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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家庭教育 

政策法规的比较研究 

骆 风 翁福元 

摘 要： 家庭教 育政策和法规就是管理部 门对于家庭教 育和 家庭教 育工作的指导意 

见和管理规定。文章分别阐述了海峡两岸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发展历程、内容体系、贯 

彻渠道效果，在此基础上从多个视角分析比较大陆和台湾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异同，最 

后指 出，台湾地区的家庭教育政策法规建设在多个方面走在 了祖 国大陆前面，值得我们 

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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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界定海内外学者的观 

点不一。借鉴海内外学者的有关论述，考虑海峡 

两岸家庭教育和家庭教育工作的现实情况，从两 

岸已有家庭教育政策和法规的文本推论，家庭教 

育政策和家庭教育法规就是管理部门对于家庭教 

育和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和管理规定。这里 

的主体是与家庭教育和家庭教育工作有关的管理 

部门，在中国大陆就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 

院、教育部、全国妇联、中央文明办、卫生和计生 

委、民政部等中央机构，地方就是省、市、自治区党 

委政府、教育厅局、民政厅局等机构；政策法规的 

内容指向既有家庭教育方面的，也有家庭教育工 

作方面的；政策法规的形式既有弹性较大的指导 

意见 ，也有必须严格执行的管理规定 。在宽泛 的 

意义上，家庭教育政策和家庭教育法规的内涵是 

一 致的，两种概念可以通用；但从严格意义上考 

虑，家庭教育政策和家庭教育法规是不一样的，两 

者的内涵和外延有一定区别。本文从宽泛意义上 

使用家庭教育政策和家庭教育法规的概念，除有 

特别说明，将二者看作同一事物，并称家庭教育政 

策法规。 

一

、海峡两岸家庭教育政策 

法规的发展历程比较 ． 

大陆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发展历程漫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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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 阶段 为 起 步 阶段 ，时 间 从 1949年 到 

1978年 。1952年 由教育部 颁布 的《小学 暂行规 

章》(草案)和后来的《中学暂行规章》(草案)都 

有关于家长工作方面的政策条文。1963年经过 

修订以中共中央名义颁布的《全日制小学暂行工 

作条例》和《全 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同样要 

求 中小学开展家长工作，推进家校合作 。但是 ，直 

到文革前期建立家长委员会 的学校并不多，多数 

设立家委会的学校也未能按规章开展工作。到了 

20世纪 60年代 中期至 70年代 中期 的文化 大革 

命阶段，学校教育受到严重冲击，家庭教育受到无 

端批判，家庭教育工作陷入停顿状态。 

第二阶段为逐步发展阶段 ，时间从 1979年到 

2009年。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 49条规定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 的义 

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①，1992年 

国务 院颁 布 的《九 十年代 中国儿童 发展规划 纲 

要》提出：“建立起学校(托幼园所)教育、社会教 

育、家庭教育相结合的育人机制，创造有利于儿童 

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社会和家庭环境。”②1996 

年全 国妇联 、国家教委印发 了《全 国家庭 教育工 

作“九五”计划》，200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 

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第五部分“重视和发展家 

庭教育 ”较 为全 面地说 明了家庭教 育 的工 作方 

针。2007年教育部、全国妇联等八部委联合发布 

《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广泛 

宣传普及家庭教育及科学育儿知识 ，大力发展多 

元化、多类型、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家长学校，提 

高家长 学校 办学质 量等 十条家庭 教育工 作 

目标③。 

第三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 ，时间从 2010年至 

今。2010年年初全国妇联、教育部、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卫生部 、国家人 口计生委 、中国关工委联 

合发布了《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它是全国各 

级各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和家庭教育指导者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依据 ，是 目前为止最重 

要的家庭教育政策读本 ，其 主要 内容是按照年龄 

段划分家庭教育的指导 内容 ，规范家庭教育指导 

行为。2012年 2月教育部发布了《关 于建立 中小 

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要求地方各 

级教育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家长委员会组建工作 的 

领导，学校要为家长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 

条件。2012年 3月全 国妇联 、教育部 、中央文 明 

办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 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 的 

五年规划》(2011—20l5年)，在充分肯定“十一 

五”期间全国家庭 教育工作成就的同时 ，指 出了 

新的五年期间指导推进家庭 教育工作 的总体 目 

标 ，2016年 11月全国妇联联合教育部 、中央文明 

办 、民政部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九部委 

会共 同印发《关于指导 推进 家庭教育 的五年规 

划》(2016—2020年)。 

台湾地区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发展历程同样 

经历 了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初步发展阶段 ，时间从 1949年到 

1987年。1968年台湾当局修订了 1940年制定的 

“推行家庭教育办法”并重新颁布 ，宣传家庭教育 

目标是加强伦理道德教育，改进民众生活，以期建 

立现代化家庭，还在社会教育体系中强化“亲职 

教育”，以期培育家庭对子女之教养功能。20世 

纪 70年代西方终身教育思想传人台湾，教育主管 

部门积极规划生涯学习体系 ，推动台湾建立学习 

型社会和学习型家庭。1986年在各界努力下 ，教 

育主管部门公 布了“加强家庭教育 ，促进社会和 

谐”五年计划实施方案，主要 内容有两个方面 ：一 

是明确家庭教育工作的实施以为人父母者为主的 

“亲职教育”，二是全 台湾各县市建立 “亲职教育 

咨询中心”为推展家庭教育工作 的执行机构④。 

第二阶段是确立地位阶段 ，时间从 1988年到 

2003年 。1988年 台湾教育主管部 门开始编列经 

费支持 各县市单独成 立 “亲职 教育咨询 中心”， 

1990年教育主管部门发布文件，提出 8项教育发 

展愿景 、l4项具体 的实施途径及 14项行动方案。 

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1992年。 

③ 教育部 、全国妇联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一五”规划》，2007年。 

④ 罗虞村：《我国家庭教育的发展现况与展望》，林淑玲主编《家庭教育学》，台北：台湾师大书苑出版有限公司 
2000年初版 ，251—16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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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教育主管部门分别委托台湾师范大学、暨 

南国际大学和嘉义师范学院设立家庭教育中心， 

1999年各县市正式建立“家庭教育中心”，这为后 

来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在此前 

后，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总咨议报告书正式建议 

制定“亲职教育法”，后来改名为“家庭教育法”， 

提供了推行家庭教育的依据，使各县市家庭教育 

中心能够藉此整合各级政府、民间社团、福利机 

构、学校教育及培训机构的家庭教育资源及服务 

功能。 

第三阶段是建立体系阶段，时间从 2004年至 

今。为了保障“家庭教育法”的实施，台湾教育行 

政部门于第二年制定了“家庭教育实施细则”，除 

了明确阐释家庭教育的八大 内容、志愿工作人员 

的定义之外，提出“以多元、弹性、符合终身学习 

为原则，推展家庭教育机构、团体，依教育对象及 

其需求，调整课程内容及实施方式”①。同年还制 

定了“家庭教育专业人员资格遴聘及培训办法”、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提供家庭教育咨商或辅导办 

法”。2006年在“教育基本法”里增加第 8条“教 

育阶段内，家长负有辅导子女之责任，并得为其子 

女之最佳福祉，依有关规定选择受教育之方式、内 

容及参与学校教育事务之权利”②。2013年把 

“教育基本法”第 12条修正为：“应建立现代化之 

教育制度，力求学校及各类教育机构之普及，并应 

注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及社会教育之结合与平 

衡发展，推动终身教育。”③此外，属于卫生福利主 

管部门、法务主管部门等部门的一些法规，亦有增 

加家庭教育方面的条款，以期支持家庭教育事业 

的发展。如 2004年以来修订“幼儿教育及照顾 

法”、“家事事件法”、“少年事件处理法”、“儿童 

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④时就增加了家庭教 

育方面的内容。目前已经发展到数十种家庭教育 

政策法规，可谓形成了家庭教育政策法规体系。 

比较两岸制定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过程可以 

看到 ：首先 ，两岸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形成过程相 

似，都是社会有识之士认识到家庭教育和家庭教 

育工作的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有政策法规的保 

障，比如需要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政府部门的支持， 

明确家庭教育工作的目标；家庭教育工作者不断 

地向管理部门呼吁 ，家庭教育专家学者把深入讨 

论过的对策建议提交给有关管理部门，经过一定 

的程序，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其次，两岸推动家 

庭教育政策法规建设的部门和机构不同，在大陆 

参与家庭教育政策法规建设的部门和机构复杂多 

样，有妇联组织、教育行政、青年组织、老年组织和 

专业社团组织等，目前妇联组织起了主导作用，专 

家学者的作用不够显著；在台湾地区虽然也有多 

个部门和机构参与其 中，但是教育行政部门主 

导作用十分突出，专家学者的意见得到重视，主 

管部门甚至专门委托专家起草家庭教育政策法 

规。再次，台湾地区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起步 

和发展先 于大 陆 ，在 21世纪初 通过 了“家庭教 

育法”，确立了家庭教育和家庭教育事业的地 

位 ，2004年至今又有“家庭教育实施细则”、“家 

庭教育专业人员资格遴聘及培训办法”、“高级 

中等以下学校提供家庭教育咨商或辅导办法” 

等配套政策法规，而大陆地区至今未能颁布《家 

庭教育法》等家庭教育根本法，家庭教育政策法 

规的制定严重滞后于家庭教育和家庭教育事业 

发展 的需要 。 

二、海峡两岸家庭教育政策 

法规的内容体系比较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家庭教育 

政策法规 的建设不断取得进展 ，既有 中共 中央、国 

务院、全国人大等国家最高机关发布的较为宏观 

的家庭教育指导方针，也有有关部委发布的家庭 

教育方面的中观微观管理政策，新建和修订的文 

件覆盖了家庭教育和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大部分 

问题。其中，2010年全国妇联、教育部、中央文明 

办、民政部、卫生部、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关工委 

联合颁布的《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是在总结 

多年来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 

沈蓓绯：《台湾地区家庭教育法的内涵及实务推展模式》，《教育发展研究》，2010年第 23期，57—62页。 

台湾法务主管部门法规资料库网站：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70001． 

台湾法务主管部门法规资料库网站：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70001． 

台湾法务主管部门法规资料库网站：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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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等法律法规 ，经过深人研究 

论证制定的国家层面的家庭教育指导 大纲 ，是 目 

前最为权威和重要的家庭教育政策法规①。《全 

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的基本 内容 包括：①指导 

原则 ，家庭教育指导应注重科学性 、针对性和适用 

性 ，坚持“儿童为本 ”原则、“家长主体 ”原则 、“多 

向互动”原则。②各个年龄 阶段及不 同类型家庭 

的家庭教育指导内容及要求，包括新婚期及孕期 

的家庭 教育指导，0—3岁年龄段 的家庭教育 指 

导 ，4—6岁年龄段的家庭教育指导 ，7一l2岁年龄 

段的家庭教育指导 ，13—15岁年龄段的家庭教育 

指导 ，16一l8岁年龄段 的家庭教育指 导，特殊儿 

童 、特殊家庭及灾害背景下的家庭教育指导。③ 

保障措施 ，包括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职责分工 、注 

重资源整合 、抓好队伍建设、广泛动员社会等。在 

此前后，全国妇联、教育部等部门还发布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建 

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等政策 

文件。 

中国大陆的家庭教育政策法规 的主要内容还 

体现在各个年段的“工作计划”，1996年全 国妇联 

和国家教委首次发布《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九五” 

计划》，2012年 3月全国妇联 、教育部、中央文 明 

办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 

五年规划》(2011—2015年)，指出了五年期间指 

导推进家庭教育工作的总体 目标：构建基本覆盖 

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推进完善基本的 

家庭教育公共服务，提升家庭教育科学研究和指 

导服务水平 ，建立与社会管理创新相适应的家庭 

教育工作机制 ，制定完善家庭教育相关法律政策 

制度 ，推进家庭教育工作进一步科学化、法制化 、 

社会化②。2016年 11月，全 国妇联联合教育部 、 

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九部委会共同印发《关于 

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 

年)，文件分总体要求、重点任务、组织保障三大 

部分，首先明确了家庭教育工作必须坚持立德树 

人 、需求导向、家长尽责 、政府主导 、创新发展五项 

基本原则 ，将“加快家庭教育事业的法制化 、专业 

化、网络化、社会化建设，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 

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作为总体目标；提出了准确把握家庭教育核心内 

容、建立健全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网络 、提升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专业化水平 、大力拓展家庭教育新媒 

体服务平台、促进家庭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深化家 

庭教育科学研究、加快家庭教育法制化建设 7个 

方面 18项重点任务 ；同时，提出了健全实施机制、 

落实部门职责任务、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工作 

示范引导 4项保障措施③。 

台湾地区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主要内容集 中 

体现在 2003年通过的“家庭教育法”，后来该法 

在20l0年、2011年、2013年和20l4年又经过了4 

次修订。该法基本内容包括五个方面：①目的与 

家庭教育概念界定。第 1条表明了该法的目的， 

在于增进民众生活知能 ，健全民众身心发展 ，营造 

幸福家庭 ，以建立祥和社会 ；第 2条明确了家庭教 

育的内涵与范围，提出家庭教育是“指具有增进 

家人关系与家庭功能之各种教育活动”④，其范围 

包括亲职教育、子职教育、性别教育、婚姻教育、失 

亲教育、伦理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家庭资源与管 

理教育、其他家庭教育事项等。②规定了家庭教 

育工作的管理机构和权限。第 3、4、5条规定了家 

庭教育事务的主管机构及掌管的家庭教育事项， 

第 6条规定了家庭教育咨询委员会之组成及任 

务，第 7条说明家庭教育中心之设置及人员遴聘 

办法 ，第 8条明确 了推展家庭教育之机构 团体。 

③规定 了家庭教育学习的内容和方式。第 9条指 

出“各级主管机关应对推展家庭教育之专业人 

员、行政人员及志愿工作人员，提供各种进修课程 

或训练”；第 10条规定了家庭教育依其对象及实 

际需要，采用演讲、座谈、远距教学、个案辅导、自 

学 、参加成长团体及其他方式为之 。④家庭教育 

① 全国妇联 、教育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卫生部、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关工委：《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2010 

年 。 

② 全国妇联、教育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中国关工委7部委：《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 

年规划》(2011—2O15年)，20l2年。 

③ 全国妇联联合教育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 

科协 、中国关工委共同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 

④ 台湾法务主管部门法规资料库网站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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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第 12条要求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每学 

年应在正式课程外实施四小时以上家庭教育课程 

及活动，并应会同家长会办理亲职教育；第 16条 

规定主管机关委托相关机构、学校进行各类家庭 

教育课程、教材之研发。⑤家庭教育工作经费的 

编列和奖助事项之研订。2004年发布了“家庭教 

育法实旅细则”，除了明确阐释家庭教育的八大 

内容、志愿工作人员的定义之外，提出“以多元、 

弹性、符合终身学习为原则，推展家庭教育机构、 

团体，依教育对象及其需求，调整课程内容及实施 

方式”，“在正式课程外实施之家庭教育课程及活 

动，应依学生身心发展、家庭状况、学校人力、物 

力 ，结合小区资源为之，并于学校行事历载明”①。 

台湾地区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务实内容体现 

在家庭教育年度计划中。早在 1986年台湾教育 

主管部门就发布了“加强家庭教育，促进社会和 

谐五年计划”，目前正在实行的是推展家庭教育 

中程计划(2013—2017年)，以“整合各机关家庭 

工作资源，推动预防性家庭教育、二级学校辅导、 

三级家庭支持与服务措施”，“提升家庭教育专业 

知能，强化家庭教育、辅导、支持之服务效能”， 

“全面设置完成家庭教育中心，健全组织功能，充 

实专业人力”，“研发学校课程及各类优先对象家 

庭教育课程或教材，并培训种子教师，增进民众家 

庭教育知能”4个策略主轴、11个策略重点、71项 

主协办机构共同分年执行的工作内容。② 台湾的 

家庭教育计划，还体现在各个县市富有本地特色 

的家庭教育计划，如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2015年 

度工作计划的目标：一是计划配合台北市政府家 

庭教育咨询委员会之政策建议，由家庭教育中心 

协调并整合台北市各相关局处、所属学校、社教机 

构、小区大学资源及具有推展各项家庭教育范畴 

之专业人力，增进市民家庭教育知能及经营有效 

能家庭之能力；二是采用“生命历程”理论观点， 

架构本市家庭教育之服务对象，依生活在家庭里 

的不同阶段成员之家庭经营需求，办理亲职、子 

职、婚姻 、性别 、伦理、家庭资源管理及优先实施家 

庭教育议题等各项教育活动。③ 

比较两岸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内容体系可以 

看到：首先 ，两岸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指导思想相 

似，都把促进家庭教育工作，进而造福儿童少年及 

其家庭作为制订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总 目标。如 

大陆的《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序言里就指出 

“为了提高全国家庭教育总体水平 ，促进儿童全 

面健康 发展，特 制定 《全 国家庭 教 育指 导大 

纲》”④，台湾的“家庭教育法”指出为增进民众家 

庭生活知能，健全民众身心发展，营造幸福家庭， 

以建立祥和社会⑤。其次，两岸家庭教育政策法 

规的侧重有所不 同，大陆和台湾所理解 的家庭教 

育内涵与外延不一样，因此政策法规的指向和范 

畴有明显差别。大陆的家庭教育内涵主要是成年 

家长对于年轻一代全面健康发展(尤其是思想道 

德方面)的指导和培养，家庭教育指导则是围绕 

提高家长素质(特别是思想道德和教育本领)开 

展的相关工作，大陆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主线是 

规定家庭教育和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 

和原则)、家庭教育工作的内容范围和保障措施。 

台湾认定的家庭教育 内涵是有关家庭幸福和子女 

成长的各类教育事项，正像其“家庭教育法”第 2 

条所述包括 9个方面的内容 ，比大陆定义宽泛 ，台 

湾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主线是规定从事家庭教育 

管理工作的机构权限、各类家庭教育工作的内容 

和方式及保障措施。再次，两岸家庭教育政策法 

规的形式有所不同，中国大陆以国务院等国家机 

关单独或联合制定、全国妇联和教育部等中央部 

委会联合制定的政策文件为主 ，目前 只有重庆市 

通过了地方性家庭教育法规，而台湾则以教育主 

管部门提交和法务主管部门通过的各类家庭教育 

法规为主，家庭教育的政策性文件为辅。 

① 台湾法务主管部门法规资料库网站：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70001． 

② 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计划》(2013—2017年)，详见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家庭教育网 https：／／ 

moe．familyedu．moe．gov．tw／default．aspx． 

③ 台北市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http：／／tp．familyedu．moe．gov．tw／SubSites／Home．aspx 

④ 全国妇联、教育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部委：《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2010年。 

⑤ 台湾法务主管部门法规资料库网站：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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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峡两岸贯彻家庭教育政策 

法规渠道效果比较 

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 

放前的 1978年 ，中国大陆没有专 门的家庭教育政 

策法规，教育部的某些文件里有家长工作方面的 

政策条款，实施的渠道主要是中小学德育工作，媒 

体也有家庭教育方面的宣传。1980年北京市妇 

联创办《父母必读》、北京陶然亭小学举办家长学 

校之后 ，妇联系统开展家庭教育工作的积极性高 

涨，各地成立了挂靠妇联的家庭教育研究会(促 

进会)，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鼓励。1989年依 

托全国妇联建立的中华全国家庭教育学会，成为 

开展家庭教育宣传和指导、参与政策制定和推行 

的专业社会团体，广大中小学和各级教育行政机 

构、教育科研机构积极配合，共同努力开展家庭教 

育工作 ，依托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家长学校迅速普 

及，家长学校成为家庭教育工作的主渠道。1990 

年国务院设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1993 

年改称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成为 国家协调家 

庭教育工作的非常设机构，妇联仍然是家庭教育 

工作和相关政策 的主要责任者。1990年代大 陆 

各地依托政府老干部局(或党委组织部)的老干 

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关工委)普遍建立，并 

积极投入到家庭教育工作之中。进入 21世纪各 

地党委精神文 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文明办)把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家庭教育作为重要工作 

范畴，形成了妇联牵头、教育部门配合、关工委和 

文明办参与、计生委和司法局及民政局协助 ，共同 

研究制定和贯彻执行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局面。 

改革开放前 的中国大陆 ，由于受到左倾思潮 

影响 ，有关家庭教育 的政策文件难 以在 中小学贯 

彻执行 ，家长委员会 和家长学校的建立和开展困 

难重重 。改革开放后 ，中共 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 

大发布的涉及家庭教育工作 的政策法规 ，由于各 

级党政机构和媒体的强力支持，得到了快速和深 

度传播，在基层单位和民众当中的知晓率很高；而 

由全国妇联牵头联合其他中央部委制定的家庭教 

育政策法规 ，由于缺乏行政部门的强力支持 ，不仅 

传播的速度和深度有限，而且往往得不到贯彻执 

行，对基层家庭教育工作的影响效果有限，许多家 

庭教育工作测评指标最终落空 。以全国妇联和教 

育部非常重视的家长学校来说 ，虽然近年来各地 

家长学校数量增多、种类增加，但是真正达到“有 

挂牌标识、有师资队伍、有固定场所、有教学计划、 

有活动开展、有教学效果的规范化建设 目标”的 

家长学校却在减少，家长参与家长学校的积极性 

不断降低。究其原因，主要是至今支持家庭教育 

工作的行政管理机构、专业的家庭教育工作队伍 

以及支持家庭教育工作的活动经费未能健全和充 

足。不过，2010年以来 中国大陆家庭教育政策法 

规贯彻不力的情况正在改变 ，不少地 区的党政领 

导部门加大了对家庭教育 工作 的支持和经费投 

入，如广东省 中山市 的家庭教育工作经费就列入 

了市级财政预算①。 

台湾的家庭教育工作在 1986年之前由各个 

中小学和地方教育行政机关 自行负责 ，1988年台 

湾教育主管部门开始编列经费支持各县市单独成 

立“亲职教育咨询 中心”，1998年教育主管部 门分 

别委托 台湾师范大学、暨南 国际大学和嘉义师范 

学院设立家庭教育 中心 ，开发家庭教育课程和各 

种产品，1999年各县市正式建立具有行政管理和 

业务服务功能的“家庭教育中心”，这为后来家庭 

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 台湾贯彻家 

庭教育政策法规的主要渠道是台湾教育主管部门 

和各市(县)教育部门等机构，“家庭教育法”对教 

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教育部门在家庭教育工作上的 

职责有 明确划分 ，对 于来 自家庭教育 中心 的各种 

家庭教育活动和推广课程 ，台湾幼稚 园和 中小学 

校都非常支持和积极参与，幼稚园和中小学普遍 

设有家长委员会 。台湾卫生福利和司法民政等部 

门也承担部分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执行责任，这 

些政府部门经常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开展家庭教育 

工作。此外，台湾各地的家庭教育专业社团、财 

团、民间人士也积极参与家庭教育工作，分担家庭 

教育政策法规规定的若干家庭教育工作任务。 

台湾地区 2003年的“家庭教育法”及后来的 

① 郑毅勇：《中山市创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模式》，中国文明网中山站 2014年 11月 21日：http：／／gdzs．wenming 

cn／wmzsjj／201411／t20141121——1463625．ht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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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法实施细则”“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提供 

家庭教育咨商或辅导办法”“家庭教育专业人员 

资格遴聘及培训办法”等法规，逐步形成了互相 

支撑的家庭教育政策法规体系。台湾家庭教育政 

策法规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执行，表现在：(1)教 

育主管部门指导各市／县组建了具有行政管理职 

能的家庭教育中心作为有固定人员编制有经费的 

政府工作机构，开展各项家庭教育工作，有计划有 

检查有总结。(2)在教育主管部门支持下台湾师 

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建立了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开 

发多样家庭教育培训课程和其他家庭教育产品， 

定期举办家庭教育议题研讨会，向政府部门或学 

校提供各种调研报告。(3)台湾的幼儿园和中小 

学重视家庭教育工作，从实际出发形成有特色的 

家园共育、家校合作制度，并有效地贯彻执行。 

(4)家庭教育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众多官员、企 

业家、学者、媒体人、志愿者都积极参加，如台南市 

家庭教育中心 2015年开展亲职教育活动 718场 

次，参加民众59820人次；开展婚姻教育 69场次， 

参加民众 4259人次；开展伦理教育 59场次，参加 

民众 5439人次；开展学校家庭教育59场次，参与 

民众 3123人次 ；开展家庭教育倡导活动 23场次 ， 

参与民众 14615人次①。 

比较两岸贯彻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渠道效果 

可以看到 ：首先 ，两岸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实施都 

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目前大陆的家庭教育政 

策法规颁布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区县的妇联 

组织、教育行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关 

心下一代组织和专业社团组织等，都在为实施家 

庭教育政策法规而努力，大众媒体和许多社团也 

积极参与其中；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各市／县家 

庭教育中心是贯彻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主渠道， 

家庭教育研究机构、幼稚园和中小学、家庭教育专 

业社团是贯彻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生力军，大众 

媒体和慈善社团都积极参与其中。其次，两岸家 

庭教育政策法规的实施力度不同，在中国大陆是 

由妇联组织牵头贯彻执行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 

作为政府组织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作用未能充 

分发挥 ，在街道社 区和幼儿 园中小学贯彻的过程 

中遇到困难较大，往往仅流于宣传得不到落实；台 

湾的家庭教育政策法规得到教育主管部门和县市 

教育行政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全力支持，因而贯彻 

的力度 比较大 ，能够推广到基层 中小学和幼稚 园。 

最后，两岸家庭教育政策法规中年度计划的实施 

效果差别较大，大陆中央和地方省市都有家庭教 

育工作的“五年规划”或阶段 目标，但是由于缺乏 

强有力的行政机构和人力财力保障，推广起来十 

分困难，相当多的评价指标落空。在台湾，家庭教 

育工作的项 目内容、经费分配、人员分工、评估标 

准等非常清晰，有关人员从事家庭教育工作的积 

极性甚高，有分工有指导、有监督有评估，最终使 

家庭教育工作得到落实。 

从 以上海峡两岸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多重 比 

较中，可以看到大陆和台湾各具特色，存在诸多相 

同和相异的地 方。总体来看 ，台湾地 区的家庭教 

育政策法规建设在 多个方 面走 在 了祖 国大陆前 

面，尤其是台湾家庭教育政策法规得到了切实的 

贯彻执行，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20世纪 80年 

代以来，重视家庭教育和促进家校合作成为世界 

教育改革 和发展 的重要议题②，许多 国家和地 区 

加紧家庭教育政策法规 的建设 ，形成 了卓有成效 

的家庭教育政策法规体系，如13本、美国、法国在 

家庭教育事业发展和政策法规方面就有许多可以 

参考之处③。2010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家庭教育 

政策法规建设步伐显著加快，2015年年初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注重 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的 

讲话说明中央领导的重视，当年 10月《教育部关 

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说明教育 

行政部门的积极性提高，2016年 11月全国妇联、 

教育部等九部委会颁布的《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 

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将“加快家庭教 

育事业的法制化、专业化、网络化、社会化建设，基 

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 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④作为家庭教育工作的总 

① 笔者2016年5月访问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时，该中心负责人提供的宣传课件所载。 

② 何瑞珠：《家庭学校与社区协作：从理念研究到实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3页。 

③ 和建花：《法国、美国和 日本家庭教育支持政策考察》，《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 2期，第 104—109页。 
④ 全国妇联联合教育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 

科协、中国关工委共同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o16--2o2o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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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目标之首，说明中央负责家庭教育工作的部门 

领导看到 了家庭教育政策法规建设的迫切性。有 

关方面应当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适时推 出中国大 

陆的《家庭教育法》，在教育行政部门建立相应的 

家庭教育管理组织，加大家庭教育事业的人力财 

力投入，保障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f Fami1y 

Educ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LUO Feng，WENG Fu—yuan 

Abstract：The paper first p。ints。ut that releVant p。licies and regu a i。“ h g“ d h“。 ： 。 
management。f family educati。n and family educati。n．Then h traces the devel。pm nt o{ 。 ta nyr 
educ 。n policies and regulati0ns’the formati。n。fc0ntentsystem，andtheh hn pIeTnentati0n·0n m 

． 

this it seeks t。c。mpare and ana ze fr0m mu e pectiVes· s。 。 。： m , ly ltipl pers It find that the stru of 
educa’tion p。licies and regulati。ns in the Taiwan area surPasses th。se on the majnl “d， tim“l tmg th。1atle t。 

rPfhink and to emulate． 

Key w。rds：acr。ss the Taiwan Strait；family educati。n；p。licies and regulati。ns；c。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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