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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槌聲社嗡的發展，各劉政府為提高教育質索和效能、增加教育系統

的透明度和問資哎，均積綴引入家長的資源和參與。澳門特別行政

隘的施政方針於2001年亦閱始強調家校合作，鼓勵學校成立?家長

會 J 加強家長、教都及學校之闊的了解及溝通，放於2002年 1羽給

自教育壁畫青年局提盟委君主校合作的培訓，該局主要堅負妥家校合作的部

門直是中學笠技偽職業教育處，並自戀前雙小學教育處輔助撿展家校

合作，工作包括﹒精恩*校合作的3宣傳途徑;組織家校合作的參觀、

交流及工作坊等培訓活動;鼓勵及協助成立家長會;支援學校或家

主要會閑置要各項有利家長教育及家校合作的活動，豆豆於家長教育剝EÉl

延續教育處負責。閥最重澳門施政上推展家校合作已有至1年隊史，但

仍未有較全草草地檢視*校合作的現況。本研究的目的是更廣泛探討

澳門家校合作的室主況及澳門家長對家校合作的意見和期望，並嘗試

探討澳門家校合作的未來路向。

文獻回顧

透過「偽政放權 J 來促進家長參與樣校教育是近二、三十年來西

方教育改革的支要趨勢 (Beattie ， 1985; Brown, 1991 , 1998) 。不論夜

西方或東方社會，在教育改取政策發展的過程中，家長的角色十分

重主要。從政策灣獨看，中外家長均有機會曲家內的支持者，發展為

校內的發叉，再發展為學校政策決策者等新角色(何瑞珠， 2002 ; 

Pan草， 2005 )。澳門的教育改蒞雖然就沒有特別強調 f 緻政放權 J

但Jl'愈來愈重視家長在教育上的角色，可是，就家長的角度了解他

們對教灣及家校合作的觀感的研究實在|→分缺乏。較j)f織的家長調

直是只有自教育墜青年為在 1999年完成的「一九九九年度澳門市民教

育意兒哥哥直是一一經費政策與教育概況 J 及2001年完成的「家長輔導

子女情況及鱗鱗學習意緻調室主 J o 1:E 1999年就教育經費及相關政策

訪問了400位家長，當中超過七成家長認為教育費用高;超過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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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長希室里免費教育苟延長至 13年(教育盤會年筒， 1999) 0 2001年

的哥哥資則訪問了 753位家長，超過半數( 55.5%)的家長每天都會定

時查看子女的功課(教育賢青年鼠 '2001) ，而有57.7吸的家長會定

時帶子女一間逛街、飲茶或到公園玩樂。雖然作的了棘手努力，仍

有69.7%的家長表示擔心子余的學業成績。這些研究的抽樣一般十分

少'"l!!沒有全間就家校合作的現況及家長的期望作廢泛的探討。

近年在5i! ìJN社會進行有關家校合作的研究漸漸增加，這些研究

包括Knipprath (2005) 在臼本的研究， K.im (2000) 在南韓的研究，

Khong (2004) 在新加坡的研究，沈雪明( 1995) 、 Pang ( 1997) 和

何瑞珠( 2002) 、 Ho (2日 05) 等就香港經驗的寄自查和研究，這些研

究均指出家長在子女學校教育的主重要性和贊賞立性。 例如新加坡在1998

年開展一項名為COMPASS (Community and Parents in Support of Schools) 

的計鄧( Khong, 2004 ) ，主要要是參考愛詩:I:.!I等 (Epstein et 泣， 1997 ) 

的家校合作模式，在新加坡全間發膜六類型的室主校社區合作活動。

在脊港，何瑞球等在 1999豆豆2000年亦根據愛為迫的家校合作模式及

參考美瀏if:閣的家庭與學校合作指樣，於香港的小學開展了一系列

的行動研究(日0， 2001)

愛言幸坡等 (Epstein et al., 1997) 在美國提議家校合作"J結合社

隘力量。自六零年代趣，愛言紋里根據美閩中小學的賀喜費研究，提出

俊蠻的室主校合作模式隊包括六億項國 ( 1) 家庭與學校溝通、 (2)

親驗教育、 (3)家長協助子女學習、 (4) 家主主義務工作、 (5) 家

長參與絞政，和( 6) 學校與社區主建立協作關係。這六個項目哭成為

主是劉區麗君R1?':I'是教師會( Nationa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1998) 殷開

各頃家校合作活動的指標。遙控指標智多種間途'ï1J用來:檢視學

校現存的單位校合作情況、 γ解草草畏罪日教串串的言學婆、發直是全銜的家校

合作活動的指引和評估各項活動約成效。 Ho(1998) 因勝4:浴室主主義

參與子女教育的「參與的愛心 J (locus of involvement) ，將家絞合

作的活動分為三大範時寄 r 家庭為本 J 、 r 學校為本 J ~日「社暖氣

才仇。綜合售量詩坦等 (Epstein et al., 1997) 的六個項固和向瑞殊的

三三大íilÍ ffi誨，一F表列出iE: íl重性的家校合作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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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一 家長參與的類單單 (Ho ， 1998) 

參與的純蜍 參與的項目

LCUS of lnvolvement 一 乃笠旦旦旦控旦控nt

f可瑞球

「家庭為本J 1 親級教育 促進和支援家長親職教育技巧。

Home岫間d 2 輔助子女在家學習 使家長協助于女學被時擔

Involvement 當關鍵角色。

r學校為本 J 3 家耀與學校淌過 家庭與學校的溝通是定期、

School~based 雙向和;有意義的。

Involvement 4 參與義務工作，歡迎家長參與學校工作，並毒草

求他們的文持和協助。

5 參與和支持學校決策 使草草直是成為影響孩子學

管約夥伴。

可注重吉為本 J 6 柯:區協作。使社Illí成為強化學校、家庭和學生

Cornmunity-based 學習的資源。

這個三三維度的家校插上區合作模式，一方吾吾有助學校檢視各假範

懦的現況，另一方商可配合教育改革事，主藍步令家長對子女教育的參

與紛向這三大綴曉華發展。 Comer， Haynes, Joyner，在 Ben，Avie ( 1991) 

提出家長參與的三個可能類製( 1 )對灣經大眾的家長而言 r家

庭為本 J 的參與較易推展，以美劉的學校改革計劉海例，約有五成

以上的家長可透過親驗教育充賀他們在家中輔助子女學習約方法，

這積家長參與毛E香港中小學甚為普遍，教師亦益受接受家長在家中作

為遙斑的支持者( distant supporter ) (日0， 1998) ; (2) r 學校為本J

的家校合作並非每位家長都有時悶和能力參與，若有之成至五成家

長能定草草草x.l!f!.元性地參與，已十分頭恕。書香港和澳門小學在動員君主

長苦奮工1::'也有一些成功例子; (3) 至於「校政參與 J 美闊的學

校只有不足一成的家長期望參與絞故。這積參與在香港和澳門盡量真

爭議餘，一般教師、校長和辦學畢誼饑對引入家長作為校直至或學校決

策者持保館的戀度。

本研究參考了中夕|、多個家校合作發展模式，建構了三三j留架糟的

家校合作模裂，作為本調至是研究的理論架構(見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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巒一 家校合作理論榮構( i可瑞珠， 2002) 

1-10% 
家長參與
校政訣策

以"Ë教育改革

1。可50%

巨克已

室主主是參與學校恕，品，還作 \ r-;:-二τ了一于一1
例如 午路管理、關審管理、\ 尸學校漏掉 J I 
午悶伴毅、義務功課輔導、

家長風紀、家長網絡等

50-100% 

251 

家長出席家及教育課程及活動、 \ I r 家庭為本 J I 
在家輔導子女學習 \ L一一一一一一J

例如 創造一餾溫習空間、自學的磁燒、

安排親手閱毅哥哥聞等

註 道主旦梢內的三大範蜍家校合作可棺舖拍成 1 立宜不互相排斥。 r家艦為本 J 的華參與(l日

出席單位畏教育課程)有助家長增加子女或對學校的認識 2 為吾吾與「學校為本」的活動

作好準錯'íJij家民主多參與學校的義務工作，亦有助家長聾l深λ了解學校日常運作，為

家直是至參與校政決策以?Ë教育改革提供獎餘的2基礎。

研究方法及對象

本研究以向卷調查的形式進行，對象是有子女就買賣幼稚劉、小學或

中學的澳門家長。以「按比例分!讀隨機抽樣 J 的方式，分別在不肉

類別的學校(公立學校、提供免蠻教育的私立學校、沒有提供免費

教育的私立學校)和三做學習階段(幼兒、小學、中學)中選出。

於2006年5月期間，教會局向47所學校發出邀誇繕，共有284班的

10，659位家長參與是次獨卷調查(見表二二)

研究對象支重要有以下特徵:填寫問卷的家主是有六成是母親，三

成是父親，其餘是壁畫在單人，年齡主華書介乎31…50歲，其中約五成是

41-50歲，約三成半是31-40歲;幼兒組家長一般蓋童年輕，中學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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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之 研究條本學校類別及學生人數

教育報疫 學校類別

公立 兒t1t網私立 私立 樣本 總體

幼兒 33 952 200 1,185 10,041 

10.6% 10.8% 12.8% 11.1% 10.9% 

149 3,374 671 4,149 34,966 

48.1% 38 .4% 43.1% 39.3% 38.1% 

128 4,466 686 5.280 46,739 

41.3% 50.8% 44.1% 49.5% 50.9% 

310 日，792 1,557 10,614 91 ,74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f是較生存長;年級較低的聲醫生的家長較多在澳門的生;最多家主要(約

三成多)及初中教育程度，其次是小學程度和高中佇立度，幼兒級家

長的教育棕皮比小學組哥哥，小學組叉上七中學級高;約九成家庭楚夫

婦二人與子女同住;約七成家庭每月平均收入夜的，000元或以下，

而鍛多家庭(約三成)的收入我5，000元泛的，000元之間。

研究問題

根據何瑞珠( 2002) 的家校合作發展理論架構，本研究將家校合作

的活動分為三大範躊﹒ f家庭為本」、 f學校為本J 和「校政參與J 。

本研究根據上述三三大範時擎的家校合作，就幼兒、小學及中學三個不

何學段，探討以下的總主要的研究問題:

1 家主要對校故事務有畫畫)雙看法?

2 家長在學校廢話音怎樣參與子女教育?

3 家長在家庭廢函怎樣參與子女教育?

4 家主要參與子女的學校教育時遇到華1<!'f劍華在?

澳門家技合作的現況

澳門現時共有 35所繆校成立了家長穢， {，占 1澳門 86所學校總數的四

成， 1 由此可見，澳門家校合作捌於是早步階段。已有家長會的學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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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3所學校家長會於2001年以前( 1954-2000) 成立，另外的22所學

校於2001豆豆汶口7年歸成立家長會。整體看來， 2001年強哥哥家校合作的

施政方針，起了 定的鼓勵作用，但對澳門室主校合作的具體情況仍

米有iËiID的了解。以下將逐一探討家長對校政事務的看法、室主;晨在

學校和家庭路iID怎樣參與子女教育，以及他們遇到的間難。

一、家長量去參與校政事務的期望

問黎聖要求單位長就六個總險的學校事務判斷他們應該參與的程度，

分為 r 無需參與 J 、「知會家長 J 、「諮詢家長意見 J 、 r 家長

參與決策 J (編媽也 1-4 '詳兒表三)。在六個選環中，家長對

參與(f) r 評估學校質素 J 期望盡量高(平均值= 2 .55) ，其次是

(e) r 家長事務的安排 J (2.36) ，第三是 (a) r 訂定學校教育

自樑 J (2.28) 。家長期望參與教度最低的是 (c) r聘任教職員 J

(1.33) ，這給樂反映澳門家長期望擔2莘學校「評估者」的角包，

對家長切身有關的事務安排也更期室里參與，但對於教育專業範嚼

的教驗真聘任，則認為自己不太通貨參與和作出決定。

除了 (c) 頃，幼兒級家反對其他還積的期望均是三級中最高的。

幼兒級家長可能做為孩子年幼，因此特別關注並期望參與學校教育

的發務。除了「評估學校質主義 J 外，小學級家長對其他選環的期獎

穆皮均較中學級瀉，兩級之間的直是ße1:E統計學上邊顯著程i'l'!'(參考

主要三)

二、家長在學校層面的參與

就*反對子女教育在學校亞軍間的參與方戳，主要四顯示家長輩輩常參

與的首三三項學校滔動分別是(f) r 捐款或捐贈物品 J (平均參與

居室= 2.21) 、 (b) r 與老師討論子女的學吾吾情況 J (2.17) 和 (c)

「也 F哲學校的家長日 J (2.04) 。家長最少參與 (d) r 家長教師

會的工作 J (1.1 9) 。總約而詣，盤徽章主長的參與程度偏低。

三級學吾吾階段比較，小學組家長;在 (e) r 參與學校的義務工

作 J f日(f) r 捐款或捐贈物品 J ~唐璜滔動的參與程度盡量筒，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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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云 家長對絞故事務認為勝該參與的程度

就下列學校學務，你認為家錢買車有多大

程授的參與?

a. 訂定學校教育問標

b 苦了定學校諜報(例如分吸方法、將設新

串串線)

c 轉任教職鼠

d 學生事務的安排(例如小食部應出售何

糧食物、校車的安排、訂立學生行為

守則等)

e 家長事務的安排(例如成就家長教郁會

、舉辦家長活動)

E 若干f古學校鏡索

何瑞珠

認為應該參與的態度的平均值#

(蝶君醫護)

幼兒紐 小學潮 中學總 全總

2.37串串 2.31* 2.24 2.28 
(.77) (.85) (且4) (.84) 

2.25串串 2.15* 2.10 2.14 
(.80) (.86) (.89) (.87) 

1.31 1.33 1.33 1.33 
(.61) (.69) (.69) (.68) 

2.27牢牢 2.12* 1.92 2.04 
(.85) ( .91) (.91) (.92) 

2.5日牢牢 2.37* 2.30 2.36 
(.99) (.98) (.97) ( .98) 

2.65申也 2.52 2.54 2.55 
( 1.01) ( 1.05) ( 1.05) 

註 #家長認為應該參與的程設以數字表示 1分局無搞藝興 ;2分=知會盟主裊，

3分=諮詢家長意見 ;4分=家長華參與決策

料表示緻傀顯著地(p=O.05)寫於其他荷制，表示數假顯著地高於最低的 制

活動則是幼兒級家長的參與程度最高。在 (g) r 聯絡校方或儕耳目

老師 J 方弱，中學組家長的參與程度還低於其他瀚綴。家長參與

哪鼓活動和其參與程度，與他們跟學校接觸約經驗、教育程度和

社經背景有一定關係。與其他兩組比較，中學級家長的參與程度

偏低，可能因為他們在參與學校活動時遇到較多的障礙和劉難，

亦可能也於中學生要求更獨立自玄，是以並不歡迎他們的家主是參

與。

三、家長在家庭層面的參與

家長對子女教育在家庭層面的參與，本研究主要探討管教子女及與

子女溝通兩方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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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里Illl 家長在學校騁閥的參與情況

本學生拉普語學以來，你有多常參與以下的

家長活動?

(1分:從來沒有選5分﹒每月數次)

a 絲給予全校內的其他君主主是

b 與老師討論子女的學習情況

c 出席學校的家祭日

d 參與家長教節會的工作

e 參與學校的義務工作(如興趣班、

功單串串B草草、間蓋章絃執勦工作等)

E 捐款或捐贈物晶

g 聯絡校方或{臨別教師

h 參加幸福家長而設的擒獲或親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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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程度的平均億#(標準灣)

幼兒般 小學組 中學能 全體

\. i.U) \. l.U.)} \. .155) 、
2 .45牢牢 2.23申 2.05 2.17 
(.89) (.85) (.76) (.82) 

2.28串串 2.06* 1.96 2.04 
(.69) (.74) (.73) (.74) 

1.25串串 1.21 半 1.17 1.19 
(.62) (.56) ( .55) (.56) 

1.23 1.26中 1.19 1.22 
(.64) (.73) (.64) (.68) 

2.30牢 2.39串串 2.05 2.21 
(.72) (.78) (.87) (.84) 

1.71 1.69 1.54^A 1.62 
(.82) (.82) (.77) (.80) 

1.67牢牢 1.51* 1.38 1.46 
(.76) (.72) (.68) (.71) 

註 #吾吾與程度以數字表示 1分且從來沒有 ;2分給有一至二次; 3分=有數次，

4分旦大概每月一3':二次、 5分=每丹數次

料表示數值顯著地(p = 0.05)高於其他隅粗，本表示數值顯著地高於最低的一恕，

^^表示數值顯著地低於其他悶組

管教責任

表五顯示日常管教子女的工作主基空白發人管教。結果顯示自 r父母

一同負重實 J 管教子女的工作的佔58.2% '是三組家長的主要堅管教模式。

其中又以幼兒鼠的百分比最高，有60.1% 。這可能的為幼兒年紀小，

未有自我照顧的能力， I主!此父母雙方要合力管教和照顧他們。其次

是也母親獨力量普教子女，的全緻32.4%。這兩項已佔九成。自父親獨

力管教子女的全體百分比遠低於母親，只有4.3%。這可能是因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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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管教質f是

自幣，管教子女的工作主要由誰負責?

(!常只選一頃)

父母…向重量資

傍親

父親

女性車在讓人

男性數殺人

其他

(Chi-Square Test, p "" 0.002; C間mér's V == 0.037) 

家長級別(百分化)

幼兒總 小學組 中學組

家長 室主主主 家畏

60.1 59.7 56.6 

31.6 31.2 33.6 

2.7 3.8 4.9 

3.7 3.3 2.7 

0.6 。 8 。 7
1.2 1.2 1.4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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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家直是

58.2 

32 .4 

4.3 

3.0 

。 7
1.3 

100% 

車見大多發出外工作，而本研究的幫主量資料亦顯示澳門婦女當家庭主

姆的百分比較高( 45.7%) 

家長與子女溝通的情況

童安六顯示家長與子女日常溝通約內容和頻密程度，溝通的內容包括

r 與子女討論持學」、 r~越子女討論海影、電視或華書刊 J 、?與子

女一起耳聽音樂 J 、「與子女談論功課」等。結果顯示家長大都能做

到經常與「與子女一起吃晚飯 J (平均參與~ 4.50) ，其次是「與

子女聊天 J (3.98) ，第三是 r 與子女談論功課 J (3 .47) 

除了 r 與子女討論H哥哥蓋」外，幼兒組家長與子女撥通遠較其他

兩組多，而小學組家長與子女溝通叉上七中學組多。這反映幼兒與父

母的關係比較親密，可能是因為幼兒年紀尚小，因此家長絞盡主觀照

顧他們及與他們交談。另外，中學生較少與父每溝通可能是因為會

少年漸漸建立了自己的您認關子，與朋友有較多的溝遜。

四、家校合作的困難及障礙

家校合作的閻難分為兩方草草:家長參與學校活動的障礙及個別子女

成長上遇到的總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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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是六 與子女的日常溺遂

本學J'f:醫醫學以來，你有多常做以下的

事情?

類單智程度的平均值#(機準釐)

幼兒總 小學組

盟主畏 室主長

2.22^^ 2.60 
( 1.30) ( 1.29) 

益與子女討論偽軍

3且3中半 2.83* 
( 1.37) ( 1.32) 

b 與予安討論草草影、電視或蠻干日

3.1 4串串 2.60申

( 1.33) ( 1.29) 
c 與子女一起聽音樂

3.87牢牢 3.39' 
( 1.27) ( 1.36) 

d 與乎全1\直談學校生活

4.62串串 4.49 
(0.9 日) ( 1.02) 

e 與子女一起吃晚飯

4.49牢牢 4.13* 
( 1.01) ( 1.25) 

f 與子女聊天

4.42祖中 4.03* 
( 1.04) ( 1.33) 

且與子女談論功課

泣 ，參與鎮數以數字裴本 1分 m從來沒有 ;2分=有…旦在二次，

3分也有數次 ;4分且大概餘月可$二次 ;5分且每月數次

中學紐 全機

家主是 家長

2.60 2.56 
( 1.27) ( 1.29) 

2.59 2.73 
( 1.35) ( 1.35) 

2.13 2.43 
( 1.23) (1.31) 

2.86 3.18 
( 1.32) ( 1.37) 

4.48 4.50 
( 1.06) ( 1.03) 

3.75 3.98 
( 1.35) ( 1.30) 

2.82 3.47 
( 1.47) ( 1.52) 

艸演示數值顯著地 (p =0肘)高於;其他關線，表示數能[顯著地高於1益低的-I!! ; 
M表示數值顯著地低於其他兩組

家長參與學校活動的障礙

家長參與學校活動時遇到的障礙，有些是個人或家庭方在目的障

礙，如「覺得自己的教育水平不高 J 和「子女不喜歡家長參加學校

活動 J 亦有源自學校約障礙，如「學校不接納單位長的意見 J 等。

表七顯示家長參與學校活動的首三個隊礙分別是「自己工作忙餘」

(認同程度: 2.92 ;同意百分比: 78.3%) 、「覺得自己的教育水平

:不高 J (認同綴度: 2 .54 ; I詢意百分比 53.6%) 和「覺得沒有渠道

主佳途關於學校教育約克軍~J (認同發度: 2.51 ;同意百分比: 47.0%) 。

中學組家長對所有障礙的認同程度均為最苦苦，立丘與其他兩組有著綴

著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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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七 家長參與學校活動持道部的障礙

你是否何意在參加學校畢體辦的家 認同程度的平均值#(標擎釐)

直是活動時，有下列隊礙或因難 e

a 自己工作忙碌

b 覺得自己約教育水平不高

c 子女不喜歡家長參加學校活動

d 發f辱沒有渠道褒灣對學校教育

的主幸免

e 學校不接納家長的意見

f 搶心向學校提出意見役，會為

在校的子女帶來不良影響

E 教師態度不友吾吾

幼兒絡 小學紹 中學組 全體 同草草

2.93 2.87^^ 
(.68) (.70) 

)) 
1107 

3

加

8
E

21 :(( 

2.31 

( .64) 

站
的
惜
的
山
叩

(517E 221 

( 

2.50* 
( .71) 

2.02* 
(.63) 

2.45* 
(.70) 

2.13布

( .61) 

2.42* 
( .78) 

2.ü4* 

2.61 ** 
(.72) 

2.38** 
(.72) 

2.60** 
(.71 ) 

2.29** 
( .69) 

2.55** 
(.79) 

2.11 ** 2.06 

2.92 
7日 3

(.70) 

2.54 
53.6 

(.72) 

2.18 
26.1 

( .70) 

2.51 
47.0 

(.71) 

2.21 
24.1 

(的)

2.48 44.2 
(.79) 

15.3 

說 #認照目程度以數字表示 1 分 m 非常不同意 ;2分=不問蔥 ;3分=伺誨，

4分=非常同豆豆

料顯著恆地高於較其低的兩個數值，不顯著怯地高於最低的數總

在七項障礙中 r教師態度不友吾吾」的認伺潑皮最低， :3': ff學家

長的認同程度只有2俑，介乎不悶意和同意之間，其中又以幼兒組

的認同程度最低( 1.89) 。其次是「子女不喜歡家長參加學校活動 j

食險家長的認同程度只有2.18 '介乎不同意和同意之間，也是以幼

兒級的認同程度最低( 1且)

由此可見，家長參與學校活動時，源自自己的隊礙最多，如 f 自

己工作忙碌J 、 r 覺得商己的教育水平不高 j .葵次是來街學校的

灣礙，如 r 覺得沒有渠道表達對學校教育的意見 J 、「擔心向學校

提出意兒後，會為在校的子女帶來不良影響」等。

家長培育伯別子女成長上遇到的問題

家長士告育自己子女成長中遇到的主要問題分為閥類: r學習關難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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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醫八 子女在成長中遇到的問題

你的子女有以下的情況嗎? 閑錢的嚴鼓程度平均值#(標準豈是)

(l分:沒有旦在4分 般畫畫)

幼兒紐 小學組 中學紐 全體

家長 家長 家主是 家主是

).50 1.94* 2.09串串 1.97 
( .71) ( .88) (.90) (.89) 

a 學習困難

1.28 1.36* 1.39串串 1.36 
( .57) (.66) (.69) (.66) 

b 交友的草草

1.65 1.72* 1.76串申 1.74 
( .72) (.80) ( .85) (.82) 

c 情緒鴻超

d 行為問題
1.44 1.54牢牢 1.48 1.50 

錢 ，認問程度以數字表示 2分品基本上沒有 ;2分品經傲 ;3分=中麼 ;4分=嚴重

料顯著性地7萬於較其低的鬧個數傲，顯著性地消於般{臨的數億

r 交友困難」、「情緒筒題J 和 r行為問題 J 。根據表八受訪父母

的問應，予安的「學習閥難J 較嚴重( 1.97) ，其次是「情緒問題 J

(1.74) ，第三是「行為問題 J (1.50)' r 交友的難」則相對輕微

( 1.36) 

比較三倘組耳目，幼兒飽和小學級的學習困難較輕微，中學級的

學習劉難最嚴寰。在「交友間難 J 和「情緒問題 J 方筒，中學紐約

問題也是最嚴重。 r行為問題」方頭，小學組的情況最嚴重量。幼兒

組在四個問題或劉難上均是三絡中最輕微的，可能是由於幼兒年紀

尚小，在司對的挑戰較其他組耳目少。祠堂'[其他兩組俯首，中學生重要敵

對更多挑戰，需要處理更多不同性質的成長問題，1tSJ此他們的學習

國雞、交友閥難和情緒問題均比其他隅組嚴重。

漢門家技合作的未來路向

一、培育家長對參與校政事務的能力

本研究發瑰澳門家長對參與不何方面的校務的取態是有分別的，側

重口;家長富于「勝任教職員 J 的參與意願最低，對「評估學校質索 J l'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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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 澳門&.香港家長對參與校故事務的期望

說 關中華參與校故事務的T百分比包指知會、諮詢及決鍵之方草1

評估學校質索

家長事務的安號

(如舉辦單主義活動)

學至1哥哥務的安排
(如校車的安排)

聘任教職員

訂定學校親稜

(直]分班方法)

訂JÊ學抄

教育目標

j可見高珠

o w m w ~ ~ W M W ~ 100 

E百分比

「家長事務的安排 J 則蓋章筒。這與過去中外研究(例瑞珠. 2002; 

Espteín et 瓜. 1997) 的發現頗為吻合，大部分家長均無心於校內的

γ行政 J 事務決策，而卻相當接受擔償「評估者」約角色，較關心

學校的質雪輯和跟家長本身直接有闋的事物。

以香港的經驗茄醬，自 1997年教育統德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提出

「校本智慧E方築 J '!嘗試確女家長及公眾人士參與學校事務的權資，

發展直至今已有十年。政府於 1999年度關始夜所有當立學校管理委員

會內，增設家長代表及社會人士代表成為校直至成員.::t理人尋主任免、

線程、校政管理等事務。關二顯示香港家長在六項校政的參與期望

均高於澳門家長，主要的原閻王可能與澳門家長對參與校政的觀念較

保守，認為校政決策還學校的責任，加上澳門家校政策是鼓勵性而

非如香港的強制性，家校分工的觀念書實難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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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此，在下放權力及校本管理的教育改革趨勢下，教育當局食

充分了解校長、教師及家長的觀感，逐步開放校故，學校宜就著家

長的興趣及能力，在校政決策中不同程!í!'地引入室主長的參與。若學

校箏務有所改變(例如午騰安排、 t曾詩詞新課程、分班方法、教學語

言等) ，學校畫畫好能諮詢家長和教串串，務求使改革覽會且切合不同去星

星型學生全筋的發車聲音害耍。

二、為家長創造參與學校義務工作的空間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澳門家長接常參與的學校活動是捐款或路總物品、

與老師討論子女的情況和出F哲學校的家長日 'ITO參與學校的義務工

作和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則是殺少的。關三三顯示，澳門家長除了摘自曾

發校之外，室主長的參與程度較香港為低。澳門近年室主校合作才附關

辰，家長在這些「學校為本 J 的項目參與較低是在預期之內的，與

早期望寄港開j推廣家校合作吾吾濃的情況給似。

f時瑞踩在發港近期的研究發現 (Ho&Kwon草， 2007) 經過多

年努力，香港家長參與學校活動倍增，家長義叉的數畫畫自 1999年度

的每校平均24人增至2004年度的75人，遂成:樂意昧著J!'!多家長有機

會參與學校臼常運作，直至認誠學生的學校生活。其中一億成功的經

驗是香港絕大部分敏校已成立立了家長教師會，部分學校更設立了「室主

良心中心 J 為家長參與學校義務工作提供方便，這些家長中心有些

仿照獨立的房間，有些只佔周國主書館、輔導護或特別室主的一魚。

澳門當局;JJ'ï'ïJ考慮直至有吾!割地協助學校在校內建立家長會或家

長教串串禽等組織，使家長青島J!'!主動和穩定地參與學校事務。此外，

亦可資助學校設立「室主長中心 J 方便家長參與學校的義務工作和

家長組織的工作， [句詩ï'ïJ指著春家長義二五負責經常性或單元性的活動。

澳門當局可從資源上和技f搭上協助學校發展以 f學校為本 J 的家長

參與 j草包括向學校搜集反?住處成功的經驗、為學校提供家長繳納

的培訓課程、資助及獎勵學校推行加強家校合作的計鄧等。

主主簣，單位長在校內擔任義工對家長本身而言，除可改善與子女、

老師、學校的串串係外，也是充皇宮自己和發展潛能的機會，在參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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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三 澳門及香港家長參與學校學務的實況

參加為家長而設的諦1%或親職課程

聯絡校方或個~U教師

鍋款或捐贈物品

華參與學校的義務工作(如與敵班、
功課輔導、關帶鯨執勤工作等)Ill!l

參與家畏教師會的工作

出席學校的家長B 臨

與老師討論子女的學習情況

聯絡子虫學校內的其他家長

。 10 20 30 

何瑞珠

1訂…?一「

':J 8j 

間

過程中家主要得到成功感及加強自信，這些得審會強化日後家長的時

參與。而且家長照顧的對象，不單單是個別的孩子，而是同班、河

校的孩子們，整{協校闊氣氛也因此而改變了;默默地孕育一份互相

扶持、共同成長的理想，中外研究亦顯示家長在學校廢濁的參與不

但能改善家校雙方的溝通，更可以聞發提升教育賢漿和均等 (Ho&

Will間， 1996) 。根據香港近十年的發展經驗，開發家長參與的動力

是需要投入額外的時間及人力資源，特別是學校如何調動教飾和社

會工作者、問放校閥、培育家長義工，實在需要堅校長及老師的心力

及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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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家長創造參與家長教育的條件

在家庭層泊的參與上，本研究顯示約六成家庭都是父母一間管教子

女的，相信其中大部分是父母那雙外的工作的「雙職家庭 J 另外

約三成家庭則主主要自母親負漿，後苦苦相信大部分是家庭主婦， æJlt 
司兒母親仍是管教子女的主要承擔者。此外，管教子女方筒，益差重重

要當然是家長與子女有良好的溝通，以及在子女有詩里要時給予協助。

研究結果顯示，家長與子女之間的溝通隨著學鑫長大問減少，尤其

值得關注的是中學糙的家長表示予安辛苦成長椅題的又顯著地比其他

陶約的多。由此可宛，澳門家庭結構及家庭生活的變化，及其隨著

社會經濟發展衍生的問題，實在有待進一步研究及深入探討。

就家主主教育而霄，美國教育學者Comeretal. (1991) 約研究指

出:大部分家長均純透過線職教育，改善家長與子女溝通的技巧和

輔導子女的能力。因此，澳門當為可考慮在不問學校或地區成立「家

長學堂」、 r家長學院 J 或 r 家長大學 J 使學校或社l益中心成為

家主要教育的基地，與社會工作者哀誠合作，共同肩負家長教育的工

作。

可是，誰能教家長呢?家長教育工作者有三大類 ( 1) 經常接

觸到孩子及家庭的專業人士，例如:教師、發士、社會工作者、醫

讓人員、心魂學家、管少年工作者、望寄務人員等。其中教師接受有

關親單單教育培訓|甚為重重要害，反l為他們蓋亞對不闊的家長，所教導的孩

子更是未來的家矣。 (2) 家主要教育的專家，例如:醫學、心磁學、

教育、心理分析及社會工作的專業工作者，也需要更全頭地採究家

長教育如何在個人、學校，以至社líIiJ瞥次逐步推展。 (3) 家長領袖，

例如 顧畫畫擔任毅軍苦工作的家長或家長組織的領導者，這些家錢請寄

要對孩子有2實際的經驗，能綜合及理解不向家長的主意見;掌握有關

營利及特殊服務的機樁，適當時向家長提供有關的文綴。的此，當

局可與大學合作，提供家長教育的證警課程、文憑課程及碩士課程，

以培訓教師、社會工作者、專業工作者及家長領袖成為單位長教育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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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長參與學校活動待遇到的障礙

要促進家校合作，須了解草草f是在培育子女上的倒真鞋。繁體而言我

士吉育{闊別子坎上，孩子妨對rEFEZ盟關難J較為嚴重量。的此，不絲想像

為接麼有七成的澳門小學您需要衛說服務，而其他幼兒組及中學組

接受補?當服務的人數也遠的成多 (Ho & Kwor嗨， 2007) 。幸福此，澳門

就學畫畫課後的功課串串哥華和託兒服務應作進一步調委研究，就補習服

務的類型、質與愛、軍在當f及對IE規教育的影響作出更深入的探究。

在參與學校活動方前，家主要艘中的劉難主要因為工作忙碌和自

覺教育水平不筒，其次是與學校的溝通和互信的獨題。單是體而言，

中學級感到的困難最大，幼兒總最小。相{言針對大部分在職家長工

作忙碌的情況，學校幣富的巴家長活動安排在工餘或是假日進行。但

研究結果也顯示有個成多的家長達家庭主婦，如果學校能夠有效動

員這批家長，他們還是可以在時翎上彈性地配合學校的需要。另外，

美麗盟近年的教育改革中，政府積極連聲哥和褒揚:íÊ榮對員工作做的支

援，例如一般:íÊ榮為員工設計較其目單位的上班時憫，提供有薪假期

讓家長進修車馬車里教育課程等，並富農家長有更充裕的將問參與子女的

學校活動，富農家庭、學校及企業攜手合作，為孩子的教育作出承擔。

直至於家長覺得自己教育水平不高而信心不足的閥膛，其質學校

有很多不向類型的義務工作(例如午隱或閱讓管理、家長聯絡、協

助帶領課外活動、功課輔導等) ，可以誰不同背漿的家長參與。只

變透過培訓，家長不難找到可以作出貢獻的地方。長遠來說，學校

宜抱著更開放的態皮，建立家長組織，喜皇家主要的力主豈能更穩定的發

展。可是，在現時澳門家長沉重的工作及愈來愈多的綸值工作的情

況下，政府和企業亦譯音更多承擔，才能讓為人父海者可以質量生闊地

參與子女教育。

結語

從政策層閻部:霄，澳門話局可考慮成立中央瘤闊的「家庭學校及社

區合作統直草委員會 J 以協調中學草委技術職業教育處、學前單是小學



澳門家校合作 265 

教育處及延綴教育處琨存有關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的工作。這是充吾吾

委員會的成立:象徽當局對 r家長全間參與子女學校教育J 的文將沒

來擔，委員會負重實統簽學校成立家長組織或家長教師會、審核資助

家:農活動的主售貨，亦有助當局連繫l!(:長及定期搜集家長對教育改革、

學校繁榮及學護教育言語耍的主輩兒。

澳門當局亦可為不同社區的家長創造夜間，成立中央及地區j露

茵的「家庭學校及社區合作統絡中心 j 作為踐緊皇室主要的中心，為

澳門室主;長提供各種資料、資源和服務，例如提供不悶種類的家長教

育課程，更可以配合教育改革、士迪亞蓋繪畫藝，為家長、教育工作者及

社會工作者，提供深化的培訓謀殺或專題擒獲。在里學校!彎路， ð)\Ï:可

考慮資助要學校建立家長中心，使家長的角色也 I 外來看 j ( outsiders) 

變為「圈內人 j (insid位s) 。在過去數年間，香浴思應校本管理的

改革及俊質教育義金對學校直接艾助，不少學校建立了「家長中心」

意味辛苦家校合作的正規化，而家長~日漸變成了學校日常交活的一

部分。

以上是畫畫者就澳門家校社隘合作現i兒的初步採漿，並嘗試根據

中外的變踐經驗及資設研究提出澳門可能的發展方向， 1設在澳門問

泊的社給文化境況下，更需要探討 r.幸免家長 J 、「失業家長 J

「在職室主長」及「雙織家庭 J 的的難及具體籍華草，從街令他們有待

問及三是開參與子女教育。此外，本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家長 'ffiï學校

約校長及老師對象校合作的體會及主輩兒，對全問閑置畫家校合作也十

分重要，究竟澳門校長及老師對不同類型的家長參與的接受潑皮如

何及有甚麼期望，均是未來償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靈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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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主釋

l 。 這是根據教育賢青年筒中學繁技術職業教育處提供機豆豆2007年5月 8 日

澳門已成立家長會的學校名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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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chool Collaboration in Macao: Taking Stock and Looking for 
the Future 

Esther Sui-Chu Ho 

Abstract 

In 2001, Macao SAR Government began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home

school collaboration (HSC) in her policy report, encouraging schools to establish 

parent association in order to facilitate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parents, teachers and schools. It has been more than five years since the 

HSC policy initiated in Macao; however,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current 

status on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is still lacking. The study is the first large 

scale survey to take stock of current practices of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practices in Macao.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parents' views and 

expectations towards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and to discuss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HSC in Macao in the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