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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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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就實務觀之，非屬國民教育的高級中學、職業學校甚或學前

幼稚教育階段，亦均以強制入會之方式組織家長會，並藉此俾利家長行使其集體

參與權。然而，即使僅就《國民教育法》、《高級中學法》及《職業學校法》三者

觀之，不但渠等有關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規範內涵未盡一致，在家長會的組

織法源上，職業學校部分向來均未符合法治國原則之要求；對照而言，相關法制

規範實有亟待改進之處。此外，相對於組織家長會所欲實現的集體參與權，家長

以個別身分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個別參與權，不啻具有更高的憲法權利地位，惟

現行法制卻似乎反而較少著墨。就相關法制整體運作而論，此非但可能阻礙一般

家長正向發展其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意識，對於《教育基本法》第 2 條教育

目的之實現，亦顯難發揮助益。據此，本文乃以中小學階段之家長參與法制為分

析標的，除透過憲法觀點探究個別參與及集體參與之權利內涵外，並將針對現行

相關法制的妥適性進行分析，進而提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法制規劃與實務

運作上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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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我國中等以下學校，歷來雖均設置家長會並有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若干

空間，然其傳統功能則多局限於協助學校教學、訓輔及其他相關活動之舉辦，而

未特別標榜學生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所應具有的「權利」本質。長久以往，致

使不少教育人員甚或家長本身，不但無法認同父母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正當性，

甚至認為此等參與權之積極行使，將會對校務運作產生不必要的干擾。因此，對

於大部分父母而言，除被動接觸學校及其教師（如受邀參與學校活動或接受教師

家庭訪問）外，即使其欲主動關心子女在校學習狀況，亦大都均以個別模式直接

洽詢學校相關人員，而較少採取組織集體模式參與校務運作及規劃。故對前揭「大

部分父母」的角度觀之，家長會或許只是少數有錢、有閒、有地位的家長，才有

機會實質參與的教育俱樂部；換言之，在權利意識未能普遍彰顯的狀況下，多數

家長與家長會之實質關係，除了每學期至多出席一、兩次的班級家長聚會外，唯

一剩下的恐怕僅有附隨於學生註冊單而不得不繳的家長會費。 
惟即使專就「家長會費」此一多數人對家長會的主要印象來源而論，其收費

名目之法源依據實亦不甚嚴整；若據此推測並衡諸《教育基本法》及與中小學教

育最具相關的《國民教育法》、《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等法律內涵，其所

交織架構之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相關法制，長久以來均有明顯不足之處。而近

年來隨著相關法規之陸續制（訂）定或修正，雖已能逐漸補正家長集體參與之法

源依據，並就其運作管道一再予以確認；然多數家長或基於時間因素、專業領域

與傳統習慣的交相影響，致其透過家長會組織參與校務之意願難以普遍提升，故

而法令原欲賦予家長共同行使的集體參與權，恐易淪為少數有錢有閒者的特權。

因此，法制於致力充實家長集體參與管道之際，對於個別參與面向有否給予相應

程度之重視，實屬值得探討的議題；惟過去相關論述，卻鮮少專就此等法制面向

多所著墨。據此，本文乃藉由文獻探討及法令分析，除欲針對家長參與之權利性

質、內涵及其行使方式進行論述外，並將綜合檢視我國現行相關法制可能存在的

問題，進而據以提出本文之結論與建議。 

貳、家長之法定意涵與家長參與之權利性質 

《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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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段所言即所謂「家長參與權」，本條文文義脈絡雖僅稱「國

民教育階段」，惟參照同法第 2 條、《教師法》第 11 條及《高級中學法》第 23 條、

第 26 之 1 條等內容，即不難推知家長之學校教育事務參與面向，其態樣繁多且

實際上並不以國民教育階段為限。基於此等基本概念，本文以下將先嘗試界定相

關法規中之「家長」意涵，次而論述家長參與之權利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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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長之法定意涵 

依據我國《民法》之規定，家長相對於家屬而為一家之長，並由親屬團體中

推定；無推定時，以家中最尊輩者為之；尊輩同者，以年長者為之；若最尊或最

長者不能或不願管理家務時，則由其指定家屬一人代理之（第 1123 條、第 1124
條參照）；就此狹義而論，學生之家長並不必然為其父母，且父、母絕不可能同

時該當某一學生之家長。然而，教育法令中之「家長」通常係採較廣義之概念，

而同時含括學生之父母或監護人（《強迫入學條例》第 9 條、《國民教育階段家長

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第 2 條、《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第 3 條）；此

外，若同時考量隔代教養或依親就學等狀況及需求，似宜另將「其他實際照顧學

生之人」一體納入「學生家長」之範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
條等參照）。惟事實上，凡有由其他人「實際照顧」其子女之必要者，應均屬父

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民法》第 1091 條），故

除由父母指定（第 1093 條）、法定監護或由法院選定監護人（第 1094 條）外，

亦可因特定事項，而由父母於一定期限內，以書面委託他人行使對其未成年子女

之監護職務（第 1092 條）。故本文認為，為使權利、義務關係趨向明確，唯有學

生之父母或監護人（含指定、法定、選定及委託監護人），方得該當「家長」資

格，而得行使、負擔教育法令中有關家長之相關權利、義務。 
進一步而言，「家長」在概念上雖不等同於「父母」，惟社會常態觀點下之家

長，一般均以指稱父母為主；例如，《教育基本法》於論及「協助實現教育目的

之責任」（第 2 條第 3 項）與「國民教育階段之輔導責任暨教育選擇權、參與權」

（第 8 條第 3 項）時，即分別使用父母與家長做為法定用語，在文義上似無欲將

明確區隔之意圖。而如前所述，除父母之外，監護人係於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而設置，並於保護、增進受監護人利益之範圍內，行

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但由父母暫時委託者，以所委託之

職務為限；《民法》第 1097 條第 1 項）。因此，監護人之權源本係來自於父母之

親權，而在「保護、增進受監護人利益之範圍」或「父母委託之職務範圍」內，

乃具有「代理父母」之地位；故於前述範圍內，教育法令概念下的「家長」與「父

母」似無特別區分之實益，本文論述之際，亦將視其文義脈絡交互運用。 

二、家長參與之權利性質 

《民法》第 1084 條明定「子女應孝敬父母」且「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

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此等父母對其子女所具有的「親權」（另包含有第

1085 條之懲戒、第 1086 條之代理及第 1088 條之特有財產管理），乃是一種先於

國家而存在的自然權利，故應視為憲法雖未列舉但卻受其保障的基本權利，因而

具有防禦權、保護義務及組織與程序保障等權利功能（曾大千，2003）。若以相

對於國家教育權的國民教育權概念而論，父母教育權、兒童教育權、教師教育權

三者，乃係構成國民教育權的必備範疇與內涵（薛化元，1994）；然而，父母之

所以對其子女教育具有權利，主要係源自親權的具體作用，父母此等基於子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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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利益而存在之權利，實與教師的教學自由類似，而均屬一種具有利他性質的權

利類型（許宗力，1999a；堀尾輝久，1989）。換言之，父母所擁有的子女教育事

務參與權，應以促進子女學習權、受教育權之實現為目的，在性質上與一般教育

權不盡相同；若以子女的教育權主體地位而言，父母此等本於親權而來的教育

權，實宜另以「教育促進權」（促進子女教育權之實現）或「教育參與權」（參與

子女教育歷程之權）稱之；至於另有所謂的教育選擇權，在作用上僅屬一種促進

途徑或參與形式，故自可含括於前揭權利內涵之中，本文就此則將一律以參與權

稱之。 
而就權利功能觀之，父母基於親權所衍生的子女教育事務參與權，不但具有

防禦國家不法侵害之消極功能，國家亦應透過立法，積極協助權利主體（父母）

排除相關侵害並賦予組織與程序上之保障。因此，父母除可依法行使此等參與

權，亦可在不違背法令的前提下，自我形塑其參與範圍及方式；甚且，當國家（包

含各級政府及立於機關地位之學校，下同）所採取的教育措施，已然超出法律授

權範圍並侵害父母之教育參與權時，自當許其聲明異議或繼而提起行政爭訟以尋

求救濟。 
而由於父母的教育參與權具有自由權之性質，以教育內容面向為例，父母自

得依其信仰、價值觀與生活態度教育子女；相對於此，國家則須保持價值中立之

基本原則（《教育基本法》第 6 條參照），而無恣意決定教育內容的權限。因此，

當國家所實施的教育內容與父母信仰或基本價值相悖，且國家在制度上，又強迫

父母應使其子女就讀指定學校並接受相關課程，則將實質侵害父母之教育參與

權；此際，父母在憲法基本權的防禦、保障功能作用下，除得向國家主張學校選

擇權、教育內容影響權，亦得在確保其子女受教育權不受侵害之條件配合下，主

張入學義務拒絕權而選擇在家教育。再就子女生涯規劃而言，同屬父母教育參與

權之行使範圍，故當子女面臨升學與否、職業選擇、校類抉擇（如普通高中或專

技職校）或校內課程分組（社會組或自然組、學術或綜合課程）之際，國家雖可

透過公平機制合理分配資源；然而，國家若有過度干預致使父母參與權能限縮至

零，則父母亦得請求國家排除此等不當干涉。 
此外，基於教育參與權，父母應亦得以為其子女選擇受教育之地點；換言之，

國家除應允許父母擁有選擇令其子女就讀私立學校的權利（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 1925），亦應使其享有公立學校選擇權（林孟皇，2000）。因此，我國國

民教育階段，目前以戶籍進行單一學區分發入學的制式規定，恐已過度侵害父母

之教育參與權；而當國家依法指定入學之學校，在客觀上已使父母確信其子女將

有遭受身心傷害之虞時（如長期辦學績效不彰、校園師生問題頻仍、位處環境危

殆區域，或基於其子女之個殊具體因素等），更應優先允許父母主張公立學校選

擇權。如此而後，《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4 項所稱「學校應提供良好學習環境」

之宣示，方亦能對人民具有進一步實益。 
進一步而言，憲法所保障的各項基本權利，非僅程序性權利（如訴訟權與訴

願權）具有組織與程序保障之作用，實體性權利亦同時蘊含此項功能，故國家乃

教育科學期刊12(2)

68



負有訂定組織程序規範以促進基本權實現之憲法義務，且此等基本權所具有的組

織與程序保障，係屬一種立法、行政及司法領域均有適用之功能（許宗力，

1999b）；質言之，亦即國家在做成涉及人民基本權利的決定前，必須保障人民有

程序參與及表示意見之機會。因此，為具體保障家長參與權，除得藉由司法救濟

途徑排除行政上之不法侵害外，立法機關亦應制定組織、程序保障相關規定。以

學校事務為例，國家雖有義務維護學生學習紀錄之隱私，但家長除有知悉學校有

關活動資訊的權利外，亦得以個人名義要求學校提供其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資料

（如學習狀態與成績評量結果等）；就積極面向而言，在組織、程序保障之基本

權功能作用下，國家本應透過立法、行政措施主動落實家長參與權，以使父母得

能在組織、程序的健全機制下，切實參與子女之學校活動與教育抉擇。 

參、現行法制中之家長參與方式及其內涵 

就國際比較觀點而言，各國之家長參與權內涵雖不盡相同，但大致上約可歸

納為私立學校選擇權、中等教育入學義務拒絕權、危險學校拒絕就讀權、在家教

育權、教育生涯選擇權、異議權、資訊權及隱私權之保障、學校教育內容影響權

等八類（薛化元，1995）；惟若關注本文所述學校教育事務面向，則可排除前四

者不論。由前述可知，家長參與之態樣繁多，且不以國民教育階段為限；此外，

其參與範疇亦不局限於學校內部（吳迅榮，2001）。然而，除類似《教育基本法》

第 10 條之縣市教育審議委員會，明確納入家長會代表以實現家長之集體參與並

彰顯組織保障外，有關家長參與學校外部教育事項之實質內涵，多未見諸實定

法；以《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以下簡稱「國教家長參與

辦法」）及《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高中家長會辦法」）兩

項涉及家長參與之現行主要法規而論，亦均以校內教育事務之參與為規範核心。

本文認為，學校既是國家施行正式教育的主要場域，其與個別學生及其家長自最

具有密切關係，故法令規範聚焦於此亦本無可厚非；然而，凡涉及教育制度、國

家課程，及其他與學生學習密切相關之跨校性、地區性或全國性之教育事務，除

在組織層面納入家長（會）代表遂行集體參與外，亦應針對其參與程序及內涵予

以進一步規範。 
此外，有關家長參與權的行使方式，文獻中亦不乏各種不同分類方式（吳璧

如，1998；林明地，1998，1999；謝文豪，2000；Epstein, 1995；Swap, 1993）；
惟本文認為，若以權利運作面向觀察，則不外乎個別、集體二種基本類型。 

一、家長個別參與 

就前述以父母教育參與權之權利功能所例示的參與面向觀之，家長的個別參

與似屬此等權利作用之常態；惟對照《教育基本法》第 2 條第 3 項及第 8 條第 3
項所宣示的基本內涵，現行法令在體系上則似乎稍嫌薄弱。茲分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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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教育階段 

國民教育階段部分因已訂定國教家長參與辦法，故其內涵相對較為完整；惟

即使同時參照國民教育階段相關法規，亦僅以資訊權及隱私權之保障為主，並另

兼及部分異議權與教育生涯選擇權，至於學校教育內容影響權則極為稀少： 

1.資訊權及隱私權 

國教家長參與辦法第 6 條，除首揭學校應主動公開校務經營計畫、年度課程

規劃、行事曆、教學計畫、教學評量方式及標準、輔導與管教方式、重要章則、

學生權益法令規定、權利救濟途徑相關資訊及其他有助學生學習等資訊外，並規

定家長得請求與其子女教育有關之前揭以外資訊，且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教師與

學校均不得拒絕；又教師及學校為協助成立家長會所提供之相關資訊，凡涉及家

長個人資料者，均應徵得該家長書面同意。此外，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學前一週至

開學後三週內舉辦家長日，藉以介紹任課教師及學校相關行政人員，並說明有關

班級經營計畫、教學計畫、學生學習計畫或其他相關事項（第 8 條）。另各校依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自行辦理新生編班時，應事先

公告並通知全體新生家長參觀編班作業（第 6 條第 2 項）；縣市政府及學校並應

採行具體措施，加強與教師、家長、學生溝通，使其瞭解學校實施常態編班及分

組學習之精神與措施（第 10 條）。凡此，均可視為資訊權及隱私權之保障規範。 
此外，《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規定，各學習領域之成績

由授課教師評量，並須於每學期初向學生及家長說明評量計畫（第 7 條第 1 款），

而學生成績評量紀錄及具體建議，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家長及學生一次（第

9 條第 1 項），且於學校公告中，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之排名（第

2 項）。至於針對學生日常生活表現部分，除由導師參據學校各項紀錄，以及各

學習領域授課教師、學生同儕及家長意見反應等加以評定（第 7 條第 2 款）外，

針對學生之日常生活表現不佳者，學校於必要時並得與家長（或法定代理人）聯

繫（第 10 條第 2 項）。其中，除第 7 條第 2 款略有「學校教育內容影響權」之意

涵外，其餘亦概屬資訊權及隱私權之範疇。 

2.異議權 

《國民教育法》第 20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管教措

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時，得由其法定代理人以書面代為向學校提出

申訴，不服學校申訴決定，得向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再

申訴。另國教家長參與辦法第 7 條規定，家長（或學校家長會）對學校所提供之

課程規劃、教學計畫、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評量、輔導與管教學生方式、

學校教育事務及其他相關事項有不同意見時，得向教師或學校提出意見。教師或

學校於接獲意見時，應主動溝通協調，認為家長意見有理由時，應主動修正或調

整；認為無理由時，亦應提出說明。由前揭規範內涵觀之，透過異議權之主張，

雖或可達成若干對於「學校教育內容」之實質影響；惟就其權利本旨而言，仍應

視為家長個別參與態樣下之異議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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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生涯選擇權 

國民教育因具有教育內容普遍性的基本特質，故本無教育生涯選擇權之適

用；惟國民中學於依《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遴選適合參加技藝教育之學

生時，則須先行探求學生及家長意願並由家長出具同意書（第 5 條第 1 項、第

10 條第 3 項參照），此即為對於家長有關其子女教育生涯選擇權之尊重。 
據此以觀，現行國民教育階段相關法令規範中，並不存在以「學校教育內容

影響權」為主要內涵的家長個別參與空間；個別家長若欲影響或參與其子女的「學

校教育」內容，恐僅能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4 條第 4 項申請辦理「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參照）。若是缺乏其

他任何「中間措施」，則此等「脫離正規學校教育」方能實現「學校教育內容影

響權」之法制運作模式，在比例上顯已不符《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3 項之意旨。

事實上，就此參照國教家長參與辦法，其除於第 10 條重申前揭《教育基本法》

明文規定，並於第 9 條載明「家長得參與班級或學校教育事務；其參與方式、程

序及相關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因此，欲使個別

家長得以在體制內教育實踐其子女之「學校教育內容影響權」，將有賴各縣市透

過自治法規（《地方制度法》第 25 條）發揮教育創意；亦唯有如此，方能實現《教

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4 項有關「學校應在各級政府依法監督下，配合社區發展需

要，提供良好學習環境」之構想，並進而在法規體系上，得以藉此落實個別家長

於同條第 3 項的「學校教育事務參與權」。 

（二）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相對於國民教育階段，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的家長參與相關規範更顯簡略，除

本於家長之法定代理人地位，規定未成年學生於申請休學、退學、轉學及參加或

退出教育實驗時，均應徵得家長之同意（《高級中學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3 項、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實驗辦法》第 5 條）外，僅另有「學生之獎懲，應通知學生、

導師、家長或監護人」（《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 15 條第 2 項、《高級中

等進修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 14 條第 2 項、《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第 17 條第 2 項）的相關內容。究其原委，應係此一階段係屬選擇性教育，且學

生身心發展亦已較為成熟，故本屬利他性質的家長「教育參與」權，乃於此一階

段有逐漸純化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法定代理權」之跡象（《民法》第 77 條、第

78 條、第 79 條、第 96 條等參照），如此亦有助於妥適理解《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3 項僅限縮規範「國民教育階段」之立法意旨。 

然而，為進一步彰顯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家長教育選擇權，立法者亦得透過

其立法形成自由，以法律設定程序並賦予家長參與子女教育之相關權利。就此，

《高級中等教育法》1亦比照《國民教育法》設有「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

規定，以藉此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第 13 條），使個別家長亦得

1 2013 年 7 月 10 日制定公布，自 2014 年 8 月 1 日全面施行，並同時取代《高級中學法》與《職

業學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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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程序提出辦理個人實驗教育之申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辦法》第 5 條第 1 款參照）。 

（三）特殊教育部分 

《特殊教育法》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且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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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條）。而高級中等以下

各教育階段學校於訂定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時，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家

長參與，必要時家長更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參與（第 28 條；施行細則第 9 條）；

甚至於高等教育階段，亦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或家長共同參與（第 30 條之 1 第

2 項）。惟於訂定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畫時，則僅需於必要時邀請學生家長

參與（第 36 條）。此外，依《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規

定，安置場所或就讀學校所召開之轉銜會議及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均應邀

請家長參加（第 5 條、第 6 條、第 8 條、第 9 條、第 11 條）。 
對照前述普通教育法制中之家長個別參與，多以資訊權及隱私權為主要保障

內涵 2；實定法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家長個別參與，則明顯賦予較充分之學校教

育內容影響權，此不啻說明家長個別參與實乃一種強調個體差異的表現，且其參

與範圍亦須以與自己子女直接相關事項為限。然而，有關家長個別參與權之行使

方式，並未於我國現行法制完整規範，此應係顧慮個別家長動輒主張權利致使學

校疲於應對。惟無論如何，本屬自然權利的家長個別參與，乃係集體參與權之基

礎；換言之，家長集體參與應僅具有權利補充作用，而無法完全取代個別參與權

之行使。 
進一步而論，縱使現行法制尚無家長個別參與之具體依據，然「親權」對於

未成年子女，本具有不可否定的自然效力，故除非家長行使其個別參與權之方

式，已然構成對於他人基本權利（如學生學習權或教師教學自主權）之侵害；否

則，國家實無限制父母主動參與子女學校教育事務的任何立場。事實上，相較於

家長之集體參與方式，個別參與實更具有多元性與適性化；具體而言，集體參與

方式常會囿於個別家庭背景條件（如時間因素、經濟條件與教育程度等），而使

部分家長難以實質參與學校教育事務。其次，就一般學生家長而言，其對本身子

女教育之關心程度，應遠超過校務行政之運作；而為促進學校教育健全發展，保

障家長之集體參與權雖有其必要性，然亦不容因此偏廢甚或犧牲家長個別參與之

基本權利。 
 

2 類似規定亦可見諸《家庭教育法》第 15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

行為，應即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學校衛生法》第 9 條（學校對於包括

學生健康檢查及疾病檢查結果在內之學生資料，應予保密，…但經學生家長同意者，不在此限。）

及《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 5 條、第 6 條（學校辦理學生健康檢查前，應通知學生及家長，

說明檢查之意義、項目及注意事項，並於實施後一個月內，應將檢查結果通知學生及家長。但

學生已成年或有行為能力者，應經本人同意後，始得將檢查結果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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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長集體參與 

除前述之家長個別參與外，各國亦多設有須由家長集體行使的教育參與機制

（陳佩琪，1995；薛化元，1995）；就我國現況而論，前揭涉及家長參與之國教

家長參與辦法、高中家長會辦法等兩項僅有的中央法規，即均以集體參與方式為

規範核心。又國教家長參與辦法第 9 條在未指明參與主體（個別或集體）的前提

下，明示「由縣市另定家長參與班級或學校教育事務之方式、程序及相關事項」；

惟就各縣市所訂定的現行自治條例或自治規則觀之，卻一律僅見家長會設置、運

作、獎勵等相關依據，而未能發現有關家長個別參與面向的任何規定（法源法律

網，2013）。換言之，集體參與已然成為我國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法制主流；

茲分就中央法規所明定之家長校內、外集體參與內涵，彙整評析如下： 

（一）校內參與 

依國教家長參與辦法第 6 條之規定，國民中小學應於每學年開學後二週內，

協助成立班級家長會，並於開學一個月內協助成立全校家長代表大會；高級中學

部分亦有「學校應設學生家長會」之法定依據（高中家長會辦法第 3 條），另實

務上職業學校雖亦向來設有家長會，惟卻一直缺乏法令依據 3。基本上，家長會

得針對學校所提供之課程規劃、教學計畫、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評量、輔

導與管教學生方式、學校教育事務及其他相關事項提出建議，據以協助學校改進

教育活動及推展教育政策（國教家長參與辦法第 7 條、高中家長會辦法第 9 條、

第 11 條參照）。而家長會代表除屬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之校務會議當然成員（《國

民教育法》第 10 條第 2 項、《高級中學法》第 23 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5
條第 2 項）4，在負責中小學教師聘任事宜的教師評審委員會中，亦應包含家長

會代表一人（《教師法》第 11 條）5；另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9 條之規定，

在各級學校所應設置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中，校長則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家

長代表為委員。 
此外，在國民教育階段，家長代表除得為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

委員會之委員（《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第 4 條）；國民中小學若欲實施年

級內分組學習，亦應由學校邀請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及行政人員共同訂

定計畫，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

學習準則》第 8 條第 2 項）。又辦理專業藝術教育及藝術才能班之各級學校，有

3 俟前揭《高級中等教育法》於 2014 年 8 月 1 日取代《職業學校法》（與《高級中學法》）後，

其第 27 條之規定，方能使歷史久遠的「職業學校家長會」就地合法；此於幼稚園部分亦然，

及至 2011 年 6 月 29 日制定公布《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方於第 34 條納入其設立家長會之法律

依據。 
4 相對於此，《職業學校法》（第 10 條之 5）卻未將家長會代表列入校務會議成員；事實上，現

行職業學校相關法規，均未提及「家長」或「家長會」，而僅於《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

用辦法》第 3 條中，將「家長會費」納入「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中。惟此一不合理之

現象，一俟《高級中等教育法》全面施行後，即能一併獲得解決。 
5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辦法》第 3 條中，家長代表亦為教育部教師介聘小組之當然

委員，惟在法制上係屬校外參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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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設備、班級編制、教師聘任資格、員額編制、課程設計等，則由學校邀請專家

學者及家長代表共同商定。最後，就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部分，法令除保障其家

長至少應有一人為學校家長會委員，以參與學校特殊教育相關事務之推動（《特

殊教育法》第 46 條）；在專為處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事宜所成立的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中，並應有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代表（第 45 條）。 

（二）校外參與 

事實上，除每位家長均應依法參與的學校家長會（國教家長參與辦法第 5 條

第 1 項），家長亦得另依《人民團體法》組成不同層級的家長團體（第 3 項）6，

故除前揭校內參與之對象係屬明確外，有關校外參與的「家長代表」雖亦可能來

自各校、各級、各類之家長會，惟因現行法制未盡完備，故各級主管機關就此乃

存在選擇上的行政裁量空間。而依現行法制規範，家長（會）代表所得參與之主

要校外事務，茲列如次： 

1.教育審議委員會 

依《教育基本法》第 10 條規定，家長會代表為直轄巿或縣（巿）政府教育

審議委員會之成員，而擁有參與負責主管教育事務之審議、諮詢、協調及評鑑等

事宜的權利。惟本法並未進一步定義何謂「家長會代表」，故各縣市於組織運作

之際，自存有相當程度的裁量餘地。 

2.校長遴選委員會 

依《國民教育法》第 9 條規定，凡為遴選縣市立或師資培育大學附設之國民

中、小學校長所組織的校長遴選委員會，均應有家長會代表參與，且其比例不得

少於五分之一（第 6 項前段），惟就其產生方式則未有明定。此外，依《高級中

等教育法》第 14 條第 5 項授權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

考評辦法》（自 2014 年 8 月 1 日施行），亦於第 2 條規定各主管機關於辦理公立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連任、延任時，應召開委員九人至十五人之遴選委員會，

其中除應包含與各該主管機關同級並合法立案之家長團體代表一人（第 2 項第 4
款），另須有出缺或申請連任、延任校長之該校家長代表一人（第 5 款）。其中，

除針對「該校家長代表」之產生予以詳細規範（第 4 項）外，針對「家長團體代

表」部分則因並未明定，而得由主管機關就「同級並合法立案」者擇聘其一即可。 

3.行政院原民會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6 條之規定，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應設立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負責諮詢、審議民族教育政策事項；

其委員會委員包含教師、家長、專家學者三類，且其中具原住民身分者，不得少

於二分之一，並應兼顧族群比例。復參照《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民族教育審議

6 依《人民團體法》之規定，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人民本得分級組織各種團體（第

1 條、第 5 條），並得在同一組織區域內，組織二個以上同級同類但名稱不同之團體（第 7 條）。

故國教家長參與辦法就此僅有提醒作用，而無任何法律創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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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4 條，在委員總數十五人至十九人的該委員會中，學生家長

代表應有三人至四人（第 1 項第 3 款）；惟一如前揭相關法規，本法及本辦法亦

均未針對「家長代表」更有規範。 

4.特殊教育諮詢會及學生鑑輔會 

依《特殊教育法》第 2 條、第 5 條、第 6 條之規定，教育部與縣市政府在為

促進特殊教育發展所設立的「特殊教育諮詢會」，及辦理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

置、重新安置、輔導等事宜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中，均應納入

家長代表。此外，凡《特殊教育法》授權各級主管機關訂定之各項法規，亦均應

邀請同級家長團體參與訂定（第 49 條）。然而，無論主管機關究係納入或邀請何

種家長團體，則均屬合法。 

5.高級中等學校招生入學相關組織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0 條授權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

法》（自 2013 年 9 月 1 日施行）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審查學校

申請辦理考試分發入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計畫書」所

成立之審查會（第 13 條）及「為研商免試入學、特色招生辦理方式、名額及其

他入學招生相關事項」所組成之入學推動工作小組（第 19 條），均應包括家長代

表。此外，各就學區學校依本辦法第 21 條聯合成立之各就學區「免試入學委員

會」、「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委員會」及「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委員會」，其中就

「國民中學校長、教師及家長等代表人數」部分，則更規定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

四分之一，惟亦仍未明確規定如何產生其代表。 

6.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技藝教育推動小組及實驗教育審議會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除有前揭家長個別參與向

度之規範（第 6 條、第 10 條）及集體之校內參與內容（第 8 條）外，就校外參

與部分亦規定各縣市政府在所應成立的「國中小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中，必須

納入「學生家長會代表」，且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十一人至十七人）三分之一

（第 5 條）。另依《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第 9 條之規定，直轄市、縣（市）

政府在為辦理技藝教育規劃、審查及評鑑等事項所應成立的「國民中學技藝教育

推動小組」中，教育局（處）長亦應遴聘家長代表擔任委員。此外，《國民教育

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第 8 條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辦法》第 10 條則均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審議實驗教

育之申請許可、變更、續辦及其他相關實驗教育事項，應組成「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審議會」，審議會委員應包括「本人或子女曾接受實驗教育之家長代表」，且

其與「實驗教育相關團體代表」之委員人數，合計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九人至十

三人）五分之二。其中，《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更規定，

各縣市於依本準則訂定補充規定時，應邀請熟悉實驗教育之家長、教師、學校行

政人員代表、教育學者專家及其他相關人士參與（第 22 條）。相較於其他並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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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家長代表的資格要件及其產生方式之法規而言，此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中的

家長代表，乃於順應民主化參與之同時，亦能顧及個殊性之專業化取向，而值得

予以肯定。 

由前述可知，家長之個別參與及集體參與雖均已為我國現行法制所肯認；惟

相較而言，前者之受重視程度顯遠不及後者，此或因集體參與的民主形式，常具

有放大其正當性及實質作用之效果，若放任滋長而未予以審慎衡酌，或可能因此

壓縮甚至取代個別家長參與模式的存在空間。因此，在不斷強調、鼓勵父母參與

（學校）教育事務之際，亦須格外留意避免「家長教育參與權」不當變質為少數

家長累積政治資源的工具，或誤使集體參與變相發生侵權化、特權化之副作用。

本文就此認為，相對於家長集體參與應著重國家教育政策或學校整體經營層面，

家長個別參與則較宜用於關注學校課程內容及具體教學活動範疇。進一步而言，

父母對子女在校生活之瞭解管道，不應局限於被動而片段的學校日或教學觀摩等

非常態性活動；若能配合個別家長的時間與需要，使其更有多元參與學校教育事

務之彈性（如研擬到班參與或從旁觀察的可行性），不但能藉此縮短彼此的心理

距離，對於教師教學亦有激勵、督促之效。然而，此等家長個別而直接的參與模

式，不但須在事前獲得任課教師同意，學校或主管機關亦須訂定相關規範；此外，

個別家長在參與過程若對課程內容、教學方法或管理措施存有質疑，則應透過學

校既定機制反應意見，而不得當場指陳，以免紊亂教學秩序甚或侵害（其他）學

生之學習權與教師之專業自主權。 

肆、結論：法制檢討 

綜言之，父母本有參與涉及其本身或子女利益相關事項之權利，且依據民主

運作原則，家長以集體方式參與校內、外教育事務亦有其必要性；然由於親權乃

是一種具有利他性質的權利，除父母務須秉持「子女最佳利益」參與學校教育事

務，家長的集體參與更須以不侵害個別家長及其子女之權利為前提。惟實務運作

上，本難存在完全一致的集體意見，故民主運作的結果，亦不免發生迫使少數人

犧牲個人權益之副作用；因此，在教育事務的集體參與上，斷不能以「多數服從

少數」的民主之名，悍然剝奪家長的個別參與權。在德國，跨校性的家長會對於

重要教育政策（特別是教育計畫的形成）擁有實質參與權；而透過校內家長會與

班級或年級教師之協商，父母則有參觀其子女所屬班級上課教學與學校活動的權

利（許宗力，1999a）。有關前者之作法，似可提供我國建構地方教育審議委員會

運作模式之參考，並可藉此促使家長的集體參與權更具實質影響力；至於後者，

則係透過家長之集體參與增益個別參與的實質作用及內涵，而屬未來我國家長參

與發展方向上，相當值得借鏡的實務性作法。 
最後，就前述有關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內涵而論，本文認為我國現行法

制大致存在法令位階偏低、規範幅度不足、個別參與內涵模糊、集體參與組織鬆

散等四方面的問題，茲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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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位階偏低 

《教育基本法》宣示「家長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參與學校教

育事務」（第 8 條），若參酌立法者意旨及家長參與之憲法基本權地位，實有必要

制定法律具體化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內涵，並藉此強化對抗國家教育權之法

制地位。目前教育部所訂定的國教家長參與辦法，不但僅屬法規命令位階 7，其

參與主體亦因授權依據，而僅能限縮於國民教育階段之學生家長。本文建議，為

申明家長參與之法定地位及提升其權利意識，除立法院與教育部應積極推動具有

法律位階之家長參與相關規範；在中央法制未及完備之前，各縣、市亦得就其教

育自治事項，積極制定所屬各級學校教育事務之家長參與相關自治條例。 

二、規範幅度不足 

就實務而言，我國中等以下學校（甚至幼稚園）歷來均有家長會之設置，學

生註冊單據中亦均將家長會費列入必須一併繳交的代辦費用；然如前所述，即使

僅就家長會組織的法源依據而論，竟至 2011 年（國民中小學）、2012 年（幼兒

園）甚至 2014 年（職業學校）方稱完全具備 8。其中，過去《職業學校法》更是

從未將家長代表列為校務會議成員，且其主要法規亦均未提及家長相關內容；此

等極為不妥的法制規範，隨著《高級中等教育法》因應十二年國教之實施而一併

取代《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後，雖可自然獲得化解，惟未來教育相關

法制仍須務求避免發生類似現象。此外，就現行家長參與相關法規而言，除國教

家長參與辦法（國民教育階段）外，其餘均僅屬集體參與模式（家長會）之依據，

在規範幅度上顯有不足。 

三、個別參與內涵模糊 

如前所述，國教家長參與辦法係現行唯一不局限於集體參與模式的相關法令

規範，惟其中有關家長個別參與之實質內涵，實亦著墨甚少。具體而言，其雖責

成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家長參與班級或學校教育事務之方式、程序及相

關事項」（第 9 條），惟觀之目前各縣市所訂定的相關自治法規，卻又均以家長會

組織運作規範為主，致使家長個別參與的實質內涵趨向模糊。本文認為，家長個

別參與除係集體參與之基礎，在具體作用上亦最能符應家長多元需求及彰顯實質

參與效益；故建議中央及地方法規均能在尊重家長參與權、考量學生最佳福祉及

協助其實現教育目的之前提下，針對家長個別參與的方式、程序及相關事項，建

置內涵明確之參與法制，以使家長、教師及學校均能有法可循而知所分際，並藉

此促進國家教育品質及學校辦學績效之整體發展。 

7 本辦法於 2006 年訂定之際，甚至並無法律授權依據，若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74
條之 1 等規定，其法規地位即存有疑慮；及至 2011 年《國民教育法》增訂第 20-2 條條文，方

化解此一窘境。 
8 分別為 2011 年 6 月 29 日制定公布《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自 2012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第 34
條；2011 年 11 月 30 日《國民教育法》增訂第 20-2 條；2013 年 7 月 10 日制定公布《高級中等

教育法》之第 27 條（自 2014 年 8 月 1 日施行）。 

教育科學期刊12(2)

77



四、集體參與組織鬆散 

長久以來，我國家長會法制雖未盡健全，惟透過學生註冊之實務機制，中等

以下學校的家長會組織，實已達成「強制入會」與「一校一會」之事實狀態，故

就校內事務之家長集體參與的代表性而言，「家長會代表」已然等同「家長代表」。

然而，政策上不但未能及時建置法制，以積極促進各層級家長會組織趨向嚴整，

尚且明示家長得依《人民團體法》組成不同層級之家長團體（國教家長參與辦法

第 5 條第 3 項），致使家長在校外事務的集體參與上，家長代表、家長會代表及

家長團體代表因不具同一性，而容易產生「代表性」之質疑。甚且因無其他法律

之特別規定，故即便不具「學校學生」家長身分者，亦可能依據《人民團體法》

設立或參加各種「家長團體」。就此，各不同法規雖可就其（校外參與之）家長

代表自行定義，惟此除治絲益棼，亦恐滋生爭議；本文認為，於各層級家長團體

中，自屬學校家長會組織最具明確性與代表性，故建議參照《教師法》第 26 條

有關教師組織之層級規範方式，而在學校家長會的既有基礎上，據以建立具有法

律位階之家長組織層級法制，方屬可長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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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Educational Fundamental Act, “Parent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vide guidance to their children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 their children, and have the rights to select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education and 
participate in educational affairs of the school for the best wellbeing of their children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Yet, in actual practice, although 
high schools, vocational schools and preschools do not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parents’ councils are still organized to allow parent 
involvement in school affairs. By compar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Act, the Senior 
High School Act, and Vocational School Law, it is found that regulations about parent 
involvement in school affairs are not consistent. In terms of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constitution of parents’ council, only the Senior High School Act meets the format of 
the principle of rule of law. In contrast, other regulations need further improvements. 
In addition, individual parent involvement is actually more powerful in the 
constitution than the collective parent involvement as in the form of parents’ councils; 
yet, it draws less attention in current legal regulations. This is likely to hinder parents’ 
awareness of their rights to get involved in school affairs. As a result,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the regulations related to parent involvement i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First it compare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parent invol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itution. It then explore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relevant 
regulations. It eventuall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regulations related to 
parent involvement in school affairs.  
 
 
 

Keywords: parent involvement; education law; educational right; school education 

教育科學期刊12(2)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