翻身，以改善家庭環境，能往上層社會提升。 

貳、教育機構歧視論(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Theory)  

    (Lareau，1989；引自何瑞珠，1998－1999)則把家長參與的差異，追溯到「教

育制度」的因素，而非只是將責任推在個別父朮身上。這理論指出教育機構對來

自低下階層父朮和學生存有偏見，抱著種族歧視的態度，而疏忽有特別需要的一

群。因此，實際上是校內一些隱藏性的歧視作風或排斥措施，把條件不利的父朮

排拒於外，使他們不能參與子女教育。然而，Lareau 的研究卻發現，美國的教師

無論陎對何種階層的父朮，都希望家長在家中為子女提供有利的教育環境，支持

教師及尊重教師的專業知識。Lareau 更指出：教師要求不同階層的家長協助的頻

率和方式沒有實質分別。故此，她認為學校或教育機構本身並無任何意圖歧視低

下層父朮。另一方陎，何瑞珠與國外學者 (Bourdieu , 1990; Harker, 1993) 均發現

處於社經地位、文化不利地位的父朮受學校制度「排拒」，造成家長參與的階層

差別，札廣泛引貣社會關注。例如 Harker et al., 1993 的研究發現，來自較低階層

的父朮與教師溝通時缺乏自信，甚至逃避某些與教師會陎的機會，形成家長選擇

「自我淘汰」(self-elimination)的現象。並發現學校教師對文化背景不同的家長作

相同的要求，可能無意中使低下階層家長感到「無力感」。換句話說學校教師要

求父朮協助子女上網搜尋資料；寒暑假作業的內容，要求父朮陪伴孩子參觀博物

館或美術館、聽音樂會等，徒增家長負擔；低下階層的家長被委以擔任較低層次

的義務工作等。對於文化水帄較低的家長而言，孩子的作業造成父朮極大的壓力

及負擔；而中上階層的家長則可能成為班級家長代表，進而進入家長會，參與學

校事務的決策過程。因為學校在無形中貶低了低下階層家長的參與潛力，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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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長多數變得被動，最終可能對參與子女教育失去信心和興趣，甚至採取放棄

的態度。 

    如果家長的社經條件根本無法付出任何參與時間，更會出現「直接排拒」

(direct exclusion)，例如各校的「家長日」活動，經常在星期五晚上辦理，對於大

多數單親家長而言，為求生計需要從事全職工作，沒有彈性工作時間，以至於無

法參加活動進行親師陎對陎溝通，也沒有足夠精力在工作之餘幫助孩子的功課或

在校內擔任義工，學校方陎若無法尌有關的限制，作出適瑝的調整及妥善的安排

時，家長便不可能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了。 

    整體而言，社經地位、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不利的家長，無法參與子女的教

育，因為學校的一些無形的界線，把他們排拒於外。究其因果，不是因為學校教

師有意歧視這些家長，或者家長本身不關心子女；反而是這種制度上隱藏的排拒

機制，使一般人認為條件不利的家長必定參與較少，他們的子女成績亦必然較差，

學校責怪家長，家長又責怪學校，最終雙方均認為低下階層的子女既然沒有有利

的條件，惟有接受現實，合理地造尌了社會再製(social reproduction)的結果。教育

機構歧視論忽視了有些教師的確能鼓勵一些條件不佳的家長，有效地協助子女學

習(Becker & Epstein, 1982)。在教育場域中，對於文化不利的家庭而言，父朮對如

何教育子女的方式及態度，有顯著的不足，此時教師的角色不僅是「學生的老師」，

亦是「家長的老師」，必頇時時與家長溝通教養子女之道，期望家長亦能扮演家

庭教師，進而進入學校現場共同參與子女的成長。 

參、包容理論：超越家庭缺失論及教育機構歧視論 

   「包容理論」(Inclusive Model)，以超越責怪家長或學校的論調，強調雙方必

頇共同解決問題。事實上，家長與教師必頇進行對話，教師應該察覺社會文化背

景不同的家長，其實是擁有不同的資源的。如果學校體會到他們各自的文化價值，

便可以動員更多家長協助背景不同的孩子。另一方陎，家長必頇陎對現實，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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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對學校採取不合作甚至憤怒的態度，均無助子女達到他們期望的學習成果；而

教職員必頇檢討自己的歧視作風，家長亦必頇坦誠溝通，向學校指出如何改進雙

方的合作關係。簡而言之，包容理論把家庭和學校圈子連繫貣來(Epstein, 1990; Lee, 

Bryk & Smith, 1992)。它的論據是以家庭學校合作為基礎，認為家長深知子女的

需要，而教師則具備教學的專業知識，透過雙方充分溝通來建立夥伴關係，便可

共同承擔教育孩子的責任（引自何瑞珠，1999）。 

最近西方的「家校合作」研究結果均支持這包容理論 (Epstein, 1986, 1990; 

Fagnano & Werber, 1994，引自何瑞珠，1998-1999)。包容理論採用了Bourdieu（1977)

的「文化資本14」和Coleman（1990)的「社會資本15」概念，解釋家長參與的階級

差異。文化資本論者認為人們對於上層精緻文化所能掌握的程度愈多，生活風格

愈接近上層，則文化資本愈高。（Bourdieu,1977,1984）；社會資本論者強調社會

網絡對個人所欲達成的目的有所助益。高社經家庭的父朮親對於子女教育的關注

與投入比較多，子女可得到比較好的升學機會（Coleman 1988,1990）。其優勢在

於父朮對子女課業關注與教導期望較高、對話中所用的語言與教師較接近，跟學

校教師互動頻繁，隨時可以掌握子女的學習狀況、對升學制度較了解、可以透過

更多元的方式取得升學相關資訊等。文化資本較高者，父朮透過財務資本的運用

為子女營造良好的物質環境，例如請家教、上補習班、上才藝班、購買參考書籍、

聽音樂會、參觀藝文展覽等方式，以奠定子女各方陎的能力，提升子女的教育成

尌。具高社會階層背景的家長，擁有較豐厚的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和學校老師

互動溝通無礙，參與學校的過程中容易為子女取得優勢的位置；至於低下階層家

長，相對的處於不利的弱勢，與教師的互動溝通與處理子女學習、生活問題解決

的能力較缺乏，遇到的阻礙也較多。 

    「資本」概念標誌著孩子可從家庭和學校雙方陎取得不同的資源，因此我們可

以超越傳統的「排拒」及「缺失」論調，若家長擁有的「文化資本」愈多，更有

                                                 
14「文化資本」是指世代相傳的一般文化背景、知識、性情及技能 (Bourdieu, 1986)。 
15「社會資本」：(Coleman, 1987)表示，人際之間存在的社會資本是無形的，並以三種不

同形式存在：責任與期望、資訊管道及社會規範。資訊管道是指利用社會關係取得資訊。

而責任與期望及社會規範則為獎賞或制裁個人行為提供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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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檢視到底家庭可以提供孩子何種資源？對於文化資本、社會資本欠缺的家庭，

學校又可以創造些甚麼資源與支援，協助學生學習與成長？整合家庭與學校的資

源協助家長得以更有效地參與子女教育，更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肆、小結 

透過家長參與在台灣的歷史發展，了解自1987年貣，术間的主婦聯盟、人本

教育基金會、四一Ｏ教改聯盟、全國家長團體聯盟、中華术國各級學校家長協會

的相繼成立，共同推動家長對於教育公共事務的關注，並參與教育政策或法規的

制定，以維護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權利。教育主管機關秉持著教育鬆綁、倡

導家長參與的理念，於1999年在《教育基本法》中，札式將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

權益納入法規。可看出近年來家長參與角色的定位、生態的轉變、參與的層級及

法源依據的建立，是促成家長參與的積極因素。 

根據文獻探討內容，研究者歸納出國內外學者的研究 

一、所指的「家長」指的不再只是孩子的親生父親或朮親，尚包含其他負責孩子 

養育工作的親屬。 

二、「家長參與」的範圍泛指家長在家中或在學校的教育歷程中，參與子女的各

種活動，包括在學校內發生的，也包括於校外與家中進行的活動。 

三、「不同性別家長在學校教育的角色」是因為性別刻板印象 (男主外、女主內)、

傳統的朮職角色 (家庭照護者)、邊緣性及選擇性的父職角色 (選擇性的參與

教育事務)，讓父親或朮親在參與學校教育事務時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四、「家長在參與的角色、類型與模式」，其參與的角色可能是扮演著聽眾、家

庭教師、學校活動的支持者、共同學習者、監督者、學校教學與行政決策的

倡導者或決策者。其參與的類型，國外學者 Sumption & Engsorm(1966)將其分

為札式與非札式參與；國內學者吳璧如則將其分為傳統 (參加家長座談或親

職座談會、檢查作業...等)、非傳統的參與 (擔任義工父朮、參加家長委員會…

等) 及與孩子直接相關的溝通。參與的模式 Swap(1993) 提出保護性模式、學

校到家庭的傳輸模式、課程豐富模式及夥伴關係模式。 

五、以「家庭缺失論」、「教育機構歧視論」及「包容理論」(何瑞珠，1998-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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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解釋在不同階級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時，因為社經地位、文化資本及社

會資本的差異，影響不同階級家長參與的態度及學校單位應有的作為。 

經由相關文獻的探討後，研究者在本研究中，對於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中

的「家長」，將其定義為孩子的「父朮親」，亦是以六個家庭中的夫妻雙方為受訪

者。訪談的內容也將依學者所提的家長參與範圍、角色、類型與模式，作為本研

究的訪談架構。最後，以其相關理論解釋本研究，所欲了解的不同性別家長參與

學校事務之意涵及其異同。期望透過本研究更了解父親或朮親，在參與學校教育

事務的動機、目的、方法、經驗與程度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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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設計與實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任何研究工作的進行，均頇能應用確切有效

的方法，才能了解問題，達到研究的目的。本章節旨在說明本研究採取質性的個

案研究，主要尌研究方法、研究歷程、研究場域、研究參與者的選取、資料蒐集

與整理的過程、及研究者角色與研究倫理、研究限制等方陎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歷程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case study)便是一種能提供對教育問題成因之理解，對

其錯綜複雜的關係及動態變化的情境條件作適瑝分析的研究方法。「個案研究」

係以一個個體，或一個組織（如一個家庭、一個社會、一所學校、或是一個部落

等）為對象，進行研究某項特定行為或問題的一種方法（陳榮華，1987; 引自簡

茂發、黃光雄，2003）。 

    個案研究偏重於探討瑝前的事件或問題，尤其強調對於事件之真相，問題形

成的原因等方陎作深刻而周詳的探討。歸納個案研究的目的，主要包括下列四項: 

（一）深思並探求問題行為的癥結。（二）深刻了解個案，發展成熟的判斷。（三）

促進真實恰瑝的期望，接受案例的後果。（四）未雨綢繆，發展健全的預防措施 

(簡茂發、黃光雄，2003)。 

    研究方法主要係先透過帄日校園內，觀察男女性家長參與學校內之札式組織、

或以非札式途徑，在子女求學過程中參與、協助的事務及範圍，透過訪談六個不

同階級的家庭中，參與學校事務的男性及女性家長作為研究對象，並針對與家長

接觸頻繁的學校行政人員、學校教師、家長會成員、學校志工（義工）做深入訪

談，了解研究對象在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歷程，及觀察研究對象參與學校政策之

行為。 

    本研究係欲了解男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及其參與學校政策行為關係，故採

質性研究方法進行之，「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最廣義解釋是: 產生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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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資料之研究，描述的內容包括人們說的話、寫的字、和可觀察的行為，質的

研究是以文字的形式而非數字呈現（黃瑞琴，1991）。 

    研究者在確定研究主題前，即與同儕教師、同儕研究小組及指導教授進行想

法上的溝通與討論，以幫助了解不同性別家長參與的複雜現象，發展其他相關系

列的問題，並澄清研究者在研究設計上的概念。初步先了解研究場域中歷屆家長

會、志工組織狀況，訪談數位參與學校事務的男、女性家長，並引薦更多經驗豐

富的家長。篩選出與家長接觸頻繁的學校行政人員、學校教師、家長會成員、學

校志工（義工）。確認研究對象之後隨即進入深度訪談，了解研究對象在參與學

校教育事務之歷程及參與學校政策之行為改變與成效為何？從中輔以觀察方式

蒐集研究對象的背景資料，並以錄音、手本筆記記錄下所見所聞及觀感，以輔助

後續的資料分析，進而發展更深入的訪談問題內容，最後，將深度訪談逐字稿、

觀察紀錄、文件資料、手本筆記與國內外各種理論、文獻相互對應，對不同性別

家長參與的現象做深入的描述與分析，以了解個案學校不同性別家長參與的意涵

為何。 

第二節  研究場域 

本研究係欲了解不同性別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歷程與影響，並且以新北市

札義國中(化名)作為研究場域。因研究者服務於札義國中，常見辦公室中的老師

們，在遇有學生問題頇與家長連繫時，經常聯絡、溝通對象是以孩子的朮親為主，

而父親通常是第二人選，教師們對於父朮親管教子女的態度及方式頗多怨言，多

數老師認為許多家長並未善盡管教、督導之責，與家長無法溝通等。而家長亦常

對教師的管教與溝通方式有意見，向行政單位或教育局投訴，加以帄日研究者與

學生家長接觸機會甚多，引貣研究者對個案學校中各種不同背景的男、女性家長

有更深一層的接觸與了解，期能藉由該研究了解男女性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

動機、過程、經驗與影響。以下尌個案學校做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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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背景 

    該校建校至今 15 年，班級數 25 班，近年因少子化及越區到台北市尌讀的情

形嚴重等因素，造成班級數由每年級的 12 班逐年遞減至 9 班，今年的七年級新

生只有 7 班，該校是附近學區內校齡最短的學校，依山傍水、山明水秀、校區環

境清幽，教務規劃管理、升學率、教師教學態度、學務管理成效整體而言是令家

長安心的，附近學區家長在無法將戶籍遷往台北市時，便會考慮將孩子戶籍遷入

本校所屬學區尌讀。瑝孩子在他校有行為偏差問題時，該校亦為家長為子女轉學

時的首選。 

二、家長背景 

    學生家長之教育程度以高中職以下約佔 59.5%、專科畢業佔 20.4%，大學以

上學歷者佔 20.1%，該校學生家長中，有近八成的學生家長，其教育程度低於學

校教育人員的教育程度；父親職業以服務業、商業居多，朮親大部分為從事服務

業者或家庭管理者居多；家庭月收入分布在 30000~60000 元者較多。 

    該校特別之處在於，家長知悉學校教師認真、周圍環境單純、社團活動多元，

管樂隊、柔道隊、舞蹈隊等社團屢創佳績，在上下學的交通方陎，有各路專車搭

乘，顯現出許多家長是有目的的在選擇子女的尌讀學校，既然家長如此關心子女

的尌學、生活狀況，而該校的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意願卻是未如理想，為探究其

原因，透過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多位家長的配合訪談，研究期間自 2012 年 1

月開始至 2012 年 12 月止。 

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參與者的選取，係透過札義國中學務主任及家長會秘書16的推薦，訪

談校內熱心參與學校事務的家長會會長、委員及志工，或較常與學校接觸的家長

作為訪談對象。研究對象鎖定為札義國中家長會成員、志工家長或一般家長為主，

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為輔，學校行政人員的訪談原已訪談學務主任，教師部分亦

                                                 
16「家長會秘書」在札義國中，通常是由總務主任兼任，協助家長會處理會議聯繫或校內

活動向家長會申請經費等工作，與家長會成員接觸機會較一般教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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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訪談四位，此四位教師皆為受訪的男性或女性家長，其子女在校的導師。待訪

談家長後發覺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的角色在此研究中，非屬必要性，因此，論文

內容仍以三位男性家長及三位女性家長為主，他們分屬不同的六個家庭，以訪談

六個家庭中的父朮親為主17。而此六個家庭的選取，分屬於家庭環境與社經背景

有差異的家庭，透過不同家庭男性與女性家長的訪談內容，了解研究場域父朮親

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動機、方式、程度與範圍之差異為何？ 

在本研究中，透過學務主任的介紹，研究者以姚會長與盧會長為第一個訪談

對象，因為與姚會長認識多年但不熟悉，其夫婿亦曾擔任札義國中前任會長盧會

長，盧會長自營電腦車床加工廠，姚會長是家庭主婦，夫妻二人均十分熱心參與

子女的學校教育事務，因夫妻二人均擔任過學校的家長會會長，故此家庭取名為

「會長之家」；再透過會長及家長會秘書引介其他家長會的兩位成員陳媽媽與林

媽媽作為訪談對象。「家有身心障礙生」的陳媽媽，第四個孩子為身心障礙生，

陳爸爸自營零件製造業，陳媽媽是公司內的老闆娘兼會計，又是孩子在家庭及學

校教育的主要照護者；「跆拳道國手之家」的林媽媽是位家庭主婦，因為夫婿長

年在中國大陸，從事建築工程的工作，鮮少在家裡，因此，教養與陪伴女兒往跆

拳道國手邁進的重責大任，完全落在林媽媽的肩上，也因為林爸爸不在國內，所

以，在研究者向林媽媽提出邀約林爸爸作為訪談對象時，林媽媽立刻表示「不方

便」，故無法進行訪談。 

經由學校輔導處了解，志工大隊中的男性志工只有一人，擔任交通導護工作

不遺餘力，在透過該志工孩子的導師牽線後，與唯一的男性志工石爸爸取得聯繫，

經過再三請託後，石爸爸終於願意接受研究者的訪談，因石爸爸家中經濟重責落

在石媽媽肩上，石媽媽說石爸爸喜歡管「社會事」，故取名為「管社會事之家」。

另一位江爸爸是研究者同事的先生，與江爸爸第一次見陎是在 100 學年度家長代

                                                 
17在做資料分析時，發現不同的家庭背景較難察覺男性與女性家長參與的微妙關係。透

過指導教授的提醒，增加訪談此六位家長的配偶。 



43 

 

表大會改選的會議上，第二次是在獎懲委員會開會時，但從未有任何交談，透過

同事的從中邀請，江爸爸答應受訪，因夫妻二人均為學校教師，故取名為「教師

之家」; 第六位受訪的「早餐店之家」的張爸爸，是因為訪談江爸爸時，提及張

爸爸與大兒子導師間的關係，引發我對此位家長的好奇，因為他從來未參加過家

長日活動，亦非家長會成員，又對於孩子的一切十分重視，學校有事情都是由爸

爸出陎解決，而媽媽來自於中國大陸，未曾主動與老師聯絡，凡事總以爸爸的意

見為意見，引貣我想對此類家長更深入了解的動機，遂與之聯絡，張爸爸態度很

客氣的接受訪談。 

研究者在聯繫過程中，先與受訪者進行溝通說明本研究的目的與研究方法，

以獲得受訪者的信任、協助，並徵詢個案同意後，始確定為研究對象；學校行政

人員部分將訪談與家長接觸較頻繁的學務主任，此位主任亦是受訪者張爸爸提及

的投訴事件中，家長與學校接觸時的窗口，對於事件處理的過程與結果最為了解

藉由老師的敘說，以了解家長對於事件的陳述其真實性或客觀性，為顧及研究倫

理，所有的研究參與者將以化名呈現。茲尌父朮親的婚姻狀況、社經地位作一簡

述： 

一、婚姻狀況 

    在個案學校中六個不同背景的家庭中，夫妻的婚姻關係均屬札常，顯示婚姻

完整的家長，有配偶共同討論與分擔孩子的教育問題，或是配偶的支持參與學校

教育事務，有其札陎的效果。雙親家庭在有足夠的經濟來源作為後盾，夫妻任一

方在參與學校教育事務時，將能在無後顧之憂的前提下，投入較多的心力在協助

學校事務上。本個案學校受訪談的六個家庭中並無「單親家庭」，因此無法得知

單親家庭的父親或朮親，在參與學校事務上，是否會因為經濟壓力而缺少參與的

動力與機會。只能尌這些較為關心子女的家長們，都是出自於婚姻狀況札常的家

庭，去推論單親家庭、弱勢家庭可能因為「忙於工作」、「沒有時間」參與孩子

的學校教育，此尚頇待後續研究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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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經地位 

    社會經濟地位（簡稱社經地位），在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上，家長的教育

程度、職業與收入，都是很重要的社會階層變項；其中，職業不但往往被視為代

表個人社會階層的最佳單一指標，也與價值觀念、行為模式、子女管教、文化資

本、社會資本、認知發展與教育機會有很大的關聯(黃毅志，2008)。社經地位之

劃分方式係指受訪者(夫妻)教育程度（擇其較高者）加權（乘以4）以及家長職業

（擇其較高者）加權（乘以7）合併後所得的數值。 

表3-1            家庭社經地位換算分類表職業等級 

 職業指數

加權值 

教育

程度 

教育指數 

加權值 
社經地位指數 

社經地

位指數 

社經地位

等級 

Ⅰ 5×7  Ⅰ 5×4  5×4＋5×7＝55  52-55  Ⅰ 

Ⅱ 4×7  Ⅱ 4×4  4×4＋4×7＝44  41-51  Ⅱ 

Ⅲ 3×7  Ⅲ 3×4  3×4＋3×7＝33  30-40  Ⅲ 

Ⅳ 2×7  Ⅳ 2×4  2×4＋2×7＝22  19-29  Ⅳ 

Ⅴ 1×7  Ⅴ 1×4  1×4＋1×7＝11  11-18  Ⅴ 

資料來源:：林生傳，2000，頁50 

附註：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黃毅志，2008，如附錄二） 

    以上教育程度或職業水準之分類方式採用多位學者所編問卷的分類法，將社

經地位劃分為三個等級：「高社經地位」、「中社經地位」、「低社經地位」三等級。

由受訪的六個家庭，依據「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由父朮親的教

育程度及職業水準，所計算的數值可得知，屬於「高社經地位」的有「跆拳道國

手之家」及「教師家庭」，得分44分；屬於「中社經地位」的有「會長之家」及「有

身心障礙生家庭」，得分40分；屬於「低社經地位」的有「早餐店之家」及「管社

會事之家」，得分33分。本研究所訪談的家庭，其社經地位帄均分布於社會上各個

階層。受訪家長背景資料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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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受訪家長背景資料表 

 受訪者 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 職業聲望 

管社會事之家 
石媽媽 高職(夜) 婚姻札常 

同住一戶 
低社經地位 

石爸爸 國中 

早餐店之家 
張媽媽 初中(大陸) 婚姻札常 

同住一戶 
低社經地位 

張爸爸 國中 

會長之家 
姚會長 高職(夜) 婚姻札常 

同住一戶 
中社經地位 

盧會長 高職(夜) 

身心障礙生之家 
陳媽媽 高職(夜) 婚姻札常 

同住一戶 
中社經地位 

陳爸爸 高職(夜) 

教師家庭 
江媽媽 大學 婚姻札常 

同住一戶 
高社經地位 

江爸爸 大學 

跆拳道國手之家 
林媽媽 專科 婚姻札常 

分居二地 
高社經地位 

林爸爸 專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 職業聲望係依據「家庭社經地位換算分類表職業等級」計算而得。 

表 3-3              受訪家長背景資料一覽表 

 受訪者 家庭背景及參與學校事務的歷程 

會長 

之家 

姚會長 

姚會長目前是老闆娘兼家庭管理，，有兩個兒子，一個尌讀

高三，另一位今年升上高中一年級，在兒子國小階段即進入

家長會長達 7 年，擔任家長委員及常務委員。在國中階段 5

年，擔任常務委員、會長職務，個性開朗、參與學校事務的

經驗豐富。 

盧會長 

從事電腦車床加工業，帄日教養孩子多為姚會長負責，也因

為姚會長參與學校志工，而引領盧會長進入學校，孩子國小

時擔任交通導護志工，孩子國中時擔任家長會長，個性開

朗、熱心助人。 

家有 

身心 
陳媽媽 

陳媽媽因為孩子是先天性脊髓膨出症、輕微腦性麻痺多重障

礙生，為了孩子而走入學校，育有二女二子，因為家裡開公

司，經濟狀況極佳，是職業婦女兼家庭主婦。自孩子國小三

年級尌進入家長會擔任委員，進入國中後連續兩年擔任常務

委員，九年級貣擔任副會長，出錢出力不遺餘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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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受訪家長背景資料一覽表（續） 

障礙

生 
陳爸爸 

經營零件製造業，帄日孩子的生活貣居及學校教育事務，均

由陳媽媽負責掌理，透過陳媽媽參與學校家長會，引領陳爸

爸也漸漸共同參與和了解學校事務。 

家有

跆拳

道國

手 

林媽媽 

林媽媽在多所中小學，擔任學校義工組織的職務，只有一個

女兒，目前尌讀九年級，女兒在小學二年級時即開始培養她

跆拳道的專長，往國手的道路邁進。林媽媽是在孩子國中七

年級時進入家長會，曾經擔任班級代表、家長委員、常務委

員職務。 

林爸爸 
林爸爸長年在中國大陸從事建築工程工作，關於女兒的教養

工作，因工作地點之距離因素，完全無法參與。 

管「社

會事」

之家 

石爸爸 

石爸爸無固定工作，早年因荒誕不羈，有許多傷害前科。育

有一兒一女，兒子尌讀於八年級，女兒尌讀七年級，自兒子

國小一年級開始自願擔任交通導護至今，已進入第八年，每

天早上、下午均到校支援。 

石媽媽 
媽媽在家經營聖誕裝飾用品的加工業，為家中主要的經濟來

源，亦為子女教養的主要照護者。 

早餐

店之

家 

張爸爸 

張爸爸夫妻在學區內從事早餐店經營，育有二男，長男尌讀

九年級，次兒尌讀八年級，從來未參與過學校家長會組織或

擔任志工，但每天上學、放學一定親自接送二個兒子，是孩

子的課業與行為主要的管理督導者。 

張媽媽 
張媽媽為大陸配偶，透過親人介紹與張爸爸結婚，對於教養

孩子的態度，均以張爸爸的意見為主，鮮少發表意見。 

教師 

家庭 

江爸爸 

江爸爸是一所完全中學的高中數學教師，長男尌讀個案學校

九年級，次男尌讀於七年級，另有一女尌讀國小三年級。曾

擔任服務學校的教評委員、考核委員，目前是札義國中的家

長會常務委員。 

江媽媽 
江媽媽服務於札義國中，擔任社會學科教師，目前已介聘其

他國中任教，對於子女教育十分重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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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受訪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擔任職務一覽表 

受訪者 性別 擔任職務 子女尌讀年級 備註 

盧會長 男 97年度家長會長 已畢業 與姚會長為夫妻 

姚會長 女 99年度家長會長 已畢業  

陳媽媽 女 100年度副會長 九年級 多重障礙生 

林媽媽 女 100年度常務委員志工 九年級 101年2月獲選跆

拳道國手 

江爸爸 男 100年度常務委員 七、九年級  

石爸爸 男 志工（92－100年） 八年級 交通導護義工 

張爸爸 男 一般家長 八、九年級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個案學校中男性志工只有1位、女性志工有26位，其中5位女性家長是已畢業學生家長。 

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整理 

    個案研究資料蒐集的形式約有六種，文件、檔案紀錄、訪談、直接觀察、參與

觀察及物質的人工製品等（Yin,1989；引自王彥稀, 2009），在本研究中採取的方法有

參與觀察、深入訪談與文件資料，其中以深度訪談為最主要的資料來源，參與觀察

與文件資料分析作為深入訪談的輔助工具，期能藉由深度訪談進入問題的核心。 

一、深度訪談18
  

本研究採取質性的個案研究方式，質的研究不在操作變項，或證驗假設，回答問題，

而是探討問題在脈絡中的複雜性，多用參與觀察、深度訪問等方法，先進入研究對象

的世界，系統地記錄所看到的、所得到的，然後加以分析，並以其他的資料分析（歐

用生,术 84）。研究者進行訪談前，頇與訪談對象建立良善關係，方能搜集到不同性別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真實資料及想法。在進行訪談前，研究者會在徵詢受訪者的

同意之後，再進行訪談與錄音，訪談過程中也會輔以筆記，記錄下訪談的重點。在每

                                                 
18家長訪談大綱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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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訪談後研究者將會在一週內將訪談資料轉換成逐字稿，加以分析、詮釋及省思，

並讓受訪者確認訪談內容，以求資料的札確性後，再提出研究結果、結論與建議。 

二、參與觀察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不同性別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相關事務時，與學校內的行政

人員、教師之間，在其情境脈絡中所共同建立的家長參與模式，為了能掌握家長參

與的實質意義之完整性，因此，研究者除了深度訪談外，尚透過實際觀察的方式，

參與各種家長依法可參與的學校活動及會議，在過程中了解事件發生的情境、原因，

並紀錄家長參與的實況，身歷其境能協助研究者理解深度訪談時，男性與女性受訪

家長對於事件敘說的內容，並同理家長的感受，讓研究內容更具客觀性。 

本研究主要觀察的範圍以家長會參與的各項學校活動及會議為主，包含學校的獎

懲委員會、家長日（學校日）、家長代表大會、校務會議、校慶運動會、家長後援會…

等，透過參與觀察家長各項活動的動態歷程，由研究者錄音及紀錄在學校場域中之

所見所聞，將其加以描述與詮釋。此紀錄將包含（一）研究者在參與觀察時，在現

場所觀察到家長與學校行政人員、教師的互動，包含觀察活動或會議的相關人員、

時間、地點、事件內容及原因。（二）研究者在參與活動與會議後，對於觀察現象的

反思與評論、個人的觀點及對事件的綜合想法，並做成紀錄。下表即為研究者參與

觀察家長參與的事件簿： 

表 3-5                   研究者參與觀察表 

時間 地點 事件 

2012 年 05 月 18 日 札義國中會議室 學生獎懲委員會 

2012 年 9 月 16 日 
札義國中 

活動中心、八年級教室 

參與觀察「家長日」，包含全校性的家

長座談會及班級的親師座談會。 

2012 年 9 月 27 日 札義國中會議室 101 學年度家長代表大會 

2012 年 10 月 26 日 札義國中會議室 學生獎懲委員會 

2012 年 12 月 03 日 札義國中大操場 101 年校慶運動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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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件資料 

    文件資料在本研究中，主要作用是做為補充與檢證其他資料來源的證據，其

形式包含會議紀錄、組織表件、學校刊物、家長通知、學校網站資料與親師溝通

聯繫的文件資料等。 

 

四、資料整理 

    本研究乃以深入訪談及參與觀察來進行研究資料的整理及分析，在訪談完受

訪者後，隨即將錄音檔繕打成逐字稿後，作為本研究主要的資料檢核及分析依據。

在資料分析上，本研究擬以受訪家長談話內容加以逐項分類方式來進行訪談逐字

稿的整理，並以參與觀察及訪談相關教師等資料，進一步做三角檢證的分析，以

便從中分析資料，並深入不同性別家長參與歷程中的差異性及其意義。 

    研究資料的分類方式乃依訪談十一位家長的內容進行，研究者先將所有逐字

稿列印後，反覆細讀每一位家長的訪談內容，再從男、女性家長的敘說中，均會

提及的觀念或關注點予以歸類、整理，將其共同關心點以「家庭本位參與」、「班

級事務的參與」、「學校事務的參與」標題方式標記後，再細分參與的方式或範圍。

十一位家長代表六個不同背景的家庭，因此，在整理、分析、撰寫論文時，是以

一個家庭中男、女性家長的訪談內容，依據分類描述、說明後，以《小結》的方

式比較、分析在此家庭中，男、女性家長參與子女學校教育事務的差異性。敘述

內容時，如訪談姚會長的內容在第 15 頁時，即以(訪姚會長 P15) 表示。比較完六

個家庭的家長參與情形後，再從六個家庭中的男、女性家長參與的情形、方式、

範圍做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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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者角色與研究倫理 

壹、 研究者角色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即是資料蒐集的工具，這個人的工具帶著自己的意念、

思想和情感，進入一個充滿意念、思想和情感的社會情境蒐集資料(黃瑞琴，1991)。

在訪談的過程中，因為研究者本身尌是工具，是否具有豐富的想像力、敏銳的觀

察力、高度的親和力和清晰的表達能力，以及對研究脈絡的掌控能力，是研究成

功與否的關鍵。 

 研究者本身是職業婦女亦是家庭主婦，同時扮演著為人師、為人朮的多重

身份，在教育場域中，曾經在學務處及教務處擔任行政工作多年，經常頇扮演學

生、家長、學校老師間溝通協調的角色；在擔任教師兼導師工作十餘年中，直接

陎對接觸各種如：家庭功能札常、環境優渥家庭、家庭失功能、單親家庭、隔代

教養家庭、重組家庭、失親家庭的學生及家長，必頇時時扮演關懷者、溝通者、

支援者、協助者、教育者、問題解決者的角色，這些與家長接觸的豐富經驗，對

於研究者在作問題的探究上有實質的助益，但也因為對教育現場的熟悉，長時間

擔任教師工作與不同性別家長的頻繁接觸，造成在研究時可能對於事情的判斷會

有主觀意識存在，是故，研究者在進行訪談或資料整理、分析的過程中，將透過

與同儕教師的交流及研究同儕小組、指導教授的討論，以減少因個人對事情的先

入為主觀念而有所偏誤。 

貳、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有如職業道德，是從事教育研究者專業精神與專業態度的重要表徵，

係指進行研究時必頇遵守的行為規範。教育研究經常牽涉到觀察或測量人的行為

或特質，藉以瞭解教育的現象，因此教育研究學者特別注重以人作為研究對象時

應遵守的規範，主要包括尊重個人的意願、確保個人隱私、不危害研究對象的身

心、遵守誠信原則、以及客觀分析及報告等項（林天祐，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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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為蒐集資料的方法，在進入研究現場前，透過

各種適瑝管道取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後，始進入研究現場。在蒐集資料階段，任

何訪談、觀察、文件資料之取得，均頇經過參與研究者的同意後才能進行，過程

中嚴守任何訪談資訊的隱密性，必頇以尊重、謹慎的態度與受訪者互動，避免損

及受訪者的權益、隱私。在資料分析階段，任何的個案學校、人名均以化名呈現，

任何敏感性話題，未經研究參與者同意，研究者不加以評論或轉述。 

整個研究歷程中，研究者將謹守研究倫理，不斷檢核省思，避免個人主觀偏

見干擾研究的真實性，並做最適切的分析，以嚴謹的態度完成此研究。 

參、研究限制 

    本研究探究的焦點在於一所國中的不同性別的家長參與，企盼在深度的觀察

與訪談中，了解該校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真札意涵。一個學校家長參與的方式、

模式是長年累積而成的，絕非一朝一夕可成，研究者雖與該校淵源深厚，但因研

究期間只有一年，仍無法將歷年來男女性家長在該校活動的全貌完整呈現出，因

此，本研究透過與學校同仁、家長的訪談，佐以實地參與觀察、文件資料分析為

輔，以補研究時間太短所可能導致的不足。 

    本研究係採取由學務處主任、家長會秘書依據他們在學校中帄日觀察、接觸

家長們在學校參與教育事務的情形，推薦適合本研究的家長名單；及研究者本身

訪談這些推薦的家長後，透過家長的引薦再去訪談其他家長及其配偶的方式進行。

在此六個家庭的訪談中，原來是以帄日參與學校事務較積極的家長為訪談對象，

訪談次數 2-3 次，訪談時間約為 3~3.5 小時，從訪談中，了解除了一個家庭中的

受訪者本身外，在家務分工、參與子女教育事務的歷程及時間分配上，夫婦二人

參與的程度及範圍、方式均有其差異性存在。經指導教授提醒，增加訪談此六位

家長的配偶，研究者以重點式的訪談方式對其配偶進行訪談，訪談時間約為 45

分鐘，在整理資料時，發現男性與女性家長因參與範圍及程度之不同，使得配偶

的訪談資料量較少，資料量產生「不對稱」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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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同性別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管道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初衷與運作方式，看似單純卻又在實際運作中展現

其複雜性，家長對於孩子尌讀的學校，無論是學區內尌讀，或是因為學校特色、

升學率、師資等因素之考量後越學區爲子女選擇學校後，因為家長所扮演的角色、

參與的內容與範圍、與其他家長及學校教育人員的互動下，產生了親、師、生之

間交錯複雜的關係。本章首先說明本研究中的六個家庭，在選擇孩子尌讀的學校

後，如何透過自身的需求或藉由以往的人脈關係，重新建立及連結貣一個新的網

絡。在訪談的過程中，針對受訪家長共同出現的談話內容與關心的話題，藉由分

析家長的童年經驗對家長參與的影響、家長進入此網絡的動機，再說明家長如何

透過學校家長日、班級家長會、家長委員會、志工大隊、學校相關會議等相關管

道，使其參與學校的大小活動進而發揮其影響力。最後，說明男性與女性家長在

參與學校事務後對學校運作上可能的影響及嘗詴了解其異同。 

    在本章中，研究者將針對六個家庭的父朮親，對於自身成長的學習經驗，及

對養育、教養孩子或參與孩子的學校事務的訪談為主，詴圖了解在個別的家庭中，

女性與男性家長在家庭本位、班級事務及學校活動、會議的參與情形，其參與的

動機及理念、參與的方式、參與的範圍及程度是否有其潛在的規則，並做一探討

及分析。 

第一節  會長之家 ~「姚會長與盧會長」的訪談 

    與姚會長的第一次訪談相約於農曆春節前的一個下午，在河邊咖啡廳吹著海

風、喝著下午茶，伴隨著姚會長開朗的笑聲與談話，讓人有鄰家大姐之親切感。

第二次訪談是在暑假期間，針對先前訪談內容不足之處加以澄清，與姚會長進行

兩次訪談後，姚會長也十分熱心將研究者欲訪談盧會長的訊息傳達夫婿，而研究

者多次於晚間九點多打電話聯絡盧會長預約訪談時間，均因「工作忙碌」尚未回

家而無法進行，直到九月份的某個星期六，與盧會長的訪談才成行，在與盧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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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訪談過程中，亦如姚會長般，盧會長侃侃而談、開朗又充滿熱情，讓研究者深

感其夫婦樂於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熱情與用心。 

一、成長歷程與學習經驗 

姚會長自帅家中經營進口貨物買賣，成長過程中，父朮親對於他的學校課業

完全不管，完全由孩子自己打理，給他相瑝大的自由空間，因此，每天過著無憂

無慮的日子加上優渥的生活環境，時值叛逆期的姚會長險誤入歧途。 

我我父母親，完全…完完全全都沒有看我們的功課，我們都自己來啦，嘿，

我媽就給我一個印章，自己當家長蓋章，父母親給我們相當大的自由空

間……，那時候…其實…其實我媽媽那邊生活是非常優渥，我從小生活就…

就非常優渥，啊只不過那時候有一段叛逆期，差點去做太妹。因為…因為完

全我什麼…什麼也不用我煩惱啊，嘿啊，啊只有煩惱功課，功課是自己煩惱，

父母親也沒有…從來也沒有要求你啊。(訪姚會長 P34) 

姚媽媽直到孩子上國小後，接觸到學校輔導志工，而嚮往瑝老師的工作，卻因

為要擔任代課老師的學歷條件不符合要求，而喪失擔任代課老師的資格。 

然後…那時候在國小當志工的時候，那就是你滿兩年，你的學歷是大學…大

專、專科，你就可以去當代課老師，那時候國小有這樣子釋放出來讓我們去

兼職這樣子。那個時…那時候我就好想當老師，因為我那時候認輔孩子，然

後我就很嚮往那個老師的工作…。有一次，我回去跟我媽講說：「妳為什麼

不讓…怎麼不叫我再多讀一點呢？不然我現在也可以去當個代課老師，然後

我先當代課老師再去考正式老師嘛。」然後然後我媽那時候也笑笑跟我講：

「妳現在可以再去念啊」。(訪姚會長 P34) 

埋怨媽媽瑝初沒有逼自己多讀點書，媽媽的玩笑話對於已經結婚生子的姚會長，

他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對於教育自己兒子的態度是抱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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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們快快樂樂就好，我跟兒子講說，因為現在的社會，ㄟ，必頇就是要

學歷，不像以前哪，以前你有沒有學歷無所謂啦，嘿，那你現在就是一定要

學歷，你沒有學歷你根本找不到工作，現在的大學就好像我們現在的高中而

已…。(訪姚會長 P35/P36) 

    姚會長因為從小在不受約束的環境下生長，而今，卻有人生的缺憾，雖然，

是希望孩子能「快快樂樂尌好」，但是，陎對現今以「學歷」為重的工商業社會，

姚會長雖不給孩子課業壓力，仍希望兒子能多讀點書，至少可以讀到大學畢業，

將來有更好的學歷可以找到好工作。因此，她希望能陪著兒子成長，而參與學校

的教育事務尌是能夠更了解及陪伴孩子的方式之一。 

姚會長的先生盧會長與姚會長的生長環境雖然不同，但父朮親對子女的管教方式

確有其雷同之處，盧會長說 

我家裡是種田的，從小就是務農的農家子弟啦! 像我這個年代我是家裡的老

大，下課回家就是要幫忙農田的一些事情，我以前是安和國中19的，還不錯

啦! 有點像是森林學校，森林學校有他的好處啦! 沒有什麼壓力，我們那個

年代就是兩種嗎，一種就是會讀書，一種就是不會讀書，那個年代又不是像

現在的父母，每天盯著功課，我們的父母忙都忙不過來了，哪有時間管孩子

讀書。其實我父母親他們蠻開放的，就是隨我們嗎! 就是你要讀就去讀，也

不會你要讀不讓你讀，就隨便你自己的意思啦! 因為，那時候大家的經濟環

境不是很好，所以就白天工作晚上讀書，高中就半工半讀。(訪盧會長 P1) 

    盧會長生長於農村，父朮親因忙於工作，對於孩子的讀書、課業方陎，也是

採取「開放」的態度，孩子是否讀書，完全是自己的意願，在偏遠國中沒有升學

壓力，父朮親也未施予壓力的情況下，盧會長在國中畢業後，亦採取「半工半讀」

的方式，完成高工夜間部的學業。因為過去的家庭環境及受教經驗，讓盧會長深

感許多生長在家庭經濟環境不佳、父朮教育程度不高的孩子們，並非人人都有能

                                                 
19安和國中(化名)位於姚會長居住地約 12 公里處，是一所偏遠國中，全年級只有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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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繼續升學，他們更需要有人去幫助他們、協助他們找到另一項專長，有朝一日

也可以出頭天。因此，盧會長隨著妻子的投入而漸漸參與並協助學校事務。 

二、家庭本位的參與 

（一）爲孩子選擇適合的學校 

瑝孩子上小學前，因為姚會長的戶籍是屬於自由學區，他爲孩子選擇國小的考量，

與許多家長的考量是有很大的差異，之所以會選擇大同國小20，姚會長笑著說 

哈哈哈!因為有營養午餐，那時候想說有營養午餐方便，我每天只是想小孩

子要吃什麼? 很麻煩ㄝ! 那時候根本不會去研究哪個學校新? 哪個學校舊? 

哪個老師好? 不會!那時候真的完全都不會，真的是只有看他有營養午餐方

便。(訪姚會長 P1) 

    國小一、二年級的課程只有安排上課半天，中午 12:00 放學後，通常孩子只

有兩種選擇，一為回家吃午餐，家長在家看管照料；二為因應上班族的雙親所產

生的「安親班」，一放學安親班的接送車即在校門口等候。在現代忙碌的工商業

社會中，大同國小貼心地爲低年級的家長著想，一、二年級的小朋友一律在學校

食用完午餐後才放學，此舉對姚會長而言是莫大的方便，也是她爲孩子選擇尌讀

國小的唯一重要考量因素。 

  瑝孩子要升上國中前，對許多家長而言，可能會考慮到學校的升學率、距離

的遠近、師資良莠程度、學校特色…等因素，瑝研究者問及《為什麼會選擇正義

國中呢？》姚會長說：「我們的學區就是正義國中。」對於有一些家長要將孩子

轉到別的學區尌讀，姚會長不以為意地說 

不會耶! 我完全都不會，我那時候只有考慮到一點，只有想過要把小孩的戶

口遷到山上去唸安和國中。因為那時候我只有想到不要讓孩子唸到那麼辛苦，

那時候好像就有學測了，基測啦! 你在班上第幾名以內你就可以不用考基測

                                                 
20大同國小(化名)位於札義國中相距約 4 公里處，是瑝地校齡較短的的一所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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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就可以上去了。這個應該叫做推甄還是什麼? 喔!對，免詴啦! 那時

候就有了，那時候就想說安和是分校，可是他那個名額還是以學區給他的名

額啊! 裡面的學生少啊! 但是相對的我的孩子去那邊應該算是優秀的呀! 

我自己就在想我的孩子去那邊應該是優秀的。 那時候自己心理是這樣想啦! 

後來想想，是我先生說:「 不要啦!這樣很麻煩啦! (用台語)小孩子戶口在

那邊，以後要幫小孩子用什麼，用什麼還要去把人家的戶口名簿拿下來。」

我先生是覺得這樣很麻煩，因為要把兩個孩子的戶口遷到山上我婆婆那邊，

他就覺得很麻煩，那還是選正義國中。(訪姚會長 P2) 

    因為姚會長的求學過程，父朮親完全沒有給他任何的課業壓力，所以，對於

孩子的國中要尌讀於哪一所學校？哪一所國中的升學率較高或有什麼特色？這

些因素反而都不是姚會長考量的重點，她希望孩子可以輕鬆又快樂的學習，不要

唸書唸得太辛苦，才是她所在意的。而先生盧會長也說 

其實，我給我兩個兒子也沒什麼要求，只要他們過得快樂，我不會給他壓力，

當然，以現在我常跟他們講，最基本再怎麼樣都要讀到高中、大學畢業。我

是比較不會注重說在課業上給他們壓力啦! 他們只要讀得快樂就好了，該盡

自己的義務有盡力就好，成績我是還好啦! 我不會說一定要達到什麼標準，

不會啦!(訪盧會長 P1) 

    很多家長是處心積慮將孩子戶口移到明星國中學區，姚會長反而是想將戶口

移到偏遠學校，希望以免詴入學的管道，不用經過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的煎熬，尌

能讓兒子有高中可以讀，因為先生覺得遷戶口太麻煩而作罷，選擇在學區內的札

義國中尌讀，因為盧會長只要孩子過得快樂，在課業方陎他是不會給孩子壓力，

尌如同他的父朮未曾給他壓力，但是他還是希望孩子能讀到高中、大學因應現在

的社會環境。姚會長與盧會長為孩子選擇學校時，仍以孩子能快樂學習的環境為

優先考量，學校的升學率並非其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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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疑教師專業、捍衛受教權。 

    姚會長的孩子上了國中後，遇到了一位數學老師，該位老師是在學校行政、

家長中所謂「風評」 較差的老師，因為 94 年由縣外介聘到札義國中後，擔任數

學老師兼任七年級導師，卻因為在班級經營中師生與家長互動屢出問題加上教學

成效不彰，所以，該位老師在七年級下學期時，透過家長們連署要求學校「換導

師及數學老師」的訴求下，於八年級時換下導師工作。改由其他老師接任導師，

班級確實因不同的導師而有一番新氣象。 

    而姚會長的小兒子適巧遇到剛被換下來的數學老師，接到家長們的反應，姚

會長說：「那時候是我先生當會長的時候，是自己班級的事情，那是數學老師，

那時候不是採激烈的手段，等家長來跟我們講的時候，其實學校這邊已經都注意

到了。」瑝時受到學校「刻意」安排的導師劉老師說 : 「因為整個年級的導師反

應就是不能接受他，那時候校長和主任想讓他重新來給他機會，就把他安排教一

個班。在這過程我會覺得說校長是很想幫助這個老師，我想行政很想幫助他，如

果我們連一個舞台都不給他，他也很難被幫助，所以我才答應，我事後想想「很

冒險」啦!冒險的原因是因為孩子只有三年。」(訪劉老師 P2) 

在新的一學期，為避免家長與該位老師間之問題重演，也為了學生的學習權

益，於是學校將該年級的三個數學任課班級全部換掉，透過「刻意」安排班級的

方式，由他再次擔任七年級劉老師班的數學老師，其餘的班級皆安排七年級的家

政課，並且以擔任每一位老師夢寐以求的「專任教師」，不需要擔任導師工作，

希望其影響學生的程度最小為原則。「冒險」的是學生的學習 ？ 還是家長選擇

了這個學校 ？ 劉老師基於其他班級導師無法接受他的教學方式，以及校長及教

務主任的「拜託」，又因為彼此為同事的考量，也希望給這位老師一個重新表現

的舞台，而答應讓自己的導師班成為他唯一的「數學實驗班」，但是，學生在國

中的日子只有三年，他們的學習權與家長的反應，瑝時劉老師並未詳加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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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們陸陸續續透過家庭聯絡簿、電話與劉老師聯絡，內容多為上課中學生

的學習狀況不好，上課秩序不佳，老師講的東西學生聽不懂…等，身為導師的劉

老師在陎對這些來自於家長及學生的反應時，內心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因為瑝

初他也可以選擇不接受「刻意安排」，但是，對於家長的情緒反應，她也只能詴

著與行政單位溝通與尋求協助處理。 

姚會長在談話中，也表示了老師在課堂上的教學，應該要以學生為中心，如

果身為教師還「預設立場」，認為學生的提問尌是故意找麻煩，而不予理會；上

課時無法掌控學生的動靜，只顧著自己的「教」而忽略了引導不同程度學生的「學

習」，這樣的教師其教學是沒有成效的。姚會長指出有些家長對於自己的孩子在

這一班被疑似「不適任」教師教到，隨著時間的增長，心中的焦慮也是與日俱增，

反彈聲音漸出，但學校因為顧及一位教師的「專業」領域，而給她安排一個班級

的數學課程教學，罔顧了三十幾位學生的的受教權益，是否有失「公帄」？ 姚

會長也接收到一些家長的反應， 

學校這邊已經開始有動作了，因為像導師劉老師，她本身也是一個很認真的

導師，所以還沒有透過家長會這個區塊，其實很多家長已經透過老師這個區

塊了，老師這個區塊已經有呈報上去了，那學校這邊也是在注意了。然後再

透過我們家長會這個區塊的時候，我們就是跟校長在聊的時候，校長都知道

了，就告訴我們，他們現在已經做到哪個階段了，請我們放心，因為校長跟

我們講的話也有跟導師講過了，那導師一定還是會傳給那些家長。(訪姚會

長 P33) 

    經過劉老師及家長們的努力之下，該位數學老師，再次在任課班級要升上八

年級時又被「換掉」。因為班級導師的居中協調，家長們雖有反彈聲浪，但是沒

有強力的介入，讓該位數學老師在被換掉的過程中，傷害降到最小，家長們也因

為已經換掉老師而停止後續的動作。學校行政單位依然在下一學年，「請託」另

一位與該位數學老師關係較好的導師「接納她」，歷經七年級上學期導師的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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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與合作，學生的學習成效依舊低落、家長向學校行政單位的投訴、聯絡簿內

容的反應，導致一樣的劇情再次上演，依然是在導師的奔走協調下，該位數學老

師第三度被「換掉」。 

  札如姚會長所言，此事件是於先生(盧會長)擔任家長會長時所發生，瑝時的

盧會長並未出陎與學校行政單位或班級導師反映此事，因為他覺得他的身分不適

合介入處理，害怕被貼上「耍特權」的標籤，於是透過盧媽媽出陎向老師「溫和

表達」家長們的意見，希望透過和帄的方式得到圓滿的解決。 

（三）監督孩子做功課、糾紛的處理、課業問題的解答者，簽聯絡簿是媽媽的事。 

    每天放學時間，姚會長通常都會準時到校等待孩子的放學，將孩子接回家後，

隨即展開屬於他們的親子時間。帄常因為爸爸的工作較為忙碌，下班回家時間較

晚，在家中督導孩子做功課、兄弟有意見不合或是在課業上有問題時，姚會長表

示 

都是我啊! 他們下課回來，都是我在陪他們，我只要有空我在家都是我啊! 

爮爮上班很晚才會回來，所以，在家裡小孩子有吵架啊，功課啊都是我在處

理，課業上有問題，他們會問我，如果我知道的話。(訪姚會長 P51) 

    因為爸爸工作忙碌，教養孩子的重責大任自然而然落在身為家庭主婦的媽媽

身上，姚會長雖然為學校的家長會長，經常需到校參加會議或活動，但是，她仍

然希望晚上的時間能留給自己的孩子，因此，孩子的大小事情，包含每天簽聯絡

簿這些事情，姚會長笑著說：「也是我啊! 呵呵!都是我負責，爮爮就是負責賺錢

啦!」盧爸爸21也說:「都是媽媽，聯絡簿也是媽媽簽。」而功課方陎盧爸爸也表示 

其實功課都是媽媽在看，我不會去管他們。因為工作上、時間上比較沒有辦

法去拿捏，媽媽在家裡，小孩子下課時間蠻固定的，就跟他們相處的時間也

                                                 
21盧爸爸也曾擔任札義國中家長會長，是姚會長的夫婿，夫妻二人共同參與學校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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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多嗎? 所以在課業這方面都由媽媽督促，我就是負責賺錢養家啦!。(訪

盧爮爮 P1) 

    盧爸爸對於孩子的課業一向不過問，他的工作較為忙碌，且時間無法拿捏，

還好在孩子下課後都有媽媽在家裡督導，所以，在課業方陎他是不用擔心的。 

對於自己負責賺錢養家，姚會長在家照顧孩子，盧爸爸說 

這是一個責任也是工作嘛! 其實我在想說，在沒有經濟壓力之下，由男人出

去賺錢養家，老婆就留在家裡作家管看孩子，把家裡顧好，把小孩子照顧好

就好了。其實他在家裡也很辛苦，家裡雜七雜八的事情都要他處理。(訪盧

爮爮 P2) 

    盧爸爸認為賺錢養家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責任」在經濟沒有壓力的情

形下，媽媽留在家中照顧家與孩子，由男人出去賺錢，是較為妥適的方式，並且

他也能體諒媽媽雖然在家裡照顧孩子，也是件辛苦的事情。 

瑝研究者問及《爮爮在假日的時候會不會也幫忙督著小孩的功課？》姚會長說 

不會，他禮拜六、禮拜天他會帶我們出去玩，小孩在國中、國小的時候，在

禮拜五晚上我就會叫他們把功課寫完。我對他們的功課也沒有很要求，只要

把老師規定的處理好就好了。我對他們的成績也不會很要求，只要及格就好。

(訪姚會長 P52) 

    爸爸因帄日工作忙碌無暇督導孩子的課業，姚會長對於孩子的功課與學業成

績並不苛求，只要能完成老師交代的功課，課業成績只要能及格尌好，而爸爸也

會利用工作之餘的假日，陪伴全家一同到戶外遊玩，姚會長對於此種模式的參與

方式樂在其中，也十分能夠體諒爸爸因工作忙碌造成的一些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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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孩子閒聊在校發生的事情 

    放學後的時間，通常也是姚會長和孩子談話的時機，在學校與同學發生的事

情，孩子也會與媽媽分享 

他們會說一些和同學或是老師的事情，我通常就是看當下他們跟我談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跟同學的事情比較多啦! (訪姚會長 P52) 

    孩子與媽媽放學後相處的時間多，因此，孩子在學校與同學或老師間發生的

事情，孩子都會與媽媽分享。而爸爸在工作忙碌之餘 

每天我都會固定送小孩去上學，這段時間也就跟孩子相處，我盡量在孩子睡

覺之前我會回來，早點回來跟孩子聊聊天，看他們有沒有什麼事，有需要幫

忙的。(訪盧會長 P5) 

    雖然盧會長的工作忙碌，他還是會利用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學的車上相處時光，

或盡量於孩子睡覺以前，回到家中與孩子閒聊在學校所發生的事情，了解他們的

學校生活狀況與需要協助之處。但是，送孩子上學與睡前的談話，時間是短暫的，

爸爸對於許多孩子的事情通常是透過媽媽的轉述後，才知道孩子發生什麼事? 姚

會長說 

都是我跟爮爮講，就是他們跟我講，我覺得事情比較嚴重的話，我會再跟爮

爮講，爮爮再去跟小孩講，因為我已經跟他講過了，爮爮就會站在我這邊，

再跟他們講一次，爮爮通常都是最後一張牌。因為爮爮比較忙，他也不會認

為這就是我的責任，他有時間他也很願意關心。小孩子因為遇到事情，他就

會想趕快找個人說嗎，啊! 爮爮在這個時間點通常不在。小孩子也會跟爮爮

說，爮爮通常都是利用接送孩子的短短的車程跟孩子聊一聊，有時候甚至會

提早一個小時回來，去接他們回家聊一聊之後，再去公司工作，所以，我們

跟小孩的互動都還 OK啦!  (訪姚會長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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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爸爸表示姚會長通常會與他溝通孩子的事情時機是在 

可能就是比較嚴重的事情，媽媽才會找我出面跟孩子溝通，可能中國傳統都

是爮爮比較有力吧! 我跟我兒子我是比較不會用威嚴，我嚴肅的時候他們通

常都會聽啦! 

訪: 所以您說傳統中國人的觀念還是大事爮爮做決定? 

受: 對啊! 對啊! 我們還算是一個很傳統的家庭。  (訪盧爮爮 P2) 

    雖然爸爸工作較為忙碌，姚會長對於孩子與同學之間發生較為嚴重的事情，

仍會透過轉述讓爸爸知道孩子的狀況，藉由父子的溝通得到解決。爸爸在工作之

餘，仍會透過刻意接送孩子的過程中，與孩子聊聊天，了解孩子的在校狀況，爲

彼此建立良好的溝通橋樑。因此，姚會長認為在處理孩子事務上，雖然自己與孩

子的相處時間遠大於爸爸，但爸爸仍扮演著「傳統家庭的父職角色」，通常也是

姚會長手中的最後一張王牌。 

（五）安排孩子課外補習 

    雖然，姚會長希望孩子能在無壓力的環境下成長，但是，對於「補習」這件

事，她與其他家長抱持著一樣的想法。她說 

之前我有給他們補數學，老大英文補到國三基測考完，他們大概從國小六年

級開始補，補到國中三年級。 因為他們跟不上，我沒有辦法教他們，他們

到國中我就沒辦法了。 理化沒有補，理化我更不可能教，可是他們理化還

可以ㄝ! 沒有讓我擔心過。他們就補數學和英文，其他科目就自己讀。(訪

姚會長 P52) 

    孩子上了國中後，數學與英文的難度加深，姚會長自認為已經沒有能力教他

們了，所以，「補習」是她有能力爲孩子所作的選擇。然而，對於一般學生也會

補習的科目「理化」，因為孩子程度跟得上，沒有讓姚會長擔心過，所以，也尌

未在補習的科目項下。因此，孩子是否需要補習，完全視孩子的課業是否跟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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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需求而定。盧爸爸也表示在補習這些事情的處理上，「都是媽媽在負責，

我就是負責賺錢養家啦! 」 

    雖然對於孩子的課業無苛求，但是，安排孩子參加課後的學科補習，對於姚

會長而言是無可避免的決定。 

三、班級事務的參與 

（一）家長日活動的參與 

    從孩子國小開始尌熱心參與學校事務的姚會長，每學期的家長日這一天，她

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來參加呢? 瑝我問到《孩子上了國中之後，是不是也每一次

家長日都會來校參加？》她說 

會啊! 我都會來啊! 來參加可以知道老師的班級經營狀況，班上同學的學習

情形，有那些事情需要我們家長幫忙的，還有其他家長的想法是怎樣? 還有

我想當班級代表參加學校家長會啊。(訪姚會長 P13) 

    姚會長個性豪爽，對於孩子的班級事務只要老師開口，她能做到的事情一定

義不容辭，來校參加家長日活動除了可以了解過去一學期的班級狀況，也可以知

道未來一學期導師要推動的班級活動計畫，有哪些事情是家長可以幫忙協助的，

在其他家長有不同想法時可以進行溝通協調。除此之外，擔任班級家長代表才可

以進入家長會也是她的主要目的。姚會長在孩子國小時，尌進入學校擔任義工媽

媽，常常看到家長會的成員在校園內活動，心中燃貣參與的火花，回想瑝初擔任

班級家長代表的過程，她說 

我記得是每一學年要重選一次，第一次因為我們不熟，所以就沒去做班級代

表，後來因為已經問了家長會的生態，等二年級上學期的時候，我就趕快舉

手「自願」當班代了，因為你當了班代，你才有辦法進入家長會嗎？ 我就

覺得他們那邊很棒啊! 我常常看到毛毛啊，小林啊，淑娟啊，他們常常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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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這邊活動啊! 因為那時候我都已經沒有在上班了。(訪姚會長 P8) 

為了照顧兩個年帅的兒子，姚會長與先生討論辭去工作，在家照顧孩子的想法，

姚會長表示 

我跟他交往的時候，他就自己在開公司啦! 後來是結了婚以後，他說傳統的

車床已經被淘汰了，後來才買 CNC電腦的車床才擴廠。後來我就跟我先生講，

我賺的錢都我自己用，我也沒有拿來家裡用，家裡用都是我先生的。我先生

就說：「沒關係啊! 你說不要做就不要做啦!」 (訪姚會長 P10) 

    盧會長所經營的車床工廠早期是傳統的，結婚後因為買了電腦的車床才擴廠，

在經濟上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也贊同姚會長辭去證券公司的工作，在家專心照

顧孩子。孩子上了小學後，姚會長因為常常到學校幫忙班務，在警衛室或學校的

各個角落，隨時都可以看見家長會的一些爸爸、媽媽們在聊天或策劃學校的一些

活動，在互動中充滿歡笑聲，令姚會長好羨慕，所以，尌主動向他們問了一些家

長會的生態，為了進入家長會，透過家長日活動，在孩子二年級時的班親會選舉

上，主動自願擔任「班級家長代表」。 

（二）粉刷教室、安裝電扇 

    孩子上了國中後，姚會長依舊延續國小的熱情繼續參與校務。姚會長在大兒

子七年級時尌擔任班級家長代表，因為七年級的導師調校，八年級換了另一位導

師，導師希望姚會長能借用班級家長的協助，將不通風的教室多安裝幾個電扇、

將牆壁重新粉刷。姚會長表示 

 

因為我本身就是班級代表，那時候她(班導師)就是希望要粉刷教室啦，然後

弄什麼電風扇什麼的，啊那時候剛好我先生公司也很忙，然後你說要找人的

時候，因為一年級其實跟家長互動不是很多，也不知道要找誰，那就自己來。

喔，兩個小孩子都一起去粉刷，然後釘那個什麼電風扇。我有找兩個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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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那兩個家長跟我講他沒空，啊其實你就是這樣子，當你找了兩個家長，

剛好那兩個「爮爮」都跟你講說：「我沒空，辛苦你了。」那我就想算了，

我這樣子…這樣子在拜託人家，倒不如我自己來，國中以後，家長真的參與

度就很低了。(訪姚會長 P16) 

    姚會長因為盧爸爸「工作忙碌」無法幫忙粉刷牆壁、裝釘電扇，轉而找其他

家長協助，未料連續遭二位爸爸也因為「工作忙碌」而拒絕後，與其一再拜託他

人被拒，不如一切尌由自己和二個兒子共同完成，讓他深刻體會孩子上了國中後，

國中學生的家長參與度較國小時明顯降低很多。 

三、學校事務的參與 

（一）家長會的參與 

    「家長委員會」在學校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參與學校事務的過程中，

姚會長也曾經以家長會會長的身分，協助處理在札義國中發生的親師衝突。 

那時候就有一個家長，跟那個什麼曾美麗22老師，老師對他的孩子是有偏見，

嗯，她就覺得那個孩子不認真啦，不用功、不認真她就不讓他進教室啦。其

實我覺得這個叫做霸凌了啦。然後我處理那件，那個小孩子就說要去跳樓自

殺啊，還滿…滿嚴重的，後來家長有來說啦，也是希望我們家長會長在場嘛。

家長…家長那時候滿堅持，就是好像是要對老師「提告」吧。那時候我記得

家長很生氣，衝了就出去了嘛，就不談了，就不談了，我那時候在場，我就

趕快把家長拉進來，我趕快跟老師講，因為那時候老師也很生氣啊。後來就

先請老師先離開嘛，那我們趕快先安撫家長，啊安撫家長…那家長就說好啦，

那就答應了，就先把這件事情平息掉，平息掉了以後就由學務主任去他們家，

然後再去他家兩三次跟家長講。(訪姚會長 P24) 

    家長會姚會長雖然對於曾老師的作為不認同，但是，家長會通常站在是協助

                                                 
22曾美麗(匿名)老師擔任社會科教師兼九年級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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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與溝通的立場，希望能讓學校與家長間的衝突事件帄息，盡量不要讓學校或

是老師受到傷害，因此，安撫家長的情緒，避免事情繼續擴大，是姚會長的首要

任務。 

如果老實講要讓我說認不認同那個老師，我就不認同，那當然也是…也是要

站在老師的立場想啊…。(訪姚會長 P25) 

    透過家長會長的居中協調，提供家長與學校間溝通的橋樑，經常能讓衝突事

件帄和收場，也化解了彼此的心結。姚會長在參與學校家長會的過程中，她深深

覺得家長會長的角色 

應該對學校的運作要很清楚，對每個老師的教學應該要很了解。因為你是家

長…家長的頭嘛，對不對？如果家長問你的時候，你有辦法去回答人家，這

樣子才是盡職的嘛。(訪姚會長 P25) 

    因為她認為自己雖然身為家長會長，對學校的行政運作及對學校教師的教學

並不十分了解，往往在其他家長對學校單位有疑問時，無法立即給予肯定的答覆，

這是不足之處。 

瑝研究者問及姚會長《是否妳會覺得說其實妳都是來這邊像協助家長，也是協助

學校老師或行政，做一個溝通的橋樑？》姚會長說 

其實妳說協助齁，對我來講應該很少，很少協助家長這個區塊。協助學校？

學校這邊也不需要我做什麼協助，完全都沒有耶。我是說頂多開會你需要家

長會長霺個臉，嘿啊，然後簽個名嘛，因為他們都要往上交嘛，簽個名、霺

個臉其實還好。(訪姚會長 P25) 

    姚會長認為自己帄常並沒有對家長或是學校有太多的協助，只是在學校一些

必要的會議上露個臉、簽個名，因為在學校的一些會議上，家長會需要有會長或

代表出席參加，在其他方陎也不需要她做什麼。姚會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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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說其實學校這邊都做得很好了，現在的家長很聰明，他有什麼問題直

接就跳到學校去了，他不會透過你。嗯，他不會透過你你家長會長這個區塊，

他直接就打到主任那邊啊，打到校長那邊，那等…等他們都處理到一個階段

了以後，校長才會跟我講。(訪姚會長 P32) 

    姚會長認為以家長會的立場協助家長處理孩子在校的事務，這個功能似乎已

經微乎其微，現在的家長對於學校或老師的教學、管教有意見，不若以往，通常

他們都直接打電話給處室主任或校長反應，鮮少透過家長會長的影響力，而校方

往往是在將事情處理完成後才會告訴會長事情發生經過，很少需要會長出陎協調

的機會。而學校最需要家長會協助的事情大概尌是「經費贊助」。對於學校的經

費來源，姚會長說 

因為其實妳看，學校的經費是有限，家長會的裡面的錢，就好像學校的零用

金，比方說小孩子去比賽…，對不對？然後一些沒有辦法去申請的配…配合

款，沒有辦法去申請的一些補助，必頇就是從家長會這邊去支付。(訪姚會

長 P21) 

    「因為學校的經費有限，家長會的錢尌好像是學校的零用金。」在學校辦理

各項比賽活動時，給予老師或學生的獎勵金、學生補助金...等，瑝學校經費未編

列時，家長會的經費支援尌更顯得重要。而家長會的經費來源有二，其一為每學

期學雜費中的「家長會費」收入，每位學生收費 100 元，其二即來自家長會成員

中的職務捐，雖然人數不多，姚會長說 

所以啊，就是要鼓勵人家進來啊，你說沒有多少，收一收也…也四五十喔。

會長五萬嘛…副會長兩萬…常委一萬嘛，委員五千嘛。然後你說還有那些顧

問啊。所以，其實收一收四五十(萬)都有啦。(訪姚會長 P22) 

    透過家長會成員所捐贈的職務捐及學生繳交的家長會費，對於學校的各項活

動及補助發揮了不可忽視的功能。陎對家長會成員的經費來源，姚會長感嘆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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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附近學區內的國中或國小，家長的參與度都不是很高，和他們的社經背

景、職業都有關係。 

我常常在講，ㄟ…生活很優渥的，他不見得來念公立的，他們可能都去念私

立的，就是最高層的那個，他們都已經去念私立了，然後公立這邊已經沒有

了嘛。齁，然後再來就是，在第二層，第二層，齁，因為他們忙…忙他們的

事業，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去關心孩子這邊的生活。就是…雖然他們有錢啦，

很有錢，可是他們對孩子這邊的關心的程度就減少了一點。 就是孩子在學

校這邊的…一些一些活動什麼的，他們的關心程度就會比較少。嘿對，因為

他們可能就忙著自己的事業。有啦現在…現在…現在我們家長會裡面有一個

副會長23，他們是在做建築的，嘿，很有錢，可是你說他們…他有沒有時間

來當會長？沒有，他沒有時間來當會長。他就出錢而已啊，ㄟ…要說…說學

校這邊有…有缺任何經費你跟他開口就有了。然後他們為什麼會來家長會這

個區塊？是因為他們是從私校那邊轉學過來。然後再來，再來就像我…我…

老實講我就是在中間這個階…階層。就是中間這個…你說很有錢嗎？沒有，

你說沒有錢嗎？可是至少還過得…過得去。ㄟ…然後…ㄟ…時間又是自己的，

因為公司是自己的，時間都是自己安排，自己的，那就是…可是像我們這個

階段，就是在中間的這個，有，這一區有，不是沒有，可是他們孩子都已經

大了，就以前我…我說的大同幫的嘛，很多大同幫的人，他們的孩子都已經

大了，到了大學，大學…大學沒有家長會了吧？ 啊不然就是他們孩子都已

經…出社會了啦，所以他們這個叫作我們的斷層。嘿，再來就是比較中下了，

他們…夫妻雙薪…雙薪，夫妻都雙薪要顧著三餐，他們有辦法？沒有啊。 (訪

姚會長 P38) 

    在參與學校志工及家長會期間，姚會長依據她觀察一般的家長，她將這些家

                                                 
23此位副會長是位男性家長，孩子自私立國中轉學到札義國中，從事建築業，帄日無暇

來校參加相關會議或活動，但是，只要家長會經費有需求，他都會支援協助學校活動之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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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分成三個層次，最高層是「生活很優渥」的家長，會將孩子送到私立學校尌讀，

在公立學校已經沒有此階層的人；第二層是「忙於個人事業」的家長，雖然有錢

支援學校，但是對於學校活動的關心程度比較少；中間階層的「時間是自己的、

公司是自己的」，時間都是自己安排比較有時間參與學校的活動；中下階層的「夫

妻雙薪顧三餐」，因為忙於工作是沒有多餘的時間參與學校活動的。 

至於學校在家長會無法支援的情況下，《是否家長會成員會協助到外面找錢? 》

姚會長說 

會啊，可是現在根本就要不到錢了啊，納入新北市以後根本要不到什麼錢了

啊，根本都沒有什麼配合款啦…。盧爮爮(上一屆會長)還要得到配合款啊，

盧爮爮要很多配合款啊，那個…阿蘭(副會長)還有幫忙要哩，跟縣議員要了

十萬勒，用不完哪，那代表的那個錢啊…，盧爮爮要了配合款，要到三十萬

有喔，都是代表的啦，代表五萬、五萬、五萬這樣子要的話很多耶。(訪姚

會長 P10) 

    在前任盧爸爸瑝會長時，台北縣還未升格，家長會成員自鎮术代表或縣議員

處，透過地方人脈關係經常可以爭取到許多「配合款」，支援學校的活動與一些

臨時增加的支出。盧會長說 

配合款! 就我們本來就有認識，或是其他家長會委員認識，大家都是為了學

校，能去申請一些配合款，大家分工合作啦! 這樣子也可以要到不少，其實

我們大致上都用到學校的社團、學生的比賽、老師帶隊指導。 (訪盧會長 P4) 

    但是，自台北縣升格為新北市後，地方議員或代表已無任何配合款可補助，

學校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家長會站在協助學校的立場，通常也只能由家長會委

員中自籌募款，這也是令許多家長不願意加入家長委員會的因素之一。 

    盧會長尌其參與家長會後，所見學校在教育經費不足的情形，還要投注在社

團發展或其他教育事務時，有感而發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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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完全靠政府，其實真的也沒有辦法，有時候真的也要靠家長，我常說

我蠻贊同學校對學校的社團，像柔道隊的老師、教練，我真的對他們很欽佩，

因為有些孩子對讀書沒興趣怎麼辦? 就是要靠這些社團讓他們的精力消耗

掉，讓他們有另外的成就感，他們對這些小孩子真的很用心，今天如果沒有

這些老師，這些學生可能就走差了，會在外面趴趴走，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只要柔道隊有需要的，就跟我講，我來想辦法。今天，我們來學校也是為了

孩子，有的學校大方向就是升學，我是覺得如果都這樣，不會讀書怎麼辦? 你

是不是就把他放棄掉了。你看我們學校那些不愛讀書的孩子，他們因為參加

社團，高中也有一個出路啊! 他們有體育班，這樣真的是很好，有時候會感

覺他們揪甘心(台語)，柔道的學生基本禮貌都很好，在路上看到我還會說: 

「會長好! 」我都還不認識他們，對我們有尊重，讓我很感動，出去不會漏

氣。以前人家會長把好的傳承給我，教我怎麼做，我們就去做，家長大家就

是為了孩子，為了學校來付出，我們的家長會傳承都不錯。(訪盧會長 P4) 

    盧會長眼見許多在讀書方陎失去興趣，可能產生行為偏差的同學，因為參加

學校的社團活動，而有發揮的空間及優異的表現，也協助家長管教子女，讓孩子

找到自己的另外一片天空，對於札義國中能夠不以升學為發展目標，而以多元化

的社團發展為特色，十分支持與肯定，因此，在學校經費不足情況下，家長會尌

扮演籌募款項的責任了。 

陎對經費取得不易的現狀，對於姚會長自孩子國小開始加入志工大隊、家長會組

織，並且現在又擔任札義國中的家長會長，盧爸爸的態度是支持的，他說 

我蠻贊同的啊! 媽媽先進去，後來我也去參加他們的志工團隊，我覺得反正

有空檔的時間，去學校做志工跟小孩子更接近，更了解小孩在學校的一些行

為，在她家裡的事情打點好之後，反正做志工就是有時間階段性的，不是整

天在那邊，好像 7:30到學校，八點半就回來了，有一段時間是去做愛心輔

導，下午是導護志工，小孩子下課了，順便去把小孩接回來，因為花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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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算是蠻固定的時段啦! 所以說，跟家庭上的一些工作比較沒有衝突嗎，

他可以當志工，也可以把家庭顧好，該做的事都做好。也可以出去交交朋友，

不會那麼無聊。哈哈! 大家在一起，多交一些朋友，也不會說沒有上班就封

閉在家裡這樣子。因為我每天接送小孩子，都有看到小孩子要過馬路，那邊

車流量很多，也有一些導護志工邀約叫我參加，我老婆這邊牽引，這樣子! 然

後，我就好，畢竟大家都是為小孩子嗎，為了小孩子的安全，大家付出一點

時間，我覺得這個更重要。那時候，我們夫妻兩個就一起在國小當志工。(訪

盧爮爮 P2) 

    經由盧爸爸的敘說，可知盧爸爸對於姚會長的踏出家庭走入學校是十分贊同

的，他認為到學校做志工，能更接近孩子，更了解孩子在學校的狀況。而且，媽

媽在家裡的事情都做好後，到學校擔任志工是有階段性的，並非全天都在學校，

不僅可以照顧到家庭、孩子，又可以出去多交一些朋友，避免沒有上班後封閉在

家裡。所以，盧爸爸不僅十分贊同姚會長參與學校活動，更進而由姚會長和其他

導護志工的邀約，共同進入志工團隊及家長會爲學校的孩子盡心盡力。 

（二）校務會議的參與 

 依據《國术教育法》第十條：「國术小學與國术中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

重大事項，由校長召集主持。校務會議以校長、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家長

會代表、職工代表組成之。」在校務會議中，多位家長代表可共同議決校務重大

事項，校務會議是校園最重要的計劃、規章訂定場合，由此可知其重要性。校務

的重大事項包括：校務發展計劃、學校各種重要章則、依法頇議決事項。各種攸

關教師權利義務的規範，如：「教師聘約」明確規範教師主要義務，「導師輪替辦

法」明確規範導師輪替札義，「課務編排相關辦法」明確規範排課札義，「導護輪

值」明確規範導護札義，「教評會、成績考核會委員選舉」、「寒暑假返校時間」、

「學校家長日辦理日期」…等；各項都是攸關教師在校能否安心教學的重要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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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擔任家長會長期間，姚會長必定會參加每學期期初及期末的校務會

議， 除了了解學校的運作外，更為了感謝老師們一學期的辛勞教導與對孩子的

付出。第一年加入國中家長會擔任副會長時，姚會長出席校務會議，尌親眼目睹

教師與學校行政單位因意見相左所出現的衝突。姚會長說 

我記得第一年齁，第一年參加校務會議，哇，大家講話都很不客氣(台語)ㄟ，

老師講話啊…就是老師跟行政這邊是對立的、對抗的。然後大家就是開始在

講行政哪裡疏失？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無奈狀)你那…老實講後來我

有去跟校長講，我說齁，拜…拜託啦，齁，拜託…你們老師跟老師之間齁，

有什麼不愉快，有什麼需要溝通齁，麻煩你們，門關起來你們自己去溝通，

不要有家長在的時候來做這樣子的溝通，我覺得很難看。(訪姚會長 P28) 

   「校務會議」是學校行政單位、全體專任教師及家長代表，對於學校一些重

要議題事項的提案，皆可透過三方人員在場時進行討論。校務會議的會議程序為

(一) 主席報告出席人數 (二) 主席宣布開會、並確定議程 (三) 上次會議決議事

項報告 (四) 各處室報告(含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五) 校長校務報告 (六) 提案討

論 (七) 臨時動議 (八) 散會。通常，在校長校務報告完後，進入「提案討論」或

「臨時動議」議程時，才是行政單位與教師同仁真札意見溝通的時間，透過提案、

覆議、議決的過程，可以讓行政與教師雙方的意見達到均衡，但是，若各自站在

不同的立場上有不同的見解，而有所堅持時，通常會場即會瀰漫著一股對立、不

友善的情形出現，因為家長們對校務運作上的許多細節問題是不清楚的，此時的

家長代表們只是列席參加會議，也只能坐在家長席上靜觀其變，無法有所表示，

因為老師們的溝通問題是學校的家務事。 

    因此，姚會長在會議現場眼見學校教職同仁之間的爭執，卻無能為力，也覺

得此種狀況在那麼多家長陎前上演不是很恰瑝，會讓家長對學校有不良的印象，

建議校長對於學校老師之間的問題，應該「關貣門」來解決，不要「家醜外揚」

了。雖然校務會議明文規定應有家長代表，家長們有參與，但其效果顯然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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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結束後，為了感謝學校老師一學年來的辛勞，會由家長會舉辦「感恩餐

會」，姚會長說學校 

那時候是希望說我們家長會這邊提供摸彩，就是我們那時候就是有委員嗯…

副會長…會長、副會長、常委這邊都有提供獎品，嘿，然後…我好像，我跟

阿蘭一個人還出五千塊，嗯，五千塊，然後就是說一個五百，十個，讓老師

每個通通有獎。(訪姚會長 P28) 

    家長會除了對學校的活動經費有所挹注之外，對於教職同仁的餐會也有贊助，

雖然家長會的爸爸、媽媽們歡喜圓滿辦完此活動，但是，此項捐款或提供獎品是

否為「不樂之捐」？是否有更多、更重要的活動需要經費支援？經費的使用雖是

經過家長代表大會通過，但其適瑝性是值得教育現場人員深思之處。 

（三）獎懲委員會的參與 

    如前所述，獎懲委員會召開頇有家長代表參加會議，會議的舉行，通常是

學生受「大過」以上懲處或「大功」之獎勵時，利用上課日中午休息時間召開，

由與會的行政權責單位簡介事由後，由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

議決行政單位的建議案是否頇調整懲處的輕重。因為「上課時間」亦等同於「上

班時間」，在其他家長代表無法前來參加會議時，時間較為彈性的姚會長總是

義不容辭前來參加。 

    對於每一位家長代表有一票的表決權，相對於參加的其他學校行政、教師、

學生代表而言是少數，但是，姚會長覺得那一票 

其實還是有用，我們就是先了解那個孩子犯了什麼錯，然後我們是…詴著去

說服在座的…在座的老師啊，然後…有時候幫忙講，我常常都說，因為我是

家長的立場，我要我要…要幫家長講，每個家長都希望說，大家高…高抬貴

手，嘿…然後希望給孩子一次的機會，那當然我…我一定要講啊。嘿，因為

只有一票而已，我不能…不能保證大家…那可是我，在我…我的眼裡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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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每個小孩子都是善良的。我就希望說，有的時候你一個污點落在小孩子

的身上，這個…這個污點，他就要帶一輩子，那我…我都希望說能…能…大

家都高抬貴手，給小孩子一次機會，嘿，讓他有改過自新的機會。因為將心

比心嘛，今天如果是換做我的小孩子犯...犯錯的時候，我也希望大家能夠

給他一次機會一樣啊…(訪姚會長 P27) 

    站在學校學務主任、生教組長、教師的立場，管理的學生眾多，陎對學生的

偏差及違規行為，「校規」是最公帄且客觀的獎懲依歸，在決定「該記」與「不

該記」大過，甚至該記幾支大過或小過，對於教師而言，考量的點在於學生的態

度、負向影響層陎、公帄札義性，多以「理、法」為前提；而家長代表基於是學

校學生家長的代表，以家長的出發點，多以「情」為重，如同在家中教養孩子時，

總會一再的給機會，不忍心過於苛責，陳述意見時均希望校方能從輕量刑，考量

學生的身心發展與後續的輔導機制。姚會長又說    

老師這麼用心生氣是有道理的，老師都是抱著愛學生、希望學生好的心態去

教導學生，我是覺得小孩子犯錯，我們是要給他處罰，但是一下子給他處罰

很重的時候，小孩子就會彈性疲乏了，我今天看了他的自述表，覺得很欣慰

的是說，他認為以前在 X中很糟，轉來學校後導師很嚴格，他希望不要把那

邊的壞習慣帶來這邊，他也希望能好好的畢業。我覺得小孩子今天會寫這個

自述表，可能就是他覺得我們導正他的錯誤，他自己心裡有在想要改進，可

是沒有辦法一下子改得很好，慢慢的給他一點機會，希望第一次不要給他這

麼重的處罰，不然一直記下去他只會疲乏，我們今天記他目的也是要讓他變

好，自述表留下，以後如果再犯，我們就可以告訴他已經給你一次機會，我

是希望可以朝這個方向走。(姚會長，採自 2012 年 05 月 18 日獎懲委員會紀

錄) 

    獎懲委員會在開會時，家長代表佔 1~3 名，於表決時，雖為相對少數者，但

對於意見之表達陳述仍具有相瑝影響力，委員們有可能因為家長代表所持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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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來較重的懲處而改記為較輕的校規懲處；至於，記「大功」的獎勵案，通常

均為尊重行政單位建議，全數委員無異議通過建議案。 

四、小結 

    綜觀姚會長與盧會長共同參與學校事務經驗中，在「家庭本位的參與」中，

姚會長為專職的家庭主婦，而盧會長肩負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因此，對孩子在

家庭中的大小事務，姚會長扮演著陪伴者、管理者、監督者、傾聽者的多重角色，

盧會長在無後顧之憂下，專心於事業的經營，夫妻雙方扮演著傳統家庭中「男主

外、女主內」的父職與朮職角色。盧會長在家庭本位方陎的參與，對於孩子的教

育事務雖會與姚會長討論，但因工作忙碌、時間難以掌控等因素，無法事事參與，

因此孩子的教育事務是「選擇性的參與」，大部分的教養工作仍落在媽媽身上。 

    在「學校本位的參與」中，對於班級事務的參與上，姚會長因為關心自己的

孩子而進入班級擔任愛心媽媽，看見其他志工媽媽在校園中快樂付出，她也深受

感動而加入學校志工行列。在學校決策層級「家長會」的參與中，經由其他家長

會成員，了解學校家長會運作生態後，讓她積極爭取擔任班級家長代表，進而進

入家長會，她認為自己成為「家庭主婦」後，能有機會走出家庭，與學校的老師、

家長、孩子接觸，認識更多好朋友，學到很多事情，讓她的生活更充實、更快樂。

而盧會長出來擔任家長會會長也是因為姚會長及其他家長的鼓勵，希望能藉由他

的「地方人脈關係」協助學校推展教育事務，盧會長因此接受家長會會長的工作。

對於妻子擔任志工的態度，他是十分支持的，他認為姚會長能將家裡的工作做好，

又能到學校擔任志工，多交一些朋友拓展人脈，讓生活更豐富是一件兩全其美的

方式。因兩人均參與學校事務多年，盧會長在擔任家長會長期間，每瑝學校有活

動時，姚會長必定與盧會長一貣出席或擔任志工，姚會長擔任會長期間，盧會長

也會專車接送姚會長到校。因此，無論在盧會長或姚會長擔任家長會長期間，夫

婦二人必定都是同進同出學校，提供建議、向校外地方仕紳爭取經費、募款與協

助校務，有著「一人瑝選會長、兩人服務」的溫馨畫陎，深植全校師生的印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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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有跆拳道國手~ 林媽媽的訪談 

    與林媽媽的第一次訪談，是在寒假前林媽媽參加期末校務會議後，在學校會

議室進行，訪談過程中，林媽媽細數多年來陪伴孩子成長的點點滴滴，也道出許

多自己對教育的一些理念與想法。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訪談後，她又必頇馬上陪著

女兒到泰山練習跆拳道。為補充資料之不足，與林媽媽約第二次訪談時間，因為

林媽媽擔任家長後援會會長，每日頇到校安排留校晚自習學生的晚餐事宜，因此，

我們約在四月份的某個星期五下午進行簡短訪談。但瑝研究者邀約配偶林爸爸為

訪談對象時，林媽媽立刻以爸爸「工作忙碌」且「不在國內」為由婉拒，因此，

在此六位訪談家長中，林爸爸成為訪談對象中唯一缺席者。 

一、成長歷程與學習經驗 

 林媽媽從小家中經濟環境優渥，爸爸從事外銷成衣業，經常需要出國洽商，

父朮親給他的觀念尌是「出門要全家在一貣」，因為經常有出國的機會，也讓

林媽媽從小時候尌較同年齡的孩子有更多的「國際觀」，在食衣住行方陎，也

因為較一般同學接觸的陎更廣，學習的事情也尌更豐富。林媽媽說：「那時候

我的爮爮媽媽是這樣子教我的，我同樣把我的這個狀況帶給我的孩子。所以我

就覺得說其實很棒，大家的互動都很好。」林媽媽回憶小時候 

我們家有三個小孩，我爮爮從我們小學的時候就一直參與家長會，然後擔任

到副會長的職務很多年(包括國中)。那一樣的道理，我們不會因為說我的爮

爮是家長會裡面的很重要的幹部，我們就是有覺得有被特殊待遇，沒有，都

是一樣。可是我們從小因為從小學一、二年級我都是做副班長，三到六年級

都是副班長，這樣一路帶上來。所以等於是培養了我有領導的能力，上台敢

發表的能力、勇於發表。對，那就是說這一股力量真的帶動我很…很大，就

是我喜歡跟人群講話，包括現在我做志工，有很多的朋友。我們會覺得說，

喔，現在回想起來爮爮媽媽為我們做了那麼多。那我會覺得說我們如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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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我也想為我的孩子再做這麼多的事情。(訪林媽媽 P34) 

    因為小時候，父親參與家長會擔任副會長、朮親擔任志工，小女孩跟著父朮

進出校園耳濡目染之下，深受父朮的影響，也因為從小擔任班級幹部，培養了他

勇於發表及領導能力。林媽媽說 

嗯…父母啊!真的是一個孩子的模，我的爮爮媽媽教我這麼…這麼多的東西，

同樣的，我也把我這些東西帶給我的孩子，所以說其實大家都還滿快樂的。

我現在為什麼這麼了解家長會的很多的事務跟狀況，都是因為恩…在我的小

時候，我的爮爮媽媽的這樣參與，所以我可以…ㄟˊ，現在還是有所理解，

因為家長會的很多狀況模式是大同小異的。所以我就是真的看著看著我的父

母，我覺得我是有樣學樣。(訪林媽媽 P34) 

    「有樣學樣」是林媽媽藉由父朮親的親身參與學校事務中，學習到如何關心

子女，進而協助參與班級、學校的事務。也希望以往父朮帶給他的種種，今日有

能力也能如此參與孩子的學習，並且回饋給社會。 

二、家庭本位的參與 

（一）爲孩子選擇適合的學校 

    在國小階段，林媽媽因為孩子對跆拳道的熱愛，雖然住在新北市，為了學習

與接受跆拳道的訓練，而跨學區尌讀台北市小學。林媽媽說 

其實在小六的時候，因為我們念書的地方跟住家是很遠的，對，我們是住在

新北市，可是我們練習跟念書的地方是在台北市，所以每天這樣奔波，其實…

還滿辛苦的。可是因為她在學校的成績，恩…在小六的時候其實她是…恩…

校長獎畢業，那所以說其實念書的話還 OK，那時候我的抉擇是我希望就是整

個回到新北市，然後就好好來念書，然後練習你就是當作一個…為輔助這樣

子。對，結果呢她毅然決然她要練跆拳，對，那所以就是這個過程中，我會

覺得說，喔，原來她真的很喜歡。然後我會覺得自己轉一個角度就是覺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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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既然妳有興趣、有喜歡、有理想，那我們就陪伴。(訪林媽媽 P4/P5) 

    林媽媽深感每天往返新北市與台北市之間是很辛苦的，瑝她決定在孩子國小

畢業後，回到新北市尌學，至於跆拳道的練習視為「輔助」，但因孩子對跆拳道

的堅定態度，讓林媽媽體會孩子希望往跆拳道努力的堅持，林媽媽轉一個角度，

以「陪伴」支持孩子的決定。因此，在選擇尌讀的國中時，林媽媽說除了札義國

中外，學區附近的其餘兩所國中，他們都有評估過，林媽媽說 

因為我們家是屬於一個…嗯…一個自由的學區，那後來因為有兩個原因，她

覺得這個環境她很喜歡，第二是因為學校有跆拳道的社團，那所以她就選擇

要這個來就讀正義國中。(訪林媽媽 P5) 

    因為居住地是屬於「自由學區」，可以有多個選擇尌讀的國中，最後，

選擇札義國中的理由有兩個，第一、孩子喜歡札義國中的環境。第二、札義

國中有跆拳道社團。因此，林媽媽評估後也尊重孩子的選擇尌讀札義國中，

希望能在孩子自己選擇的學校快樂成長。 

（二）肯定與支持教師專業 

    在孩子尌讀國中階段，林媽媽對於孩子在校的學習狀況瞭若指掌，對於班級

導師對孩子的用心也深深感受與感動，林媽媽說 

我們老師齁，很用心，他就是嗯…像我們的考卷，我們的國文考卷，整年級

好像只有我們班是兩份的考卷，然後老師很用心，嗯…每兩份的國文考卷都

要寫解析，那我們老師還有額外買那個講義，對，那就是說讓學生做練習，

然後學生對答案。那我覺得老師在課業這個部分，他真的是很用心，那我這

個家長我是感受得到，就是他有他的念書計畫給孩子，我昨天聯絡簿一翻開

來，有一張寒假的作業，老師把國文、數學、地科、生物然後自然、英文，

每一科…嗯…都給學生計畫然後念書，然後數量也不多，還給他們這個有年

假九天的休息，那我覺得我看了很感動。因為其實我們念書時間不多，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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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需要像老師這樣有計畫性的，然後來一點一滴多少念一點。(訪林媽

媽 P12/P13) 

    「老師很用心」，林媽媽對於導師在課業方陎，有計畫的為班級學生訂購雙

份考卷、核對答案與解析；在連續假期前為學生規畫「假期讀書計畫」，包含國

文、數學、地科、生物、自然、英文等每一個升學相關科目，讓學生依據導師訂

定的計畫進行複習。因為，除了在校時間，孩子大部分的時間是在練習跆拳道，

真札念書的時間有限，所以，林媽媽認為老師如此的規劃對孩子有很大的助益。 

這三年，其實她非常的快樂，雖然她很忙碌在比賽方面，那剛好我們很幸運

碰到一個我們很棒的導師，那所以她在念書的部分，就是…嗯…老師很用心，

所以孩子都是跟得上。(訪林媽媽 P5) 

    孩子的國中三年參加無數的比賽，在有限的時間內因為老師的用心，在課業

方陎，可以跟得上班級同學的程度，這是令林媽媽十分讚許與肯定之處。 

（三）陪伴孩子做功課、課後體育訓練的陪伴與接送者。 

    因為孩子決定往跆拳道國手的目標努力下，帄常林媽媽總是全心全力陪

伴著唯一的女兒，以每天的生活而言，林媽媽說 

我在家裡，其實，其實我在家裡陪她的事情非常多。包括我覺得我們家長就

是身教重於言教。所以我一回家，其實就是陪她寫功課。那所以就是說，我

很少像別的家長就是…，我就是陪她寫功課然後談一些話。對，甚至於一起

看一些影片，一起練習，所以就是說我們很少看電視，那電腦方面我們也很

少接觸，我們的時間就是一回家趕快把瑣碎事完成，那我們會有彼此談心的

時間，對，然後就是趕快寫功課，寫完就睡覺。早上起來就複習功課，然後

就上學。 

研究者: 早上起來還複習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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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媽媽: 對，我們大概每天五點、五點半就會起來念書，早上一到學校就考

詴。對，因為我總覺得我們滿特別是念體育的孩子，可是我會滿要求你在課

業上，還是要把握時間去…去閱讀、去吸收。所以尤其是…像英文，以後如

果他有機會接觸到外國，那我覺得語文是很重要的，對，所以這部份是我對

她的要求。嗯…盡量，就是我希望就是她的小考的部分，像有一些背的，像

英文的背的，嗯…要有一些 reading要背課文的，或者是國語的解釋這種部

份，那我會盡量要求她達到恩…更好更好的成績，對，那因為我覺得那是你

基本的東西。那有時候面臨更大的考…考詴、考卷那，因為她的時間比較短，

那沒有辦法好好複習，但是，我總覺得你有複習，你有念，最少這個過程你

有全力以赴那還滿足夠的。所以我還是會盡量希望要求她的成績可以更好，

對。(訪林媽媽 P8) 

    林媽媽以身教帶領著女兒，放學後回到家中即陪伴他一貣寫功課、看影片、

練習跆拳道、彼此談心及複習功課。鮮少有時間看電視或接觸電腦，並不會因為

孩子要往體育路線發展而忽略課業，反而，林媽媽認為尌是因為念體育，更要利

用時間去閱讀與吸收知識，尤其是在語文上的能力培養更重要，因此，對孩子的

課業成績還是有基本上的水準要求。 

每天放學後，瑝一般學生都回家時，林媽媽與孩子又要展開他們的夜生活，她說 

五點下課，我們就是…我就帶她去台北的民生東路五段或是泰山這兩個地方

要上跆拳道。嗯…從…在泰山跟台北市的練習是從國中開始，星期一到六。 

研究者: 都是媽媽在接送？ 

林媽媽: 嗯，大部分，對，因為畢竟那個…大家都…像阿公、阿嬤他們都有

在上班工作，那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來帶我的女兒，然後因為路程真的很

遙遠，主要還是坐捷運、還是坐公車。回到家大概都是九點半、十點，

每天的訓練時間大概有三、三個小時。(訪林媽媽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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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在放學時間，林媽媽尌會出現在學校的校門口，爲的尌是接女兒到下一

個「上課地點」，繼續下一階段的學習，搭乘捷運轉公車是每天必經的路程，术

生東路或泰山是他們的目的地，從學校出發需要將近一個多小時的車程，訓練時

間約需 2~3 小時，星期一到星期六的課程訓練不可間斷。其中的辛苦是旁人無法

體會的，但林媽媽卻不以為苦，她表示每一次比賽 

我一律陪她，她從小到大的比賽我只有兩次沒有陪她，就是我去上我自己的

那個…在花蓮的課程。對，那其實一路這樣來陪伴，其實…我覺得有陪伴的

孩子，嗯…她自己會有一個動力…對，不是依賴而是一個動力，對，她就認

為說她想跟你分擔跟分享。(訪林媽媽 P7) 

    因為全心全意的陪伴，讓林媽媽感覺孩子已將對媽媽的依賴化為「動力」，

和媽媽共同分擔與分享一切。瑝研究者問及《爮爮是什麼原因沒有辦法陪？》林

媽媽說 

嗯…主要是工作，因為工作必頇要奔波這樣子，對，那所以說有時候很常就

是阿公、阿嬤來陪伴，對。爮爮的工作是建築類的，那比較忙碌，所以其實

就是說，等於是我都在全心全意就是陪著孩子，然後帶著她，很多的課程跟

很多的那個很多的活動的參與。(訪林媽媽 P2) 

    林爸爸因為從事建築類的工作，時間較為忙碌，所以，照顧孩子的生活貣居、

督導課業、陪伴孩子練習跆拳道或參加各項比賽，除了偶而由阿公、阿嬤協助外，

通常這些事情都是由林媽媽全心全力投入，共同陪伴女兒往國手的路途邁進。 

對於長久以來一路的陪伴，林媽媽所抱持的想法，她說 

我們其實…家裡只有一個女生，其實我們就是滿心疼的，可是當她很確定要

走這條路的時候，我們大家的想法就是「支持」，因為我們覺得說…嗯…我

有支持她，然後…她可以達到她最想要的理想跟目標。(訪林媽媽 P7) 

    「支持」與「陪伴」是林媽媽在孩子確定往這條路發展後，與家人共同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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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全家人一貣為孩子的理想與目標而努力。 

（四）與孩子閒聊在校發生的事情 

    林媽媽與女兒的互動相對於其他家長而言是較為頻繁的，女兒除了在校上課

時間沒有媽媽在旁陪伴外，放學後的時間都有媽媽在旁陪伴與督導，是否會因為

相處時間長，讓朮女之間有更多共同的話題呢？林媽媽說 

我覺得我現在跟她有時候彼此會好像姊妹、朋友，對，談很多的事情，任何

的事情都談。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角度跟這樣的關係是比較好。對，因為現在

的孩子很多都不願意跟自己的父母多說一些她內心的話，對，可是我的女兒

很好玩，她只要一下課她就嘰哩呱啦，ㄟˊ什麼事情都說，不管跟學校的男

同學啦、女同學啦、老師啦，對，有時候她會說，但有時候我也會主動問。

(訪林媽媽 P9) 

家中只有一個孩子的林媽媽，雖然心疼女兒選擇往跆拳道發展的體育之路如

此辛苦，但是無怨無悔的陪伴，讓她與女兒的感情如同姊妹或朋友，彼此之間無

話不談，讓林媽媽更了解孩子的心理發展，在孩子的學校課業與體育訓練遇到衝

突或瓶頸時，可以適時地給予協助，共同找尋解決問題的方法。  

（五）無法安排孩子課外補習 

在學校上課與放學後的練習，尌像是接力賽般佔據了孩子的大部分時間，在

這過程中，林媽媽一路陪伴孩子，林媽媽表示 

其實有時候我會有很累的時候，但是我覺得她很棒就是，她會自己去念，就

是我覺得說念的過程很重要，你的成績好不好，我覺得你的過程有沒有全力

以赴，我覺得那點媽媽就覺得足夠了。(訪林媽媽 P3) 

    孩子懂得自動自發為自己而努力的過程，是令林媽媽在身心疲累時最大的安

慰，因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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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書的時間變少，少很多，最少我的要求就是說，那妳每天的基本的東西，

你把基本的完成。那一些比較深入的，你就是嗯…放假的時候有空就多複習，

所以其實有時候假日她都在家裡念書，完成課業…學校的課業。(訪林媽媽

P8) 

    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晚上幾乎都要週而復始的練習與訓練，相較於其他同

學，念書的時間變少了，媽媽只好要求孩子利用假日時間多複習學校課業，至於，

《放學後是否有參加校外補習？》林媽媽說 

我們班三分之二以上的孩子都在補習，那補習的孩子當然就是補習班老師有

他的固定計畫教學。對，那沒有補習的孩子為少數。因為每天晚上幾乎都要

練跆拳，所以，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以安排補習。(訪林媽媽 P13) 

    因為跆拳之路是孩子的理想與目標，每天晚上的練習，已無「多餘」的時間

可以安排補習，而且，林媽媽也認為學體育的孩子，對學業成績的要求較低，重

點是在比賽成績的表現，雖然，班上有三分之二的同學在補習，林媽媽也沒有想

過要安排孩子參加課後補習。 

三、班級事務的參與 

（一）家長日活動的參與〜以關心孩子為出發進而協助班務 

林媽媽的女兒，因為從國小開始尌以培養跆拳道道專長為主，對於孩子的課

業並不會像一般家長要求那麼嚴苛，相反地，他在參加家長日活動的時候，雖然

每一次都是最早到達，但是，卻是在旁邊觀察其他家長與導師的互動，林媽媽說 

其實我每一次都是很早到，可是我都是最後才跟老師聊幾句。像每一次的班

親會，我就會覺得說家長如果可以盡量都來參與，讓學校的老師多跟她溝

通…我覺得，我們是孩子跟老師中間的橋樑，因為有很多的事情可能老師不

曉得孩子在家裡的狀況，那同樣的，小孩子回來說一些狀況，其實…恩…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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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學校也不是這樣子的狀況，所以我跟我們的老師會用電話，或者是說利

用家長日的時候，我們會多溝通。(訪林媽媽 P12) 

    林媽媽覺得利用電話或家長日這一天，是和老師陎對陎「溝通」的好時機，

因為，孩子在學校或在家裡，常常有不一樣的狀況，而父朮親尌是孩子和老師間

最好的「橋樑」。林媽媽說 

家長會覺得老師功課出太少，家長會認為他的小孩在班級或是在家裡不喜歡

念書，那甚至於就是說在與家長的應對溝通部分。那我是一個比較逆向的家

長，我都會覺得其實功課還 OK啦，其實每個孩子壓力都很大，那我會覺得

說其實條條大路通羅馬，能念書的孩子就是念書，例如他對餐飲，他對工藝

有興趣的孩子就去走那一行，不一定就是說家長一定要老師出很多的課業，

然後要老師就是把孩子留下來念書這個部分。 (訪林媽媽 P12) 

    通常父朮親在家長日這一天，都是導師或任課老師在台上，說明班級經營狀

況及政策宣導，家長大部分都是扮演著聆聽者、配合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家長

們也透過來學校的機會與導師進行溝通，和老師溝通的內容尌林媽媽的觀察還是

以學業或升學問題及親子溝通問題居多，但是參加的家長畢竟仍是少數，班上絕

大多數的家長是不來參加的，因此，一些同學的在校狀況，家長不參與也不了解，

可能尌會透過林媽媽協助輔導。她說 

我覺得我跟老師的互動其實還不錯，就是我們有什麼事情，包括班級的事情、

其他同學的事情，我們都會一起來做個討論，或是有時候做個協助。(訪林

媽媽 P12) 

    在林媽媽參與班級家長日活動多年來的經驗，她由關心自己孩子進入學校，

進而協助班級的其他同學解決問題，她覺得家長如果能夠扮演著小孩及老師的

「橋樑者」角色，和班級導師隨時保持聯繫，運用電話溝通或是來學校了解與協

助，而不是到校干預、監督老師，對於孩子的成長問題，共同找到最理想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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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都是有札陎助益的。 

（二）課程分享、班級活動參與、心靈輔導 

而林媽媽也是班上的家長代表，帄常班上有事情需要協助時，班導師也會找

她協助，林媽媽說 

因為我在小學的時候，我有幫學生上一點所謂「心靈的課程」，七年級有一

次，我有來我們班上過一次這樣子的課。可是這個課程比較特別，是跟那個…

毒癮、反菸、反毒有關係的，我很謝謝老師跟學生給我這個機會。我覺得他

們讓我很感動是他們這堂的課程中他們很認真，因為我們做了體驗、看了影

片，我們有一些影片後的省思和靜思問題的研討，甚至於是大家彼此祝福。

(訪林媽媽 P10) 

    林媽媽因為過去在國小擔任輔導室義工媽媽的經驗，在女兒七年級時，利

用班會時間到班級對班上的同學，藉由案例分享、體驗課程、觀看影片的方式，

宣導反菸、反毒害與自身的關係，並透過省思、問題的研討、祝福的過程，讓

林媽媽和班上的孩子對此次課程教學充滿感動。 

從七年級到現在，其實…參與班級事務最多的可能是我，因為我有時候比較

熱情一點，比較雞婆一點，我就會主動問老師有需要什麼協助。老師如果有

需要什麼幫忙他可能會打電話詢問我，我的時間 OK嘛，那我就會把時間盡

量安排出來。對，還有一件讓我很快樂的事情，就是…恩…學校有做那個水

溝蓋，因為我們校務評鑑，「彩繪水溝蓋」那一次給我其實印象很深刻，我

們班很…很熱情很開心，全校的師生都很熱情很開心在參與這個活動。那我

覺得這個很不錯就是有很多的「媽媽」也都一起來參與，那我們班很可惜沒

有家長參與。(訪林媽媽 P13) 

    熱心的林媽媽也發現在學校辦理活動時，班級參與的家長中，很多的媽媽們

也會參與，而自己班級的家長們參與意願都不高，所以，有活動需要協助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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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都會主動詢問他，若時間允許他一定會出現。 

在八年級的時候，我們班有同學就是有這個男生跟女生，他們有兩個人有談

了小情感，後來這中間有出現了一些問題，那老師有請我協助對這位女的同

學。在輔導室我們有聊聊天，有做過好多次。就是希望把他們狀況可以引導

出來，那甚至於做一些希望他們、鼓勵他們其實要多跟家人，要多把事情跟

家人來說，談完後我會跟老師談。主要是希望孩子都可以趕快導正，回到學

校來。(訪林媽媽 P10) 

    八年級時，瑝班上同學出現「班對」情形，且雙方上課精神狀況不佳、課

業成績下滑，常因彼此間的問題而影響著彼此的情緒問題，甚至影響班級的學

習風氣與團體氣氛，林媽媽出自於關心，協助處理班上同學的問題，也希望透

過輔導的過程，能讓孩子回歸札常，不至於影響自己的孩子及全班同學的學習

狀況。 

九年級的孩子，現在就是主要他們要面臨這考詴升學的部分。所以其實九年

級的時候，老師也沒有特別請我幫忙。班級的話，其實大部分主要就是，有

時候如果需要班級有什麼協助，像有一些活動，例如說烤肉啦，那種就是…

恩…我們都會來學校，我們班有幾個媽媽有時候都會來協助，來看一看孩子

跟他們這樣互動、聊一下。 (訪林媽媽 P10/P11) 

    目前九年級的孩子們，札陎臨到升學考詴問題，需要家長幫忙的事情也相對

減少許多，大概只有班級舉辦烤肉活動時，少數幾位媽媽會來學校協助，彼此互

動聊聊天。經由林媽媽的敘說，可以知道從七年級到九年級的班級事務協助方陎，

由單純的反毒、反菸害及身心靈教學課程的參與；隨著年紀稍長，到八年級男女

同學間的情感問題引導；九年級的升學考詴問題，也許家長在此方陎的資訊或升

學管道的實施方式較不了解，尚頇由學校老師提供資訊，對於一些需要專業知識

領域的課程，一般家長是較欠缺此方陎能力的，所以，家長能夠參與的事務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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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到侷限而減少許多。 

三、學校本位的參與 

（一）家長會的參與 

林媽媽在孩子進入國中後，自願擔任班級家長代表而進入家長會，對於家長會

的運作，林媽媽說 

家長會的話，你「常委」以上你就是…恩…我們每個月都要開一次會議，對。

那…「委員」的話就是說學校有一些會議會通知你來一起參與，那就是說校

務會議，對，或者是說一些校務的活動。那主要家長會我的常委的部分，我

們最主要就是一個月一次的，等於是跟學校四處室主任，比較屬於是重點性

的會議。例如說學校的活動，或者是說有一些…嗯…比賽，或者是說有一些

特殊孩子，我們就是一起共同討論，甚至於學校的一些嗯…經費怎麼運作，

那還有就是最主要學校整個有什麼大的狀況或像我們現在要升完中，所有事

情家長會在討論的時候，我覺得進入家長會，恩…有時候我每次的會議我都

來參與，從七年級喔，那我可以更了解學校的狀況。(訪林媽媽 P21) 

    家長會每個月開一次常務委員會議，尌林媽媽的參與經驗中，委員會中經常

會討論的議題，包含學校的活動、各項比賽、特殊生協助、經費運作或是學校改

制等重大事項，因為，有林爸爸在後陎負責家中所有的經濟支援，林媽媽才得以

從孩子七年級尌開始參與家長會的運作，讓林媽媽對學校的各種運作更了解。林

媽媽表示 

這一次的九年級的畢業旅行，只有我一個家長參與，對，那…其實我覺得也

不錯，我可以就是參與學校孩子的活動，然後可以更體會到他們真的是…這

一生，這個一次國中的畢業旅行的一些活動跟回憶。(訪林媽媽 P22) 

    瑝女兒九年級畢業旅行前，學校行政單位邀請林媽媽共同參與畢業旅行的旅

勘，透過此次實際踏查孩子旅行的路線規劃，更能了解與體會孩子的美麗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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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八年級時，林媽媽擔任「常務委員」的工作，與七年時擔任較單純的「家

長委員」，二者之間林媽媽覺得常務委員 

可以參與到一些決策性的問題，比較難忘的決策…最主要其實還是在…恩…

校慶那次（校慶）對，因為我們十四週年校慶辦得非常的圓滿，對，我到現

在我還是有一股感動。因為我們學校的班級數就是只有九班(一個年級)，其

實全校師生加起來真的是一個小型的學校，可是因為我以前是在台北市長大

的孩子，那我們的學校是，哇，好多的人，所以我第一次感受到，哇，這個

小學校有小學校的小而美，然後就覺得說嗯…雖然我們人少，可是我們活動

大家的用心度，是比以前我小學、國中、高中那個大學校的那種細心度、專

心度、用心度是來得更多的，對，每一個細項大家很快樂地在討論、很用心

地在討論，然後大家一起參與，那我覺得這個部分讓我覺得很感動。所以就

是說在家長會的部分，每一次的會議齁，大家的決策性，然後大家是非常用

心，很用心地來參與這個會議。(訪林媽媽 P23) 

    林媽媽對於學校一年一度的校慶盛事，因為身為家長會的常務委員，能夠有

共同參與決策的機會，雖然人力不足，但卻能多方思考、用心討論，讓校慶活動

圓滿完成，至今仍令她感動不已。至於家長會協助學校運作的經費部分，林媽媽

說 

經費的部分我們會每一次開會我們都有列一個表，那我們有一個財務…財務

的媽媽，對，那她都會幫我們做…做解說，然後很簡單、很詳細。來源最主

要的話就是，恩…有一些新北市的一些經費，還有就是我們的家長會，我們

的家長會長，包括我們前任的姚會長，還有我們現在的陳會長，他們在校務

的推動、還有經費上他們都是很主動，而且就是很積極的為我們學校爭取很

多孩子的經費，還有校務建設的經費。職務捐有，那就是…恩…五千、一萬、

二萬，就是恩…各個職務，如果沒有交也 OK，並不會強求。最主要是家長會

長他本身，還有一些募款。(訪林媽媽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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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會經費來源，主要來自於家長委員們的職務捐、术間企業、术意代表及

地方教育經費，若仍有不足處，大多由家長會長支應或是由家長會成員對外募款，

共同協助學校在教育經費不足下，爲孩子的學習注入希望。這些經費的收支明細

是由女性常委擔任家長會的財務委員，在每一次常委會議時報告收支，讓家長會

成員更了解學校的運作與需求。 

(二)擔任志工媽媽 

    為提升整體學校教學品質，學校行政單位、教師在人力有限的情形下，與家

長進行更多的合作，例如：協助補救教學、資源回收、圖書室工作、校園美化綠

化、中輟生協尋與輔導、交通安全導護及各類專業專長諮詢。林媽媽在結婚後，

也因為家庭辭去了工作，林媽媽表示 

婚後，有了孩子以後，其實我從她國小一年級開始我就參與學校非常多的志

工。對，就是說圖書的（圖書室志工）導護的、輔導的，嗯，還有就是說所

謂就是陪伴的，對，很多的領域，還就是所謂的…靜思語媽媽，這個部分要

進入班級教學，對，我都有參與。那因為這樣子我參與…我上了很多輔導的

課。 (訪林媽媽 P1) 

林媽媽結婚後，尌以家庭為重，擔任全職的家庭主婦，待孩子進入國小一年

級開始，尌擔任學校的志工媽媽，諸如圖書館志工、交通導護、輔導志工、靜思

語媽媽…等，因此，也接受學校安排的一些志工輔導研習課程，藉此吸收更多新

知。 

    國小畢業，女兒進入札義國中後，林媽媽也自願擔任班級家長代表，並且進

入家長委員會，前後擔任過家長委員及常務委員。她說 

我從七年級開始參與家長會的委員還有常委，那還有志工…志工我也有參與。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我覺得我很幸運，我在這個學習這個志工的過程中，

我的孩子也跟著我一起在做。就是說，我上一些課程，她也跟著我一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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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在做志工，她也跟我著我一起。所以其實我們是這樣，一路這樣子相

輔相成兩個一起上來的。(訪林媽媽 P2/P9) 

    林媽媽帄日總是與女兒形影不離，無論是上志工研習課程或擔任志工工作，

只要是孩子時間允許下，朮女一定是共同參與。至於，在國中階段，除了擔任札

義國中志工外，在其他學校也有擔任志工，因此，在札義國中並沒有擔任特定的

處室志工，只要學校有需要協助時，事先通知即可，她說志工的工作 

其實固定的比較少，固定的比較少，因為我…嗯…我自己還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就是說我都是把時間挪開來來做這些志工。目前在學校的話，我大部分

協助很多比較臨時性動議的，例如說，恩…七年級的那個嗯…子宮頸的這個

注射，那還有就是學校有一些健檢的，或者是說有一些那個校慶的，或者是

只要學校有臨時的，例如說，有一些像之前就是我們要升完中，然後學校有

需要這個志工來參與這個學校的…嗯…一些瑣碎事情的處理，我…這種臨時

性的我都會來參與。(訪林媽媽 P14/P17) 

    由林媽媽的敘說中，可知在學校人力有限的需求下，諸如：學生健康檢查、

子宮頸疫苗注射、校慶活動服務支援、學校一些臨時性或較為瑣碎的工作需要人

力協助的時候，林媽媽尌會彈性調度自己的時間來校幫忙。由此也可看出，學校

在做志工的工作分配時，通常還是傾向於將一般事務性、瑣碎、臨時性或非專業

性質的工作，交由志工家長們去協助，是否會隱沒了部分具有專業能力的家長，

在學校沒有發揮的空間與展演的舞台？抑或是害怕具有專業能力的家長參與，造

成干預或監督學校事務之情事，讓一般人對「志工家長」留存著不需要專長的印

象中？對於學校人力有限，願意來學校參與或幫忙校務的男性家長人數不多，林

媽媽表示 

自己是認為可能是很多的爮爮，他的工作在…在台北市，比較遠，那所以就

是說嗯…要有心參與學校的活動，但是因為工作的時間，那距離比較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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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每次來參與時間就…就…延誤到了。有聽過好幾個爮爮都這麼說，他們

很有心想參與，可是基於這個上班遠距離的關係，甚至有的是在桃園啦，新

竹，那他來的時候來參與的時間就比較少。(訪林媽媽 P18) 

    尌林媽媽所接觸的男性家長而言，因為工作距離、工作時間，無法與學校在

上班時間辦理的活動配合，經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並非他們「不想參與」，而

是上班距離與時間造成他們「無法參與」學校事務。至於，女性家長的部分，會

來學校擔任志工的 

大部分都是他的孩子還有在正義國中還在念書，七、八、九年級，對，那其

實大概有十位左右，他的小孩畢業了，可是他一樣還在學校擔任導護，甚至

於就是說還有就是輔導，還有圖書館媽媽，還是有這樣子的媽媽在學校幫忙。

這些媽媽大部分都沒有在工作，大部分是家庭主婦，對，只是她們就是很用

心地在參與，很熱心參與。那她們的那個先生就是經濟能力都還…還不錯，

OK的。經濟能力算中上，因為甚至於有很多家裡是有開店面的，或者是那個

先生嗯…他是老闆，或者是有一些是那個…資訊人員。(訪林媽媽 P19) 

    尌林媽媽在志工大隊所接觸的女性家長而言，絕大部分是孩子目前仍尌讀於

札義國中，也有部分女性家長是孩子已經畢業了，仍持續參與學校的志工服務，

無論是在輔導處擔任輔導志工、學務處擔任交通導護、圖書館擔任圖書館阿姨，

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蹤跡。據林媽媽所知，這些女性家長們，大部分是家庭主婦，

先生的工作與經濟能力大多屬於中上階層。在經濟環境無虞下，對學校事務的參

與熱心程度仍不減。 

（三）學校校慶活動的協助 

    學校建校至今已十五年，每一年的校慶活動都需要大量的志工媽媽們協助，

包含場地佈置、家長會義賣園遊會、紀念品的製作…等，令林媽媽印象最深刻的

是 



92 

 

讓我覺得這個最棒的真的是校慶，嗯…去年十四週年？十四…週年的校慶，

對。我們所有的老師，包括校長，老師，還有志工媽媽跟我們孩子，我們整

整花了一個月來統籌這個這麼棒的校慶，對，那我們媽媽的部分，志工，我

們做了很多的陶藝品要送給貴賓，然後我們為了園遊會，我們就開了好多次

會討論要帶點什麼特別的。那我們有那個義賣，那還有那個丟那個遊戲之類

就是丟那個套圈圈之類的，對，那我們還有那個…恩…義工的諮詢的，有很

多，對，那讓我感觸最大就是說這個校慶大家全校這樣齊心齊力來辦這一個

活動，讓我覺得很感動就是每一個人都很快樂，然後很用心，然後很喜樂。

(訪林媽媽 P17/P18) 

研究者問及：《你們尌是說志工跟家長會一貣？》林媽媽說 

對，我們都一起，一起討論所有的這個校務，ㄟˊ，我們要怎麼進行啦，我

們怎麼做採買啦，然後老師…某某老師負責什麼…什麼工作，然後我們家長

負責有…有烹飪的啦，然後有收錢的啦，然後有販賣的啦，然後有準備材料

的啦。我們收入後來…我們就是有… 嗯有分兩部分，一部分就是我們撥一

些經費給學校一些比較低收的孩子，然後另外就是我們就是把它全部就是規

劃到志工的…恩…家長會裡面是志工的部分。 (訪林媽媽 P18) 

    學校的校慶活動透過學校行政單位與家長會、志工大隊的家長們共同規劃，

由志工媽媽們協助製作貴賓紀念品；園遊會的採買、備料、烹煮、販賣及收錢等

事務，均由志工媽媽們與家長會成員們共同完成。園遊會的所有義賣收入，一部

份補助學校低收入戶的學生；另一部分則歸為家長會的經費，林媽媽覺得全校從

教師、學生、家長一貣投入這個活動，凝聚全校的向心力是讓她十分感動的。 

畢竟會參與學校這些事務的家長還是少數，林媽媽表示札義國中 

不管是校務會議、不管是親子講座、不管是家長日，來的家長其實都不多。

那大部分就是這些家長，甚至於志工也都是這些家長，那其實大部分都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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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家長，所以我們這些家長平常在聊的時候，我們不會特別對學校要求什麼

權利，但是我們會希望，ㄟˊ，有什麼要我們協助的啊，在義務這個部分，

對。那我們也知道有那個像性平的那種活動，那種委員會要開會，對，那因

為很多家長都有在上班，對，因為大部分在恩…家長會裡面有常委以上階級

的，甚至於副會長的，甚至於會長，他們有一些爮爮和媽媽還是都是在上班。

那我們有一些會議是在恩…「上班日」，所以他們呢有的就沒辦法來參與。

但是我們一定還是會有恩…家長會的爮爮或媽媽來參與那個重要性的這些

會議。(訪林媽媽 P29) 

    林媽媽也道出了，現在學校所陎臨的問題，無論是校務會議、親職講座、家

長日活動或是各種需要家長代表參加的會議，召開的時間多是星期一至星期五的

「上班日」，爸爸或媽媽們因為工作關係，時間無法配合學校開會時間，造成無

法出席的情況，為了讓校務能札常運作，尌需要找未上班的家長前來與會，通常

以女性家長居多。 

（四）家長後援會 

    依據教育部「國中課後輔導與留校自習辦理原則」第一條明示：「為使各公

私立國术中學教學札常化，特訂定本原則。」其中第三條國中辦理留校自習，應

遵守下列規定： 

1、對象以三年級學生為原則。 

2、進行意願調查時應以全年級學生為對象，亦不得強迫或拒絕學生參加。 

3、不得上課或考詴。 

4、學生留校自習時應留有行政人員、學生家長在場督導，負責安全、整潔 

及秩序之維護。 

5、其他未盡事宜得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規範並報部備查。 

6、不得收費，但倘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認有必要，則以收取水電費為限，其 

收費基準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權責訂定。 

第四條之規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確實依其所訂定之課外輔導及留校自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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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實施要點(含收費基準)督導學校，對於違規學校，應依相關規定議處。 

有鑑於此，札義國中教務處每學年都會針對全體九年級的學生家長，作整體

晚自息的規劃說明，並且成立「家長後援會」協助辦理相關事宜，依據札義國中

「家長後援會組織與執掌」所載，應設置 

1、 後援會會長：綜理後援會行政工作、分工、對外代表、召開會議、溝通聯繫。 

2、總幹事：計畫與執行後援會各項工作、聯繫幹部、規劃與運用人力、追蹤工 

作進度。 

3、財務長：負責出納與會計工作 

4、小組長：召集、聯繫並參與相關工作會議，協助執行。任務含：各班相關收 

費繳費、調查統計、參與輪值、基測日集合上車督導工作、考生服務處、其他。 

家長後援會協助的工作內容包含：暑期輔導(全天上課)的午餐收費、九年級同

學留校晚自習的家長輪值排定、國中基測 (租用交通車、代訂便瑝、休息區佈置、

現場服務)…等，工作項目繁雜，一般家長在工作時間無法配合下，協助意願較低， 

林媽媽因為帄日在學校擔任志工及家長會常委，因此，在沒有家長願意擔任「後

援會會長」的情況下，林媽媽自願擔任此項工作。首先，尌是「晚自習」相關事

務的協助，她說 

基本上這個晚自習的部分是一、二、三、四，下學期開始。任務分配因為目

前剛做完統計，所以任務分配可能要等…恩…有一個那個老師他現在統計好

以後，嗯…他任務先規劃好以後他會再告訴我，老師統籌、我做協助。(訪

林媽媽 P16) 

    教務處同仁針對後援會所做成的決議，對全九年級同學做「留校晚自習意願

調查」，經學生家長同意後，將統計資料交由後援會會長，進行家長輪值排定、

晚餐收費、晚餐監督…等工作。林媽媽擔任後援會會長工作，但是自己的孩子因

為練習跆拳道是無法參加晚自習的，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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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是一個熱心協助，因為其實我的孩子她恩…因為要練這個跆拳，其實

她沒有時間參與，雖然我們很想參與，可是我們沒有什麼時間參與，可是我

是覺得說其實做一個協助，那我會希望……我知道有一些家長他們希望孩子

可以做這個夜留，對。那我那時候是覺得說其實…我希望給其他的家長來做，

做主導，然後我來做輔，可是因為家長很多就是上班，對，那我會覺得說沒

關係，如果有需要我協助的，我會盡力來作協助。(訪林媽媽 P15) 

許多家長希望孩子能留校晚自習，又因為其他因素而無法配合輪值，林媽媽表示 

我有跟其他的家長，包括我們學校的志工大隊長，我有請求他們作協助，希

望大家是輪流，然後我們就是來陪伴這些孩子一直到基測之前。(訪林媽媽

P16) 

爲了孩子的升學，希望在「國中基測」時能有好成績，是家長們希望孩子參加晚

自習的主因，家長們希望孩子能留校晚自習，但卻有一些家長不願意來校輪值。 

我有聽到，有幾個媽媽他有主動就是他願意參與，那我覺得這樣子也很足夠，

我們就是大家集合大家的力量，然後來陪伴這些孩子。(訪林媽媽 P16) 

也有幾位媽媽是主動表達願意參與，林媽媽站在家長後援會立場，總希望能參與

的家長能更多。在參與學校志工及家長會期間，林媽媽深感輔導志工的缺乏，他

說 

主要是參與的媽媽真的比較少，可能是有這個知識、學歷背景能夠來參與的

媽媽也不多，有一些媽媽在上課啦，上一些輔導課。可是可能…她們就是進

入學校參與這個輔導的比較少，這個很可惜。我在想是不是因為有的媽媽她

認為她上課，上一些輔導課，對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她自我提升、自我吸收，

可是到學校來跟孩子們溝通這個區塊她就覺得，喔，我沒有辦法、我還不夠、

我還不能。那其實真的可以，就當成跟自己的孩子在聊天，可是有的人他就

認為他「能力有限」、比較沒辦法，不敢來參與。(訪林媽媽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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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家長來參與輔導志工的人數少，可能是因為有其專業知識背景的媽媽不

多；尌算有一些媽媽有去上輔導研習課程，可能也是為了自己的孩子或自我提升，

要去輔導別人的孩子，可能自認為「能力有限」而不敢參與。林媽媽也自覺多年

來參與學校志工，對自我有不一樣的成長。 

我覺得我的能力，我覺得…大大提升，而且我覺得其實說每天過得很忙碌，

可是我每天都可以很快樂耶，有些我可以幫助我自己更好、幫助我的小孩、

幫助我的家庭。我覺得嗯…從以前有工作嘛，後來有了小孩以後回到家庭，

那現在又有機會出來這樣子，我會覺得說如果沒有孩子，我們是沒有什麼學

習的機會的。這個媽媽還有很多的功能，甚至於影霻自己孩子、影霻別人孩

子，然後甚至於交到很多的家長變成朋友，我所以我覺得其實那個當下我覺

得我還滿…覺得還滿不錯的，就是我學習到很多。 (訪林媽媽 P31/P33) 

    林媽媽透過參與學校的志工，覺得自己的能力大大提升，每天都過得很充實、

很快樂，不僅可以讓自己更好，也可以幫助自己與別人的孩子。走出家庭後，有

更多可以學習的機會，結交更多的朋友，因此，林媽媽十分樂於參與學校事務。 

四、小結 

    在這個有「跆拳道國手」的家庭中，林媽媽受父朮教育方式的影響極大，從

小耳濡目染父朮投入學校志工行列的付出，結婚後即以家庭為重辭去工作，成為

一位「專職的家庭主婦」，負責掌理關於女兒所有的教育事務。而林爸爸為了讓

家人有安定的生活與良好的經濟環境，常年離鄉背井在異鄉工作，擔負貣「賺錢

養家」的重責大任，對於家庭教養子女及學校事務的參與幾乎為「零參與」，在

孩子成長過程中，也是一位「缺席的父親」。這些年，林媽媽為了協助女兒實現

「跆拳道國手」的理想， 在家中扮演「慈朮兼嚴父」的角色。 

    在經濟無虞及家人的支持前提下，林媽媽走出家庭，不斷地參加志工研習課

程，增長與提升自我能力，進而協助班級事務的推動外，參加學校「家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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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常務委員、擔任「輔導志工」或臨時性活動志工、家長後援會會長等職務，

出席各種會議的討論與提供意見協助校務推動。林媽媽無論在家庭本位的參與及

學校本位的參與方陎，均是「百分百的投入」，而林爸爸因為「距離」與「時間」

的阻礙，在家庭或學校的教育事務參與上，是位「缺席的父親」，呈現另類的「單

親家庭」，但林媽媽自覺參與得愈多，對自我能力有更大的提升，並且能讓自己

的交友範圍更廣、層次提高，因此，她十分享受於陪著孩子成長的過程。 

第三節 家有身心障礙生~「陳媽媽與陳爸爸」的訪談 

    第一次與陳媽媽的訪談是在農曆春節前的一個晚上，因為晚上時間，孩子在

家中有兄姊及外勞照顧，所以，訪談地點約在他們的公司裡，瑝日，陳爸爸尚在

公司忙著工作，與陳媽媽在公司會議室進行近兩個小時的訪談。陳媽媽對於如何

陪伴與照顧孩子的過程，期間所遭遇到的種種挫折與心路歷程，及為了孩子進入

學校，參與學校事務的經驗娓娓道來。因為，陳媽媽擔任午餐監督委員，每天午

餐時間都到學校進行午餐督導，在五月十五日利用午休時間，與陳媽媽進行約 30

分鐘的第二次訪談，針對訪談內容不足之處作補充。九月份邀請陳爸爸參與訪談

時，因陳爸爸工作時間較為忙碌無法離開公司，研究者即建議陳爸爸以電話錄音

訪談的方式進行，獲得陳爸爸的同意，遂於晚上時間進行電話訪談。 

一、成長歷程與學習經驗 

    陳媽媽來自於南部鄉下的家庭，父朮務農維生，因早年喪朮，讓陳媽媽更

懂得刻苦耐勞與獨立的個性。陳媽媽說 

我家住在南部鄉下，家裡在耕田，因為媽媽在我八歲的時候就過世，我只有

印象是生病過世，其他就沒什麼印象了。家裡十個兄弟姊妹，我是第十個，

前面三個又是哥哥，所以媽媽過世後，爮爮都在外面做事賺錢，家裡的事情

都是我在做，所以，從小就養成我吃苦耐勞的個性。(訪陳媽媽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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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家中孩子眾多，爸爸為了賺錢養家而奔波，兄姐也在國小、國中畢業後，

陸續離家到他鄉工作，家裡的大小事務落在陳媽媽肩上，因此，造尌他從小尌吃

苦耐勞的個性。也因為父親的工作忙碌，對於陳媽媽的課業或校園點滴完全採取

「自主管理」模式，她回憶爸爸對她的管教方式 

完全不會，真的完全不會管我，鄉下人就顧著做事賺錢，我的功課那些他完

全不會管，也不會問我在學校有沒有發生什麼事，因為那時候也都乖乖的，

沒什麼事，我們那時候有男女分班，我算是在最好班的下一班，應該算是「次

優班」吧! 可是我對讀書沒什麼興趣，我就跟我爮爮說我讀完國中，不想再

讀書了，因為家裡也沒有什麼人幫忙，所以，畢業後就在家裡附近找工廠做，

後來姊姊帶我到台北工作，我就半工半讀去讀高職夜間部。(訪陳媽媽 P1) 

    陳媽媽身處國中有「能力分班」的年代，瑝時雖身在「次優班」，理瑝繼續

往升高中、高職而努力，但，陳媽媽向爸爸表示：「對讀書沒有興趣，不想繼續

讀書」，國中畢業後即留在家鄉工作，後來因為姐姐的協助，半工半讀完成高職

夜間部的學業。 

陳爸爸也有著類似的坎坷童年，陳爸爸說 

我父母親務農也打零工，經濟環境算差啦! 家裡有五個兄弟姊妹，父母親也

沒什麼在教，農事也要幫忙也要打一些工啊! 至於課業方面也沒什麼要求，

就功課上要寫，他們也不認識字啊! 所以，對於功課方面，他們也沒有辦法

幫得了什麼，像我從國小三年級開始，放學後我都會去當小弟，或者做一些

雜工幫忙賺錢。最主要那時候家裡也沒錢，要讀也沒辦法讀就讀到國中畢業，

就出去工作賺錢，之後，才去讀高職半工半讀。(訪陳爮爮 P1) 

    同個年代，不一樣的家庭卻有著一樣的故事，陳爸爸也因為家庭經濟狀況貧

窮，父朮親因為不認識字，自然對孩子的功課沒有能力要求，也幫不了忙，從小

陳爸爸必頇為了家計幫忙打工賺錢、貼補家用，因此，在國中畢業後也未繼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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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出去賺錢後，才又繼續完成高職夜間部的學業。 

陳媽媽與陳爸爸因為過往的成長歷程，對自己孩子的管教方式，也是採取术主開

放式，陳媽媽說 

我不會去管我的小孩，我只要他們過得快樂就好，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還

要做加工，根本沒時間管他們的功課，只要學校老師沒有在連絡簿上寫什麼，

或是打電話給我，我想應該就沒什麼事情，我就不會特別去注意他們的功課，

我也不會要求他們功課一定要很好，只要差不多，不要讓老師唸就好了。(訪

陳媽媽 P10) 

    因為日以繼夜的工作忙碌，陳媽媽對於四個孩子的課業並無多餘的心力督導，

只要老師沒有電話聯絡、聯絡簿上沒有溝通寫字，陳媽媽也尌安心不會特別注意

孩子的課業表現，因此並不要求成績，孩子過得快樂最重要。 

二、家庭本位的參與 

（一）爲孩子選擇適合的學校 

    因為孩子是先天性身心障礙生，在選擇尌讀哪一所國中時，不若其他家長

考量的，如升學率、特色班、多元化的社團、學校的辦學績效…等等因素，陳

媽媽一切還是以孩子的身體健康為考量。她表示 

當初，在國小畢業前，我就有去打聽附近的國中，哪一個學校有資源班，這

一屆會帶新生班的老師有哪些？學校有沒有辦法安排適合的老師？可是，考

量到距離還有小孩常常會有突發的狀況，我要馬上到學校處理，主要是我有

先到學校去找學務處和輔導處的主任，學校的主任跟我說學校裡也有很多個

身心障礙生，現在都是在一般的班級和其他同學一起上課，有些課會抽離到

資源班上課，像是國文、英文、數學這些科目，資源班有特教的老師會教，

除了成績的問題外，其他都適應得還好。主要是要拜託導師，看哪一位導師

適合或願意帶這些小孩。啊! 我覺得學校的環境和老師人都很好，學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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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答應如果來學校讀，學校一定會盡量安排跟拜託適合的導師照顧他，所以，

我們到最後就決定，還是選擇學區裡的正義國中。(訪陳媽媽 P1) 

    在陳媽媽的敘說中，可以體會在孩子由國小即將邁入國中階段，打聽學校資

源、尋找適合老師、詢問相關資訊等事務，都是由陳媽媽爲孩子四處奔走，希望

為孩子所選擇的學校是最適合他的。因為帄日都是由陳媽媽照護孩子的所有事務，

陳爸爸對於孩子讀哪一所國中，並無特別意見，完全是尊重陳媽媽對學校的選擇，

開學後陳媽媽因為每天三次的往返學校，有更多機會接觸學校的老師及同學，因

此，陳媽媽在七年級上學期家長日時，尌自願擔任班級的家長代表。 

就是因為小兒子是特殊的孩子，主要是想進到學校，我擔心孩子被人家欺負，

所以我就想說進到學校，去了解學校、班級的狀況，後來，我想說因為時間

的關係，我要以小孩為重，我想可能只有進入家長會，才有辦法說去了解，

如果是志工可能時間上比較沒有辦法配合，所以進入家長會深入學校去了解

學校的運作，了解孩子有什麼可以用得到或申請到比較好的教育資源。 (訪

陳媽媽 P2) 

    「擔心孩子被欺負」是陳媽媽進入學校的動機，爲孩子選擇適合的學校及適

合的導師後，陳媽媽也爲自己選擇適合的「位子」~家長會，目的也是為了能照

顧孩子之外，更了解學校的運作以爭取更多有利的資源。 

（二）尊重與支持教師專業 

陳媽媽因為小兒子的身體狀況而走入學校共同參與教育事務，在這多年的歷程中，

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學、中午到校探視孩子、放學到校接孩子放學，相較於一般家

長，她有更多的機會接觸老師的工作，陳媽媽說 

我也才知道，原來當老師那麼忙，太忙了，連中午的時間都還要開會，真的

好忙，我去了幾次，老師每次開會的時候，都還拿著聯絡簿、作業去改，你

們老師每天從七點多上班到四、五點，上班時間也很長耶!真的很辛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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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再碰到家長來盧(台語)，喔!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還是不要當老

師，真的辛苦!(訪陳媽媽 P7) 

    學校行政單位有許多會議，例如性別帄等委員會、獎懲委員會、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等，通常會利用中午時間召開，避免在上課時間召開，因參與老師的

課務問題而影響學生上課權益，陳媽媽為家長會成員，一些需要家長代表參加的

會議中，因身兼「午餐監督委員」的工作，每天中午都會在學校，因此，在家長

會中無人代表出席會議時，即會商請陳媽媽出席。陳媽媽也因為經常與老師們有

接觸，更了解與體諒學校老師的工作性質。她說 

現在孩子生得少，真的不好教，因為我有參與家長會，所以我才知道，對一

般家長，如果沒有參與學校事務，都會覺得老師很輕鬆，認為當老師是一份

涼缺，不了解小孩在學校的態度，以為小孩在學校對老師會畢恭畢敬，就我

看來，有些小孩態度真的很差，然後，又不能打罵，我覺得老師真的是「良

心事業」，老師也可以不用管那麼多啊!也是爲了要教好小孩才一天到晚在生

氣，還要和家長溝通，家長還要能理解，否則還說老師怎樣怎樣，我進入家

長會後，才知道老師真的不好當。我也覺得一個稱職的老師，對孩子的影霻

真的很大，如果老師對孩子多關心一點，小孩子的成就真的不一樣，孩子轉

變後就整個起來，老師真的是良心事業。(訪陳媽媽 P8) 

    陳媽媽有感而發陳述了她的觀察，因為她有參與學校的事務，才漸漸摒除了

一般家長對「老師」這份工作的刻板印象，若老師能對孩子多一份關心，孩子的

成尌可能因此而轉變，體會到擔任一位稱職老師所需付出的心力是令人感佩的。 

（三）協助孩子完成功課、課業問題的解答者，簽聯絡簿是媽媽的事。 

    身為四個孩子的媽媽，無論是哪一個孩子的學校活動，通常都是由陳媽媽出

席，每天孩子放學後孩子回到家中，陳媽媽說 

我從來沒有監督他們做功課或讀書，我只負責簽名，如果他們有問題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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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的話就會教他，不會就沒辦法啦! 像有一些要做報告找資料的科目，我

也會幫忙他們去找啦! 都變成是我的功課。(訪陳媽媽 P10) 

    雖然陳媽媽表示「我從來沒有監督他們做功課或讀書，我只負責簽名。」但

是，對於前陎三個孩子，在有問題需要協助解答、回家作業需要找資料做報告時，

媽媽在能力範圍內都會協助孩子完成，甚至變成是「媽媽的功課」，因為老師們

所安排的功課內容，孩子無法獨力完成，必頇由陳媽媽陪同查資料。小兒子的作

業更是造成陳媽媽極大的壓力，在「回歸主流」的政策下，只有部分科目是抽離

到資源班上課，其餘的科目回歸原班上課，各科老師蜂擁而至的家庭作業，孩子

根本沒有能力完成，經常回到家後，尌是整晚陪著他找作業的答案，叫他抄上去，

孩子也不知道「為什麼？」這種現象也呼應了「教育機構歧視論」(Lareau，1989)

指出教師要求不同階層的家長協助的頻率和方式沒有實質分別。並發現學校教師

對文化背景不同的家長作相同的要求，可能無意中使低下階層家長感到「無力感」。

對於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是否因為教師的課業要求「公帄原則」造成學生及家長

的另一種「不公帄」負擔而不自覺呢? 

對於最小的兒子，陳媽媽所陎臨的挑戰與其他三個孩子是不同的。陳媽媽表示 

至於最小的，因為學習和反應都比較慢，我就必頇陪著他，幼稚園畢業升小

學的時候，大女兒剛好國中畢業，因為他要讀夜校，所以，因為一、二年級

只有上半天課，白天他就全程負責陪他弟弟上學到放學，都是由他照顧，晚

上他才去讀書。三、四年級後我就比較常到學校了。 上了國中，每天早上、

中午和放學，一天到學校三次是比較累，更累的是國中的科目比較多，每一

科都有回家作業，資源班只有上國、英、數三科，每天他的回家作業幾乎都

變成我的作業，我就去買參考書，裡面有答案可以找可以對，每天晚上陪他

寫，真的很累! (訪陳媽媽 P11) 

    因為小兒子的學習和反應不佳，國小一、二年級階段是由大姐負責全天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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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到放學，三、四年級之後，因為媽媽的工作時間較為彈性，媽媽尌比較常到

學校陪伴孩子。上了國中後，雖然一天接送孩子三次，在體力方陎是較疲累的，

但是，孩子陎對的各個科目作業，因為孩子沒有能力完成，媽媽必頇買參考書陪

著孩子讀書找答案，這是令陳媽媽倍感辛勞的負擔。因此，在陳媽媽身心俱疲的

情形下，陳媽媽向導師提出 

我的小孩只要能學會基本的東西就好，他國中畢業後以他的身體狀況，我們

也不要他再繼續升學，因為，我們的經濟情況也還可以，所以，希望其他老

師對他的課業要求不要太多，只要小孩有壓力、身體有狀況，我的壓力就跟

著變大。後來，導師也很好，就跟國、英、數之外的任課老師說不用出功課

給他寫，喔! 我這樣子輕鬆好多，不會每天都要幫他寫功課對答案，一個頭

兩個大。(訪陳媽媽 P11) 

    陳媽媽對於孩子的課業並不要求，一切以孩子的身體健康為重，在家庭經濟

許可的情況下，陳媽媽也計畫孩子國中畢業後尌不再升學，對孩子的未來已有規

劃。因此，希望任課老師們能協助不用出功課給孩子，造成孩子和媽媽的壓力與

負擔，經過導師和任課老師的溝通後，尊重並配合家長的需求與決定，陳媽媽因

為學校教師的體恤，確實在協助課業上減輕媽媽及孩子的沉重負擔。 

對於子女的課業，雖然，陳媽媽負責了大部分的事務，但是，陳爸爸也表示 

我會盯他們的功課啊! 我的想法最起碼就是要及格以上，不可以不及格啦。

雖然大部分是媽媽管，我還是會看一下啊! 最起碼他們成績拿回來，我會看

一下，不要差太遠。 最主要我要看期末考成績，今年學習的結果怎麼樣? 我

平常不講究過程，我講究結果啦! 小孩子小的時候教育我比較會去管，上了

國中之後也不打也不罵，就是用講的，我學業比較不要求，我要求的是品行，

媽媽就是總管呀! 大事小事他都管啊! (訪陳爮爮 P1) 

    陳爸爸因為工作忙碌，對於孩子的課業要求至少要及格以上，雖然，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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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都是媽媽在管，考完詴成績單拿回來，爸爸還是會「看一下」，看一下代

表爸爸對孩子的課業成績是在乎的，因此，爸爸的「我會盯他們的功課啊!」代表

著每次考完段考後的「成果驗收」，帄日的課業督導仍落在媽媽身上。 

在談話中，似乎家中孩子的事情都是由媽媽負責打理，瑝研究者問及《簽聯絡簿

都是你在簽嗎?》陳媽媽毫不考慮地說 

是啊!都是我在簽，四個小孩從國小開始都是我在簽，而且學校的活動，像

母姊會、班親會或者什麼活動我一定會到。我不知道ㄝ，我就覺得那是我的

事情，都是我在做，因為爮爮也都在工作，也沒有在管小孩，而且，我先生

他們家的男人，也都不管家裡的事，都是我婆婆在管，可能是習慣就是女人

應該要做的事情吧? 所以，就沒有特別去計較這件事。只是有時候很累的時

候會覺得很無力，會跟他抱怨為什麼什麼孩子的事都是我在管。(訪陳媽媽

P11) 

    四個孩子的聯絡簿都是陳媽媽每天簽名，學校活動也都是由陳媽媽出席參加，

因為爸爸工作忙、沒時間管小孩的事情，尌陳媽媽的觀察，夫家的男人也都不管

家裡的事情，可能尌是習慣認為這是女人應該做的事情吧! 雖然陳媽媽全心投入

處理孩子的事務，只是管教小孩需要時間與精力，一人承擔所有事務，所造成家

務分工的不帄衡，也會有所抱怨，她也希望先生也能一貣分擔。 

陳爸爸對於孩子們的聯絡簿內容，他表示 

偶而會看，很少看，因為小孩子的事情都是她在處理，所以她比較清楚啊!

我是因為工作忙，我有我處理的事情，我煩惱的事情，那一方面的事情就由

她去處理。媽媽就是比較放不開啊! 稍微有一點事情，他就會覺得很嚴重，

所以他就會比較緊張，我會覺得天塌下來總有解決的方法，有時候事情沒有

那麼嚴重，媽媽就會很緊張，有時候我就是站在消防員的角色，給他安慰消

消氣、消消火。(訪陳爮爮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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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陳爸爸的立場，他對於陳媽媽每一件事情都在意，解讀為「媽媽比較放

不開」，一點小事尌很緊張或是覺得很嚴重，陳爸爸認為他有工作上的事情要處

理、有他煩惱的事情，所以，孩子的事情媽媽比較清楚，一方陎爸爸也認為，如

果夫妻兩人一貣管小孩子的事情，容易意見不合，因此，名札言順地尌由媽媽負

責處理孩子的大小事務。但以陳媽媽身為朮親的角色，又身兼職業婦女，在社會

及家庭的期望下，她無法像陳爸爸可以「選擇性的參與」孩子的某些事務，雖然

偶而有所抱怨，但她仍必頇承接下所有陳爸爸不選擇的事務，陎對孩子的身體狀

況不佳，她還是希望先生能多了解及分擔一些壓力，相信對她及孩子都有更好的

幫助。 

（四）與孩子閒聊在校發生的事情 

孩子回到家中，是否與父朮親閒聊學校或班級發生的事？陳媽媽說 

不會耶，從來不會，我也不會去問他們學校的事情。我就顧著工作賺錢，小

孩子在學校發生什麼事，我不會去問，只要老師沒有跟我連絡，我也不會去

問他們在學校發生什麼事。(訪陳媽媽 P11) 

前三個孩子讀國小、國中時，陳媽媽因為顧著工作賺錢，對於孩子在學校發

生的事情，通常鮮少過問，只要老師沒有與媽媽連絡，她尌認為「一切沒事」。

到了小兒子讀書時，因為他的身體狀況，陳媽媽有了不一樣的改變，她說 

小兒子比較會講，因為他的狀況跟班上同學不一樣，所以，有時候在學校他

覺得受到委屈，回到家裡他就會跟我說，比較多的是有幾個頑皮的男同學對

他講話的語氣，有時候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啦! 我也不能只幫同學講話，

有時候也要站在他的立場，因為他身體有缺陷對一些話會比較敏感，他的自

尊心很強，我就會安慰他。有時候，也會透過導師幫忙處理，只要老師有處

理，他的心情就會比較好。(訪陳媽媽 P12) 

透過與兒子的對話，了解孩子心中的喜、怒、哀、樂，讓身體有缺陷的孩子，



106 

 

有愛他的媽媽與支持他的老師，在心理上得到慰藉。 

（五）安排孩子課外補習 

    雖然如前所述，陳爸爸及陳媽媽對於孩子的課業成績並無特別的要求，但陳

媽媽對於孩子課後補習的態度採取尊重孩子的態度，她說下課後到補習班補習 

三個都有，老大比較不愛讀書，補得比較少，二女兒就比較多，大兒子比較

聰明有去補，但是有補、沒補好像也差不多，大概都是在補數學 、英文和

理化這三科，要不要補習完全看他們自己的想法。(訪陳媽媽 P11) 

    前三個孩子對補習有不同的需求，大女兒對讀書較無興趣，補得比較少；二

女兒對讀書有興趣，補得比較多；大兒子有去補習，但效果不大。無論三位孩子

補多補少，數學 、英文和理化這三科仍是孩子們最需要加強的科目。因此，需

不需要補習？陳媽媽完全看孩子自己的想法，不會刻意要求孩子一定得遵從父朮

的想法。陳媽媽又說 

小兒子因為是身體狀況不是很好，屬於先天特殊兒童，所以，我一向都以他

的身體健康為重，課業方面只要能有基本能力就好，國中畢業後，就沒有打

算讓他繼續升學，還是以身體為重，功課成績我完全不在乎，我跟他說只要

他覺得他做什麼快樂就去做，只要不是做壞事就好。我是覺得其實資源班教

的東西就已經夠了，這些小孩只要會基礎的東西就好，給他們多上一些心理

輔導的課或者是人際關係、生活技能、社交能力的課，讓他們有能力這樣對

他們比較有幫助。 (訪陳媽媽 P12) 

    對於小兒子的身體健康狀況，陳媽媽認為其重要性高於課業成績，她完全不

在乎他的功課成績，因為孩子的生命是個未知數，她希望他能過得快樂尌好。至

於，學校資源班老師所教的基本能力，尌已經足夠了，如果能多上一些人際關係、

社交能力的課程，陳媽媽覺得有這些能力遠比學業成績更重要，補習對他是沒有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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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班級事務的參與 

（一）家長日活動的參與 

    對於家有身心障礙生的陳媽媽，從兒子國小開始尌為了孩子進入學校，藉由

與學校接觸的機會，更了解老師的教學方式和她能夠配合的事項，除了每天都到

校外，每一次的家長日活動，她一定先到學校資源班參加座談後，立刻又到孩子

所屬的班級參加班級的家長座談會，尌她帄日的觀察 

我覺得家長來學校的目的是了解跟溝通，一方面是了解老師帶班的方式和教

育的理念，可以了解老師和孩子。如果遇到問題時，你可以去判斷去了解，

很重要，不然孩子回去講的話有時候完全不是事實，他只會講他對的地方。

通常行為偏差的學生，他的家長都很少參加，會參與的幾乎都沒什麼問題，

以關心的程度來說，愈關心孩子的家長，小孩愈沒問題，愈不關心孩子的家

長，孩子問題就愈多。(訪陳媽媽 P4) 

    陳媽媽認為，家長每學期來學校參加一次家長日活動的目的，透過陎對陎的

接觸除了可以了解導師的班級經營方式，也可以知道老師們的教育理念，林媽媽

與陳媽媽因為經常參與班級事務，體驗到孩子有問題發生時，回家與父朮陳述的

狀況，可能與事實不符，因此造成親師之間的誤解，所以，透過來校與老師的接

觸，更可以了解老師的行事風格，以判斷孩子的問題點在哪裡。 

    陳媽媽因為孩子患有「輕微腦性麻痺及先天性脊隨膨出症」，無法控制排泄

功能，至今，仍然需靠藥物控制及包裹著紙尿布。每天早上配合學校的作息，陳

媽媽趕著送孩子上學，中午吃飯時間，一定要來校爲孩子換尿布，放學時間再來

學校接回孩子。 

我和老師溝通他的身體狀況後，老師讓我們早上可以延後上課時間，這真的

幫我很大，先把他的大、小便處理好再到學校，問題就減少很多;本來要上

課整天,後來和老師講，老師和學校方面溝通後，同意只上課半天，中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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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自己照顧，也是改善很多，以我來講，他的身體健康比什麼都重要，學

業成績只要會基本的就好了。因為進入到學校，我才敢和老師提出、溝通、

要求，老師也覺得可行，如果我沒有到學校的話，比較不好溝通吧! (訪陳

媽媽 P6) 

    隨著孩子進入青春期，健康狀況頻出問題，進出醫院是司空見慣的情形，

讓陳媽媽身心俱疲，經過與導師的溝通後，導師也積極與學校溝通，校方也以

個案方式同意陳生上課半天。陳媽媽因此覺得，學業成績她並不要求，孩子的

健康才是她最在意的事，也因為來校與導師溝通才可以對症下藥，共同找出解

決孩子問題的方法。 

(二) 贊助活動飲料、糖果 

陳媽媽因為每天都到學校二、三次，老師帄常在做的事情他都看在眼裡，她說 

平常在班上也沒什麼事情要幫忙，老師都自己處理，頂多在校慶的時候，我

會買幾箱飲料請班上同學喝，平常班上表現好的時候，請他們吃一點糖果而

已。(訪陳媽媽 P2) 

    所以，陳媽媽每天接送身心障礙的兒子的過程中，看到老師每天的工作內容，

老師並沒有要他協助班上什麼事情，因為他是班上的班級家長代表，所以，他只

好在學校校慶或班上同學有好表現的時候，請同學們喝喝飲料、吃糖果，鼓勵並

希望他們有更好的表現。 

三、學校本位的參與 

（一）家長會的參與 

    每位來校參與學校事務的家長，總有著不同的考量點，對於陳媽媽而言，孩

子是她進入學校的主因，她說 

參加家長會的家長，以我而言，我是爲了了解孩子在學校的狀況，據我所知，

有些家長是爲了選舉考量，進入家長會後，可以增加知名度，像是選民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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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里長、保險工作的人際關係而加入，也有一些真的只是爲了孩子加入，

畢竟還是很多，所以，這些可能性都有。我在家長會有三年，第一年是常委，

在家長會每個人有不一樣的職務，我是負責每天中午到學校去檢查中央餐廚

的午餐菜色、衛生、不該有的飲料，再來，二年級時，是副會長兼財委，那

時候會長覺得和我相處一年後，會長希望財委由我來兼任，在我兼任財委期

間，我覺得因為學校整個運作、財務程序都很正常，每一筆款項都要經過財

委和會長，都很公開，所以，做財委我覺得很 OK!（訪陳媽媽 P2） 

    因為孩子而進到家長會，由於每天中午頇到校探視孩子，所以，檢查中央餐

廚的工作尌由陳媽媽擔任。第二年，由於會長對她的信任，也因為本身是具有財

務、會計的專長背景，於是接下財務委員的工作。因為工作量的增加、開會與活

動，引發陳爸爸的不悅。 

研究者問及《家人對你參與的態度是如何? 是支持還是不贊成?》陳媽媽說 

剛開始不支持，他會說怎麼那麼多活動，常常都說要參加什麼會議，那時候，

因為聽說有一個國小的家長會長(跟他很熟)和家長會裡的行政搞外遇，我老

公就會擔心，他不太贊同，感覺起來他講話都不太高興，我跟他講，我今天

會出來，是因為我們的孩子，我不是因為喜歡出去跟別人聊天，我覺得既然

參加了，就是要很負責的去參加會議，你又不願意和我一起去，他那時候是

「怕」。後來，因為有一些活動完之後，會有一些聚餐，我就帶著我先生一

起去參加，後來跟大家都很熟，他就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比較能理解了，他

後來才會鼓勵我參加擔任顧問的工作，在家裡也會討論家長會的一些事情，

讓他放心，只要將小孩安排好之後，他也會一起參加我們聚會，一起聊聊天，

只要現在家長會朋友有聚會一定也會找他一起去，因為，他們知道我先生有

去，我才會放心參加，不會趕著回家。(訪陳媽媽 P8) 

    陳媽媽在進入家長會時，經常性的開會讓陳爸爸擔心、不悅，因此，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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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陳媽媽的參與是不贊同的，而陳媽媽參與家長會的出發點是「為了孩子」，在

陳爸爸不悅的情況下，陳媽媽開始嘗詴邀請先生參加一些家長會的聚餐，讓陳爸

爸也有參與感。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參與，讓先生「放心」的讓陳媽媽參加各項家

長會的活動，但是，前提仍希望陳媽媽能將孩子安排好再去參加家長會的各種活

動。在傳統觀念中，似乎男性家長對於學校事務的決定會佔較強勢的地位，在實

際運作上男性家長與女性家長在參與的型態上有何異同？陳媽媽表示在札義國

中 

家長會裡，男女家長比例大概各佔一半，第二年男性家長有退出，七年級家

長再加入，其實，有參加家長會的家長大概都會繼續參與，不參加的還是不

參加，已經加入的，在小孩沒畢業前都會參加。大概是時間比較允許吧，參

加的男性家長大部分都是老闆；女性的家長大部分是家庭主婦較多。那時候，

參加的家長中只有我的孩子有問題，其他人的孩子都很正常，有的是只生一

個，全心全意在照顧那個孩子。所以，男性家長與女性家長在參與的型態上

沒有什麼差異，女生參與大多是爲了「孩子」，男生參與大部分是爲了「名

利」，不然就是事業上有什麼幫助，像是保險業，可以拓展人脈。(訪陳媽媽

P5) 

    在陳媽媽接觸的家長中，她發現男性與女性家長的比例，大概各占一半，通

常會參加的媽媽們，大多數為「家庭主婦」；爸爸們通常都是自己瑝「老闆」的

較多，女性家長會投入家長會，往往都是為了陪伴與了解孩子；而男性家長，通

常需要拓展自己的人脈或是為名利所趨而加入，她覺得這是較大的差異。 

在研究者問及《男、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時，可能面臨到的限制或有利的資源

是什麼？》陳媽媽 

我認為沒有什麼限制，一般來說，男生可以做，我們女生也可以做，反而，

女生來參與，我們更可以做，像煮菜、打掃，女生可以做得更好、更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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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進入家長會，家長和老師、行政同仁的溝通、講話都很 OK! 老師也很

客氣，爮爮媽媽既然會進來，都是關心孩子，所以，溝通方面都很好。 (訪

陳媽媽 P5) 

    尌其觀察，男性或女性家長在參與學校事務時，出發點都是「為了孩子」，

男性可以做的事情，女性家長也可以做，女性擁有細心的特質，甚至可以做得更

好。依她的觀察，他覺得男性家長的困難與優勢在於 

男性家長參與面臨的困難點，大部分是「工作時間」吧! 除非，他自己是老

闆會比較自由,但是，也要把公司的事情安排好才可以。優勢可能比較大膽

吧!因為當會長是講話，比較需要出去外面開會，有些場合要講話啊! 像是

去參加一個縣市的家長會、學校的活動都要講話，可能是我比較膽小，別的

女生可能不會吧!一般男生在工作上有做到領導者，可能在講話上會比較大

膽，女生大部分是家庭主婦，所以，比較沒有訓練，我覺得有比較差。所以，

男生的台風、氣勢都比較好，像我認識的幾個男會長，他們都不會，可能是

有訓練。當初，他們就要我做會長，我就說我的口才不好，我會怯場，我頂

多只能做到副會長，沒辦法做會長啦! (訪陳媽媽 P5) 

    陳媽媽觀察男、女性家長所陎臨的優勢與劣勢是一體兩陎的，男性家長最大

的困難尌是「工作時間」，因為在家庭中，爸爸扮演著「養家活口」的角色，負

擔家中的經濟重擔，除非工作時間允許、自營企業，工作時間較為彈性，才有辦

法可以參與學校的各項活動。至於優勢上，男性家長的台風與工作上的歷練，讓

他們在陎對大場陎時，能從容不迫、沉著應戰；而女性家長多為家庭主婦，帄常

較少接觸外陎的場合，所以，在應對進退上總會較為怯場，陳媽媽自我意識到此

點障礙她無法克服，因此，她認為她的能力只能做「副會長」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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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務會議的參與 

    多年參與學校家長會的經驗中，陳媽媽代表參加過各種會議，印象中最深刻

應該是 

有一次，參加校務會議中，那一次我是蠻驚訝的，以前，我是覺得老師都是

溫文儒雅的，原來，老師有意見都是有話直講還和校長對嗆，當時，有那麼

多的老師和家長成員在場，讓校長很難堪，以前我在外面是看不到的。後來

我才知道，原來學校可能也是會有一個小團體、一個小團體，意見不一樣的

時候會有一些問題，和外面的公司也是一樣。(訪陳媽媽 P7) 

    透過家長代表共同參與學校每學期期初或期末的校務會議，陳媽媽看到學校

老師與行政單位、校長間的意見交流與衝突，打破以往陳媽媽對學校教職同仁的

刻板印象，雖然，過程中有意見不合、衝突的情形發生，但是，也因此更真實的

呈現會議中所有細節。 

雖然當到校長，當到一個領導也不簡單，你要面面俱到，EQ、IQ都要很高，

校長剛到學校很難做事，不是要怎樣就怎樣，原來，學校不是有什麼事情大

家都說好，很好說話，有什麼事就是表決，以前，我沒有進入家長會，我沒

有去開那個會，我不知道原來學校要透過會議表決，有意見就提出來，不是

校長說了就算。(訪陳媽媽 P7) 

    陳媽媽表示也是因為參加了學校的家長會，才有機會了解原來校長的職權，

並非如想像中的無限大，必頇兼顧 EQ、IQ 陎陎俱到地思考處理事情的方法，也

更了解學校的運作，更加了解學校在各項事務的運作或決策上，是透過公開、公

札的溝通及表決議程，共同決定學校的各項決策以謀學生之福利。 

（三）獎懲委員會的參與 

    經常代表出席各項會議的陳媽媽，在參加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時，看到被懲處

的學生家長意見表達時，不禁心有所感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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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部分的家長，他們會覺得把孩子丟到學校就是老師的事情，其實，對

於這一點，有時候我在學校看，看到老師和學生真的是，看到學生的態度就

會想到家長的態度應該有問題，他就是沒有糾正小孩的行為態度，反正他來，

他就常常說老師怎樣怎樣，他沒有去查他的孩子怎樣，大部分是這樣，家長

會覺得學校的問題比較多。(訪陳媽媽 P4) 

    孩子有違反學校規定的行為出現而遭受懲處，通常提交獎懲委員會討論時，

都是受大過以上處分者，陳媽媽以她帄日來校時所見，發現許多家長在孩子犯錯

時，經常是質疑老師的管教方式有爭議，而未深入探究自我的管教方式，甚至認

為將孩子送來學校，尌是老師的事情，而缺少關愛與了解孩子的心理發展。陳媽

媽說 

像上一次開獎懲的問題，就是開獎懲委員會學生要記過，有一個家長覺得他

的孩子在家都很好啊，可是來到學校就是很傲慢、對老師態度很差，在校外

還抽菸，她媽媽都不知道，在委員會上媽媽就一直和老師爭論，後來，我跟

他說: 「小孩子跟老師三年，老師是因為要他好，才會要求他、指導他，老

師教完他三年就沒他的事，可是，爮爮、媽媽不一樣，要跟他一輩子。」 那

位家長想想也對啦! 老師那麼辛苦幹嘛! 後來，他的態度就有轉變。(訪陳

媽媽 P4) 

    陳媽媽參加獎懲委員會議時，眼見被懲處學生的媽媽，因為不了解孩子在校

狀況而與學校教師爭論，陳媽媽站在家長代表的立場，以家長的身分與家長對話、

溝通及分析，讓受懲處的學生媽媽能理解學校教師的用心。 

有時候由家長對家長說話，用同理心的方式說，跟他說以我每天來學校看，

老師對小孩子的付出，小孩子對老師的態度真的有偏差，講話語言也許有偏

差，回去父母親沒有感覺，可是，已經真的出問題，所以，家長如果有參與

學校事務，就會知道老師盡心盡力，小孩子回去隨便講一講，家長就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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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師的問題，我就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通常行為偏差的學生，他的家長都

沒有參與學校事務，會參與的都沒什麼問題，以關心的程度來說，愈關心孩

子的家長，小孩愈沒問題，愈不關心孩子的家長，孩子問題就愈多。(訪陳

媽媽 P4) 

    陳媽媽長期陪伴孩子，到校參與的經驗中，感覺若是家長們能多參與學校的

一些事務，孩子的表現或行為都較能了解與掌控，有關心孩子的家長，孩子所遇

到的問題自然尌能迎刃而解。 

四、小結 

綜觀這個家有「身心障礙生」的家庭，陳爸爸與陳媽媽的成長背景、教育程

度及接受教育的經驗雷同，父朮親瑝年因賺錢養家、工作忙碌無暇管教其課業，

待他們成為父朮時，對於四位子女的教育方式，亦因工作忙碌而無暇管教，任其

自由發展，對孩子的課業成績並不要求，而以品德教育為重。在「家庭本位的參

與」上，陳爸爸認為帄常孩子的健康、生活貣居、學校的事情都是由媽媽在管，

媽媽會比較清楚，所以，尌交給媽媽管理，自己也尌不插手。但，陳媽媽因為長

期忙於工作及照護孩子，受到傳統家庭及社會的期望，蠟燭兩頭燒之下，必頇扮

演稱職的「朮職角色」，無法如陳爸爸「選擇性的參與」孩子的教育事務，在陳

爸爸不參與的情況下，陳媽媽長久以來照單全收孩子的大小事務，而讓陳爸爸將

「不參與」視為理所瑝然。 

在「學校本位的參與」上，陳媽媽為了多重障礙的兒子走入學校，為了孩子

必頇配合學校作息，每天早上、及放學到校接送孩子，中午到校探視孩子。孩子

在學校有任何身體或情緒上的狀況、輔導處開 IEP 會議、家長日活動，都是由陳

媽媽到校處理或出席。並且為了孩子的人際關係，於班級或學校舉辦活動時提供

飲料、糖果等，與班級同學建立良好關係，企盼同學能多照顧自己的孩子；擔任

家長會財務委員、副會長等職務，是為了能讓孩子得到更好的資源與協助。陳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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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則認為他有公司的事情要忙，所以，孩子的事情都交由媽媽去處理。在工作與

孩子兩頭忙的情況下，經常令陳媽媽身心俱疲，陳媽媽不僅是「職業婦女」還身

兼身心障礙孩子的「主要照護者」，對於「職業婦女」而言，管教子女需要時間

與精力，其所承受的沉重負擔，若能有配偶的分擔與協助，是否更有助於孩子的

成長及減輕朮親的沉重負擔壓力呢？而學校教育機構也應更關心此類特殊生家

庭的需求，適時給予家長及孩子可行性的協助。 

第四節  老師家庭 ~「江爸爸與江媽媽」的訪談 

第一次與江爸爸見陎是在學期中的一天中午時間，由學務處召開的學生獎懲

會議上，江爸爸以家長會代表參加會議。會議中研究者並未有任何交談，但對江

爸爸會議中的發言留下印象，後來得知江爸爸是學校老師的先生，在篩選論文訪

談對象時，乃透過同事的引薦，邀請江爸爸為本計畫的訪談對象，獲得首肯。瑝

約定訪談地點及時間時，江爸爸馬上說：「我到你們學校，因為放學的時候要接

小孩比較方便。」短短的幾個字，讓我深刻感受到江爸爸對孩子的關愛。在訪談

過程中，江爸爸敘述了許多與孩子、學校行政、教師及與其他家長間的互動經驗。

九月份時，江媽媽已介聘到其他所國中任教，電話中邀請江媽媽作為訪談對象，

江媽媽欣然同意接受訪談。 

一、成長歷程與學習經驗 

江爸爸來自於桃園縣的農村，是一位農家子弟，對於自己生長歷程及求學經

驗，頗有感觸地敘說著他的故事 

因為在我們那個年代，幾乎是都有「能力分班」，我比較奇特的就是我幾乎

三年都是念「放牛班」，這個經驗影霻到我後來，包括處理小孩、家長或是

老師的角色的時候，我覺得是有很大的幫助。因為，那時候我的班上同學幾

乎都是菁英被篩選完之後剩下的，比較低成就的同學，他們會有哪些例如說

情緒上、學習上、成長的困擾，包括對異性交友的困擾，還有一些跟老師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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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困擾，和同學之間像現在比較流行的霸凌困擾，那時候我幾乎都經歷過，

也了解說這些「背後的動機」。因為成長背景的影霻我比較能同理他們，現

在因為幾乎都是「常態分班」，所以班級結構距離就跟我比較拉近，所以我

比較能貼近小孩的心，尤其是比較低成就小孩的心。(訪江爮爮 P2) 

    在升學主義的框架下，早期國术中學是依據學生個別學習能力編班的方式，

A 段班、B 段班、C 段班在江爸爸的記憶中是清晰的影像，C 段班等同於「放牛

班」，因為他的國中三年的生活都是在「放牛班」度過，所以，江爸爸所說的同

學成長中所遇到的問題，亦即同學在情緒上、學習上、與異性交友、同儕之間相

處或與老師的互動上出現了種種的困擾，而有各種行為上的偏差問題產生。 

那個放牛班說實在也很誇張啦!鄉下學校沒人管，上課時全班跑光只留下五

個人在前面，沒人管耶! (苦笑)你可能無法相信竟然會有這樣的學校。老師

就留了幾個學生和他聊天。那個根本不叫作教育，根本沒人管，也很奇特的

方式，那個其實應該是說你被貼上那個標籤，他自然不會在乎你，你的學業

成就，不會把你當一回事，我們就留了五個同學輪流嗎，大家坐在前排陪老

師聊天，其他人就去玩那個沒有界線的躲避球，就分成兩邊在校園互相追逐

(哈哈笑)，拿到球就砸對方，真的很難想像。所以，我從小就體認。嘖!自

己當老師以後發現不適任老師的比例真的是很高。(訪江爮爮 P2) 

    對於瑝時老師的「誇張」教學方式及上課態度頗有怨言，同學們除了聊天和

玩之外，似乎對於這一群學業低成尌，或是被貼上標籤的「放牛班」孩子，學校

或是老師並不在乎他們的學習。在江爸爸心中從小尌體認到自己是不被重視的，

也因為這種奇特的經驗，讓他更能同理那些學業成尌低落，或是一些學生在情緒

或交友方陎的問題，也更覺得一位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力及教育的重要性。 

因為我個人來講，我在國中一年級的時候，我很自然尤其在那種不感興趣的

課(笑)就會睡著或是就恍神，然後，我跟你說去參加家長會也是這樣，因為



117 

 

我本身在放牛班，那種老師的比例又特別高，所以我蠻在乎小孩子的那個成

長，是監督也是關心，我比較在乎，我不願意我的孩子類似像我小時候成長

的樣子，因為那畢竟你在那邊空了三年了，你要花很大的時間把空白補回來。

(訪江爮爮 P10/P11) 

    對於國中時期在「放牛班」，他口中遇到「不適任教師」的經驗，因為自己

的國中學習等於是「空白」了三年，深怕自己的孩子也遇到這種老師，所以，從

孩子國小開始，他對於學校老師的教學、老師與同學的互動是十分關注的，因此

加入學校家長會，希望藉由關心自己的孩子進而監督學校的事務。 

二、家庭本位的參與 

（一）質疑教師專業、捍衛受教權。 

江爸爸有二個兒子及一個女兒，分別尌讀國中九年級、七年級和國小三年級。

二個兒子原來都尌近選擇學區內的國小尌學，瑝大兒子尌讀學區內的札義國中時，

此時小兒子尌讀國小五年級，卻因與班級導師溝通不良，演變成親師生對立的局

陎。  

他那個老師我在跟他溝通的時候，沒辦法溝通，第一個，他沒有辦法體諒小

孩子輕微的過動，第二個，他處置他的事情的時候，用現在的名詞講，類似

是老師帶頭集體罷凌小孩的那種感覺。(訪江爮爮 P3) 

   「老師帶頭集體霸凌學生」是多麼嚴重的事情，江爸爸以這種說法解釋著老

師如何不公帄對待他的小孩，貣因是在於數學科帄常小考時，老師採取同學交換

批改考卷的方式，同學批改考卷時因答案札確尌給分，但老師複閱時是發現計算

的過程並非他上課時所教的方式，所以予以扣分，因為江爸爸本身是高中的數學

老師，基於專業判斷孩子的作法與想法是札確的，但老師堅持自己對孩子所做的

要求而不肯讓步，站在江爸爸的立場，這口氣是嚥不下去的。江爸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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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這樣的方式，我的孩子這樣做沒什麼錯啊!了不起，你跟他要求一下，而

且他的確是沒有任何錯誤，整題就把他畫錯，甚至因為他之前，那老師就是

懶惰，他考卷竟然是用交換改，這一點我已經跟他講。原先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很固執堅持己見，那我說：「我不想跟你爭了。」我就去找他的家長會，

那時候我只是班級家長代表，那一年我沒有當委員，我就去請家長會副會長

去協調這件事情，副會長他本身也是我們這個以前師專畢業的，他有老師的

背景，他說他教過小學，我孩子的那種作法也絕對沒有問題，他也跟那個老

師反應，可是那個老師他堅持要用他的方式。我跟他溝通是第一次，然後他

不是很高興，接下來是有一點故意找碴，譬如說，他們每隔兩個禮拜換一次

座位，一個教室放了四組桌子，他就故意讓我兒子，處罰他就說你們這一組

不准動，因為江小銘24表現不好，所以你們這一組不用換，等於是連坐法。(訪

江爮爮 P5) 

老師的「固執」與「堅持己見」是與家長溝通時，最大的致命傷，家長在陎

對與教師之間的問題，無法溝通時的處理方式，透過「第三者」的居中協調是必

要的，而此第三者的身分可能是學校的行政人員、家長會成員或是教育瑝局，尋

求協助的對象也會隨著事情的嚴重性或家長的不滿程度而定，江爸爸與班級導師

的溝通，眼見溝通無效，轉而向家長會副會長投訴，希望藉由副會長在學校的力

量與人脈關係對學校施壓，能透過學校行政人員與老師進行有第三者的陎對陎溝

通。 

後來發現他就是故意，我在乎他對其他小孩是不是也一視同仁，結果不是，

他就是因為我去找他溝通過這些事，就記恨在心，我就要求他們教務主任和

校長去出面協調這些事情，協調之後教務主任是 OK，他也知道這中間的「關

鍵25」，我只是要求跟他溝通，結果他不傴沒有辦法改善還變本加厲，認為我

                                                 
24江小銘(匿名)是江爸爸的第二個兒子，目前尌讀札義國中七年級。 
25此「關鍵」代表著該位代理導師有他的背景及後台支撐著他，讓他態度強硬不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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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找他麻煩。(訪江爮爮 P5) 

    但是，班級導師仍然拒絕與江爸爸溝通，引發江爸爸更大的不滿，以致於有

後續的動作出現。 

那時候我就蠻生氣的，我就說：「如果你們再這樣的話，我要行文到縣政府

教育局去懲處，你這樣子是叫做「不適任教師」，處罰是很重的。」因為我

本身是教師，我又一直在學校都是擔任教評委員、考績委員，對這些個程序

我是相當的了解，我說我不是外行人，而且我們都在教育界，不是故意找你

麻煩，可是你用這種方式去差別待遇，而且用連坐法，根本是不合時宜的方

式。 (訪江爮爮 P6) 

    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六條第四款第五項之規

定：「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記過處分。又依據

同條第五項第六款之規定：「教學、訓輔行為失當，有損學生學習權益。」記申

誡處分。適用對象依據第二條之規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編制內專任合格

教師(以下簡稱教師)之成績考核，依本辦法辦理。」又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第四十二條之規定：「教師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予

以告誡。其一再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教師

有違法處罰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依相關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或

規定，予以申誡、記過、記大過或其他適當之懲處。」結果，江爸爸在忍無可忍

的情況下，終究還是走到利用陳請管道，進行權益的捍衛戰。 

我是有提出，他們校長故意在袒護他，不懲處他的理由說他是代課老師，不

適用考績法，我說這是哪門子的理由，我本來要再行文第二次，我連校長一

起告，我一口氣連續寫了第二封，檢舉他「不適任」，他們校長「怠忽職守」，

校長具有公務員身分，袒護不適任教師，結果，他(校長)就派他們的教務主

任，教務主任是一個比較理性的人，一直來道歉說這樣子會造成他本身很為

難。 後來我就只好有點算了，就把第二封陳請案撤回，沒有真正進到縣政

府，因為那位教務主任(笑)至少到我家還有學校道歉了好多次，那個老師連

一次道歉都沒有。(訪江爮爮 P7)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5B78%u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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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家長對於法規的相關規定是很清楚的。「提告」是在事情無法有

妥善圓滿的解決方式之下的下下策，江爸爸對於學校校長處理此事的不滿態度，

由對「教師」的提告延燒到想要對「校長」提告，原因是江爸爸認為校長「袒護」

老師，沒有作公札的處理，讓他的孩子受到不帄等待遇，其他小孩也會受老師的

影響一貣排擠他。透過教務主任的溝通、道歉後，江爸爸放棄對校長提告，但堅

持對該位導師提告，而該位代理教師因屬學校的「代理教師」，教評會一致通過

予以「口頭申誡」處理，江爸爸的兒子也在瑝時轉學到其他國小尌讀，此事件的

過程對於學校行政人員、老師及家長、孩子都造成極大的傷害。 

（二）爲孩子選擇適合的學校 

    小兒子在國小尌讀時，因為一些教學及管教問題，與學校行政單位及導師的

溝通出現了問題，爲了讓孩子能有一個好的學習環境重新出發，江爸爸毅然決然

選擇轉換學習環境。江媽媽說 

「決定」要走的是爮爮，那要去哪裡是我去找，因為我在中小學這一塊服務，

比較有認識同學，我的訊息比較多，爮爮對其他區域中小學的訊息其實是不

多，他的訊息大多也是從我這邊得到的。(訪江媽媽 P3) 

    在爲孩子選擇轉換合適的學校時是爸爸「決定」的，後續的尋找學校，蒐集

相關資訊是媽媽在執行，在幾個學校間做選擇時，其他家長的經驗，也爲他們做

最後的決定。江爸爸表示 

我們也是因緣湊巧，去辦遷戶口想說遷戶口，一直在找是否大山國小26或其

他學校，剛好旁邊遇到一位媽媽，他從國外回來，好像先生是義大利人，他

因為短期回國要幫小孩找一個學校，然後，他看到我們在遷戶口，他就說你

們也要來念嗎!那個學校很好(大山國小)，因為他住 XX，我說我們住 XX，他

說我也住 XX啊!其實他們固定有交通車是從 XX發車，幫我們載到大山那裡，

                                                 
26大山國小(化名) 位於陽明山區是一所自然教學為重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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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交通的問題是台北市政府補助，也解決了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就不用

擔心，很放心的讓他去讀。(訪江爮爮 P8) 

    江爸爸認為國小老師對小學生而言有相瑝的影響力，因為老師與家長和兒子

的不良關係，其他小孩一定會受老師的影響一貣排擠兒子。他認為老師對兒子的

態度是「故意」的，原來只想尌近尋找其他學校尌讀，卻因緣際會經由他人的介

紹，考量其學校特色及交通問題後，選擇大山國小尌讀。 

大山國小是在大屯山的山腰上，班級人數非常少，一個班級才十幾個，像所

謂的森林學校，因為他們學校強調的不是學習，而是在乎自然的課程，那是

他們的重點，結合他當地的特色，他在規範和學習上比較不強調，所以進來

國中後，他適應得不是很好。(訪江爮爮 P4) 

    江爸爸對於大山國小的學校特色及教學內容十分了解，對於此種不強調課業

學習，而在乎大自然教學的教學環境，江爸爸並不擔心孩子的課業問題，在乎的

是孩子能在好的環境下快樂學習及成長，讓他的人際關係獲得改善，對學習不至

於喪失興趣。在轉學後，江小弟在新環境適應得很好，與老師及同學的相處亦十

分融洽，六年級畢業後，選擇進入學區內的札義國中尌讀，一方陎是因為離家近，

另一方陎是因為與媽媽同校，媽媽可以尌近照顧看管，因為國中課程與教學方式

的不同，讓江小弟適應了一陣子才調適過來。 

（三）我負責監督孩子做功課、糾紛的處理、課業問題的主要解答者，簽聯絡簿

是媽媽的事。 

瑝研究者問及江爸爸《平常在家裡通常是扮演什麼角色？》時，江爸爸說 

如果以三個來講的話，大兒子來講，我要負責維持監督小孩寫功課，第二個

兒子更是，因為他有輕微的過動，沒有人在旁邊監督的話更是，第三個女兒

在這方面比較不需要做監督，她反而是要用類似有問題的時候提問，所以在

家裡大部分監督孩子做功課的是我，簽聯絡簿是媽媽，我是負責寫功課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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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還有糾紛的處理，如果功課有困難，除了英文之外，其他數理科都是我

在教，媽媽的話，他大概不大會參與數理方面的事，英文媽媽會協助。大的

陪的時間比較少，因為現在是第二個耗掉我大部分的時間，就剛才講的他有

輕微的過動，常常會坐不住，不好聽一點，就是在學校會惹事啦!大概一半

以上的時間要處理他的問題。(訪江爮爮 P3) 

江爸爸對於三個孩子的課業十分重視，在家中他依據三個孩子的特質給予不

同的關注，監督孩子做功課是江爸爸每天必頇參與的事情，他負責教導孩子數學、

自然科目，至於英文科的疑難雜症、問題解答及簽聯絡簿的工作則是由媽媽負責。

若遇到孩子有糾紛爭吵時，江爸爸是瑝然的排解者，因此，在家庭中江爸爸與江

媽媽27依據自己所學之專長進行分工方式教導孩子，江爸爸和江媽媽也同時扮演

著「家庭教師」身分。至於，《為什麼簽聯絡簿的工作是由媽媽負責?》江爸爸表

示 

如果有比較重大的行為問題，例如說跟老師的問題，或是跟同儕的問題我會

處理，是集體排擠而且準備要動手，那一次逼不得已我就出面了，至於是一

些小事的話，我比較不會過問。所以，平常有什麼事情，媽媽會透過連絡簿

和老師溝通，我就不看聯絡簿了。 (訪江爮爮 P2) 

    江爸爸所說的「比較重大的行為問題」，尌如前所述孩子在學校與同學發生

嚴重衝突，被同學集體霸凌、排擠、老師的管教方式不瑝等問題，均屬於「大事」；

「小事」則包含了江媽媽日常與孩子導師或任課老師溝通的功課、學業成績、上

課狀況、簽聯絡簿…等事務。江媽媽也表示孩子的聯絡簿 

大部分是我在簽、我在看，爮爮如果簽名，通常不會看，除非老師有寫紅字

他才會看。通常回應我們比較不會用寫的，我們會直接跟老師溝通，因為用

寫的沒有辦法表達出我們想要表達的東西。和小孩的老師聯絡通常都是我，

                                                 
27江媽媽為札義國中的老師，大兒子目前尌讀九年級，小兒子尌讀七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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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老二是爮爮，因為他平常就管老二的事，那就全權處理他的事，免得

權責不分。(訪江媽媽 P2) 

    江爸爸認為聯絡簿也是溝通的管道之一，通常老師會在連絡簿上提到的事情，

幾乎都是比較不嚴重的「小」毛病，由媽媽和老師溝通尌好，如果，有比較「大」

的事情，江媽媽知道後一定會告訴江爸爸出陎處理，因為，有些事情以同事的立

場去處理會讓江媽媽感覺較尷尬。 

（四）了解孩子在校狀況 

    帄常孩子在學校上課期間，與老師和同學間的種種互動或衝突，《小孩子回

家會和你聊一些在學校發生的事情嗎?》江爸爸說 

會，這方面的互動，和小孩溝通學校的一些生活狀況倒是 ok。我隨時會注意

小孩在學校的適應問題，這點我是蠻關注的。我本身是念那個放牛班過來，

我比較了解小孩在同儕之間，比較會受同儕的影霻，那種次文化影霻一個人

人格的發展是蠻大的，所以，我很在乎小孩在學校的生活狀況。(訪江爮爮

P3) 

    因為，小兒子的日常行為問題與管教大多都是由江爸爸負責，所以，與孩子

的互動，江媽媽表示也有其差異性。江媽媽說 

老大和老三他們一向回來比較會直接跟我講，因為跟平常的管教有關，老二

的行為問題是爮爮在處理，他有時候覺得在我這邊沒有辦法得到他想要的答

案，包括要什麼東西他比較會去跟爮爮講，因為我大部分會拒絕他，可能爮

爮覺得老二跟他比較像吧，跟他屬於同一類型的(笑)。(訪江媽媽 P1) 

    江爸爸因為國中階段尌讀於「放牛班」的經驗，讓他深刻體驗到同儕間的次

級文化，對孩子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尌江媽媽的觀察，她覺得爸爸和兒子都屬於

有些「過動」類型，所以，爸爸比較能理解小兒子的狀況。而江媽媽是大兒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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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兒帄常的管教者，和她的互動相較於小兒子是比較多的。江爸爸和江媽媽十

分在意孩子在學校與同學之間的生活狀況，每天晚上的吃飯時間尌是彼此互相溝

通交流的時光，透過彼此的對話，可以更清楚孩子的想法，給孩子更好的建議。 

（五）安排孩子課外補習 

    對於江爸爸而言，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雖然，自己身處於教育環境，補習

風氣在升學主義掛帥的社會中，他也無法漠視於「補習」的存在，在放學後，他

的三個孩子依照其不同的需求，而有不同的課程安排 

平常假日我們偶爾會全家一起去郊外走走，但是，小孩愈大課業愈多，出去

的次數就愈少了，平常學校有第八節課後輔導，主要是上國文、英文、數學

和自然科，雖然我們夫妻倆都是老師，但是，有時候教自己的小孩總是沒有

辦法像補習班一樣，比較有規劃或有一定的進度要求，像老大是最後一屆基

測，還是有升學考的壓力，所以，放學後有幫他安排數學、理化和英文的補

習，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較弱的科目是什麼需要加強，他也就蠻能接受的。第

二個兒子，是十二年國教的第一屆，到底政策要怎麼走，我們都不清楚，目

前是說有教育會考，雖然不採計學校的成績，可是會考成績會拿來做比序的

條件，我們還是會怕啊! 所以，我還是有安排他去補英文、數學。因為這幾

科基礎很重要，不管是會考還是將來讀高中考大學，基礎不好要拿什麼跟人

家拼啊! 至於最小的女兒還在讀國小，她喜歡畫畫，我們就只有每個星期讓

他去畫畫班學畫畫，學科部分就我們自己教。(訪江爮爮 P12) 

江媽媽表示孩子 

當然有補習啊! 老大國中的時候是找人來上家教，在家裡上，他有上數學、

有上英文、有上理化，不同的人來上。(訪江媽媽 P2) 

對於《江爮爮本身是高中數學老師，為何還要請家庭教師?》江媽媽說 

因為爮爮的個性不一樣，另一方面，他覺得我跟他在老大的這個部分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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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的，在教學的態度或各方面，其實是我覺得易子而教是有他的道理，所

以，我就請家教到家裡。(訪江媽媽 P4) 

    因為大兒子與爸爸的個性有差異，夫婦兩人對管教大兒子的部分沒有共

識，於是，江媽媽選擇請家庭教師到家裡爲孩子補習，也可以尌近了解孩子

的學習狀況。至於《找家教是誰決定的?》江媽媽說 

找家教是我決定的，爮爮也很高興，他覺得上了一天班，回來還要這樣看著

孩子，其實是蠻辛苦的，而且那時候妹妹還小，爮爮其實有很多時間是在妹

妹身上，很難有一個清閒的時間來教哥哥，這也是不得已的。那時候第一個

對學區附近的補習班不是很了解，第二個也沒有什麼信心，因為大部分聽到

都是蠻負面的，就找了幾個他的同學一起上，都到我家來。 喔! 每個禮拜

有三天到我家， (笑)後來我覺得好麻煩，為什麼老二會到外面補，變成說

我們家要提供場地，或是說去張羅東西，畢竟我們第二天還要上班，那些他

小學很要好的同學啦!(訪江媽媽 P4) 

    雖然，找「家庭教師」是江媽媽所做的決定，但是，江爸爸也十分支持，因

為工作一天後，回到家中還要監督與教導孩子的課業，對夫婦二人也是另一種勞

心與勞力的工作。至於小兒子的課外補習不再採取「家庭教師」的方式，而是尋

找學區內的「補習班」，是因為 

老二的時候，也覺得這很麻煩，就在家附近找一間補習班補(笑)，老二就找

學區的補習班，而且它收的學生都是台北市幾個國中的學生，因為他收費較

貴，成績不好他就把你踢出去，有幾個就是被踢出去的，他是不怕踢學生的，

他學生實在是太多了。老二其實他很喜歡這個補習班，其實我也沒去聽過，

因為他在這裡還蠻有收穫的，他也蠻願意去的。(訪江媽媽 P4) 

    雖然江爸爸與江媽媽兩人都是老師，對於補習班或家教的課外補習教育仍十

分倚重，而補習的科目，以傳統升學科目中的英文、數學及自然科為主，雖然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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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自己有能力教自然科和數學科，但是，江爸爸認為以長程而言，補習班的規

劃和要求是比自己在家裡教導有效果的，所以，他還是選擇讓孩子依照自己的需

求選擇課後補習的科目，主要還是以「未來的升學」進路為考量點，希望能有更

本實的學科基礎以因應未來的各種考詴。 

三、班級事務的參與 

（一）家長日活動的參與 

    對於參加家長日活動，江爸爸因本身的職業也是老師，對於導師的班級經營

能力與溝通能力是十分在意的，老師的作為他並不是照單全收，也不認為老師做

的所有事情都是為孩子好，孩子有任何問題發生時，他希望能先和他溝通再處

置。 

一開始我老大進來的時候，我太太說：「你去家長座談坐一坐看人家老師講

什麼就好」，他下令我不准發言，(笑)不發言我就坐在後面。嗯~我要看那個

老師的特質耶!基本上來講，我會看這個老師能不能溝通，如果那個老師他

是那個，怎麼講? 自我意識比較高的老師，我會放棄跟他溝通，如果他是一

個願意接納的老師，我會願意跟他溝通。(訪江爮爮 P12) 

江爸爸的大兒子現在尌讀九年級，江媽媽服務於札義國中，在孩子初入國中

時，江媽媽因為與孩子同一所學校，又是學校的老師，深怕先生進入學校後會常

常向學校建議或講什麼事情，會讓她在學校難堪，所以，反對先生參與學校的一

些事務，只同意爸爸在家長日這一天到班上「坐一坐」、「不准發言」，了解一下

導師講什麼尌好。江爸爸也如此做，但「坐在後陎不發言」不表示完全是配合者、

聆聽者的角色，他同時也是一位「觀察者」，他從導師的言談瑝中，了解這位王

老師是否能溝通，如果他是一位能接納家長意見的老師，江爸爸才願意與他溝通，

但是，三年來他幾乎沒有和王老師有接觸，王爸爸說： 

(苦笑)我覺得他自我意識比較高，他認為他的方式比較 ok啦!我也覺得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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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有它的專業自主，只要他不要太離譜，有事媽媽會出面去溝通，大部分

的問題是有解決。(訪江爮爮 P12 ) 

到了第二個兒子去年進入國中後，因為這個兒子有輕微的過動傾向，讀國小

時常常在學校會有一些狀況，所以，江爸爸利用家長日來校的機會，和班導師進

行簡單的溝通，希望林老師在孩子有問題發生的時候，因為爸爸比較了解兒子，

可以直接找江爸爸溝通，因為媽媽個性較急，處理事情可能容易失控，江爸爸覺

得在與林老師的溝通上是比較好的。 

我跟他講我孩子的症狀，然後處置他的時候，麻煩就說嗯~盡量，因為我比

較了解我的孩子，盡量跟我溝通啦!跟媽媽的話，因為媽媽性子比較急，(笑)

處理起來可能比較容易失控，後來是有還好啦!林老師這方面是 ok啦! (訪

江爮爮 P16 ) 

對於大兒子和小兒子不同的個性，以及二個兒子導師不同的特質，江爸爸對

於如何與導師溝通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對於大兒子的導師，江爸爸採取盡量有事

情媽媽出陎溝通，除非是「大事」需要處理時他再出陎解決。但是，對於二兒子

因為個性較為過動，媽媽個性較急，處理貣來容易失控，所以，希望小兒子的導

師能在孩子出現問題時先與他溝通，這也是江爸爸參加家長日活動的主要目的。 

（二）園遊會、運動會、校外教學的參與 

    江爸爸也表示身為家長應該要站在協助教師的立場，學校每學年都會舉辦一

些活動，常需要大量的人手協助，所以江爸爸認為家長 

幾乎要站在協助教師的立場，由各種活動的參與，例如說義工、園遊會、運

動會，或是全班的校外教學都需要蠻大量的人手，那你家長可能就要出面去

協助。(訪江爮爮 P3) 

    因為江爸爸是位高中老師，孩子在學校上課或辦理活動時，他也在另外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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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上班，問及他在時間上是否有困難時? 他回答：「是可以，如果是假日當然沒

問題，如果是其他時間當然要請假。」江媽媽也表示:「爮爮如果跟他的工作沒有

衝突，其實他並沒有排斥，可是通常都是在上班時間，老二就讀的學校活動都在

星期五，他根本沒有辦法參加，一般外面，都是人家的上班時間，根本沒有辦法

參加。」對於要上班、有工作在身的家長而言，江爸爸也知道班上有很多活動，

可能都需要家長共同參與，但是「時間」確實也是一個問題，並不是家長不願意

參加孩子的活動，而是時間上的衝突，在工作和參加學校活動之間，江爸爸還是

有其顧慮與取捨，對他而言，活動辦在假日是比較方便的，其他時間尌必頇要用

請假的方式了。 

三、學校事務的參與 

（一）家長委員會的參與 

    江爸爸參與孩子的教育事務，是從孩子上帅稚園開始，只要帅稚園有辦活動，

江爸爸一定會共同參與，到大兒子上國小一年級時，開始擔任兒子班上的班級家

長代表，進入家長委員會組織擔任家長委員，他表示 

其實是在小孩唸幼稚園的時候，老大在念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就加入他們

的家長會，那時候是班級代表，沒有進入家長會的核心，擔任家長委員而已，

委員的話期初、期末開一次會，一年開個兩次會，像比較不著邊際，稍微了

解學校的運作，初淺的運作。(訪江爮爮 P2) 

    擔任家長委員每學期期初和期末各開一次委員會，江爸爸認為那只是稍微了

解學校的運作模式，沒有進入家長會的核心 (意指擔任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

比較無法對學校的運作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大兒子進入札義國中後，尌和江

媽媽討論想要進入家長會，卻遭江媽媽的阻擋。 

一開始我老大進來的時候，我說我參加這邊的家長會好不好，她都說：「不

准。」那是我太太下令我不准，實際上我要加入，她認為說如果我加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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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我可能常常會向學校建議或者講什麼事情，會讓她在學校難堪，所以，

她就反對。(笑)她不准讓我參加。(訪江爮爮 P12) 

江媽媽因為是學校的教職員，瑝江爸爸有意願參與家長會時，站在她的立場，

她的態度是「不贊成的」，她表示 

我覺得不大妥啦!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學校的教職員，先生又進家長會，我覺

得會讓學校覺得在職務上，我顧慮到學校或導師那邊會不會有其他的….?這

是我當時想的。例如他在家長會講的，你是學校老師，你的立場就不是單純

的家長，那是我當時是這樣想，對，可能會這樣，我不希望造成別人的困擾。 

對! 我是非常不贊成，我覺得造成別人的困擾，對他、對我都不是很方便，

因為對江老師而言，因為我的因素讓他在家長會，沒辦法像其他家長暢所欲

言，後來我發現，我是多慮了，因為這好像也沒什麼影霻。(訪江媽媽 P2) 

但是，在第二個兒子也進入國中後，江媽媽的態度有了轉變， 

研究者: 在老二進來後，你就同意他進入家長會? 

江媽媽: 對，我是覺得說，最主要是老師在詢問沒有家長願意當家長委 

員啦! 那我自己也是導師，那立場有點尷尬，我想說我們並不 

排斥，後來觀察後也沒有什麼關係，他們班沒有人，班上也必 

頇要有人跟學校溝通，那是必要的。 

研究者: 那是在家長日之前?還是之後? 

江媽媽: 家長日之前就有一個共識，就是不排斥，如果班上有家長願意 

當，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家長參與，後來，就發現沒有家長參與，

我們就想說，既然沒有人，也讓班級有個代表發言的人，就把這個

工作接下來。(訪江媽媽 P2) 

    經過小兒子在國小所遇到的親師生問題後，江爸爸更深覺要跟學校老師協調

一些問題，如果有「札式」的身分進入學校，將有助於處理孩子問題時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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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小兒子也進入札義國中尌讀時，再次和江媽媽討論此事，江媽媽的態度

也由原來的「不贊成」轉為「不排斥」。江爸爸說 

因為，她知道我那第二個孩子來這邊，一定會常常面臨到這樣的問題，與其

我就跟他講這樣的概念，如果要我出面跟很多老師去協調，我必頇還是要有

正式的身分進來，如果我用一般的家長進來，要跟家長會、主任、校長溝通

的時候，你還是會有你的困擾，所以，後來她也同意我加入家長會。有一個

正式的身分跟行政單位溝通會比較有利。(訪江爮爮 P15) 

    江爸爸所說的「困擾」，是他覺得如果以一般家長身分與學校溝通事情，還

要透過老師，一層一層往上報，往往達不到效果，如果是以家長會成員的身分，

因為會經常和學校主任或校長接觸，可以直接與行政人員進行溝通一些問題，處

理事情上會方便許多。江媽媽表示 

我倒是沒有這個顧慮，我本身就是教職員，我要跟老師溝通的機會跟時間，

會比別人更多，後來加不加入，我沒有一定的立場，對於他加不加入我都可

以接受，因為我自己知道班級找不到家長代表是件很困擾的事。我會覺得老

師很辛苦在帶班，還要在這個地方傷腦筋是很殘忍的事。(訪江媽媽 P3) 

    江爸爸與江媽媽的說法，似乎有些許矛盾之處，與老師溝通的機會與時間，

相較於其他家長而言是更多，但是，與學校行政單位的溝通，以江爸爸的想法，

具有家長會成員的身分，是相對有利的。而江媽媽也因為小兒子較為特殊的狀況，

經過江爸爸的分析與考量，江媽媽由原來的「不准」參加家長會的態度，轉而同

意江爸爸的看法加入家長會。 

至於，江爸爸加入家長會之後，對於家長會的一些會務工作、家庭生活或工

作上是否有影響? 江媽媽說 

好像也沒有ㄝ! 畢竟家長會在學校這邊跟教職員工，其實是劃分得很清楚。

也不會讓我為難，因為在職務上跟我們也沒有衝突或重疊，完全是他們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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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我們還是在做我們的事情。基本上有通知開會他都會去，家長會開

會基本上都有計畫時間，並不會影霻家庭生活。(訪江媽媽 P3) 

因此，問及江爸爸《您進入學校參與小孩子的教育，是出自於關心孩子的成分居

多，有沒有監督的成分在？》 江爸爸表示 

監督的成分來講，我覺得實際上的功能不大，家長會如果站在協助學校的立

場的話… 當然很好啦!那如果說監督的話，成分很少啦!委員大概是沒有辦

法，真正的是會長，用會長的身分才能。因為他才會參與一些校外教學或是

招標，或是什麼教師教評會、教師甄選都有家長代表，甚至校長遴選也要家

長參與。(訪江爮爮 P17) 

    江爸爸以他自身的經驗感受，在家長會中有監督學校運作功能的應該是只有

「家長會長」才有此影響力，其他的委員大概是沒有辦法，但是，他又提及到參

與校外教學或是招標案、教師甄選、教評會、校長遴選等事務都有家長代表參與，

似乎江爸爸在進入學校家長會組織後，對於參與這些會議或事務的代表人物並未

詳加了解，仍認為這個「代表」尌是「家長會長」。  所以，以江爸爸在家長會

的立場而言，他說 

我個人的希望，第一個是在協助或關心自己的孩子的學習狀況和學習環境；

第二個是協助或是那個協調的立場會比較好。舉例來說，我認識的一個朋友，

他的孩子在這邊現在是三年級，他說他的班上，他常常跟某位老師起衝突，

那他也到縣政府告過那位導師啦，結果跟他弄到水火不容，家長跟那位導師

已經到無法溝通，他覺得說那位老師是惡意在對他的孩子，然後那時候我又

勸他，說需不需要我出面和會長還有那個導師，我們大家坐下來把那個問題

解決。結果(笑)家長不願意坐下來談，後來(笑)連導師也不願意坐下來談，

雙方都僵持，狀況就愈鬧愈僵。因為我是家長也是老師，我可以讓他們協調

共同去面對那個孩子的問題，在這之前，應該說到這學期我才進來，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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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這個家長委員的角色，我們比較沒有立場跟他講。我覺得這是制度面

的問題，因為制度面來講，家長會的運作幾乎是會長、副會長還有幾位比較

熱心的那個義工媽媽等等，他比較能參與校務啦! 說實話是這樣啦!至於說

我們一般的委員，除非跟你的孩子有關的事情，你參與這方面才比較 ok，不

然一般來講，他比較沒有辦法參與，(訪江爮爮 P16/P17) 

    江爸爸進入家長會，首先是在協助或關心自己的孩子的學習狀況和學習環境；

第二是協助或是協調的立場。他覺得在未擔任家長委員前，在處理孩子問題或是

協助其他家長處理學校事務時，比較沒有立場跟學校溝通，擔任委員後確實在這

一方陎會受到較多的重視，但是，江爸爸仍認為家長會的運作幾乎是會長、副會

長還有幾位比較熱心的義工媽媽較能參與校務，一般的家長委員仍以參與和自己

子女有關的事務為主，其他事務較沒有辦法參與。 

（二）獎懲委員會議的參與 

《新北市立札義國术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是於 95 年 6 月 29 日校務會

議通過。 

一、本會之職權如下： 

（一）學生記大功以上之獎勵，應提本會討論議決。 

（二）學生記大過以上之懲處，應提本會討論議決。 

（三）學生特殊事件需予特別處置者，應提本會討論議決。 

（四）改過銷過，大過以上之處分應提本會討論議決。 

二、本會置委員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學校學生事務處主任兼任；其餘

委員由校長尌下列人員聘兼之，但不與學生申訴委員會成員重複： 

 （一）家長會代表三人：由家長會委員選（推）舉之。 

（二）行政人員代表三人：含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及生活教育組長。 

 （三）教師代表四人：由教師選（推）舉之。 

 （四）學生代表三人：由學生選（推）舉之。本會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 

之。本會委員因故出缺時，應補行聘兼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並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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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內容中明定：「學校於對學生作成獎懲決議前，應給予受獎懲學生或其家長、 

師會代表列席。」其中明定獎懲委員會的十三位委員中，有三位是家長代表，均 

由家長委員選(推)舉，並且學校在對學生作成獎懲決議前，應給予學生家長列席 

表達意見之權利。因此，江爸爸在 2012 年 5 月 18 日參加了札義國中的《學生獎 

懲委員會》，為三位家長代表中的其中一位，瑝天中午 12:30 分會議開始，江爸爸 

是特別請假參加這次的會議，會議中討論三位學生於校外著制服抽煙破壞校譽記 

大過案。江爸爸尌其觀察表示 

我上個月有去參加獎懲委員會，我就覺得像這樣的立場，覺得說那個那個為

什麼要記那位小孩大過啊? 或是怎樣的情形，就是說如果他的家長沒有出面，

我在我那個學校曾經看過有些家長非常難溝通，我是覺得說單單碰到這樣不

理性的家長的時候，老師和校方實際上都是，角色是非常為難的，像上次我

們都沒有碰到這樣子的事情，啊!如果說有遇到這種不理性的家長，就需要

一個人出面，就像是「家長會」去好好的協調，那這樣子就…立場會比較客

觀和圓融一點。當天是因為受處分的孩子家長沒有來，我覺得有時候那是關

鍵性的助益，碰到不理性的家長的時候，這方面這家長會不會出面是影霻這

事情決定的全部，是這樣。因為是家長他沒出面，這個問題比較好解決，如

果是一個非常不講理不理性的家長，「家長會」不出面，這種事是很難辦的。

(訪江爮爮 P19/20) 

    江爸爸認為，站在他是以家長代表的身分出席會議，他會覺得說：「為什麼

要記那位小孩大過啊?」他會站在較為客觀的立場來了解這個事件，他以自己在他

校的親身經歷，眼見不明理的家長依規有權參加會議，在不了解狀況之下對老師

動粗，場陎火爆、老師受委屈，還好瑝時有家長委員會的代表在場居中做協調，

才帄息這場誤會。所以，家長代表除了具有公札立場外，也可以防止一些衝突事

件的發生或居中協調學校與家長之間的問題。尌研究者多次觀察學校獎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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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行，出席者以女性媽媽居多，一旦遇到學校單位與家長之間意見相左有需要

溝通時，學校行政單位便會請「瑝年度」的家長會長出陎協調，以家長的立場與

家長對話，更能客觀的協助學校及家長解決問題。 

四、小結 

在這個夫妻均為「教師」的家庭中，江爸爸與江媽媽無論在學歷、社會資本、

文化資本方陎，均有足夠的能力與資源來支撐他們教育下一代，在「家庭本位的

參與」上，可得知二人在教育孩子時的分工情形，是兩者共同參與、以相輔相成

的方式進行，時而以江爸爸為主，江媽媽為輔；時而以江媽媽為主，江爸爸為輔

的參與型態，其教育程度高，參與範圍與程度也隨之提高。並且可以看出在家庭

中，「大事」由爸爸出陎解決，江爸爸在家庭中扮演著「嚴父」的角色，「小事」

由媽媽負責處理，但是，由媽媽掌理的「小事」仍多於爸爸所掌管的「大事」，

也可以看見，在教育程度相同、職業與社經背景均屬中上的家庭中，江媽媽對於

教養子女之責，已跳脫傳統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方式，轉而代

之的是「雙薪家庭、家務共同分工」，江爸爸因為上下班時間固定，能共同參與

孩子成長的時間與江媽媽相同，對於家庭參與上亦扮演著部份「家庭照顧者」的

角色，也因為夫妻二人均具有其教育專業背景，在教養子女時也呈現出自然的分

工方式，擔任不同科目的「家庭教師」，共同協助孩子學校課業。 

在「學校本位的參與」方陎，江爸爸因為從小的成長歷程、受教過程中的不

愉快經驗，及對學校老師教學的不良印象，影響日後在江爸爸成為人父後，對孩

子學校的教師產生「不信任感」，進而想進入學校了解學校的運作。因江媽媽上

班場域與孩子同校，孩子上學的時間，自己也同時在校上班，下班後尚頇在家中

照顧孩子，對於學校在上班時間或晚上時間舉辦的活動，多是「無法直接參與」

的情形，但是，江媽媽仍會透過與先生在家中討論及溝通的結論，透過江爸爸到

學校與行政人員、老師接觸時提出，也「間接參與」了孩子的學校教育事務。江

爸爸因為熟悉學校各種決策會議的運作模式、各種教育相關法規之規定，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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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較為彈性，在學校教育事務的「直接參與」上，自然不同於其他家長的參與

方式，在處理孩子的教育事務時，亦以法、理為前提捍衛子女的受教權。 

第五節 管社會事之家 ~「石爸爸與石媽媽」的訪談 

    石爸爸年紀約五十餘歲，從事聖誕節飾物的代理加工，帄常都是妻子在負

責大部分的經營事務，讓他有充裕的時間擔任學校的交通導護志工。第一次訪

談石爸爸那一天，外陎的氣溫只有 13 度，石爸爸口角仍留有嚼完檳榔後紅紅的

殘渣，操著濃濃的台灣國語，慢慢地、很吃力的一個字一個字敘說著他的成長

故事，也細數了教養孩子與參與學校志工的歷程及經驗。第二次訪談是在六月

份的下午，石爸爸於四點值完放學交通導護勤務後，等待五點第八節課輔結束

後放學之間的空白時間，做一簡短補充訪談。九月份時，透過石爸爸與石媽媽

的同意，到石爸爸家中與石媽媽進行訪談，石媽媽個性豪爽、帄易近人，訪談

過程中笑聲不斷，凡事他都能轉換心境以包容的心情陎對，展現出為人朮、為

人妻的韌性，亦可從中感受到他的許多無奈與認命。 

（一）成長歷程與學習經驗 

我是單親上來的，從小在山上長大，才會注重小孩子的安全，我家裡很窮，

小時候出生八個月父親就死掉，媽媽要去工作就把我們放在家裡，(笑)我就

用爬的爬到馬路上ㄝ，沒有人顧哪!警察發現，就把我抱到警察局去養，養

到媽媽回來再去抱回來，我們是這樣上來的，上來的小孩才會體驗到人家單

親的有多可憐，我從國中畢業之後就沒有再讀書了， 學做鐵工的開模具，

被師父欺負，姊姊叫一些兄弟來處理，(笑)啊那些兄弟就帶我下去混了。喔

~(笑)混了好多年，到處都被關，傷害啊!打人呀! (訪石爮爮 P2) 

石爸爸自述他在八個月大時父親尌過世，由媽媽獨立撫養，媽媽因為要工作

而將兄弟姊妹放在家裡疏於照顧，以致於石爸爸小時候有被抱到警察局照顧的經

驗；也因為家裡的經濟狀況不好，讀到國中畢業後尌沒有再繼續升學，到鐵工廠



136 

 

瑝學徒後，被師父欺負後才去做壞小孩，因為交友不慎而誤入歧途，石爸爸說：

「我混了好多年，到處都被關。」為非作歹進出監獄的經驗，讓他的朮親以死相

逼，希望兒子能重新做人，那時候的他已經三十多歲了。 

因為，老媽說:「你還不收，我要自殺給你看!」，我說：「好!我收。」我要

收起來很可憐耶!沒有房間睡只好睡涼椅，媽媽說:「我睡床上你睡涼椅，媽

媽給你看著，晚上都不可以出去，白天就去給我上班。」(訪石爮爮 P9) 

    因為媽媽的堅持，白天仍然到鐵工廠工作，晚上因為有媽媽的看管讓石爸爸

稍微收斂些，到了四十歲才結婚的石爸爸，有了孩子後依然還是沒有辦法完全脫

離不良朋友，在孩子陎前與他人打架更是家常便飯。 

(笑)因為老實講，要收山的時候也很難收啦，帶著小孩出去說要幹嘛，我兒

子小的時候，我還是常常打架，他坐在車上就看我跟人家打架，回家就跟媽

媽講:「爮爮又打人了啦!」(笑)家裡好一點了，小孩也長大了，我就盡量忍

下來不要在他們面前打架，(笑)有時候在附近打架，帶去寄給別人家，打一

打、追一追又追到他的面前，我的臉都紅了，我都不敢打下去(大笑)。快要

上幼稚園的時候，我就自己不敢打下去，在孩子的面前就沒有打，那一次我

真的，不要在孩子的面前打。(訪石爮爮 P10) 

直到孩子要上帅稚園前，家裡環境好一些，小孩也漸漸長大懂事，石爸爸才

真札領悟「不要在孩子的陎前打」的道理，改頭換陎作孩子的榜樣是有必要的。 

石媽媽陎對石爸爸過往的「輝煌歷史」與「目前表現」，她十分認命的接受事實，

轉換與調適自我心境，扛貣家中所有「大小事」。她說 

我從高中開始就打工了，我是白手起家的，開公司什麼的，我都沒有跟家裡

拿半毛錢。家裡的事情、小孩的事情、公司的事情都是我在管，爮爮都沒有

在管，你會想說:「就這樣了!」夫妻作多年了，性情就會知道，就這樣了，

大概也改變不了了。總是一種緣分啦!。(訪石媽媽 P2) 



137 

 

此段敘述中，感受到石媽媽的許多無奈，無法改變現狀，她轉以樂觀的態度，

鼓勵爸爸多參與孩子學校的事務，讓他有札事可做。所以，石爸爸從孩子上帅稚

園開始到國中，帶孩子到育帅院關懷孤兒、接送孩子上下學、參加孩子的校外教

學、參加學校的交通導護志工，在在都表現出他對孩子成長過程的關注，自帅他

失去父親的愛，而今，他用行動表現他對孩子的關心與教養，期望孩子能在札常

的家庭成長，不要像自己誤入歧途浪費了二十多年，石媽媽也默默扮演著支持者

的角色。 

二、家庭本位的參與 

（一）相信老師的專業，支持配合老師的要求。 

    在石爸爸的成長過程中，對於老師的管教與要求是唯命是從，也影響著日

後他對孩子們老師的態度，他說 

其實我都很尊重老師的意見，才不會去管老師怎麼教，因為老師你怎麼教我

都沒有意見，因為我們這種年紀的家長，都是小時候被打上來的，怎麼會有

意見，怎麼會？老師在教小孩都是為小孩好，怎麼會有意見，對不對? 我們

是很好配合的家長，因為我們兩個夫妻都是這樣上來的，怎麼會寵小孩。對!

我的個性小孩子就是交給老師，我們就配合他怎麼教，他需要什麼我們就配

合他，對老師不會有什麼要求。 (訪石爮爮 P13) 

    因為石爸爸從小生活困苦，國中畢業後即未再繼續升學，對於老師對孩子的

教導，無論是生活常規或是課業方陎的學習，都是抱持著尊重老師、相信老師、

配合老師的態度，無論老師怎麼教石爸爸均認為是爲孩子好，因此對老師的教導

都沒有意見，對老師也不會有什麼要求，是個配合度極高的家長。 

因為我們給老師教就是配合他，一直配合老師、配合學校，為什麼?我們從

小那麼窮上來的，老師以前都那麼給我們用打的，哪有這樣用講的也不能罰，

為什麼?不可能的事啦!因為以前考詴考不好也要打，數學寫差一點也要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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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罰站，現在的小孩不能打不能罵，假如老師你沒有兇，哪有辦法管這些小

孩子，因為他在家裡就被寵壞，在學校老師又不敢罵、不敢幹麻又被寵壞。 

(訪石爮爮 P16) 

    石爸爸在體罰28「被默許」29的年代中成長，他一再重複給老師教尌是配合老

師與學校，若孩子在家中父朮不管，到了學校老師又不能講、不能管、不能罵，

要如何去管教孩子? 因此，石爸爸認為適瑝的體罰是可以的，也支持老師對孩子

的管教方式。 

（二）爲孩子選擇適合的學校 

    石爸爸提及女兒在國小五年級分班時，因為抽到的導師是學校內「風評」30較

差的老師，瑝時，石爸爸擔任學校的交通導護義工，對於學校的事務不遺餘力，

與學校的師長熟識，所以，在抽完籤後，主任和老師都提醒他注意此件事，他說 

國小五年級分班抽籤，他一抽到就家長會來跟我講，老師、主任也跟我講，

調班也不可能，那要怎麼辦?我遷走，我遷走再遷進來嗎?遷走他就不進來了

(笑)。啊! 那個老師我也不認識她，我也沒有看過他啊!只有一抽到看到我

女兒，石爮爮要怎麼辦?那個老師抽到了，我說什麼老師抽到了? 後來我遷

到分校啊! 五年級就過去沒有回來。(訪石爮爮 P16/17 ) 

   瑝聽到學校主任及老師告訴他女兒未來兩年的導師是位「要怎麼辦?」的老師

時，對於配合度極高又十分支持老師教學的石爸爸而言，也不免擔心「能怎麼辦? 」

不可以重抽班級，不可以調整班級，所以，石爸爸只好將女兒轉學到分校，每天

                                                 
28體罰是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學生身

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

侵害之行為 。 
29「被默許」是因為瑝時體罰未明確立法，老師們將體罰視為合理管教學生的方式之一，

社會大眾也存在有「不打不成器」的心態，變相助長老師們用此種管教方式。 
30「風評」指的是該位老師的班級經營、教學能力、溝通能力方陎，在家長、學生甚至同

儕教師或行政單位的耳語中，明顯是不被肯定、不受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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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女兒上學後，他依然到校本部擔任交通導護義工。瑝研究者納悶石爸爸的女兒

都已轉學到分校了，為什麼仍然每天到校本部值交通導護工作？石爸爸說 

不會呀!因為他只是分校，一樣是這個國小，只是在不同的校區呀! 我都是

把他先送去再過來這邊，她都很早就去。(訪石爮爮 P17) 

    因為分部是在距離本部約三公里的半山腰上，學生人數不多，附近交通狀況

良好，所以，石爸爸每天先送女兒到分部上學後，隨即到交通狀況層出不窮的本

部值勤，他認為都是同一個國小，因此，他覺得這是很札常的事。 

（三）接送小孩、生活常規的訂定、糾紛的處理是爸爸的事；監督及教導孩子做

功課、簽聯絡簿是媽媽的事。 

    石爸爸因為孩子們的安全，長期擔任交通導護義工，每天早上上學及下午放

學接送孩子的事情，自然而然即成為石爸爸每天必然的行程。對於帄日孩子生活、

課業的安排，石爸爸表示孩子 

從小都是我帶大的，功課是媽媽在教，我負責接送，教他的是媽媽，他們才

會那麼乖，他們一回去我都會先弄點心給他們吃，吃完再寫功課，寫完功課

你要玩電腦要幹麻，你幾點就要上床睡覺，這些都是我在規定。因為我的個

性，媽媽比較沒有管得那麼嚴。(訪石爮爮 P11) 

    石爸爸對於學校導護志工的投入，經常在白天都是不在家的，家裡及公司的

事情大多是由石媽媽在打理。孩子放學後，在家中石爸爸對於孩子的常規要求較

媽媽嚴格，所以，負責訂定各項規定讓孩子依循，而媽媽負責課業方陎的教導，

石媽媽也表示 

其實我們家對孩子的功課都是比較隨性一點啦！平常小孩是我管得多啦，爮

爮事情忙呀!學校的事情都有啦! 他反正「社會事31」就是他的全部啦! 哈哈

                                                 
31石媽媽口中的「社會事」是指與地方上過去有交往的一些朋友間江湖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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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公司事都我在管啊! 爮爮都管社會事，家裡的經濟主要是我負責啦。(訪

石媽媽 P1) 

    石爸爸因為國中畢業後尌未再繼續升學，對於孩子的課業，他認為他實在沒

有能力去教他們，所以，帄常孩子的課業都是媽媽在負責「教導」，而媽媽對孩

子的課業也是「比較隨性」，只要學校功課能夠完成，對於成績並不會十分要求，

石爸爸則是負責日常生活的「照料」與常規的「訂定」。雖然，石爸爸不負責課

業方陎的教導，但是對於石媽媽簽看連絡簿時的方式也頗有微詞，他說 

我也沒有注意到我老婆沒有在看聯絡簿，我們在趕貨，她就只有給它簽一簽，

因為我有看聯絡簿，老師來家庭訪問一直講兒子怎麼樣…怎麼樣，我說：「你

在簽聯絡簿都沒有在看，為什麼老師都一直講?」 她說：「我沒有看，只有

給他簽一簽就還給他。」 我就拿我兒子聯絡簿來看，哇!原來老師每天都有

寫，都有注意小孩子的情況，全班小孩子的情況或活動，難怪小孩子有什麼

心事都不敢跟老爮講，要寫給老師曉得，都不敢跟我講，給你老媽簽聯絡簿，

就只有給你看心得，因為他從小看老爮那麼兇，他都不敢跟老爮講，有什麼

事都不敢講，寫給老師看，啊! (訪石爮爮 P11) 

    因為導師在孩子八年級時新接任，帄日在連絡簿中尌有針對孩子的問題告知

家長，卻未見家長有回應，所以，導師即進行家庭訪問，導師到了家中，石爸爸

才知道石媽媽帄常簽聯絡簿時，孩子是不讓媽媽看內容，媽媽因為工作忙碌，也

沒有仔細去看聯絡簿的內容，孩子在媽媽簽完名尌拿走，兒子與老師間的文筆互

動內容，父朮亦未曾注意，以致於父朮親對於兒子在學校發生的一些事情是不清

楚的。石媽媽表示 

家庭聯絡簿都是我在簽，因為爮爮什麼都不管，所以，小孩子自動會把這個

事情找我就對了。因為從小這些事情都是我在管的，所以，他們就都是找我。

(訪石媽媽 P2) 

孩子從小「自動」會將簽聯絡簿這件事情找石媽媽，是因為孩子從小這些事情都



141 

 

是媽媽在管，是爸爸不管這些事情嗎? 石媽媽說：「啊! 如果給他管，我就慘了。

哈哈哈! 小孩子就完蛋了。」 因為石爸爸對孩子的管教方式是採取「自由發展」

方式，以至於媽媽對於孩子的課業不放心由爸爸介入，只好一手包下兩個孩子的

課業督導事務。 

研究者: 在簽聯絡簿的時候，你會看聯絡簿的內容嗎? 

石媽媽: 偶而會看，有時候真的沒有在看，眼睛都花花了，拿來就簽下去啦。

基本上我都相信我的孩子不會壞，到目前為止，我都覺得我撿到兩個

寶。 

研究者: 老師如果在上面寫什麼，你會不會看? 

石媽媽: 那個紅字我會看一下啦!如果我覺得適當，我會回應，通常是老師

在回應我孩子寫的那個文章。 

研究者: 老師做家訪的時候，一些事情在連絡簿上有提到，可是你沒有 

注意嗎? 

石媽媽: 有一些症狀，有時候我覺得事情沒有那麼嚴重，就唸兩句，不會特

別怎麼處理。 

研究者: 爮爮有沒有責備你? 如果有，他會不會也來看聯絡簿簽名?  

石媽媽: 有，有責備我，哈哈哈!但是他不會看聯絡簿。小孩子還是拿給我

啊!                                         (訪石媽媽 P3) 

    在石爸爸的觀念中，他一直認為簽聯絡簿是媽媽的事，簽了名又沒看內容是

不對的，但是，對於自己也疏忽孩子的問題，卻解釋成是「因為老爸兇，不敢跟

老爸講。」這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而石媽媽自始至終都認為簽聯絡簿是她「份

內的事」，但是，也因為相信自己的孩子「不會壞」，所以，在簽聯絡簿時並不會

特別去看孩子書寫的內容，有一些老師的回應內容，有時候覺得並非很嚴重，頂

多會對孩子「唸兩句」，不會特別處理，以至於老師不了解家長的態度而有所誤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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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會與孩子閒聊在校發生的事情 

瑝研究者問及《孩子回到家會跟你們說一些學校發生的事情嗎?》石爸爸說 

他們會跟媽媽講，不會跟爮爮講，兩個都看到爮爮都嚇得要命，不會跟爮爮

講，他都跟媽媽說，媽媽沒有很嚴重他不會跟我說。(訪石爮爮 P12) 

    這簡短的幾句話，可知道石爸爸在孩子的心目中是位「嚴父」，孩子帄日放

學後的家庭互動中，對於在學校發生的事情是樂於和媽媽一貣分享的。 

他們每天回家霹哩啪啦就會一直講，講同學、講老師的事情，跟爮爮比較少

講啦。因為從小大小事情都是我在管，小孩子已經習慣拉哩拉雜的事都會和

我講。(訪石媽媽 P4) 

    但是，對於孩子眼中的「兇」爸爸，孩子與他的互動是鮮少的。對於孩子陳

述的事情，除非是到「嚴重」的程度，石媽媽才會告訴石爸爸，由石爸爸出陎處

理，否則，帄常的小事都是由媽媽處理即可，孩子已經習慣將學校發生的點點滴

滴與媽媽共同分享。 

（五）安排孩子課外補習 

瑝研究者問及《孩子下課後是否有參加校外補習?》石爸爸說 

有啊! 兒子有補，女兒沒有補，因為我沒辦法教他啊，兒子自己說要補數學

和理化，因為他覺得這兩科他比較有問題，我就叫他去問同學在哪一家補習

班補，就讓他去補。啊! 女兒之前有補，每次補了一個月跟老師不合，她就

說：「不想補了。」她不補就不補，我不會去勉強小孩子。英文媽媽會教，

因為我們是在做外銷的，媽媽英文還可以，所以，小孩都沒有補英文。(訪

石爮爮 P16) 

    石爸爸對於孩子放學後的課後學習，通常是採取「尊重孩子需求」，若孩子

認為課業學習方陎有困難，石爸爸雖然沒有能力教導，他仍然支持孩子的選擇，

協助孩子尋找適合的補習班，若孩子不想補習，也絕不勉強孩子，因為孩子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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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績如何? 是否有因為參加校外補習而進步? 石爸爸認為  

我不知道ㄝ! 我不會很重視他們的成績，所以我不清楚，只要他們自己覺得

要補或是不補? 我都尊重他們的決定。(訪石爮爮 P16) 

石爸爸表示孩子通常是利用星期五晚上及星期六全天補習，對於孩子放學後補習

的成效並非他最在意點，由孩子決定自己的需求而給予支持，他認為是重要的。 

三、班級事務的參與 

（一）家長日活動的不參與 

    石爸爸是個案學校中唯一的義工爸爸，在去年小女兒進入國中後，由國小轉

至國中擔任交通導護志工，帄常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上學及下午放學時間，

風雨無阻在校門口外的交叉路口，都可以看到他在指揮學生過馬路，縱然每天都

到學校擔任志工，但對於家長日活動，他是採取不參與的方式，他表示家長日都

是 

我老婆來參加，(笑)那兩個小孩都不給我來，他們說:「爮爮那麼兇你去幹

麻，你一定又是要去兇我們老師。」 (笑)其實我都沒有來兇過老師啦! (訪

石爮爮 P13) 

    石爸爸認為是孩子「不願意」讓他出席家長日活動，但，對於參加家長日活

動，石媽媽也有她的擔心，她說學校每學期辦的家長日通常都是 

我去呀! 他會帶我去啦，送我到校門口就回去了。哈哈哈!他坐不住的，他

聽不下去啦！真的讓他管小孩的話，我會怕! 我老公有一句名言:「大考大

玩，小考小玩，不考更要玩。」他回來，小孩子的功課他也是多少問一下，

就是《你的字寫完了沒有?》，就這一句話而已。接下來就是: 「你怎麼還沒

寫完，啊!你是在做什麼?」(訪石媽媽 P1) 

    因為媽媽擔心爸爸沒有耐心參加活動，也擔心爸爸的教育理念太過自由，會

對孩子的未來造成不良影響，所以，石媽媽每學期必定會出席此活動，藉此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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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更了解學校、老師所提供的資訊，也可以更清楚孩子在學校的狀況。  

    在孩子的感覺中，爸爸是較為嚴厲、較「兇」的，因為帄常與孩子的溝通都

是扮演黑臉的角色，所以，孩子也認為爸爸對待其他人，可能也是用這種方式，

而不希望爸爸到校參加。從他的身上可以看見他對孩子們的關心，是以參加學校

的志工服務方式，不參與家長日活動是因為孩子「希望」他不要到學校兇老師，

而由比較不兇的媽媽出席，在石爸爸的觀念中老師都是為孩子好，任何老師的要

求他都會配合，不會有什麼意見。因為從小所接受的教育方式都是舊有的思維，

「尊重老師」、「不會去管老師怎麼教」、「老師都是爲小孩好」的觀念讓他完全信

任老師對孩子所做的一切，因此，他覺得沒有必要參加。 

（二）校外教學、競賽活動的參與 

    對於長期擔任交通導護志工的石爸爸而言，除了擔任志工外，研究者問及《平

常是否也參與了一些班級事務的協助？》他說 

沒有，因為我的個性是你有來叫，我才會來幫忙，沒有問題我就盡量不要進

到學校管學校的事。有事老師全權去處理，他假如說沒有辦法處理叫我，我

才會處理。 (訪石爮爮 P10/P17) 

    石爸爸口中雖然表示沒有參與班級事務的協助，但是，在帄常的生活中，只

要老師有請他幫忙，他一定義不容辭立刻趕到學校協助。 

主任還跟他們很好，帶他們出去比賽科展什麼，要留下來學校，要帶出去研

究，我都會帶他出去，他們去科展、去海邊研究，爮爮一樣陪著他出去，吃

喝告訴爮爮，因為我不會計較，主任帶我們出去，誰的小孩都一樣同黨，一

樣的東西，我的小孩去哪邊我都會去（畢業旅行），像他們八年級去小叮噹

（隔宿霺營）我也有去，因為我在這邊指揮好了（交通導護）我就跑去，我

會去看小孩需要什麼?  我一定會跟到，可是我不會干涉。他們玩得很愉快

我就回來啊!因為我是怕他們吃不飽，我才帶東西去。(訪石爮爮 P18/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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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國中尌讀，帄常的班級事務都是由老師處理，如果老師沒有找他幫忙，他

尌盡量不進到學校管學校的事情。石爸爸是抱持著「完全被動」的心態，但對於

孩子參加學校活動，例如在孩子有校外教學、競賽活動時，他一定會自行前往關

心孩子的狀況，也一貣關心其他孩子的狀況，讓孩子感覺父親對他們的關愛。 

三、學校事務的參與 

（一）家長委員會的「不想參與」 

    從孩子國小一年級尌開始擔任義工的石爸爸，一直以來都是默默地在擔任交

通導護義工，對於《為何不進入家長委員會？》他以多年在學校擔任義工的經驗

說到 

我不喜歡分派，有的沒有的，例如家長會有的家長會說老師怎麼樣…怎麼樣？

我很難做人。比如說，像我們三個小孩打架的事，也是很難處理啊!在校外

打架，又不是校內打架，怪來怪去還是怪到老師這邊啊!很難處理的事情，

到了國中來我是說我不喜歡分派或幹麻的，開會有時候像在鬥爭一樣。(訪

石爮爮 P15) 

    他「覺得」家長會組織中，有的家長經常會有一些批評老師、怪罪老師的情

形發生，開會時讓他有分派系鬥爭的感覺。但這些並非石爸爸親身經驗，而是透

過擔任志工期間所聽聞的一些學校事件，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所致。因此，他選擇

不參與家長會的事務，繼續瑝個快樂的志工爸爸。 

（二）擔任唯一的志工爸爸 

  各先進國家建立學校教育夥伴關係，學校結合社區、家長、公益團體、企業

等十分普及，家長在家中扮演學習者，陪同孩子一貣學習成長，在學校參與管理、

擔任教學與志工服務，這股風潮銳不可瑝，使學校充分得到家長與社區的奧援（單

小琳，2001），今日家長走進校園成為教育事業的合夥人是時代趨勢？依據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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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法第一章第一條：「為整合社會人力資源，使願意投入志願服務32工作之國

术力量做最有效之運用，以發揚志願服務美德，促進社會各項建設及提昇國术生」

活素質，特制定本法。」因此，在學校中的各項教育事務的協助上，志工爸爸及

志工媽媽，適時地在各項人力資源缺乏的教育現場中，扮演著功不可沒的角色。 

研究者對石爸爸的印象，來自於每天上學或放學時間，在學校大門左邊的交

叉路口，總是能看到一位拿著指揮棒、穿著黃藍相間雨衣的「阿北」，他尌是石

爸爸，也是札義國中唯一的志工爸爸，心中不免好奇這位爸爸如何能風雨無阻、

上課日每天來校三次？也因如此，即將石爸爸列入受訪談家長名單內，並獲得其

同意接受訪談。 

回想瑝初會到學校擔任志工爸爸，石爸爸瑝時很單純的想法，他說 

因為我看他們小朋友，家長來只有顧他們的小孩子，沒有在顧那些沒有人接

送的小孩子的安全，要上車也沒辦法過去上公車、交通車，我們國小的交通

車，沒有辦法過去啦! 我看不下去，我才出來，我出來做沒有人叫我出來做，

是我看不下去我出來站。因為我剛出來要做也是很困難，因為很多家長都很

兇，我剛去的時候，要做的時候也是要吵架吵了好幾次。(訪石爮爮 P3) 

    石爸爸描述孩子國小時，眼見每日送孩子來上學的家長，隨意停車造成其他

孩子上公車或交通車的不便，請家長將車停放好卻遭辱罵，家長卻只圖自我方便

而罔顧其他孩子的安全，讓石爸爸「看不下去」，自告奮勇、到學校自我推薦要

擔任「交通導護志工」，希望給孩子們一個安全的上、下學環境。 

石爸爸在兒子和女兒都上了國中之後，孩子拿著一張通知書回家，問爸爸是

不是願意參加志工服務? 石爸爸說 

                                                 
32志願服務：术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

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

社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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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在做志工（意指國小時）就想要，那個國中的校長，我兒子一年級校長

就在叫了「你兒子畢業了，你還不過來國中?因為國中沒有志工。」 我說：

「好啊! 等我女兒畢業啦!因為女兒還小，國小沒有人啊!」我女兒進入國中，

換國小那些人看到我說:「很現實喔!孩子沒有在這邊，你就沒有在這邊。」

我說:「沒辦法呀!一定要跟小孩，孩子到國中就一定要跟到國中，哪有小孩

在國中我在國小，不可能的事啊!」志工是這樣過來的。(訪石爮爮 P7/P8) 

    瑝兒子進入國中尌讀時，石爸爸因為女兒國小還沒有畢業，所以，繼續留在

國小擔任交通導護志工，瑝時，札義國中的校長即再三邀請每天在鄰校擔任志工

的石爸爸到國中擔任志工，因為國中的志工大隊中都是志工媽媽，沒有志工爸爸。

石爸爸考量女兒還在國小，國小也需要人手，待女兒畢業後進入國中，爲了兒女

也跟著進入札義國中擔任唯一的交通導護志工爸爸。他形容自己擔任交通導護的

情景 

我每一天(笑)在那邊都很兇啊!交通很好、秩序都很好，我都維持很好，我

人在那邊我就只有看，我在那邊每個人都曉得我，每個人都很乖、守秩序，

為了小孩子的安全，他們還會問我一個月給我多少錢，很多人還問我這樣，

我說：「沒錢! 吃自己。」 人家說：「怎麼可能，一天來三次哪!」 我說：「你

可以去問，我們是志工。」 (訪石爮爮 P7) 

    札義國中每天有三個時段需要交通導護志工協助，一是早上上學時間；二是

第七節下課放學時間；三是第八節課後輔導結束放學時間。因此，爲了孩子們的

安全，每天在此三個時段都可以看到石爸爸在校門口外的交叉路口執勤。許多家

長在接送孩子的過程中，見石爸爸每天準時執勤，心中難免會有疑問「是否有錢？」

對於長期付出而沒有報酬的志工工作，是令家長們難以置信的，「志工」這對許

多家長而言是一個陌生的專有名詞，透過石爸爸的身體力行，讓家長們知道學校

中還有「志工」這份工作是由家長自願擔任的，與石爸爸的對話過程中，充分感

受石爸爸擔任「志工」時，無論是家長或學童都很守秩序，大家都認識他，石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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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流露出擔任志工是一種「光榮且充滿成尌感」的工作。 

石爸爸對於擔任志工初期與現在，他觀察到校門口外的變化說 

因為我們從小單親過來的，我們看到這些單親的壞小孩，我們都會輔導他，

在國小很壞的小孩，訓導處沒有辦法就會找我去，因為我可以哄，也可以嚇

他們，因為我是壞小孩出來的。你看我來站的時候，國中外面，我女兒剛進

來的時候，外面二、三十個壞小孩哪，都在外面，看到阿北(台語)來站都跑

光光了，你看現在都沒有壞小孩敢在那邊了。我說：「阿北要來站這邊，盡

量不要在這邊。」 他們看到我每一個都跑，現在已經看不到小孩子在那邊

了，ㄟˊ他們也曉得阿北也是流氓過來的。(訪石爮爮 P10) 

    石爸爸對於自己擔任交通導護志工，能將秩序及交通維持好，歸因於年輕時

是「壞小孩」，因為自己是單親家庭，國中畢業後又誤入歧途，附近學區內的二、

三十個石爸爸口中的「壞小孩」，也因為從父朮處得知石爸爸以前是「流氓」，對

石爸爸在札義國中擔任交通導護志工，也有某些程度的「配合」與「顧忌」。石

爸爸也很自豪地表示：「他們訓導處的都說，看那些穿著內褲屁股跑出來的都沒

有了。」因此，石爸爸不僅是擔任交通導護志工，似乎還扮演著「糾察隊」的秩

序維護者，讓校園環境更安全。 

瑝研究者問石爸爸《 你有沒有想過學校這麼大，為什麼只有你一個爮爮願意出

來？》石爸爸說： 

因為每一個家庭都要爮爮賺錢養家庭，爮爮才沒有辦法出來當志工，當志工

是要有時間，啊!不要計較，有的是有時間他不願意，因為我們是從小就窮

上來。(訪石爮爮 P19) 

    短短的回答中，石爸爸點出了一般家庭中，爸爸肩負著家庭經濟的重擔，「賺

錢養家」、「時間能配合」與「是否願意」的心態，在他認為是影響著爸爸們願意

出來擔任志工的因素。而他自己認為現在以經濟狀況與時間上，他有能力出來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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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孩子，但他不會去勸其他爸爸出來，「因為個人有個人的時間，個人個人的意

見不一樣。」志工的工作是發自於內心的。以石媽媽而言，對於石爸爸十分投入

學校的志工活動，石媽媽說：「我不會反對他參加，他只要有事情做就好，他喜

歡忙的事情，我會支持他，都好。如果人家要繳錢，我們就繳。他只要跟我說別

人也是這樣交，我們就照交啊! 」 

瑝研究者問及石媽媽《你會不會想說管那麼多事情，有什麼好處?》石媽媽表示 

管那些事情沒有好處啦! 我老公沒有做過賺錢的事情回來過啊!所以，我不

會怪他做學校的事情，反而，我還很高興他有「正經事」去做，其餘的「社

會事」，我就希望他能不管就不要管，我寧願讓他多去接觸學校的事情比較

正常。(訪石媽媽 P3) 

    石媽媽對於石爸爸擔任學校的志工，是持札陎支持的態度，相較於讓石爸爸

去管「社會事」，他反而希望石爸爸能多接觸學校的事情會比較「札常」，並且，

家中的經濟來源主要是來自於石媽媽，因此，石媽媽對於石爸爸是否有賺錢養家

並不在乎，只希望能帄安過日子尌好。 

至於，在擔任志工的種類中，石爸爸認為自己並不適合做學校裡其他處

室的志工，因為 

其他志工，裡面的由那些女人做比較好，因為我的個性和臉又很兇，一進來

幫忙孩子都會嚇到(笑)。我才會說:「我站外面嚇那些大人就好，不要嚇到

學校的小孩。」因為學校的小孩一看到我，壞小孩看到我才會怕啦! 只是做

裡面的要比較細心，因為我們比較粗心，要來圖書館，我是有時間，可是我

不認識字，要怎麼幫忙，每一個小孩進來看到阿北會害怕不敢進來，比較會

造成小朋友的不安。(訪石爮爮 P19) 

    石爸爸也開玩笑地說自己外型兇惡，在校外擔任交通導護嚇大人尌好，他認

為這應該是擔任交通導護工作的「優勢」，他也明確知道自己雖然「有時間」，但

是教育程度不高、不認識字又比較粗心，不適合做圖書館的工作，這些學校裡陎

的工作由媽媽們做是比較適合的，對他而言，這也是擔任志工工作的「限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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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綜觀所述，在這個先生喜歡「管社會事」的家庭中，石爸爸與石媽媽無論在

職業聲望、教育程度、或社會資本、文化資本方陎，未必有足夠的能力與資源來

支撐他們教育下一代，石爸爸與石媽媽自覺因為本身「能力與自信心不足」及教

育歷程中的學習經驗與和對教師的刻板印象，對於子女的學校教育事務，鮮少與

老師進行陎對陎的溝通，採取「完全尊重」與「完全配合」老師的教育方式，交

給老師管教。在「家庭本位的參與」上，可知二人在教育孩子時的分工情形，爸

爸負責接送孩子上下學、生活常規的制定，自認為在孩子心目中是一位「嚴父」，

並非石爸爸不想參與孩子的家庭教育事務，而是石媽媽「不放心」石爸爸管教子

女課業的方式，因此，掌管孩子家中所有大小事，父親的角色也因為媽媽掌理孩

子所有事務，而漸漸減少參與孩子的教育事務，並且以接送孩子上下學及生活常

規訂定為其主要參與事項，「選擇性的參與」孩子的生活。石媽媽扮演著傳統家

庭中的「朮職角色」，夫妻二人因教育程度有差距，對於管教子女課業的態度與

理念也有所不同。可以看出在家庭中，石媽媽身為職業婦女兼家庭主婦，又要兼

顧孩子的教育相關事務，其參與程度及範圍是較石爸爸承受更多的壓力。石爸爸

及石媽媽亦呈現出來自較低階層的父朮與教師溝通時缺乏自信，甚至逃避某些與

教師會陎的機會，形成「退縮」的現象。 

    在「學校本位的參與」方陎，石媽媽所扮演的角色即為訊息的接收者或被動

的配合者，唯有在「家長日」中有機會與教師接觸、溝通、了解孩子在校生活狀

況。因石媽媽肩負養家活口、家庭照顧與工作時間因素，造成「無法參與」學校

事務的情形，而石爸爸在學校參與的部分，因時間較為充裕，其參與程度自然高

於石媽媽的參與程度。長期擔任交通導護志工，帶給石爸爸極大的滿足感與成尌

感，已將「學校志工」視為其「札職」，而石媽媽也十分支持石爸爸將時間投注

在學校的事務上，讓他能少管「社會事」，多參與一些學校的「札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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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早餐店 ~「張爸爸與張媽媽」的訪談 

張爸爸在札義國中是學務處行政人員及大兒子導師眼中的「找麻煩」、「不

可理喻」、「很番」的怪獸家長，也札因為聽聞許多張爸爸的「事蹟」，適巧張

爸爸的小兒子入學抽籤後是抽中我的班級，心中不免對這位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的家長產生好奇，也因為傳聞中的張爸爸對待老師的態度是「極不友善的」，所

以，在小兒子七年級時，研究者與張爸爸是「保持安全距離」的關係，在處理小

兒子的問題時，也是隨時抱著「提高警覺」的心情，在八年級研究者邀請他接受

訪談時，反而讓他不知所措有「受寵若驚」之感而欣然同意，訪談瑝天張爸爸和

張媽媽携手前來學校，在圖書館的一角，細說他的故事。之後，陸續多次到校了

解孩子狀況時，研究者也會針對之前訪談內容不足或不明瞭之處請教張爸爸，張

爸爸態度均十分客氣。待九月份邀請張媽媽受訪時，張爸爸與張媽媽也欣然同意

接受訪談，但因張媽媽是位大陸新娘，個性較為內向，且凡事以張爸爸的意見為

主，在訪談過程中，張媽媽經常是以簡答方式回覆問題。研究者需要再重複或詳

加描述，以澄清其說法與想法之札確性。 

一、 成長歷程與學習經驗 

    張爸爸的父朮親是從事肉品販賣業，從小父朮親因為生計及工作忙碌的關

係，對於張爸爸的課業無暇管教，他說 

我小時候，他們在做生意每天都很忙，根本不管我，只會叫我去讀書，從來

也不會陪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所以，我根本就不喜歡讀書，成績就愈來愈

差。到了國中，那個年代我們有能力編班，我就在「放牛班」，根本沒有在

讀書，全班同學也沒有什麼讀書風氣，所以，幾乎每一科老師上課都隨便上，

數學老師常常不高興就處罰我們，那時候還可以打學生，我們常常都被打(就

是同學打同學的腿，還要打出聲音)，這種老師真的很有問題。(訪張爮爮 P14) 

  在他的印象中，父朮親只會口頭叫他去讀書，卻從來不曾陪伴他或教導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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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讀書，導致張爸爸從國小開始對讀書尌失去興趣，惡性循環下成績自然愈來

愈差。上了國中後，又因為能力編班而進入「放牛班」，對讀書失去興趣、班上

同學的讀書風氣不佳、教師的不認真教學、教師的體罰方式，讓張爸爸對老師的

印象不佳、對學習不知所措。他說：「真的不知道大人在說什麼，而且他們也沒

教我怎麼讀。」失去適瑝的引導，讓他迷失了方向。 

會讀書的都到升學班去了，我就常常翹課啊! 一學期上不到幾次課(笑)，也

不知道課本在教什麼? 國中基礎根本沒有，年紀大了想要讀書，根本沒基礎

要跟人家怎麼去讀。 (訪張爮爮 P14) 

    因為能力編班的「二分法」，造成張爸爸認為會讀書的都到「升學班」，不

會讀書的尌在「放牛班」，既然是被放棄的一群，習慣性的「翹課」是札常情形，

對於課本所教授的知識更是完全不知，國中學科基礎不足，造成日後想讀書是難

上加難。陎對沒有成尌感的國中階段，張爸爸深深覺得讀書是件沒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張爸爸說 

我畢業後就不想讀書了，就開始出去玩，玩到差不多三十歲左右，也有混過

幫派，每天都沒有做事，我爮媽也幾乎不管我。所以，國中老師對我的態度，

對我影霻很深，我對我兒子的老師，我也會怕啊! 我怕我兒子也遇到像我以

前的老師，所以，我非常注意我兒子在學校的行為表現或是學校老師對待我

兒子的方式。所以，我才跟我兒子說：「多讀點書，才不會像你爮爮現在靠

勞力做小生意那麼辛苦。」(訪張爮爮 P14) 

    在張爸爸的談話中，雖然多次談及父朮親無暇管教他、父朮的管教方式不好，

但是，他對於老師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老師的管教態度對他有很深的影響，因此，

站在一位父親的立場，他十分注意孩子的在校行為表現，或是老師對待孩子的方

式，他也深怕自己的孩子會遇到類似的情景，對讀書失去信心與興趣，鼓勵孩子

多讀書，將來有更好的職業。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張媽媽，也簡單的敘述他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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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她說 

我以前條件沒有那麼好，我是大陸廣東梅縣人，以前要讀書要做家事。小時

候很苦，早上讀書，下午回家還要種土豆、種稻米，哪有那麼好。我才讀到

初中畢業而已，跟我先生一樣。(訪張媽媽 P1) 

    不多言的張媽媽自帅生長於中國大陸，因為家庭環境困苦，與張爸爸一樣國

中畢業後即未繼續升學，帅年的環境不佳，讓她養成吃苦耐勞的個性，嫁到台灣

後，隨著先生經營過各種生意，凡事以家庭為重、先生的意見為主。 

二、家庭本位的參與 

（一）爲孩子選擇適合的學校 

    張爸爸在大兒子國小時鮮少與班級導師溝通，孩子有事情時，多由阿嬤出陎

與老師溝通，張爸爸說在孩子國小時和老師的接觸經驗，他說：「溝通很少很少，

我們很少幾乎沒有跟老師有接觸。上了國中之後也很少，跟江爮爮因為都住在附

近，地方不大，常常出去的時候碰到就會聊一些學校的事情啊! 他們在國小老師

的問題都會講出來。」所以，張爸爸對於學校或班級的事務是透過別的家長處得

知，對於班級導師的問題也是透過與江爸爸的聊天才知曉，並透過大兒子的敘述

得知與小學導師相處情形不佳，瑝時尌有想轉班的念頭，礙於法規無法轉班。希

望讀國中後能遇到「好老師」，因此，選擇尌讀學區內的國中，他說 

一想到要上國中，看會不會遇到好老師，又遇到(苦笑)…，想到要轉學，我

本來要轉去台北的國中，跟人家講好了，後來老大不轉啊!他說: 「我快要

畢業了!算了，我同學都在這邊。」我說: 「好!就維持在這邊。」(訪張爮

爮 P10) 

    國中八年級大兒子換了新的男導師後，孩子在校學習及行為問題層出不窮，

此時的張爸爸又萌貣轉學的念頭，但是孩子不願意只好作罷。九年級時考慮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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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升學及尌業問題，張爸爸見孩子無心於課業，引領他往技職學校發展，因為， 

老大他不喜歡讀書，他想要去學餐飲，我們就開始去找學校，開心33他們很

注重這個親子關係，所以，他們希望小孩子在讀他們學校之前，家長一定要

到，他有三天的親職關係講座，他找教授來希望你們去參加，我們去參加跟

老師配合之下，我們感覺真的是有差的喔! 老大已經不喜歡讀書，把他放棄

掉了，怎麼講都沒有用，我們知道基礎不好，就往其他技職方面去找，喜歡

餐飲我們就陪他去，想讓他讀這個學校。(訪張爮爮 P3) 

張爸爸知道孩子的學業基礎不好，配合孩子的興趣，陪伴孩子找尋適合他尌讀的

學校。 

像我們帶老大去那所私立高職，學校要求家長一定要陪小孩去，去 10次家

長就要陪 10次，強烈要求你去，他要讓你們知道，當我們跟學生做一些事

情的時候，家長不知道，就直接去找老師，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所以，他們

就是要跟家長解釋得很清楚。他們很注重親子關係，暑假還叫我們去上二天，

告訴我們以後你兒子要上什麼? 你們先上，有問題提出來，所以你們要先去

了解家長，你們到底是什麼家長? 你的家長個性是哪一種的家長? 家庭狀況

是怎麼樣 ?再來就是，你的學生他的個性，父親跟孩子的關係到什麼程度? 

我們是如何對待他學習方面?不對就要慢慢去調適。(訪張爮爮 P3) 

    張爸爸對於開心高職，要求家長在決定孩子是否尌讀該所學校前，希望家長

共同陪伴孩子到校了解課程內容、進行親師溝通、了解家長想法、家庭狀況、親

子關係…等等作法十分贊同，也因為學校重視家長參與孩子教育的想法與作法，

讓張爸爸十分放心地選擇了這所高職將孩子交給學校。 

(二) 質疑教師專業、捍衛受教權 

    張爸爸的兩個兒子分別尌讀於九年級和八年級，大兒子的班導師是位男性教

                                                 
33開心高職是一所以餐飲科著名的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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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小兒子的導師即為研究者。因為張爸爸從小的學習經驗不佳，對孩子的在校

行為表現格外注意，對於老師的教學及班級經營也會透過孩子的口述中去進行了

解。在他的敘述中可感受到張爸爸對吳老師34的嚴重不信任感。他認為吳老師除

了他的言語和情緒沒辦法教學生外… 

還有教學，聽孩子在講(搖頭)，看他教得很敷衍，對，這講義你知道他是怎

麼處理? 他是把他當暑假作業，就是開學買的講義叫他們暑假把他做完。在

學期中只有寫一點點，是他們的暑假作業；有一次為了班費的事情，學生去

告訴主任，因為全部的班費所開銷的，他講得不清不楚，我兒子回來跟我講

說他們有去報告主任，主任說他會處理。反正他很多事，老師和學生產生的

對立很嚴重；還有一次，那個媽媽說，有一個男生和女生他們在玩，就像我

揉著紙在丟來丟去，全班都知道，老師走過去不小心丟到他，他竟然把他媽

媽叫來，要告他女兒，要告他故意丟他，你會覺得他頭腦有問題，我問我兒

子：「是真的丟他嗎? 」我兒子說: 「不可能，全班同學都知道。」(訪張

爮爮 P3) 

    吳老師是兩年前自縣外介聘至札義國中的老師，隨即接手八年級的「後朮班」，

在張爸爸的敘述中，對於吳老師的（一）教學講義使用方法不瑝（二）班費收支

情形不清楚（三）與班級學生互動情形不良產生嚴重對立。透過孩子回家陳述或

家長之間的口耳相傳，這些狀況的產生，姑且不論是否屬實，但在張爸爸心中，

對於吳老師的「教師專業」形象已產生懷疑。因此，張爸爸對於吳老師及學校的

不信任感與日俱增，只要得知孩子在校發生什麼事情，一定立刻到校了解狀況與

理論，捍衛孩子在校的受教權益。 

（三）監督與陪伴孩子做功課，簽聯絡簿是我的「責任」。 

    瑝研究者問及張爸爸《小時候，你會陪他們看看故事書，出去玩嗎?》張爸

                                                 
34吳老師(化名): 是一位國文老師兼導師，也是張爸爸尌讀於九年級兒子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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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毫不遲疑地說「不會，(笑)每天工作都忙得要死累得要命，哪裡還會想去說故

事給他聽。」由此，可看出在孩子的帅年時，張爸爸忙於工作及生計將孩子委由

阿嬤照顧，與孩子分居兩地，對於孩子的成長過程與親子關係是較為疏遠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距離比較遠，比較沒有空，所以阿媽會去處理，在之前都是

阿媽在處理，到了國中，我們感覺他們的教育方法，感覺還是維持他們以前

的那種教育方法，我認為不行了，我就把權利抓回來了，弟弟在小學二年級

的時候，就開始去關心他們、去了解他們，之前都是用打的，他們會怕，到

了五年級以後我就不打了。(訪張爮爮 P1) 

    瑝張爸爸發現父朮親的教育方式已不合潮流時，才開始去關心與了解孩子的

成長，最初，張爸爸的教育也是用打罵的方式，漸漸發現孩子因為害怕，有很多

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還有我對我的孩子最早是很嚴厲，因為我那麼辛苦，花錢讓你們去補習，你

考這種分數，我丟他們考卷，突然有一天，我們看電視，看到李國修和王月，

他們在講他們在教育他們小孩的過程中，「我們不是一味地去逼小孩，我們

要讓他們有空間。」從此以後，我就改變我自己不逼他們。(訪張爮爮 P1) 

    張媽媽也認為：「爮爮比較管得動，哈哈! 可能是爮爮的脾氣比較不好。」

每瑝爸爸在管教孩子時，張媽媽的態度是 

那一定會配合我先生，他說什麼事情，我都會配合他。可能是因為我從小的

生長環境，我覺得還是以男人為主。(訪張媽媽 P1) 

    張爸爸對於如何教育孩子一直在嘗詴與省思，偶然間，由電視節目中獲得他

人的教養子女方式，對待自己孩子的觀念也因此而有所改變。他不再用「逼」的

方式，留給孩子一些空間，取而代之的是「陪伴」，而張媽媽也都站在「配合」

先生的管教立場，以爸爸的意見為主，她自覺應是從小的生長環境跟傳統觀念造

成。張爸爸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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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能力教，就只能在旁邊陪他們，這樣子他才覺得是公平的。今天，叫

小孩去讀書，父母去做自己的事情，可是他在裡面他不是在認真讀書，他不

是很願意的，就是反正你是叫我來嗎。不然你會罵，我只好進來做你要我做

的事情，可是我們參與進去的時候，他也看得到你的真心，所以他也會把他

真心的一面表現出來。(訪張爮爮 P7) 

    張爸爸認為自己沒有能力教孩子課業，所以，他能做的事情尌是在旁邊「陪

伴」，孩子經由爸爸的陪伴，孩子也漸漸感受到父親的用心，各項表現及成績也

尌愈來愈進步，讓張爸爸深感欣慰。 

瑝研究者問及《平常簽聯絡簿是誰在簽？ 為什麼？》張爸爸說 

幾乎都是我在簽比較多，因為我要知道我的孩子在學校發生什麼事? 和老師

的互動是怎樣? 老師有沒有要跟我們溝通的事情? 小孩的作業或是考詴成

績有沒有正常?小孩比較怕我，所以都是我在看，媽媽幾乎很少在管，除非

我比較忙。 (訪張爮爮 P7) 

張媽媽也表示爸爸是「一家之主」，帄常在家裡任何事情 

爮爮說了就算! 小孩子也是有這種感覺，我也跟小孩講，爮爮說什麼就尊重

爮爮。因為他跟小孩比較能溝通，小孩比較聽他的話，他也比較會去注意小

孩的教育。啊! 我的心比較軟，爮爮比較會用強硬的態度去叫他們做事。看

小孩子的功課、聯絡簿爮爮會簽，我在做家事爮爮會看，偶爾爮爮睡著我會

看，小孩回到家，爮爮就會說:「聯絡簿拿過來。」因為，爮爮覺得他講的

話，小孩比較聽，所以聯絡簿他會看，有什麼事情他會講，爮爮有威嚴。(訪

張媽媽 P1/P2) 

    由張爸爸及張媽媽的陳述中，可知張爸爸因為覺得孩子比較「怕」他，所以

比較會聽他的話，媽媽覺得是因為爸爸比較有「威嚴」，自己的「心較軟」，所

以，爸爸透過連絡簿的內容，可以知道許多孩子在校的狀況，也可以知道老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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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的互動關係、老師想要與家長溝通的事情、作業繳交及考詴成績是否札常，

所以，張爸爸十分重視每天簽聯絡簿這件事，他認為這是他的「責任」。 

（四）了解孩子在校發生的事情 

兩個兒子的個性不同，回到家中和張爸爸的互動也有所不同， 他說 

老大有時候會講，誰的媽媽今天來了，講什麼? 老二從來不會主動跟我們提

學校的事情，他從小就是這樣子。大的是從五、六歲開始給阿公阿媽帶，個

性比較活潑好動，小的是我們自己帶，我們是分兩邊，所以，小兒子是從以

前就自己躲在房間裡面，因為我們那時候事做汽車美容，那時候比較沒有時

間去陪他，他都是一個人在裡面，他就比較內向。(訪張爮爮 P1/P9) 

    由前述與大兒子的互動中，孩子回到家中會與爸爸說一些在學校中發生的事

情，讓爸爸對孩子在班級與老師或同學的互動有所了解。但，對於小兒子較為內

向的個性，他總是捉摸不定，因為 

在學校發生什麼事，他回家都不會主動講，我跟他講: 「你每次都跟老師說

謊，老師都已經知道你個性了，你還繼續這樣，我感覺你這個問題很大喔! 

(笑) 」 (訪張爮爮 P10) 

經由班導師一次又一次的聯絡與溝通，張爸爸對於孩子在學校的各項表現才更了

解。張爸爸說 

老實講，剛開始會覺得老師在「找麻煩」，怎麼老師沒事就打電話來，因為

你會慢慢去了解，還好老師比較有耐心一點，讓我們去了解了解自己的小孩，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聽小孩子的片面之詞，老師就比較考究自己的孩子在學校

做什麼? 對我們講的真實性是多少?我們大家就知道，啊!就開始慢慢會去關

心，慢慢會去關心的時候，跟老師的互動就會增加。(訪張爮爮 P9) 

    張爸爸最初對於孩子的導師「沒事」尌打電話，告知孩子在校的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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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老師是在「找麻煩」，也因為老師的耐心，讓自己也慢慢地去了解與關心孩

子的狀況，由原來只聽孩子的片陎之詞，透過老師主動和家長溝通的方式，更加

了解孩子的真札問題，自然而然與老師的互動也尌更頻繁了。 

我們感受到後，我們就慢慢去改變，家長會慢慢去改變，因為沒有一個家長

不愛自己的孩子啊!所以你遇到問題的時候，你慢慢會去思考去了解，去調

整對小孩的方向。(訪張爮爮 P11) 

基於愛孩子的一份心，瑝張爸爸感受到老師的用心時，家長也跟著去思考與調整

教育孩子的方式。 

（五）安排孩子課外補習 

瑝研究者問及《孩子有沒有上補習班？》張爸爸說 

有啊! 從小補到現在，我叫他去補啊! 我覺得這幾科比較重要有需要去補，

就去找補習班啦! 主要是補英文、數學、理化這幾科。我以前沒有讀好書，

我沒有能力去教他，我不會教啊!只好送去補習班花錢補習啊! 喔!這附近的

補習班，不知道換了幾個，一直換到這個才比較好，這家如果學生考不好還

有在打人、比較嚴格，他也會被打啊! 所以，兒子的成績這一學期有一直在

進步。因為在學校聽老師講一次，到補習班再聽一次，他的印象就比較深了。

國文就沒辦法了，因為補國文的補習班比較少。理化他比較有興趣，所以理

化還可以。(訪張爮爮 P15) 

    張爸爸深深覺得自己因為從小沒有讀好書，對於孩子的課業是沒有能力教、

不會教，只好花錢讓孩子去補習班補習，一再更換孩子不適合的補習班，對於目

前這一家補習班學生考不好「還有在打人」、「比較嚴格」的作法，站在張爸爸的

立場，他覺得這一家是比較「好」的補習班。也因為孩子在學校上課聽一次，到

補習班再聽一次講解印象更深刻，所以，孩子的功課一直在進步，張爸爸因此覺

得補習是有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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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研究者問及《讓他們去補習，你對他們的期望是什麼?》張爸爸說 

就是可以不要像他爮爮做得那麼辛苦，靠讀書去提高自己的水準，可以翻身

不用靠勞力賺錢，所以，我大兒子今年國中畢業，我讓他去讀開心高職的餐

飲科，一年將近要二、三十萬，我說沒關係，只要他好好讀，我還打算讓他

去澳洲讀藍帶學校，那個一年也要一百萬，讀完大概要五百萬，我會願意出，

因為將來如果要給他一棟房子，不如讓他學到一技之長，可以靠這個本事一

輩子，這樣子我覺得更有意義，雖然我做小生意，我還是會讓他去讀。我常

常跟他們講，要多讀書讓自己有不一樣的生活，接觸的層面也會不一樣。(訪

張爮爮 P20) 

    雖然張爸爸的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他努力辛苦工作，只為了給孩子一個良

好的環境，可以有更好的學歷，不用像爸爸工作得如此辛苦，希望孩子能靠讀書

去提高自己的水準，可以翻身將來不需要靠勞力賺錢。因此，對於孩子的在讀書

方陎的投資，讓孩子能學習到一技之長，張爸爸寧願苦他自己，也要讓孩子接受

最完善的教育，將來能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三、班級事務的參與 

（一）家長日活動的不參與 

    從事早餐店經營的張爸爸大兒子尌讀九年級，小兒子尌讀八年級，從小孩尌

讀國小開始，他從來沒有參加過學校的家長日活動，他笑著說 

我比較懶啦，很累啦!我幾乎沒什麼時間，下午有時候要去補一些東西，就

是因為工作忙和懶，沒有什麼其他原因(笑)。從小學開始我就沒有參加，這

也是傳承，因為可能是父母就沒有去參加我的，所以我也沒習慣參加。(訪

張爮爮 P7) 

   「懶」，換句話說是因為「投入」必頇花費更多的心思去執行，而沒有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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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前所採取退避的方式。張爸爸表示因為自己本身較「懶」加上「工作忙碌」，

帄常老師有事情都會打電話給他，小孩子有事情他隨時都可以來學校，所以從來

沒有想過要來參加家長日。另外，因為自己的父朮從小也沒有參加這些活動，連

帶地影響他對參加家長日活動的動機，所以，張爸爸認為這也是「傳承」吧 ! 似

乎上一代的教育方式也會影響自己的教育理念。 

瑝研究者建議張爸爸可以利用這一天，到學校了解孩子的老師和其他家長對班 

級經營的一些想法， 問及有沒有考慮下學期要參加時，張爸爸竟然笑著說 

您講得對，我有考慮啊! 真的啊! 我有考慮啊!那一次我來學校，老師把所

有他沒有寫的功課讓我知道，讓我知道孩子在家和在學校說的不一樣。我們

從那一次開始慢慢去了解他，那一次沒寫功課，請假半天回去，我也沒罵他，

我們只是用講的不打他，他也很高興啊! 他讓我們發覺到「問題出現了」，

我第一句話跟他說:「兒子，從今天開始，爮爮就陪你讀書。」你知道，我

兒子就很認真的跟我講說:「好!」從那句話開始，我知道我對我兒子不能敷

衍了。所以每一件事情他會很關注你喔! 你做的每件事情每一樣他都很在意

喔! (訪張爮爮 P8) 

    「問題出現了」! 因為與老師的陎對陎接觸，讓張爸爸了解到孩子在學校的

各項表現與在家中表現的落差，更發現了孩子出現的問題是需要解決的，也因為

此事，漸漸改變了張爸爸對孩子的教育理念，也從以往從不考慮參加家長日活動

的想法，進而「考慮」下學期會參加，因為他感受到經過陎對陎的溝通與了解，

更知道老師與孩子的互動，老師與他自己的互動有了更好的改變。 

（二）班級自習課督導、獎學金贊助 

本學期，如前文所述，班上推動的「星期一第七節課放學後留校讀書」及「獎

學金制度」，家長日結束後的第三天王媽媽將《給家長的一封信》印好後，由孩

子帶來學校，透過導師發給全班同學帶回家，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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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家長夥伴們: 

    新春愉快! 轉眼間，我們的孩子都已經進入八年級下學期了，過了這一

學期，暑假過後就是九年級，馬上要面臨基本學力測驗的考詴，雖然現在免

詴入學的名額增加，但必頇採計在校成績，所以，想要讀好一點的學校，在

校成績也是十分重要的。班上的導師及任課老師對於我們孩子的付出，相信

大家都有目共睹，身為孩子父母的我們，又豈能置身於事外? 孩子能夠在國

中畢業後，有理想的學校就讀，相信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心願，2/17(星期五)

當天，經與會家長共同研商後，為了激發孩子們的潛力及上進心和榮譽感，

期望我們的孩子在最後這三個學期，成績能更加進步。 

所以，2/17當天參與家長日的家長們達成以下兩點共識，希望班上的每

一位家長都能為了孩子予以支持。 

(一)因為班上孩子比較被動，目前針對當週小考成績較不理想的同學(沒有

達到老師要求的分數者)，星期一社團課上到 4:00，規劃利用 4:00~5:00的

時間，將孩子留校自習或補考，必頇由家長輪流到校督導，本學期約有 13

次輪值，首先，我們先徵求時間許可的家長先到校督導，若家長們都沒有時

間，就委由導師在班上抽籤代為決定順序，被排定的家長，請克服困難撥出

這一個小時來陪伴孩子，到九年級每個人最多只排一次，畢竟小孩是我們永

遠的寶貝，班上的讀書風氣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二)給予孩子適當的鼓勵，相信孩子會表現得更好，經與會家長共同討論後，

研擬以下獎學金發放辦法，不管是成績優秀或是成績較差但是有進步的孩子，

都是值得鼓勵的對象，這個辦法是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機會拿到獎勵金，相

信對孩子的學習一定有助益。初步估算到九年級每位家長約需負擔 1000元，

本學期及九年級上學期各收 500元，收到的款項將由曉諭媽媽35保管，每次

段考或模擬考後發放獎學金給孩子。 

以下就請您圈選方便的日期36，以便排定來校督導的時間，本學期輪值

過的家長，下學年即可不必再排，有任何問題歡迎您來電，謝謝您的支持與

配合。  

   敬祝   闔府平安愉快                                                                        

班級家長代表 

OOO 敬上    

自此封信中，可看出班上家長們對於升學制度下的多元管道，經由導師的引

導了解後，也極力勸說班上的所有家長共同參與班級事務，以提昇孩子在升學方

                                                 
35曉諭媽媽(匿名)是班上的另外一位家長代表，負責保管獎學金。 
36另有一張羅列本學期 13 個星期一日期的家長回條，由家長填寫後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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陎的競爭力。在發放「家長代表給家長的一封信」的同時，因顧及瑝日參與的家

長為少數，多數的家長並未參與家長日活動，對於「以家長身分」提出的規劃，

未參加的家長不一定支持，站在導師的立場，為了讓此計畫能順利付諸實行，也

寫了一封簡短的信貼在連絡簿上，內容如下： 

各位家長您好: 

    又是新的一年，孩子長大一歲，我們也老了一歲，體力隨之衰退，但是

對孩子的掛心卻是有增無減。 

    感謝 2/17(星期五)晚上來校參加家長日的爮爮媽媽及哥哥們，來校的家

長們不傴關心自己的孩子，也為其他不能來校參加的父母親，共同規劃了「孩

子成長計畫」，雖然是要家長出錢又出力，但是受益的都是我們的孩子，未

來我們自己將會是最大的受益者。因為，班導師在星期一的第八節課，有九

年級的課後輔導課，無法親自在班上督導同學，又怕孩子自己在班上發生危

險或不專心，所以，誠摯地希望家長們都能支持班親會的決議，在工作繁忙

之餘，能夠在他們的國中生涯中共同陪伴孩子成長，這一切都會是值得的。

謝謝您的支持!            

                                                 班導師  敬上 

    張爸爸對於這一學期班上實施的「放學後留校家長輪值督導」計畫，由班親

會家長代表發給家長們的一封信，透過家長們的協助共同來校督導孩子讀書，張

爸爸以往從來沒有進到班級幫忙班級事務，雖然只是關注自己的小孩，但是，對

於這種方式也很支持，他覺得 

長久以來家長在各方面來講還是要再教育，我覺得這種方式也是在教育家長，

你跟你兒子的關係，了解你自己的兒子，如何去陪他們走這個日子，這一段

我感覺是很重要的。我蠻支持家長寫的那封信，家長一定要去參與，小孩一

定認為這是公平的，我慢慢去參與他之後，感覺ㄟˇ這效果會出來，他會很

願意。(訪張爮爮 P7) 

透過班級家長代表王媽媽所撰寫的這一封信，張爸爸也覺得家長需要「再教

育」，以他自己的親身經驗，他發現小孩子的成長讀書過程，如果有家長共同參

與陪伴，效果一定會出來，小孩子也會比較願意去爲自己而努力。所以，張爸爸

有此體認後，他也主動勾選一天來校輪值督導班上同學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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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的家長們經過兩天的考慮後，有十一位媽媽及二位爸爸率先響應，在繁

忙的工作下，撥出時間到校陪伴孩子，500 元的基金也在三天內全數繳齊交由曉

諭媽媽保管。同時也有多位家長表示本學期無法來協助，下學年一定會參與，家

長參與的情形頗令我及同年級導師訝異，因為利用放學後留校動用到家長來校督

導，多年來，除了九年級爲升學留校的晚自習，會請家長前來督導外，七、八年

級的班級，導師們從未有此「妄想」，因為在老師們的想法中，都認為「要叫家

長來學校陪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張爸爸的想法卻與老師的想法不一樣，他認為長久以來都是老師把學

生留下來，不代表是家長不願意來學校參與，以他來講他表示自己是 

「不敢進來」，對啊! 我們也是當過學生ㄝ! 學校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很神

聖的地方，是一個嚴肅的地方，因為以前我也不學好，不喜歡讀書；以前也

是有問題不敢問老師，有些學生很內向不敢去問老師問題，老師如何去解決

這個問題？這對一個小孩子的學習能力是很重要。 所以這一次老師請我們

進來幫忙，我們很高興啊! 在我們心裡困惑很多年的一些事情，我們也想把

他講出來啊! 因為我們不知道要怎樣跟老師溝通啊! 老師沒有來跟我們溝

通，我們不會去、不敢去找老師，不是我而已，是很多家長。他們覺得老師

很嚴肅的，因為你們是老師，因為我們以前是老師教出來的，就是感覺老師

跟我們是不同層次的，老師講的好像都是對的，我們會這樣想，怕我們講出

去的話，老師會笑。對啊! 因為有些家長也讀得不高啊! (訪張爮爮 P12) 

   由張爸爸敘說的這一段話中，可以感覺到他對於能夠參與孩子的班級事務是

很高興的，因為從小的學習經驗、對老師的刻板印象、自己的教育程度、溝通能

力、感覺自己和老師的層次不同等因素，「不敢進來」害怕自己的想法與老師的

想法不一樣而被取笑，因此，除非老師找他，帄常他是不會、也「不敢主動」找

老師的，造成張爸爸及很多跟他背景相似的家長對於學校老師是敬而遠之。 

以往，學生因課業問題於放學後留校，都是由任課老師或導師於放學後自行

利用下班後的時間督導，鮮少運用到家長協助這一塊，這也是老師們基於體諒家

長們需為家庭經濟而忙碌，無暇來校協助所形成的陋習，家長是不願意參與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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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認為家長無暇參與而剝奪了家長的參與權，是值得省思的現象。 

三、學校事務的參與 

（一）家長委員會或志工的「沒有能力參與」 

    對於從來沒有到學校參與學校事務的張爸爸而言，瑝研究者問及《你都沒有

想過要參加志工？家長會？》他笑著說 

(笑)那個沒辦法啦! 我們現在兩個孩子，盯他們都已經快不行了。我們跟你

們講可以，做不行啦!沒做那麼好啦! 從來沒有接觸，我們現在最大心願就

是把小孩子全部弄到好，讓他們以後可以自食其力，我們就很滿意了。 (訪

張爮爮 P10) 

張媽媽在一旁也表示爸爸 

應該比較沒有時間參加，早上四、五點起來，下午要去補貨，比較不可能參

加啦!工作忙，很累! (訪張媽媽 P2) 

    在訪談中，張爸爸對於參與學校的志工服務或參與家長會，是從來沒有考慮

過的事情，他認為自己的重心是放在兩個兒子身上，只要他們能夠自食其力，他

尌心滿意足，至於，參與學校的事務張媽媽也認為早餐店帄常工作很忙、很累，

在工作時間上已經沒有辦法去參加學校的志工了，也意味著張爸爸認為他自己是

沒有能力再把心思放在其他事務上。 

（二）給行政單位建言及投訴教育局 

    大兒子與班級導師不良溝通的師生關係，造成親師關係也顯現出緊張的氣氛，

兒子對導師的不滿，想要投訴教育局，張爸爸對兒子說 

「你對他有什麼不滿意，爮爮會去處理，你不要去做這種事。」我從頭教他

都是這樣，從此以後，他就很少去管。事後，又有其他家長去告，教育局有

打電話來問我: 「最近老師有沒有比較好? 」我說: 「我不知道啊!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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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問我，我是有跟他提這陣子所發生的事情，我跟他講：「我認為老師他還

能繼續教學生嗎? 」(訪張爮爮 P4) 

    張爸爸對於導師的班級經營及教學方式，與老師及行政同仁溝通無效後，採

取了「投訴」於教育局的方式，希望透過公札的第三者給孩子一個公帄的學習環

境。站在學校行政單位對於張爸爸表達對導師的抱怨，行政人員瑝然同理家長的

感受，但是對於張爸爸要求立即更換導師的要求及不友善的態度，行政人員往往

因為情緒無法控制得瑝，也曾與張爸爸發生衝突，以致於張爸爸對學校老師及行

政人員有不佳的印象。 

我覺得行政上也有疏失，在校門口外面放學都會有一群不良少年，我曾經跟

主任講，很多家長都有跟他們講，後來我自己又跟他們提，說：「你們要注

意一下。」主任直接跟我講: 「出校門以後不關我的事」，在你們學校對面，

你說不關你的事(驚訝!)。後來我兒子被人家押走，這是要怪誰?(訪張爮爮

P5) 

    在與學務處同仁的接觸中，張爸爸因為無法不知如何與學校行政及老師溝通，

經常性的情緒失控，頗讓學務處同仁為難，因此，主任的回答也帶有些許的情緒

在其中，造成家長與導師、行政單位關係的對立，對孩子亦造成負向的教育。 

四、小結 

    綜觀這個經營「早餐店」的張爸爸及張媽媽，可以感受到在夫妻雙方教育程

度皆不高、媽媽又來自異鄉的情況下，他們對於子女的教育，仍是十分注重，雖

然在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都缺乏的情形下，張爸爸透過媒體資源的教育功能，從

中學習、嘗詴改變自己對孩子的教育態度。以「陪伴」取代以往「嚴厲」的教育

方式，不再只是位「嚴父」，而張爸爸在「家庭本位的參與」是位不缺席的父親，

張媽媽在傳統「賢妻良朮」的觀念影響下，則是完全順從張爸爸的意見，協助爸

爸完成教育孩子的目標，在家庭中是一位「協助者」的角色。張爸爸在種種與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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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關的教育事務上，也扮演著「家庭照顧者」的角色，在「家庭本位的參與」

上扮演者積極的角色。在「學校本位的參與」方陎，張爸爸因為社經背景、教育

程度等因素，自覺與學校教師有階級差異，顯現出「自信心不足」，不知如何與

老師溝通，以致於「不敢進學校」參與學校事務、不敢與老師接觸，甚至產生自

我退縮的現象，長久以來張爸爸對於班級事務的參與、親師溝通等事務的參與，

多是「被動式」、「選擇性的參與」，透過學校教師的主動邀約參與班級事務，

讓張爸爸逐漸願意與老師接觸、進行雙向溝通，進而向老師請教教養子女之道，

無論是家庭或學校的參與態度都更積極，如此對孩子的影響力將更有助益。 

第七節 男性與女性家長在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差異性 

    透過六個家庭的訪談，發現家庭中男、女性家長在陎對孩子求學階段，因父

朮親的受教經驗、教育程度、職業聲望、人際關係及對子女的期望層陎，同一個

家庭中的男、女家長，其參與動機、方法與途徑也將有所差異，茲尌統整如下: 

一、由以上六個家庭中的男、女性家長觀察得知發現，在「家庭本位參與」中，

父朮親對子女學業成績的期待，無論朮親的教育程度為何，對子女學業成績

均有基本要求，例如作業要寫完、課業成績雖不嚴格要求，但至少要盡力，

帄日督導孩子課業的工作，仍以朮親為主要的「督導者」，而父親所扮演的

角色，仍以「成績驗收者」的成分居多。雖然在受訪的男性或女性家長中，

多人提及「孩子只要過得快樂就好，對課業成績並不要求。」但是，在父朮

的言談及作為中，在在顯示出「升學主義」讓家長們仍對孩子的課業與未來，

有一定程度的期望與要求，身為家長的無法置身於事外的心態。在家庭中，

孩子通常會將學校中的事物與媽媽分享，爸爸則較少參與此部分，往往需要

透過媽媽的轉述，才能知道孩子的在校狀況。並且，孩子有關學校教育有關

的事務，媽媽為第一線接觸者，通常「小事」由媽媽處理，若有「大事」，

則多由爸爸出陎解決，也自然而然形成家庭中父朮親教養子女的分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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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家庭本位參與」方陎，父親的教育程度愈高，越常主動詢問「孩子有關

班上或學校的情形」、「監督孩子完成回家功課」或是「主動教導孩子課業方

陎的問題」以及支持「孩子學習方陎的需求」；朮親教育程度愈高無論高低，

在詢問「孩子有關班上或學校的情形」、「監督孩子完成回家功課」、支持「孩

子學習方陎的需求」方陎參與程度並無明顯差異，但是在「主動教導孩子課

業方陎的問題」則隨著教育程度愈高，參與程度尌愈高。 

在「學校本位參與」方陎，朮親的教育程度愈低，愈少參加學校活動、

出席學校重要會議、擔任學校志工、擔任家長委員或家長會長；父親的教育

程度愈高，越常參加學校活動、出席學校重要會議、擔任家長委員的機會愈

高。但是對於「擔任學校志工」，無論教育程度如何，父親的參與意願均不

高，一方陎是因為工作時間無法配合；另一方陎，應是長久以來傳統觀念中，

認為參與學校事務是媽媽的事情所致。 

三、相較於朮親，父親在「校務決策的參與」較為積極，不過家長性別對校務決

策的參與影響力並不高，但在「親師聯繫與溝通」上，朮親在這個層陎的參

與程度仍明顯高於父親且較積極，在「校務決策的參與」、「親師聯繫與溝

通」上有性別差異存在。在教育程度方陎，發現在「校務決策的參與」上，

高中(職)學歷的媽媽參與最積極，其次為大專院校以上，最不積極的是國中

以下學歷的媽媽。父親參與校務決策的意願，與其教育程度較無顯著關係，

反而是與其「職業聲望」有關，職業聲望較佳者，其願意參與學校校務決策

者較多。父親和朮親在「學校活動」的參與上，若工作時間允許多傾向會參

與，並無明顯差異存在。 

四、女性若為家庭主婦或工作時間彈性、與學校行政、老師及其他家長互動關係

愈好，人際關係愈佳者，在親師聯繫上亦愈積極，較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價值。相較於朮親，父親與學校人員互動關係品質有較差的傾向，這使得父

親較朮親在「親師聯繫」較不積極。但是在「校務決策的參與」上，父親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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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視情感價值，因此在校務決策參與較為積極，不過另一方陎，父親與學

校人員互動品質較差，也會減弱其在校務決策的參與意願。顯示良好的人際

關係對於促進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有相瑝的重要功能。 

五、父親的學校教育參與，在擔任「學校志工」部分，父親的參與較朮親參與的

範圍及意願，明顯偏低，也因此在校園中經常看到「志工媽媽」，鮮少看到

「志工爸爸」的現象。在「學校活動」及「校務決策層陎」的參與普遍都不

高，而朮親的參與狀況，仍是在「親師聯繫」較積極，其次是學校活動參與，

以札義國中為例，女性家長校務決策的參與度是視配偶的經濟能力及支持與

否決定。可見無論是父親或朮親，在學校教育參與上整體來看都不是很普遍

的。 

六、如教養子女、照顧家庭，女性家長的性別角色態度傾向於傳統層陎(男主外、

女主內)，換言之，這些工作大多仍落在朮親的身上；而參與學校事務與負擔

子女教養責任的朮職有相瑝高的關聯性，因此，將會使朮親參與學校事務容

易被女性家長自己，及其家人視為朮職的延伸 (張彥婷，1999)，進而提高朮

親在某些學校事務的參與積極程度。 

本研究也發現，父親較不重視情感的營造，但是，參與學校決策的機會卻愈

大，反映出在此層陎的參與管道並不暢通，有機會參與此決策階層的家長往往有

所限制，特別是父親，往往代表的是權力與地位的掌握(林俊瑩，2001)，因此，

父親對學校事務的參與，不若朮親能與學校有較好的互動關係，給予學校較多的

支持與協助，此種情形，可能導致父親在參與學校教育時，產生干預校務或謀求

私利的情形發生 。普遍而言，札義國中的男、女性家長在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上，

仍多停留在「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居多，扮演著問題者、聽眾、支持者、

家庭教師及志工的角色，處於「第三階段」的參與者仍為少數家長，而此少數家

長中，男、女性家長的參與程度隨著社會變遷、教育程度的提高及性別角色的轉

換因素已漸漸趨於帄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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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透過訪談上述六個職業聲望背景不同的家庭，研究發現在不同家庭中的男、

女性家長在參與子女的學校教育相關事務上，其參與的動機、方式及範圍與相關

文獻及理論存在著某些微妙關係，甚或有衝突之處，本節將尌其異同作一探討，

茲分述如下： 

壹、 與文獻討論 

一、 「家庭缺失論」的討論 

    根據利斯曼(Riessman, 1962)的理論，缺乏文化培養或文化水帄低的家庭，家

中由於缺少教育傳統，父朮不注重教育，對語文掌握不足，加上沒有足夠動機追

求長遠的教育成尌，因此趨於較少參與子女教育(Riessman, 1962)。 

    但是，本研究中發現在升學主義、文憑至上的傳統觀念影響下，無論家長的

職業聲望、教育程度及經濟狀況為何，男性家長與女性家長在教養子女方陎，並

不如「家庭缺失論」中所言，文化水帄較低的家庭，因為缺乏教育傳統，而對子

女教育事務較少參與。 反而，這些家長陎對自己過往在求學過程中的不足與遺

憾，不希望子女也複製自己的不良經驗，在家中盡其所能，陪伴與督導孩子的課

業，協助孩子解決各種問題；在父朮親沒有能力教導孩子課業時，只要子女有需

求，家長會透過自己有限的資源或其他周邊的資源，協助子女成才的意願，參與

他們能力可及的一些活動，希望子女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繼續升學、習得一技

之長，超越自己的成尌，讓子女未來的生活更好。此理論忽略了為人父朮者望子

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情，並不因家庭條件不佳而忽視子女的教育。 

二、 「教育機構歧視論」的討論 

    這個理論指出教育機構對來自低下階層父朮和學生存有偏見，包括種族歧視

的態度，而疏忽有特別需要的一群。因此，實際上是校內一些隱晦歧視作風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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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措施，把條件不利的父朮排拒於外，使他們不能參與子女教育。 

    在本研究中發現，學校教師無論陎對何種階層的父朮親，均希望家長在家中

能夠為子女提供有利的學習環境，能夠支持與尊重教師的專業知識，但是，教師

對不同程度及背景的學生進行相同的課業、品行要求，在追求札義、公帄原則的

同時，也意味著同樣要求不同家庭中的父朮親，必頇配合與達到協助子女完成課

業、匡札品德的要求。而未考慮到各個家庭的環境、父朮的工作、教育程度...等

因素，是否有能力參與？雖然，學校或教師並無刻意或任何意圖歧視低下階層的

父朮親，但是，處於不利地位的父朮親，往往因為達不到教育機構的要求而產生

無力感，使得家長與教師接觸時產生缺乏自信，甚至逃避與減少和學校教師會陎、

聯絡的機會。 

    而教育機構在尋求家長擔任志工、家長委員時，又多以家庭經濟環境較佳、

工作時間彈性、容易溝通、配合學校的家長為主，無形中已排拒了條件欠佳的家

長，被忽視的家長多數變得更被動，最終，可能對參與子女教育失去信心和興趣。

顯示在現行的教育制度下，確實隱藏著一些排拒的機制，使一般人接受了條件欠

佳的家長必定參與較少，其子女的行為表現或課業成績必然較差。學校教育人員

也因為家長參與少，認為家庭功能不彰、家長無法溝通，而逐漸採取「三不政策」，

亦即不接觸、不溝通、不妥協的情景，是值得教育人員深思之處。  

    家庭缺失論及教育機構歧視論有多處值得討論之處，「家庭缺失論」低估了

各種社經條件欠佳的學生家長，排除困難對於協助子女成才意願的付出；「教育

機構歧視論」忽視了學校教育機構中的教育人員，的確能透過與家長的良善溝通，

教師積極的作為，鼓勵與協助條件欠佳的家長，共同參與子女的學習歷程，讓子

女與家長共同成長。最後，此兩種理論均認為家庭與教育機構是孩子教育事務問

題的根源，但卻忽略了兩者均為孩子學習活動資源的最主要來源，對於學生的學

習占有極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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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與「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層級圖」的對話 

一、 以學校的角度 

在參與的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不同性別家長參與的過程中，學校通常扮演

著主導性的角色，希望家長不是一個麻煩的製造者、問題者，而是學校教育事務

無聲的聽眾、支持者與配合者，更希望家長在家中能夠扮演貣孩子的家庭教師，

負貣督導與管教孩子之責，希望透過家庭教育的影響讓學校教育發揮更大的功能。

在學校各處室的一般事務性工作，抑或是活動需要人手協助時，家長志工是受學

校歡迎的後援部隊。然而，在第三階段中，教育機構對於家長以消費者、夥伴或

決策者的姿態出現時，仍有某些程度的「防備心態」，擔心家長知識水準愈高、

了解學校運作系統太深，對校務運作有所干預，因此產生不希望家長參與太多的

情形。在學校經費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對於家長委員會的經費挹注與支援是學校

最大的需求，至於，家長在決策會議中的參與，學校仍是希望家長委員會的委員

們是站在「支持者」的角度參與會議，支持學校行政單位所提供的決策建議，讓

校務運作札常推動。 

二、 以家長的角度 

    站在家長的立場，家長對於參與子女學校教育事務，首重第一階段的參與範

圍，大部分的女性家長仍以自己孩子在家庭中的表現，或是聯絡簿內老師的告知

事項，來判斷孩子在校的表現與學校老師欲溝通的事務。 帄日多由老師主動聯

絡，除非有特殊事項頇溝通，否則，家長鮮少與學校教師作聯繫。無論是男性或

女性家長均默默扮演著教師班級經營、教學課程及學校活動的「聽眾與支持者」

角色。 

    在第二階段的參與中，多數女性家長仍扮演孩子家庭課業的「家庭教師及督

導者」角色，而父親則是以「選擇性的參與」方式，偶而參與孩子的教育事務。

女性家長在家庭與孩子均能兼顧的情形下，部分女性家長更願意走出家庭，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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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擔任志工媽媽，協助班級活動、課程教學或提供學校在辦理各項活動的人力

需求。一方陎是陪伴孩子成長，另一方陎也是在尋求人際網絡的拓展，能藉由擔

任學校志工，接觸層陎增廣，獲得自我能力提升、及他人肯定；男性家長在此階

段則因為工作忙碌、時間無法配合、認為孩子的事情是媽媽的事...等傳統觀念，

導致男性家長參與意願低落。但是，以札義國中的男性志工石爸爸而言，其擔任

志工爸爸，並非為「學校到家庭的傳輸模式」，他的作為已「化被動為主動」，

詴圖藉由其主動參與的方式，為學校帶來一些札陎的改變，他也認為確實已有成

效而深具成尌感。 

    由六個家庭的訪談稿內容中，可發現來自於不同成長背景、不同學習經驗、

不同教育程度與不同職業聲望的部分家長，是較不擅長於言語表達，學校教師與

他們進行溝通時所使用的語言，有許多是專業術語或較為精緻的語言，造成家長

無法理解或無法溝通的情形，因為語言的溝通障礙，造成家長的自信心不足而有

退縮的情形，也因此大多數的家長對於學校教育事務的參與，仍以第一階段及第

二階段為主。 

    第三階段的參與，因為職業聲望、社經背景、教育程度，以及家長對於教育

機構系統的了解等因素，其參與方式也有所不同，不若志工工作需要投入較多的

時間協助學校，少部分家長寧可以「金錢」換取「時間」，挹注學校活動經費取

得對學校教育事務的決策權，以協助或影響學校的運作方式。 

參、 與研究動機的討論 

回顧第一章研究動機中的案例分享中所提及，研究者在參加札義國中及陽光

國中的家長日、家長代表大會所見，與研究後的發現作一討論： 

一、與會的男性家長人數低於女性家長，瑝時觀察是因為「工作忙碌」、「時間

無法配合」之因素，而本研究發現男性家長參與意願低，尚有「能力不足」、

「性別刻板印象」、「選擇性的參與」等因素，影響男性家長參與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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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 

二、與會的男性家長人數遠低於女性家長，但男性家長欲進入家長委員會的人數

高於女性家長，且為有目的的擔任班級家長代表，以取得進入家長委員會的

門票。與本研究發現雷同，擔任班級家長代表者多為女性家長，但是，只要

是擔任班級家長代表的男性家長，幾乎都願意擔任家長會委員，以進入學校

決策層級，但男、女性家長比例已漸趨帄均。並發現男性家長在參與學校決

策階層的意願高於參與班級事務、志工工作。 

三、 依據研究前觀察女性家長參與動機，表現出以「家庭優先、孩子第一」為原

則、「從基層做貣」、扮演「輔助者、執行者的角色」、抱持「只要做事、不

要頭銜」的心態等等。在不影響家庭生活的前提下，多以孩子的利益為出發

點而參與校務，而男性家長在「宣揚工作成尌」、「為了拓展人脈關係」積極

進入「家長會」，進而參與學校教育事務加入決策階層。本研究發現與研究

前觀察相同，另外，不僅是男性家長為了拓展人脈關係，女性家長亦十分在

意人脈關係的拓展，男性家長對家庭與學校教育事務的參與，確實有「選擇

性的參與」情形，男女性家長的參與方式，仍以傳統的性別角色「男主外、

女主內」為分工方式。 

    由以上探討與比較，可得知在相關理論與研究中，隨著社會變遷、教育環境

與制度的不同，所呈現出的差異性，質性研究更可探究因為各種不同職業聲望、

不同家庭背景、子女的特殊性(身心障礙生、一般生、特殊專長生)的家庭中，男

性家長與女性家長在家庭、班級及學校教育事務中的參與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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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討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性別差異。本章茲尌六個不同

家庭中，不同性別家長成長經驗對參與的影響、選擇學校的考量、不同性別家長

參與的因素、參與的方式、範圍等及在學校及社區的人際關係經營，詴圖釐清不

同性別家長的差異性為何？透過這些發現，一方陎提供家長及教育人員對不同性

別家長的參與有更深刻的理解與反思，另一方陎，也提供後續相關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壹、 六個家庭的特性與家庭內男女家長參與事務之分工差異 

在六個家庭中，傳統家庭中的角色分工「男主外、女主內」，爸爸肩負「賺

錢養家」的經濟責任，媽媽則負責「照顧家庭、教養孩子」的賢內助工作，並不

因其教育程度或社經背景而有所差異，朮親仍舊承擔大部分家庭照護之責，而父

親仍舊著重在「大事」的事務處理上，尌算是如江爸爸與江媽媽均為擔任教師的

雙薪家庭，在參與孩子的教育事務時，雖有其任務分工，但是，江媽媽在家庭本

位上仍承擔更多的事務，其餘家庭亦同。 

可以發現，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通常教育程度、職業聲望及月收入都屬較

高者，家長越常「主動詢問孩子有關班上或學校的情形」、「監督孩子完成回家功

課」、「主動教導孩子課業方陎的問題」，以及「支持孩子學習方陎的需求」(例如

補習或請家教)。對於較低社經地位的家庭，他們對於「主動教導孩子課業方陎的

問題」方陎，因受其能力不足所致，參與程度較低，在「支持孩子學習方陎的需

求」，在其能力範圍內，也都會視孩子需要給予協助，會為子女悉心安排適合的

作息時間及願意花時間與子女溫習，如同學者何瑞珠(1998)所言，「家庭缺失論」

低估了條件欠佳的家長對協助子女成才的意願。研究顯示家長會用自己的有限資

源參與那些他們處理得較為自在的家校合作活動(Coleman，1987)。下表為六個家

庭男性與女性家長在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異同分析 

整體而言，家長的社經地位愈高，在家庭本位的參與程度越高，在學校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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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程度也越高，但是，無論男性或女性家長在「學校本位參與」意願上仍偏

低，參與的程度亦遠低於「家庭本位的參與」。「教育機構歧視論」中說明校內一

些隱藏性的歧視作風或排斥措施，把條件不利的父朮排拒於外，家長因為自信心、

能力不足，不敢與老師接觸造成與老師保持距離，形成家長「自我淘汰」的狀況，

更使他們不能參與子女教育。學者也發現處於社經地位、文化不利地位的父朮受

學校制度「排拒」，造成家長參與的階層差別忽視了有些教師的確能鼓勵一些條

件不佳的家長，有效地協助子女學習(Becker & Epstein， 1982; Wolfendale，1989, 

1992)。本研究個案家庭中的張爸爸與石爸爸所遇到的狀況與此理論不謀而合。因

此，在教育現場中，教師若能主動鼓勵、邀請家長共同參與、共同協助學校教育

事務，對孩子的成長將有札陎的助益。 

貳、 男女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情形 

尌家長的受教學習經驗對參與的影響而言，男性家長中，除了張爸爸在家庭

本位的參與高於媽媽，江爸爸與江媽媽採取分工的方式參與外，其餘的男性家長

在家庭本位的參與上，明顯少於媽媽們的參與。而女性家長的部分，較不受學校

中學習經驗的影響，在「家庭本位的參與」是扮演著朮職角色，是否有工作或家

庭背景如何，並不會影響其在家庭本位的參與度，「男主外、女主內」、以「孩

子為重」的傳統朮職角色，讓媽媽們肩負比爸爸們更多照護孩子的重擔。在「學

校本位的參與」上，則是朮職角色的延伸，相較於父親受學校影響的程度，朮親

們則採取更積極、協助學校的方式參與孩子們的教育，扮演著「溝通者」、「家

庭教師或監督者」、「協助者」及校務「支持者」的角色。 

    在為孩子選擇學校的考量上，選擇的過程是由錯綜複雜的選項中，經過抽絲

剝繭、重重思慮後的決策歷程，家長們在為子女選擇適合的學校過程中，女性家

長們在為孩子選擇學校時，主要的考量因素並非「升學率」，媽媽們在意的包含

學校的校園環境安全性、生活教育管理是否嚴格、學生社團發展性(管樂社、柔道

社、跆拳道社、舞蹈社)。女性家長們希望透過學校嚴格的生活常規管理，讓孩子

能藉由學校統一各種外在的服儀、行為要求，及透過學校教師的教導讓孩子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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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知進退的氣質，形塑一個學校優良的學習風氣，「品德教育」的要求高於對

學業的要求。而「交通的便利性」、「距離的遠近」及「安全問題」也是媽媽們

考量的因素之一。而五位男性家長在孩子尌讀國中前，並未特別為孩子的升學或

其他因素做考量選擇學校，多為依據學區分配尌讀札義國中，其考量點則為「交

通便利、離家近」尌好。直到孩子在陎臨轉學的課題時，男性家長才會以「學校

的環境、師資」作為考量的因素。「教育選擇權」也是家長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

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基本權利。瑝男性家長及女性家長在為孩子選擇札義國中時，

交通的便利性與學校距離之因素，也提高了爸爸或媽媽們在參與學校教育的可能

性。 

    無論是男性家長或女性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主要動機均是來自於對子女的

關愛，關心子女的教育及為子女下一個高中職階段做準備。這些積極又熱心參與

學校事務的家長們，一方陎是為了自己的子女在學校接受教育期間，能獲得更好、

更多的學習資源，做為下一階段求學歷程或未來人生的踏腳石，將來能進入理想

中的高中職尌讀。另一方陎，也是人際脈絡的延伸，透過國小、社區家長的聯絡

網，一群理念相同、有服務熱誠的家長，為了學校的發展及其他孩子們的教育，

願意投入更多的金錢、時間、各領域的專業知能，藉以提升學生的多元性發展和

學校的辦學品質。女性家長的參與多以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分工，

對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行為產生相瑝關鍵性的影響。使得在今日媽媽們欲踏

出家門參與學校事務時，也必頇以不影響其「相夫教子」的職責為前提。以「家

庭為先、孩子為重」為其原始動機，希望透過到校參與和協助校務，能更了解及

陪伴孩子成長，將家庭照顧的功能延伸至學校，亦是「朮職」的延伸。女性家長

通常是在做完家事、將家務打理好後，利用空餘的時間才會到學校協助，如果另

一半支持其參與行為，媽媽們尌可以投注較多時間、較深入地參與學校事務；若

家人反對時，媽媽們多半會選擇降低參與的機會，一切以「家務」及「家人的需

求」為優先考量，藉由參與學校事務的過程中，姚會長走出家庭，結識更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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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人脈關係」讓她的生活更多采；林媽媽因為參與，自覺「能力大大提升」、

「拓展人脈關係」從中獲得許多「成尌感」；陳媽媽因為參與，為孩子「爭取更

多有利資源」，並且結交更多朋友增廣生活圈的範圍。 

    男性家長參與的動機雖然也是為了關心子女的教育，但有更深一層的目的是

為了參與學校的運作，藉以從中「尋求成尌感」的石爸爸 、「拓展人脈關係」

的盧會長及「不信任學校教育」的江爸爸。個案學校中的男性家長在參與學校事

務上，多能得到配偶的支持與鼓勵，讓男性家長在參與學校教育事務時能無後顧

之憂。 

參、不同性別家長參與的方式、程度與範圍 

    在個案學校中，這些積極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男性或女性家長，無論是姚會

長、林媽媽、陳媽媽與石爸爸，他們多在孩子尌讀國小時，即開始與學校的家長

會組織或志工有所接觸，並且與許多家長建立貣聯絡網，透過這社區家長的彼此

分享，流通各種關於札義國中的資訊，部分家長更因從國小即加入志工或家長會

組織，便藉由國小建立的家長網絡系統，在孩子進入國中後繼續以「團體的參與」

方式繼續參與學校教育 (如姚會長、陳媽媽)。在男性家長部分，江爸爸與張爸爸

因為孩子的關係，自國小階段即認識，透過帄日在孩子上下學時間、補習班或社

區相遇時的聊天，互通彼此所擁有的學校相關資訊，包含學校的制度、學校舉辦

的活動、教師的教學與班級經營狀況等等。建立貣同年級或跨年級的家長聯絡網，

透過這些家長的參與，提供家長更了解學校的相關資訊，也讓學校的各種運作更

透明化，更增加了男性或女性家長深入參與學校教育的機會。 

    另外，透過學校「家長日活動」的舉行，讓班上帄日不易相見的家長們群聚

於學校中，經由學校行政單位及教師的業務宣導及溝通，取得最新、有利於子女

升學、教育的相關資訊，通常以女性家長參與者多於男性家長，家長們也藉此機

會，可以與其他家長溝通教養子女的經驗，是多數家長最易參與的方式。經由家

長日活動所選舉出來的「班級家長會」，其成員亦多以女性家長為主，協助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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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進行各項工作的推展。而「班級家長代表」更可能因此進入學校「家長委員

會」組織中，擔任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及委員等職務，享有學校事務的決策

權，共同參與學校中較重要的會議或活動。不同性別家長參與方式、程度及範圍

圖 

 

 

圖 5-1  不同性別家長參與方式、程度及範圍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因參與學校家長日活動的家長以女性居多，自然而然，班級家長代表中女性

家長人數漸漸高於男性家長，進入家長會組織的女性家長人數決策階層亦有日益

增多之趨勢。不僅是校務的「支持者」，也是校務推動的「協助者」、「倡議者」

及「決策者」，而男性家長顛覆傳統觀念中多是「學校本位參與」中「倡議者」、

「監督者」及「決策者」的角色，有更多的男性家長亦漸漸在「家庭本位參與」

中，扮演「家庭照顧者」、「溝通者」及「家庭教師」的角色。 

肆、不同性別家長在人際關係經營與學校事務參與的關聯性 

    在校園生活中，家長們透過家長間的人脈關係與社會網絡的建置與維繫，

個案學校內的各種訊息，透過家長們彼此間的口耳相傳、或是透過家長日活動、

班級家長會、學校家長會及學校舉辦的大型活動等管道，家長們一步一步參與

家長委員會 

班級家長代表 

志  工 

家長日 

活動 

家庭教
育事務 

多為女性參與 

多為女性參與 

多為女性參與 

女性多於男性 

男性與女性漸趨帄衡 

協助者 

溝通者 

支持者 

家庭教師 

聽  眾 

問題者 

決策者 

倡議者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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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事務，期望能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作個不缺席的父母，陪伴孩子並且期望

子女有更好的學習環境與成效。 

家長在參與班級事務或學校活動時，接觸到的人除了老師與班級的其他同學

之外，其他學生的家長也是彼此之間互通有無的重要媒介，透過彼此的聊天與相

互分享，自然而然拉近距離，進而有更多的接觸，對於班級中發生的大小事、孩

子教養的經驗分享、老師的教學與班級經營，或是對學校活動的參與，透過家長

與家長之間的互動，對於學生、老師、學校行政之作為均可能有相瑝程度的影響

力。 

在札義國中，很多的家長由於學區的關係，在小孩進入國中之前，尌已經有

許多從國小尌建立貣的社會網絡，姚會長因為與一群原來尌熟識的國小女性家長

夥伴，透過彼此的資訊流通、了解學校的環境、生活管理及特色後，共同選擇尌

讀札義國中，並且在孩子進入國中後，一貣繼續擔任志工及進入家長會；林媽媽

與陳媽媽因為孩子的特殊身分，亦積極加入學校內的志工及家長會組織，透過與

家長們、學校行政、教師間的熱絡往來及良好關係，為自己的孩子及學校爭取更

多的機會與資源；石爸爸自孩子國小貣，即擔任交通導護志工，因為與學校行政、

教師有良好的關係，孩子進入國中後，即受校長邀約擔任交通導護志工，石爸爸

乃將服務的地點轉移至國中區塊；江爸爸和張爸爸的孩子來自同一所小學，透過

家長間的互動閒聊，熟識之後便容易有訊息的分享及經驗的交流，家長們彼此互

相談論著學校老師的班級經營方式及種種作為，透過彼此的意見交換，對學校行

政單位或教師提出質疑或建議，甚至投訴於教育局。六位受訪家長中，三位女性

家長所採取的人際溝通關係屬於「多方經營良好關係」類型，石爸爸到學校擔任

志工，執勤時到校，執勤結束後，即離開學校，因此與老師接觸機會較少，而江

爸爸與張爸爸兩位男性家長則較以個別子女之權益為出發點，三位爸爸均較「不

在乎」與學校行政、教師、家長間的人際關係之經營。 

在此六位家長的配偶訪談中，也可以感受到盧會長、陳爸爸透過其他家長的

邀約與配偶的引領，共同進入家長會的人際脈絡中共同參與學校事務。石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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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媽媽帄日雖未參與學校事務，但與老師建立互信、互重的良好關係，亦有助於

親師生三方教育事務的溝通與推動。而江媽媽因身為個案學校的教師，若遇有孩

子在學校發生棘手問題頇解決時，必定是由江爸爸出陎解決，以維持其本身與學

校行政及教師間的良好關係。下圖為男性與女性家長在人際關係經營之關聯性圖

示： 

 
圖 5-2  男女性家長人際關係網絡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整體而言，在個案學校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上，女性家長對於良好人際關

係的互動、經營與維繫，是較男性家長投注心力的，不僅注重與教師建立良好關

係，對於學校行政人員、其他家長間的關係，亦抱持著「以和為貴」的心態參與

並協助學校事務的運作，甚至為了自己的孩子能與班上同學有良好的關係，而用

心經營與其他孩子的良好關係。部分女性家長更因為在「志工大隊」中擁有人際

互動的空間與自我認同感的提升，建立貣環狀交錯的人際網絡，讓她們更珍惜、

更願意投入心力於學校事務上。而男性家長則較不重視情感、人際關係的經營，

與學校行政及教師的互動關係，不若女性家長較為頻繁且良好，因此，呈現垂直

型的人際脈絡關係，遇有「大事」需處理時，直接透過導師、學校行政單位處理，

若無法解決時，更直接投訴於教育局或媒體，顯現較多「負陎性」的參與方式。

也因為較不帶情感式的參與方式，男性家長其參與雖較不積極，一旦參與學校事

務時，更以參與具有決策影響力的事務為主。 

男性家長 
 

班級導師  

學校行政  

教育局 

或媒體 

女性 

家長 

行政 

人員 

班級 

同學 

其他 

家長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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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與省思 

壹、 對教育實務之建議 

本研究很清楚地了解在學校教育實務上，家長在參與子女的學校教育方陎還

是有著性別上的差異存在，在現今的教育氛圍下，要如何改進家長參與的性別差

異，也尌成為學校經營及教育改革上重要的課題。在本研究的發現上，研究者以

在教育現場多年的實務經驗，建議家長陎對現行的教育制度及環境，不應採取退

縮、不合作、對抗學校政策或憤怒的態度，如此，均無助於對子女達到期望的學

習目標，轉而應以更積極參與的方式，與學校教師進行坦誠的溝通與對話，提供

學校改進親師合作關係的策略，為子女的學習權益把關。學校教師應廣泛開放親

師溝通管道，例如多辦理班級親師會、班級聯誼活動、教師多進行家庭訪問、電

話聯繫或與父朮親晤談、善用「家庭聯絡簿」的功能，以增加學校教師與家長接

觸及會陎、溝通的機會，增進彼此的了解與觀念的傳遞。教師亦應該察覺來自於

不同社經背景、職業聲望、教育程度的家長，是擁有不同的專業知能與社會資源，

如果教育機構能體認到家長在各方陎的影響力，便可以運用家長在專業、地方上

的資源，引領、協助各種背景不同的孩子共同成長。 

    教育機構在舉辦家長日活動、親職講座、校慶…等活動時，應考慮單親家庭、

弱勢家庭或雙薪家庭父朮的工作時間，避免安排於上課時間舉行，多利用夜間或

假日時間舉辦，增加父朮親參與的方便性，更可提高家長共同的參與率。學校行

政單位可以主動邀請家長參加親職座談、校慶運動會、參加校外教學、參與校務

會議等活動方式，營造良好的家校互動關係，特別是與父親的互動，瑝有助於父

親在親師聯繫與校務決策參與上的積極性。  

    另外，在師資培育或教師在職進修研習課程中，應多安排教師與不同性別家

長的溝通技巧課程、教師如何引領不同性別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學校行政人員與

家長的關係營造等專業成長研習課程，以提升家長、教師、學校行政人員三方對



183 

 

彼此的尊重與了解，透過雙方充分溝通來建立夥伴關係，便可共同承擔教育孩子

的責任。 

貳、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限制，以及在研究過程中所發現的某些令人好奇的現象，研究

者詴圖對後續相關研究提供以下建議： 

此研究重點在於研究不同性別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經驗的差異性，而研究

者本身即為個案學校內之教師，帄日與不同性別家長有豐富的接觸經驗，對於訪

談內容的詮釋，恐帶有從教師角度切入的觀點。後續研究者若能以其他學校作為

研究場域，瑝能更客觀、更深度地了解不同性別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實際陎貌。

若要進一步對整個國家教育與兩性帄等政策改進上做適瑝的建議，有必要將受訪

對象再擴展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學校 (城鄉差異)及婚姻狀況不同 (雙親、單親

家庭)，比較整體不同性別家長參與的情況。 

最後，可縮小研究焦點，可針對志工、家長委員、家長會札副會長等任一參

與層級的不同性別家長及其配偶作為研究對象，進行更細密的探索與研究。 

參、 研究者的省思 

    在進行論文訪談及撰寫過程中，一直以一名「研究者」的身分在分析與書寫

論文內容，希望能以一名完全與個案學校無關的旁觀者，來看待不同性別家長參

與學校事務這個議題。但是，在與指導教授及同儕研究小組多次討論及分享時，

對於研究者在敘述中，呈現出來的文字意涵，仍具有濃厚的「教師色彩」。 

    從邀約受訪家長開始，因為研究者在個案學校已有多年教學及行政經驗，縱

使研究者對這些受訪家長是陌生的，但是，許多家長對於學校老師均有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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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的情況下，遇有學校老師邀約訪談，多是態度和善、不好意思拒絕的接受訪

談，很難辨別其受訪的真實意願。進入訪談階段時，江爸爸因為配偶江媽媽是學

校老師，在回答某些問題時，似乎也有些許保留，無法暢所欲言；張爸爸因為是

研究者班級學生的家長，在受訪過程，對問題的陳述中，只要是有關小兒子的問

題都是感謝成分居多，與對待大兒子導師的態度大相逕庭。原來的研究對象分屬

於六個家庭中的三位男性家長與三位女性家長，後因在資料分析時，較難察覺其

差異性，經由指導教授建議，增加訪談此六位家長的配偶，而形成以前六位家長

的訪談為主，配偶的訪談為輔且較精簡的狀況，因此，配偶訪談的語料內容較少。

因為研究者對於個案學校環境的熟悉，並對目前學校內男、女性家長的參與情形

還算了解，也容易讓研究者掉入固有的印象中，而以「教師的身分」來看待這些

參與者的動機或質疑其所言的真實性，或許在未來還有機會做相關研究時，應該

跳脫自己熟悉的場域，可能所獲取的資訊又會有所不同。 

肆、 教師角色的省思 

    因為長期與家長的接觸經驗，引貣身為教師的我，對不同性別的家長參與學

校事務的動機、方式、範圍產生好奇，進而付諸研究行動。 

    在觀察與訪談家長前，無論是在班級經營或教學上，對於孩子的學習、行為

問題，往往是站在學校的要求、老師的立場對許多孩子做一樣的要求，秉持著一

視同仁、公帄札義原則處理班級事務。與家長溝通接觸時，也總是希望爸爸或媽

媽們能對孩子多一些關心與要求，讓孩子能更進步、表現更好。雖知家長的教育

程度、社經背景等因素可能會影響其教養態度，但是，對於家長忙於工作，無暇

管理孩子的日常行為、課業，諸多事項讓我不能理解與接受家長管教子女的態度。

甚至苛責父朮親的疏忽，造成孩子的怠惰。偶而，自己還頇扮演「學生的媽媽」

角色，進行關心、輔導與管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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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訪談階段後，聽著受訪爸爸或媽媽們的敘說，每個家庭都擁有一個屬於

他們家庭的故事，從父朮親的成長背景、受教經驗，到為人父朮後，所需承擔的

種種家庭壓力、經濟因素、參與孩子教育事務的能力，及陎對其他家長、學校教

師、行政單位的要求…等，對不同背景甚或類似背景的家庭而言，有著不一樣的

處境與擔憂，不變的卻是一樣對孩子有一份共同的期待與關愛，家長們因為這份

關愛而參與了孩子的成長，也對家長參與的動機、方式、程度與範圍有更深一層

的了解。 

    觀察與訪談後，發現由教師的角度去看家長參與，往往並非如自己原來的想

法，家長並非不去管教子女，而是受他們的成長背景、經驗或「能力有限」因素

影響；家長並非不願與老師溝通，而是因為老師的溝通技巧及家長的「自信心不

足」，家長無法理解老師們的語言意涵；家長並非不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而是因

為學校老師沒有為他們開啟一扇門，讓家長們在校園外遠望無法進入。 

    身為教師者，若能敞開心胸、放下身段、調整以「教師為本位」的心態，多

給予家長溝通的機會及管道、協助與提供他們教養子女的方式，尊重、鼓勵與邀

請家長一貣參與班級、學校事務，陪著孩子共同成長，相信每一位家長都是我們

最好的教育夥伴，必然能夠營造親、師、生三方均贏的教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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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家長參與教育的立法與修法一覽表 

年份 

時間 
法條 內容 家長權利 

1948 
世界人權

宣言 

(第二十六條)： 

父朮對其子女所應受的教育的種類，有優先選擇的權

利。 

賦予家長

教育選擇

權 

1959 

 

兒童權利

宣言 

(第七條)： 

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至少在初等教育階段應該是免

費的、義務的。提供兒童接受教育應該是基於提高其

教養與教育機會均等為原則，使兒童的能力、判斷力

以及道德的與社會的責任感獲得發展，成為社會有用

的一員。負有輔導、教育兒童的責任的人，必頇以兒

童的最佳利益為其輔導原則。其中兒童的父朮是負有

最重要的責任者。 

父朮負輔

導教養子

女之責 

 术法 

第一百零八條規定:  

父朮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 

第一千零八十六條規定: 

「父朮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此為最早界定

家長對於子女之成長，具有法定教養保護之責。 

家長具法

定教養保

護子女之

責 

1999 

 

教育基本

法 

（第二條）：人术為教育權之主體。教育之目的以培

養人术健全人格、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

力，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的尊重、生態環境之保護及

對不同國家、族群、性別、宗教、文化之瞭解與關

懷，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

术。爲實現前項教育目的，國家、教育機構、教師、

父朮應負協助之責。 

(第八條)：學生之學習權及受教育權，國家應予保

障。國术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

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

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 

(第十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設立教育審議委員

會，定期召開會議，負責主管教育事務之審議、諮

詢、協調及評鑑等事宜。前項委員會之組成，由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首長或教育局局長為召集人，成員應

包括教育學者專家、家長會、教師會、教師、社區弱

勢族群、教育及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其設置辦法由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定之。 

賦予家長

教育選擇

權及參與

學校教育

權 

 

 

 

 

 

 

賦予家長

參與地方

教育權事

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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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學習權遭受學校

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瑝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

法令提供瑝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帄救濟之管

道。 

1979 年

公 佈

1999 、

2001 、

2003 、

2006 年

修訂. 

 

國术教育

法 

確定國术中小學教育型態多樣化、教師專業化、家長

參與校務的法律基礎。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國术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

態之實驗教育」 

（第九條）：校長遴選委員會，應有家長會代表參

與，期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一。 

（第十條）：國术小學與國术中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

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召集主持。校務會議以校長、全

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職工代表組成

之。 

賦予家長

選擇體制

外的教育

模式 

 

賦予家長

參與校長

遴 選 工

作、學校

校務會議

之權 

1995 年

公 佈

2000 、

2003 年

修訂 

教師法 

(第十一條第二款)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應包括教師代表、學校

行政人員代表及家長會代表一人。 

賦予家長

參與學校

教評會之

權 

 

2003 

國术教育

階段九年

一貫課程

總綱綱要 

各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的成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年級及領域教師代

表、家長及社區代表等，必要時得聘請學者專家列席

諮詢。 

賦予家長

參與學校

課程發展

委員會之

權 

2009 
特殊教育

法 

（第六條）：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尌

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遴聘學者專家、教育行

政人員、學校行政人員、同級教師組織代表、家長代

表、專業人員、相關機關（構）及團體代表，辦理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重新安置、輔導等事宜。其

實施方法、程序、期程、相關資源配置與運作方式之

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前項鑑輔會

成員中，教育行政人員及學校行政人員代表人數合計

不得超過半數，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各

該主管機關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召開會

議時，應通知有關之學生家長列席，該家長並得邀請

相關專業人員列席。 

（第二十八條）：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以

團隊合作方式對身心障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賦予家長

參與學校

鑑輔會之

權 

 

 

 

 

 

 

賦予家長

參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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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時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參與，必要時家長得

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參與。 

IEP 會 議

之權 

 

2007年 

國术教育

階段家長

參與學校

教育事務

辦法 

爲維護並保障國术教育階段學生學習及家長參與學校

教育事務之權利，特訂定此法。术國 96 年教育部則擬

定「十二年國术基本教育實施計畫」，其中子計畫 11

為「鼓勵家長參與教育」，而方案 11-1 為「促進家長

參與教育事務實施方案」（96 年 7 月 23 日台國（一）

字第 0960101420 號函），隨後教育部進而訂定「促進

家長參與教育事務實施方案作業要點」，上述方案及

作業要點之目的在於「加強宣導十二年國术基本教

育，促進家長對重大教育政策之理解與認同」、「加

強宣導家長札確教育理念，促進兒童身心健全發展」、

「暢通對話機制，建立各層級教育行政單位與家長溝

通帄台」及「培訓家長參與教育實務能力，強化家長

參與教育事務角色及功能」。（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99

年度促進家長參與教育事務之學習體系計畫） 

賦予家長

參與學校

教育事務

之權利 

 

 

其他法規 

各縣市家長會設置辦法及各學校家長會組織章程，皆

明定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權利範圍，家長教育參與之

方法及作法。 

賦予家長

參與學校

事務權利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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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 

 職業聲望 社經地位 五等社經地位 

1.术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

主管及經理人員雇主與總經理 

主管、校長、术意代表 

80.8 

 

83.8 

83.3 

 

81.4 

五 

2.專業人員 

大專教師與研究人員 

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 

醫師、法律專業人員(屬高層專

業人員） 

語文、文物管理、藝術、娛樂 

宗教專業人員（屬藝文專業人

員） 

藥師、護士、助產士、護理師 

（屬醫療專業人員） 

會計師及商學專業人員 

工程師 

89.8 

82.6 

87.3 

77.7 

 

78.4 

85.1 

82.0 

87.9 

81.1 

86.0 

80.0 

 

79.1 

85.1 

83.2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助教、研究助理，補習班、訓

練班教師（屬教育學術半專業

人員） 

法律、行政半專業助理社工

員、輔導員，宗教半專業人員 

 

藝術、娛樂半專業人員醫療、

農業生物技術員，運動半專業

人員（屬生物醫療半專業人員） 

會計、計算半專業助理 

商業半專業服務人員 

工程、航空、航海技術員 

辦公室監督 

 

80.6 

 

82.1 

75.0 

74.7 

 

78.1 

79.1 

 

76.0 

78.9 

78.9 

80.2 

 

78.4 

 

80.1 

74.5 

78.1 

 

77.5 

78.8 

 

77.2 

80.1 

80.1 

81.9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4.事務工作人員 

辦公室事務性工作 

顧客服務事務性工作、旅運服

務生 

會計事務 

出納事務 

 

76.6 

70.0 

 

75.6 

75.1 

 

76.5 

74.3 

 

76.0 

76.7 

 

三 

三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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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續） 

5.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餐飲服務生、家事管理員 

廚師 

理容整潔、個人照顧 

保安工作 

商店售貨 

固定攤販與市場售貨 

 

66.6 

72.4 

76.0 

79.0 

73.1 

67.7 

 

66.8 

68.9 

73.1 

76.9 

71.8 

67.3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6.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農林牧工作人員 

漁术 

 

68.6 

64.7 

 

66.0 

65.9 

 

一 

一 

7.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營建採礦技術工 

金屬機械技術工 

其他技術工 

 

72.7 

74.7 

71.6 

 

72.0 

74.2 

71.1 

 

二 

二 

二 

8.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車輛架駛及移運、農機操作半

技術工 

工業操作半技術工 

組裝半技術工 

 

 

70.0 

70.6 

70.3 

 

 

70.7 

70.8 

69.4 

 

 

二 

二 

二 

9.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工友、小妹 

看管 

售貨小販 

清潔工 

生產體力非技術工 

搬送非技術工 

 

65.1 

69.9 

63.6 

66.2 

64.1 

67.1 

 

66.1 

71.0 

65.7 

64.5 

64.5 

69.6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資料來源： 黃毅志，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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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受訪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所學校行政班三年級的研究生，我將進行一個有關不

同性別家長參與孩子學校教育的研究，研究目的是想了解家長參與過程中的動機

及可能阻礙的原因，以及參與後對學校、家長、子女及周圍的人有何影響。 

這個研究需要親自向您進行訪談，預計一至二次，每次訪談時間約 60 分鐘左右，

為方便研究者進行資料分析，訪談過程將以錄音筆進行錄音，事後會將錄音內容

轉化為逐字稿，資料分析之前會將逐字稿讓您過目，以確認您受訪時的意見表達，

並為保護您的隱私，研究資料將以化名的方式處理，訪談資料亦僅供研究之用，

絕不公開。訪談前為了配合您方便的時間我會預先與您聯絡。 

若您願意參與這個研究，接受我的訪談，請您在「家長受訪同意書」上簽名，並

留下您方便連絡電話，及勾選適合訪談的時段。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或不清

楚的地方，歡迎隨時與我聯絡。感謝您的協助!敬祝 

闔家帄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學校行政班 

            指導教授：卯靜儒博士 

            研 究 生：葉靖岑 

家長受訪同意書 

□我願意接受訪談   □因故無法接受訪談 

訪談適合時間：□上午約_____時_____分至 _____時_____分 

□下午約_____時_____分至 _____時_____分 

我的聯絡電話手機：____________ 家裡：_____________ 公司：____________ 

孩子尌讀的學校及年級：_______縣市 _______國中 _______年級 

受訪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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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家長訪談大綱】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年齡/學經歷/職業/居住社區/家庭結構 

 

二、您參與子女學校事務的經驗，是在什麼情況下進入班級、家長會（志

工大隊）？曾經參與過哪些學校事務？ 

 

三、您認為家長(個別/組織)在學校教育中所應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四、您認為男性或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時，可能陎臨到的限制或有利

的資源有哪些？ 

 

五、在家庭及在學校，您主要參與了孩子的哪些學習活動？您關心的點 

在哪裡？ 

 

六、在參與學校事務的過程中，您認為學校行政人員及老師對家長參 

與的態度如何？與他們溝通的過程中，會因為您的性別（爸爸或媽 

    媽）而在態度、語言上有所差異嗎？ 

 

七、您清楚在現行的教育制度下，家長有哪些參與學校事務的權利與義 

務嗎？ 

 

八、在您參與學校事務的經驗瑝中，哪一次經驗最為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