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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是學校教育的合夥人，因此，建構一個親

師平等對話與合作互惠的機制，將能創造出 1+1>2

的教育效益，達到親、師、生三贏的局面。

家長是學生日常生活中最重要且最具影響力的

人，其對學校教育的支持與否，常會影響學生在校

的學習行為和表現。少子化現象加上望子成龍、望

女成鳳心態下，家長對於學校教育的要求常會造成

不小的壓力。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致使家長大多忙

於工作，導致親子間相處時間不多，衝突因而產生；

此外，家庭結構的改變，例如 : 新住民、單親、隔

代教養等等，也會影響家庭的教養觀念，並直接反

映在孩子的表現。綜合以上二種情況，導致家長不

大清楚孩子在學校的表現情形；教師有時想要對孩

子多付出關心，卻又和家長在教育理念迥異的狀況

下，常成為引爆親師衝突的導火線。因此，親師雙

方應先以友善、信任的態度為基礎，雙方盡可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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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貞瑩 / 廣福國小教師

壹、親師關係停、看、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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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以同理心去理解彼此，不要任意評論，應就事論

事，並以教師本身的專業智慧，放下身段與家長站

在同一角度思考問題，讓親師共同以孩子為中心，

打造有效的學習環境。

若以教師的角度來看親師合作關係的建立，大

致上可以透過下列四種方式來推展，以下逐一說明：

一、「與家長的友善、積極聯繫」: 例如給家

長的一封信，可說明教師班級經營的理念、教學方

式、評量方式……等。透過聯絡簿的互動，追蹤孩

子的各項行為表現；教師可以製作班刊、班網分享

孩子在校的生活點滴，鼓勵家長主動了解孩子在校

情形，透過多元的書面或網路分享，可以彌補親子

之間對話的不足。此外，透過電話、通訊軟體、家

庭訪問聯繫，可以有效而即時的雙向溝通，甚至能

主動發現需要幫助的高風險家庭。透過這些方式，

可以讓家長感受到教師的友善與關懷。

二、「親師座談會」: 教師定期舉辦親師座談，

可幫助家長理解教學活動的規劃與目標，進一步了

解孩子在校狀況，同時也能讓教師知道孩子在家的

生活作息及與家人相處情形。甚至可以邀請家長共

同研擬班級經營計劃，整合家長意見，透過會議討

論，進行修正。教師也可以善用座談會時間，進行

教養相關的好書分享，提升家長正確的教養態度與

方式。親師之間的面對面，可增加彼此的好感與信

任，也能凝聚家長的向心力。

三、「班級家長會」: 班級家長會的成立，可

以分擔教師許多級務，例如 : 資料整理、規劃同樂

活動、晨間安全協助、學校家長代表、班刊協助……

等，使教師更能專注於教學活動的執行與課程研

發，提升孩子學習成效。要使班級家長會能有效運

作，教師要積極發掘家長能提供的資源和服務，適

才適所，主動肯定、讚美提供協助之家長，張貼感

謝小卡在全班學生的聯絡簿，以收見賢思齊之效

果。

四、「班級活動協助」: 孩子是學習的主角，

想讓孩子擁有多采多姿的童年時光，我們可以敞開

教室大門邀請家長攜手同行。常見的班級活動協助

有 : 晨光時間說故事、校外活動維護安全、參與學

校各項相關活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親師協同教學，

透過與家長共同規劃課程，可以讓孩子的學習更加

豐富。例如 : 教師可以邀請家長入班觀課，課後進

行對話分享，拉近彼此的教育觀點。在新住民越來

越多的社會，可以邀請其進行語言教學、介紹文化

風俗……等，讓孩子學習尊重多元族群；或是邀請

各行業的家長，分享自己的工作型態、甘苦談等，

啟發孩子生涯探索的興趣。筆者曾經觀摩過某校導

師，邀請家長進班指導孩子製作竹筒飯，從砍竹子

到包餡料，再到放入竹筒升火煮熟，經由家長專精

的指導與說明，孩子擁有更多機會以教室外的萬事

萬物為師。

要提升教育品質，達到教改的目標，必須靠家

庭與學校之間密切的配合。教師應以積極、主動、

化阻力為助力的正向態度加強親師合作，讓家長成

為教學的夥伴，才能邁向「學生開心、家長關心、

老師用心」的美好教育願景。

貳、親師攜手向前行

叁、結語

3



當一群人，為了愛，有共同的目標，合作前進

時，愛的流動讓所有的事都變得格外溫馨而愉快。

學校是最能展現教育愛的流動的場域，也唯有透過

良好的親師合作讓大家對孩子們的愛與關心能傳遞

得更加快速，這也正是家長與學校共同的目標。

幾年前，幼兒園家長硬漢爸告訴校長，他想

要擔任志工協助學校的孩子學木工，他可以提供木

工機具與材料，讓孩子有不同的學習體驗。於是從

幼兒園開始，由硬漢爸帶著孩子們開始做起方塊動

物、創意筆插。學校也特別舉辦「與作家有約」的

演講活動，讓全校師生認識這位與親子天下雜誌合

作的專欄作家 --- 透過手工木作玩具拉近親子關係，

什麼都做得出來的「硬漢阿爸」。

隔年暑假，學校初辦「木工玩具夏令營，讓

硬漢爸帶著國小學童體驗動手做的木工課程，製

作屬於自己的木工玩具，引起孩子們和家長的熱

烈迴響，也開啟了屈尺國小特有的一連串木工課

程……。

後來，學校為了推動行動學習計畫，於是透過

木工實作並結合綜合、資訊、藝術與人文、自然與

生活科技等學習領域及教育實驗課程，發想出「手

做科技與遊戲的童年回憶」，讓家長與教師協同教

學，帶著學生用舊課桌椅手做木工彈珠台、製作

Scratch 遊戲內容，連結彈珠台與平板電腦成為互

動式的遊戲組，成為強化屈尺在地認同感與社區特

色課程的學習活動。

由家長會逐步引進更多的人力及資源，投入於

參與學校的各項活動。

每週四下午的教育實驗課程，不同的家長帶

著孩子們操作木工機具製作投石機、小火車與搖搖

馬，也教導孩子們一針一線縫出投石機的造型砲

願意付出的家長 +支持協同的學校 =孩子的學習樂園

陳靜宜 / 屈尺國小教導主任

親師生攜手打造 -
屈尺樂活渡假島

家長發心—木工玩具志工

學校協同—科技遊戲學習

擴大參與—家長教育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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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甚至到社區阿公家的竹林，親手鋸下粗重的長

竹子並且扛回學校。

在放學後的社團活動，愛心爸爸自費準備樂高

機器人組件供學生創意組裝，並且和學校老師協同

上課，不僅讓孩子學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也加強了

邏輯思考能力；愛心媽媽們更是每週準備不同的點

心，餵飽他們飢腸轆轆的肚子，讓孩子能專心、幸

福地上小提琴課。

為了歡度兒童節，由家長會籌募、贈送給每位

孩子一份雷切彈珠台禮物；熱鬧的運動會更是準備

好玩又好吃的園遊會；年末的感恩藝術晚會除了辦

理童玩市集、二手物品義賣，甚至全員不計形象上

台演出「妖怪手錶」帶動唱，不但拉近親子間的距

離，也讓親師生感情加溫不少。

為了讓孩子們吃得更健康、避免他們放學後去

雜貨店買零食，去年，家長會更發起了「課後營養

點心」計畫，讓人充分感受到屈尺家長會的用心，

更是新北市首創。於是每週二就會在校園裡看見

6~10 位美麗的媽媽在「創意家政教室」製作健康

又甜美誘人的鬆餅、杯子蛋糕、三明治、飯糰、可

樂餅、蛋糕捲…等等不同的點心，這一天也就成為

全校師生最期待的點心日，不論大人或小孩，即使

生病了，也心繫著點心而不願意請假……。

學校的存在，是教育及愛的展現空間，即使家

長與學校有不同的想法或資源，透過彼此密切、即

時的互動與討論，也能激發出不同的璀璨火花，於

是各個獨特的種子就在屈尺這塊教育良田裡深耕而

培育出各種特色的花與果實。 

吳慧婷 / 介壽國小六年 4 班

在生活中，我最感謝的就是我的家人，因為他們帶給了我一

個溫馨的家庭，這溫馨的家庭裡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喜、怒、哀、

樂的氣氛。更重要的是，不管我快樂還是難過，他們都會一直陪

在我的身邊。

從我出生以來，爸爸和媽媽就不求回報、無怨無悔地照顧我、

教導我、容忍我；我很感謝爸爸、媽媽為了我而任勞任怨的上班賺錢，使我能吃飽穿暖。此外，我也

想謝謝兩位弟弟天天陪我玩耍、聊天，雖然有時候我們會因為一些小事而吵架，但是我仍然很高興擁

有你們這兩個玩伴，因為有你們，讓我的生活充滿了更多樂趣，而不會覺得無聊。

我很感謝我的家人，他們總是在我需要他們的時候，陪伴在我的身邊，帶給了我更多勇氣去面對

生活中的各種難關與考驗。是啊！只要能和家人在一起，不管做任何事情，我都會覺得很幸福啊！

給家人的內心話

細緻深化—課後營養點心

定錨於愛—共好溫馨的屈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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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輝 / 明志國小總務主任

學校和家庭是支持學生學習成長及適性發展的

兩大支柱，教師如果能和學生家長維持良好的溝通

互動關係，對於學生的學習成就以及品格行為的導

正及輔導，都能發揮莫大的助益。

要如何做好親師溝通互動？事實上，這個問

題只要在網路上鍵入關鍵字進行相關搜尋，輕輕鬆

鬆就能查詢到許多專家的寶貴意見。但是，令人疑

惑的是，在現今知識水準普遍提升、科技進步資訊

便捷的時代，家長及教師要習得親師溝通的正確概

念也好，要取得有效的親師溝通技巧也罷，都不會

是困難的事，然而在實際教育現場中，我們還是看

到許多親師溝通失敗的案例，往往從教師的口中所

聽到的結論是：「學生家長十分自以為是，不好溝

通」，但另一方家長也感慨：「學校教師對自己的

小孩缺乏愛心、貼標籤、給予差別待遇」……從上

述教師與家長對彼此的評論中隱約可以窺見問題的

所在 -- 良好的親師溝通合作應做到「信任」、「對

等」、「尊重」。以下針對這三項親師溝通合作應

秉持的原則提供個人淺見：

良好的親師溝通 -
    親師生三贏局面

事實上大多數學校教師都是具備教育熱忱，

教學作為也都以「為孩子好」為出發點，鮮少有給

予學生差別待遇的情形，因此家長應以「信任」為

基礎與教師進行親師溝通合作，在溝通時避免使用

「質問」的語氣，將溝通重點關注在學生的問題上。

另一方面，教師也應該放下對家長的戒慎恐

懼，應當信任家長溝通時所提出的問題點是出自

「對學生的關心」而不是來自「對教師的質疑」，

當家長和教師雙方都能以「信任」為基礎展開親師

溝通，才有彼此合作解決學生問題的可能性。

「教師你還沒有結婚（或還沒有小孩），所以

你不知道小孩如何如何…」，許多學校教師時常因

為聽到家長類似的談話而「三條線」，事實上學校

教師歷經師資養成培育，都有其一定的專業能力，

而且在學校教育現場中，資深教師與新進教師之間

的同儕互動專業成長是相當頻繁的，因此，即使教

師本身尚未生兒育女也未必表示其不具備應有的教

導能力。

同樣地，教師對於家長亦應以「對等」的態

度進行親師溝通。大多數的家長在教育子女的過程

中，都很努力地汲取教養子女的知識，教師也應擺

一、應以「信任」為基礎

二、需要「對等」的態度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Family Education Center,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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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會受到家人的照顧，而家人對我們的

關懷並不求回報。只是我們常把它視為理所當然，

甚至連一句感恩的話都不曾說出口，今天趁著這個

機會，我想將內心的話說出來。

首先，我要對爸爸說：「我很謝謝您，每當我

有不會的詞語或任何的疑問時，您都會很用心的教

我、甚至二話不說的拿起手機上網 Google、為我

解說，直到我懂為止；謝謝您用拍照、錄影記錄我

的成長過程，這樣，我就可以看見自己的改變；謝

謝您當我的好玩伴，每每出遊時，如果看到有特別

的活動，您都願意陪我去一探究竟，而且只要見到

新奇好吃的，您也都會馬上和我分享。」

李育甄 / 介壽國小六年 4 班

感謝您們

脫「教育方面教師說了算」的傳統觀念，採取對等

的心態和家長討論學生問題，這樣才能進行有效的

親師溝通合作。

筆者的同事曾經透過學生聯絡簿，向家長說

明學生在學校發生的問題及情形，結果隔日家長在

聯絡簿上的回應了大大的兩個字 --「知悉」！這個

事件透露出部分學生家長對於教師打從心裡的不尊

重；在缺乏尊重的情形下，教師自然也不願委屈自

己迎合家長，親師溝通合作便成為奢談。

同樣地，教師對於學生家長亦應給予應有的尊

重，親師之間唯有相互尊重，進行理性的對話及合

作，避免不當的情緒反應，才能確實針對學生需要，

提供來自學校和家庭的支持。

最後分享一個成功的親師溝通合作實際案例提

供大家參考。筆者同事擔任一年級導師，發現班上

某位學生注意力不集中、且缺乏參與運動的意願。

經教師主動詢問該生家長孩子在家中的狀況，得知

其閒暇時多半玩電腦遊戲、很少從事運動活動，教

師以教育專業判定該生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形可以透

過運動來改善，因此與家長相互合作，讓孩子每日

在家從事跳繩運動，經過家長在聯絡簿上的簽名認

證，教師即結合班上的獎勵制度給予該生獎勵，以

增進其運動意願及運動量。不久後，該生在班上的

注意力不集中情形即有明顯地改善，學生本身也因

為跳繩能力的增進，對自己更有信心。

從這個成功的小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學生家

長對教師專業建議的信任，親師之間透過對等及尊

重的溝通互動，建立合作的機制，進而有效地改善

學生的問題。

 接著，我要

向 媽 媽 說：「 媽

咪， 我 很 謝 謝 您

在我面對各種困

難 時， 都 會 支 持

我、幫助我和提醒我；謝謝您始終很努力的替我爭

取我想要的東西。」我也想對您說「對不起」，因

為，只要我和爸爸吵架就會波及到您；所以，我會

盡量避免和爸爸爭吵，以免帶給您煩惱。

最後，我很慶幸有這麼疼愛我的爸媽，也很感

恩您們對我的付出。希望您們能夠身體健康、平安

快樂，每天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

三、以「尊重」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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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美雪 / 瑞芳國小教師

吳政倫 / 青潭國小輔導主任

大二那年，突如其來的一場車禍，奪走了父親寶貴的生命；在

家人痛徹心扉的哀戚中，我未曾掉過半滴眼淚。送走父親的那天，

我恍然從天人永隔的事實中清醒過來，那陣子隱忍的哀慟讓我泣不

成聲，更因此重病一場。

父親是個質樸熱情的「作田人」，小學輟學的他，為了養家活

口，嘗試過各式各樣的工作，是吃苦耐勞的模範生。我的大學生涯

填滿了打工和讀書的印記，連忙裡偷閒回家探望的時間都難得；印

象最深刻的便是每當我北上返校前，父親站在家門口目送的眼光，

以及一如往常的叮嚀，總透露著不捨。

父親已走了二十個年頭，遺憾來不及恪盡孝道，梗在心上的是

那句話「老爸，您好嗎？我們很好。還有，我愛您！」父女之愛真

切卻難以開口，盼望下輩子我們能再續前緣。

她總是有辦法從衣櫃裡，找到我臨時要

用卻找不到的領帶；她總是有辦法把重覆的

食材，重新包裝組合端上桌，迷惑我挑剔的

味蕾；她像醫師，指著我臉上剛冒出來的青

春痘，督促我早早就寢、不許熬夜；她也像

會計師，數著玲瑯滿目的帳單，分析各項開銷來節制我的用度。

而這回，她不熟練地拿起剪刀，手指夾著髮梳，煞有其事地撥著我的頭髮，觀察、梳齊、下刀，一

會兒說我髮質太軟、沒有立體感，一會兒又說我髮尾乾燥、沒有光彩。但是，當她專心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總能讓溫度留在每個細節裡；與其說是她的催眠術，讓我彷彿置身在專業的理容院裡，完全無視他人指

著我的頭髮竊笑的表情，倒不如說是我享受著她對我的用心，她是我結褵十年的髮妻，愛她的心至死不

渝。

親愛的老婆

來不及說我愛您，親愛的老爸！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Family Education Center,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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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怡珍 / 海山國小教師

最近公公病危，於是我帶著女兒，晴，

去醫院探視。望著公公孱弱的身軀，除了心疼還

是心疼。今天，晴一整天和我談論著死亡的話題，

除了問我：「人死後會去哪兒？」、「真的每個人

都會死嗎？」最後哭了好久說：「媽媽 ~ 我不想死！

妳也不可以死！」很少討抱的晴，最後要我緊緊抱

住她……孩子，妳又長大了！這是妳表達貼心柔軟

的一面。

要讓六歲的娃兒面對至親即將逝去的這段過程

是殘忍的。但是 ~ 親愛的孩子 ~ 這是人生的必經之

路，我們無法控制病情，但我們可以陪著阿公一起

天真又愛撒嬌的小寶貝

～叡叡
陳政詮 / 麗林國小學務主任

「用食指拉拉下眼皮，眼睛順勢往上看」。你說：「爸爸，這

是我們的小秘密喔！」小寶貝，爸爸又再次被你的童真、無厘頭反

應打敗了！

叡叡是我們家的第二個寶貝，玩心重、喜歡運動、又有著天真

單純的個性，他是哥哥的球友兼玩伴，也是家中的開心果。總愛在

全家齊聚客廳欣賞電視節目時，躺在爸爸、媽媽的身上撒嬌，將我

們的身體當成沙發，舒服的享受著；已經是小二的你，每天晚上總是催促著媽媽趕緊去洗澡，因為你還

是習慣枕著媽媽的手，依偎在媽媽懷裡，甜蜜入鄉。

雖然叡叡已經小二了，但是爸爸和媽媽還是自私的希望：時間能走慢一些，能再多享受叡叡的「天

真與撒嬌」，那該是多麼幸福呀！

回憶人生開心的過往。人生就是如此簡單，生命走

到盡頭，剩下的就是回憶了。喜歡陪著公公聊著他

的旅遊經，看著他炯炯有神又得意地說著他去過五

大洲，世界各地都有他的足跡……

親愛的晴，媽媽會陪著妳一起度過這段生命的

低潮，我們無法改變我們生命走到最終的苦痛，但

是我們可以笑著勇敢面對，我永遠愛妳！

給女兒的內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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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親師合作，大家總是又愛又怕，心裡五味

雜陳；一方面，自己的孩子若是在學校可以多點老

師關心和照顧，對學習上一定有所助益；但另一方

面，過於主動和密集與老師聯繫，可能會有造成老

師壓力和干擾其私生活等疑慮。一想到這，許多家

長便會打退堂鼓。但是這樣的想法常導致「喪失先

機」--- 在孩子學習、生活上，無法即時給予正確的

指導和關懷。

身為教育工作者，也是為人父的我；也曾被此

問題所困擾，但憑藉著一些處理經驗並就教於相關

學者專家，整理下列心得與大家分享：

任何關係的建立，首重於「誠心」和「互信」，

親師關係亦是如此。孩子在學校受教育，其師長就

情同父母，本著教育專業，應對每個孩子都視如己

出而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父母則在家庭中扮演教

養的角色，在家中以身教、言教來教化、感化自己

的孩子。所以，親師之間當彼此都能誠心誠意的建

構夥伴關係，互信之基礎自然隨時間而亦發成熟。

自然而然，大家對孩子的教育目標便會逐漸形成共

識，也就可透過分工合作的方式，協助孩子克服學

習、成長上的難關。

親師合作要能成功，另一個重要因素－願意給

對方成就自己的「機會」。雙方可以透過一同合作

處理班級公共性的事務，增加彼此的認識和了解。

例如：家長參加學校家長日、學校內固定或非固定

活動需要募集家長、志工參與…等，透過這些活動

和場合，家長一方面可以瞭解學校、老師班級經營

的目標和方式，老師也可以透過一同共事，明白班

上家長的相關專長。如此一來，隨著接觸次數的頻

繁，大家的合作氣氛、默契也會越來越好。透過分

工，其親師合作的模式與成功經驗便會一而再、再

而三地被複製而更加得心應手地發揮功效。

再來，親師合作的目的，最主要透過親師夥伴

關係（partnership）的建立，幫助或支持孩子在

學習的進路上，走得更加順遂。因著孩子是親師結

緣的主因，所以雖然本篇雖是分享親師合作經驗，

但孩子正確的觀念和態度的建立也是重要的課題。

呂宗杰 / 三芝國中輔導主任

親師合作 共創三贏

一、親師關係應相互信賴

二、一起投入 共同經營與分享

三、讓每位孩子被尊重、被喜歡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Family Education Center,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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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我的幸福料理，既不是牛排也不是義大利

麵，而是像辣椒一樣紅的湯、以及像白雲一樣 Q

彈的麵，裡面還加了豬血、蕃茄、空心菜、香菜等，

請你猜猜看：這是什麼料理呢？

我的幸福料理就是「蕃茄麵」。我的媽媽來自

越南，越南人特別喜歡吃酸辣味，而她也不例外，

只要是媽媽煮的菜餚都會添加她的故鄉味，把我和

弟弟都養成既愛吃酸又愛吃辣的小饕客。

媽媽從很小的時候就對料理非常的有興趣，所

以經常跟著外婆在廚房當小幫手；而她的拿手菜有

越南河粉、酸辣魚、蕃茄麵……等。對我來說，媽

媽的料理讓我們全家充滿了幸福，因為媽媽遠離自

己的家鄉來到台灣，人生地不熟之外還要適應風俗

語言的不同，非常不容易。我的幸福料理有媽媽許

多家鄉的回憶，以及對我們滿滿的愛，當我們肚子

餓的時候，我就會喊：「媽！我想要吃蕃茄麵。」

然後，我的幸福料理很快就會上桌囉！

孩子在校的表現，一直會是家長所關注的重點。除

了利用親師聯絡簿了解掌握孩子在校生活點滴外，

多數家長也會透過口語關懷、詢問的方式表達對孩

子的關心。因此教導孩子「尊師重道」、了解「尊

重」的意涵是一件重要的事。另外，為了增強每位

孩子的自信，老師也會徹底落實多元智能與因材施

教、盡可能讓孩子展現其優點和長處。藉此發展良

好的師生關係。親師溝通是親師合作的基石，如果

缺乏成功的親師溝通，更遑論親師合作會有成功的

一天。

在現今開放多元的社會裡，教育現場也正被一

波波要求開放的聲音衝擊著；與其一昧地拒絕或被

迫接受，教師更應以開放的胸襟為「開放」做好應

對的準備工作。當親師意見不同時，有可能起因於

彼此的教育理念、管教態度、認知差異、責任範圍

等。教師應心平氣和的透過理性溝通，將問題統整，

彼此選個適當的時間地點來直接溝通。忌諱在第三

者尤其是孩子的面前，相互數落對方的不是。這樣

做無異是火上添油，雪上加霜，更可能導致失焦，

對事件的釐清解決沒有絲毫的助益。

「老師與家長是教育的合夥人」，與其讓家長

一味批評、指責教育弊端，倒不如鼓勵他們投入教

育工作，走入學校，與老師攜手合作，從未知誤解

進而參與甚至到認同。若能參酌、遵循上述諸點，

相信透過「親師合作」，共同打造孩子的未來將不

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幸福的料理

高姿涵 / 中角國小六年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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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剛帶完一屆小學六年級的畢業班，這群孩

子年紀要大不大、要小不小，正是個尷尬的青春期

開端，該如何讓學生的心柔軟，一直是我的終極目

標，唯有一個柔軟的心，才能更貼近每一場生命的

感動。

就在六年級下學期的家長日，與家長們談到希

望能在孩子即將畢業之際，為孩子籌劃一場生命教

育的洗禮，當下有家長主動提到附近的托老中心有

熟識、有的家長也提到創世基金會的勸募管道，就

這樣由家長協助聯繫，讓我在班上能專心的帶領著

孩子進入課程 ~ 親師合作，有您真好！

在這一連串生命教育的課程設計中，我不只希

望高年級的孩子能學習體驗，更希望他們能主動覺

察、反思，成為一個能關懷家庭、社區、並懂得回

饋社會的人。

學生在一開始配合祖孫週活動時，因為是拜訪

最親密的家人長輩，反而沒有展現很高的興致，但

詹怡珍 / 海山國小教師

透過實際互動採訪，學生增加了許多與家人長輩互

動的話題；在正式邀請長輩到校時，孩子很認真的

準備彩排的表演工作，開始展現對長輩要到校的期

待，這一群六年級的大孩子們，真是令人感動！在

祖孫週活動接近尾聲時，有一位學生的父母長年在

內地工作，她是由爺爺、奶奶帶大的，當這個孩子

要唸對長輩感謝的話時，竟感動的說不出來，祖孫

倆淚眼凝視的樣子，場面溫馨動容。

接著在觀賞『明日的記憶』這部電影，因為孩

子是第一次接觸失智長輩這方面的議題，我透過華

視新聞報導，帶著孩子從現況面來探討，進而透過

影片內容而瞭解失智症狀、醫療與照顧等面向，也

讓孩子體會到下兩節要拜訪的托老中心中的老人，

他們在生活中面臨了多少的不便。希望孩子在實際

陪伴的互動中，可以更加貼近長者的心。

到了實際參訪托老中心的日子，學生剛開始上

台表演有些許的害羞，但透過互動陪伴，孩子也流

露出這個年紀該有的純真笑容。托老中心的社工更

生命教育的洗禮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Family Education Center,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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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智賢 / 中角國小五年甲班

對我說：這是一群她所見過最可愛的大孩子呢！

最後這場生命教育的洗禮以愛心勸募為總結，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運用自己的能力對這個

社會環境伸出援手、懂得付出一己之力關懷社會每

個需要關懷的角落，唯勸募發票的地點在車站週

邊，要特別提醒孩子不能影響旅客出入動線，希望

孩子以溫暖而正向的態度向旅客或路人勸募。本次

在一個多小時的志工活動中，這群大孩子們成功募

集到 585 張發票、4095 元現金，孩子認真的付出

與回饋社會的心，讓我敬佩不已。

去年冬天，為了出席新北市的金鑽婚表揚典

禮，伯父帶奶奶去整理頭髮和化妝。雖然奶奶非

常的害羞、顯得很不自在，經過化妝師的努力，

化好妝的奶奶和平常很不一樣，我差一點認不出

來是她呢！

到了會場，久候多時，終於輪到爺爺、奶奶

上台了！我們都以最熱烈的掌聲給予祝福！典禮

結束，大家一起吃蛋糕、合影留念。這和樂的一

天，正是他們牽手五十年美好時光的寫照，也是

子孫們的好模範。

親師合作在班級中無所不在，小至聯絡簿的溝

通協助，大至班務的推廣、學生行為問題的導正，

都需倚靠家長與教師的共同合作；親師合作以學生

為主體，希望透過『親』與『師』的合作，來共同

培養孩子能夠主動學習、樂在學習，孩子除了在校

學習之外，家庭教育的延續與配合，更能夠加乘孩

子的學習成效，透過班網、家長日、校外教學、班

親組織的互動，我也正在學習著主動打開班級王國

的大門歡迎家長參與，在每一次的互動中，家長們

正面積極回饋的心、孩子認真投入活動的快樂笑

顏，都是日後促使我教學繼續成長的最大動力。

爺爺和奶奶的

金鑽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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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運用家庭聯絡簿，請孩子當「親師小郵差」，

幫我把「給家長的一封信」恭敬的送達家長手中，

信的內容會簡要說明個人教育理念與班級經營重

點，並附上「家長教養問卷」，請家長填妥後，再

請孩子幫忙送回。孩子若能圓滿達成任務，我就會

當眾鼓勵增強。

二、「合作前」：在召開親師座談會之前，我

會仔細觀察並記錄學生在校表現（特別關照「人際

互動」、「課業學習」部分），並布置溫馨舒適的

教學環境與親師座談會場、陳列「每一個學生」的

學習作品。準備個人的班級經營計畫。

三、「愛的連線」：親師座談會中以書面詳細

說明「個人班級經營理念」，著重「班級特色亮點

說明」與「希望家長配合或協助事項」。例如：閱

讀小書製作、班級教室布置、教室環境整理、特殊

學生陪伴、校外教學協助、班級競賽道具製作、班

級比賽道具搬運、幫孩子的啦啦隊～經常為孩子加

油、鼓勵……。家長則可以把握與老師面談的機會，

請教老師孩子在校的表現（包括人際與課業），適

度提出自己對孩子的觀察，與需要請教、麻煩老師

許慈芬 / 實踐國小輔導主任  

身為一個教師是幸福的，每天的教學充滿了大

大小小的驚喜與挑戰。感謝身邊總有熱心、熱情的

家長們，除了放心地把寶貝兒女交給我教導，更能

不吝付出，協助班級活動與事務，毫不藏私地提供

各種育兒經驗給我參考。

回想教學多年以來與家長的互動，我發現家長

對親師合作的態度，約略可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一、「深信不疑型」：對老師的建議完全接納，

願意大力配合。

二、「半信半疑型」：將老師的建議列為參考，

對子女教養有自我主張。

三、「於不疑處有疑型」：能思考老師的建議

是否合理，能提出想溝通的問題。

四、「置之不理型」：對老師的建議表示自己

無能為力，或不知如何配合。

每個老師對親師合作，一定有其獨到的教育心

法。我個人的經驗是：

一、「初相見」：帶人要帶心，接到新班級的

第一天，我會在課堂上教導學生「如何轉達親師訊

 珍惜每一個相遇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Family Education Center,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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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暄 / 中角國小二年甲班

每週一到週四晚上八點時間一到，全家就分工

合作地把電視、電腦關閉，手機也調成靜音，開始

我們家的閱讀時光；爸媽泡好一壺茶、閱讀雜誌或

書籍，妹妹與我則是閱讀著兒童讀物，全家一同享

受著美好的共讀時光。

爸爸喜歡看自然相關的書籍，媽媽則是翻閱食

譜；妹妹今年上了小一，識字能力有了進步，也開

始嘗試閱讀有文字的童書；我則鍾愛內容五花八門

的橋樑書籍，例如『雙面大盜黑騎士』是我近日閱

親子家庭閱讀

協助的部分。至於聯絡簿的運用，雙方都要善用「三

明治技巧」小心下筆，原則是重要事項簡要紀錄、

超重要事項直接電話聯繫或邀約家長到校面談。

四、「紮穩根基」：老師一定要非常精熟課程

與教學，善用教師專業，為學生紮穩求知的根基。

時時關懷學生的學習與成長狀況，親師之間保持綿

密聯繫。

五、「化險為夷」：平時應熟悉學校的危機處

理 SOP，將學生安全視為第一要務，強調「預防

勝於治療」，萬一遇到學生不幸發生意外事件，務

必將心比心，謹慎妥善處理，必要時請求學校行政

力量支援，讓家長能安心、放心。

六、「慎用科技」：邇來有不少班級會建立

班上的 LINE 群組，方便親師即時溝通聯繫，但個

人認為經營班級 LINE 群組應該注意以下的禮儀與

溝通互動技巧：應徵求家長同意再邀請加入群組，

互動時注意網路倫理與禮貌、要尊重他人，三思再

發文。不散播垃圾訊息、不做情緒性發言，不干擾

彼此的生活作息，已讀不回別介意，公眾事務才能

PO 群組，私事請個別私訊。如果孩子忘了帶功課

回家要讓他學會對自己負責與學習解決之道，不要

養成孩子的依賴心。此外，應多關照沒有 LINE 的

家長，重要班級事務最好仍以全班正式書面通知為

宜。

良好的親師合作關係，就建立在真誠溝通、真

心關懷、耐心等待、溫馨感謝之中，珍惜每一個相

遇，期盼被我教導過的每一個孩子，都能順利快樂

成長！

讀的愛書。

謝謝學校舉辦家庭閱讀研習活動，也透過宣

導，讓爸媽把晚上留下來陪我們閱讀，不僅讓我和

家人之間的感情更親密，也能涉獵更多元的課外讀

物，可說是一舉兩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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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是教育最佳合夥人，唯有透過有效的溝通

與互動，拉近彼此的教育理念及立場，關心學校教

育，「親」「師」陪同孩子規劃學習、共同承擔教

育責任，才能齊心引導孩子適性發展，協助學生建

構學習鷹架。

有學者指出，教育的視野必須超越教室，投向

家庭及社區，結合家長的力量 - 親師合作，才能使

學校教育成功，培育出健全發展人格之兒童。因此，

親師合作應奠基於「以學生為中心」的基礎，彼此

目標一致，以尊重、瞭解與關心，營造溫馨開懷的

學習氛圍，讓孩子在和諧愉悅的情境中成長學習。

為避免親師之間關係緊繃，甚至教育理念及立

場南轅北轍，使學生無所適從，應建立良善、有效

能的親師合作。在此提供「親師合作妙錦囊」，攜

手共創孩子學習的利基：

錦囊一：建立親師相互尊重教育合夥人關係

俗話說「見面三分情，不打笑臉人」，先建立

彼此具有好感的第一印象，營造親師如同一大家庭

之熟識與情感。瞭解學生家庭背景與家長對孩子的

期待，善用信函、面談、小卡片、聯絡簿、FB、

LINE、電話等開放的雙向溝通，建立最佳夥伴關

係！

錦囊二：搭起親師溝通心橋，共築孩子學習

殿堂

教師和家長要彼此積極傾聽、細心觀察「肢體

語言」或「話中意涵」，塑造鼓勵、支持與同理的

共識，肯定彼此溝通與合作模式，建立信任與情感。

此外，選擇適合的時間，運用盆栽、桌巾、茶點布

置溫馨、親切、利於溝通的場域；桌椅可擺放 U 形

或ㄇ形可面對面座位；在溫心暖心的氛圍中，以「感

動」讓家長心動，進而「行動」成立組織，建立親

師合作機制。

張惠玲 / 碧華國小學務主任

叁、結語

攜手共創孩子的學習利基—談親師合作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Family Education Center,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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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農曆新年六天連假的最後一天，先生的臉

上出現些許不尋常的憂愁。一問之下，原來是他的

公司在隔天有開工表演活動，而先生要帶領部門同

事跳「新年雞舞」。

先生沮喪唸著：「跳舞不是我的強項……」，

雖然我心中也認同，還是鼓勵先生將表演的音樂影

片放給我看。一聽到音樂，孩子就說：「這支舞我

們在畢旅時有跳過耶！」。我靈機一動，就請孩子

帶爸爸一起練習跳。起初，先生對舞步不熟悉，動

錦囊三：建立親師合作的活動內容與途徑

透過溝通與討論，整合家長意見，規劃合作方

向、共同研擬教學或班級經營計劃，將理念化為具

體的合作活動作為，「以學生為中心，協助教師教

學」，級務處理是親師合作重點，如協辦班際與校

際競賽、支援全校性會議與活動安全，讓學生學習

過程更順暢、更周延。另外，也可透過學校活動如

家長日、親子 / 職活動、校慶運動會、園遊會、志

工等參與及支援，擴大親師合作網絡。最後，也可

辦理親師成長聯誼，如親職成長、親師生學習活動、

聯誼活動等，使親師合作能量更強大，發揮最佳效

益。

家長走進校園、進入教室，已是必然的趨勢，

親師間互相支援合作，方能激發家長關心教育的意

願，發揮親職教育的功能，以提昇教育品質，為孩

子建立快樂學習的環境，使其健康成長，親師攜手

共創孩子的學習利基！

作卡卡的，於是，我自動迴避了一下。過了一個多

小時，孩子開心的請我到客廳驗收成果。

父子倆先擺好預備姿勢，當音樂開始，兩人極

富節奏、舞姿活潑、臉部表情豐沛自然，完全融入

在音樂中 ~ 大成功。孩子不但幫忙激發出爸爸的舞

蹈潛力，也讓爸爸綻放出燦爛笑容，對隔天的表演

更是信心滿滿。

( 照片中粉紅色母雞就是舞力全開的爸爸 )

孫成中 / 海山國小六年 3 班家長

群雞報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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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的 38 分

陳怡彤 / 介壽國小六年 4 班

林昕辰 / 介壽國小六年 4 班

呂威毅 / 介壽國小六年 4 班

YA ！聖誕節禮物 

回憶裡的大阪燒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Family Education Center,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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