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家庭教育法修正草案東區公聽會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一條 為推動家庭教育，增進家人關係，
營造幸福家庭，以建立祥和社會，特制定
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
之規定。
第二條 本法所稱家庭教育，係指具有增進
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其
範圍如下：
一、親職教育。
二、子職教育。
三、性別教育。
四、婚姻教育。
五、家庭倫理教育。
六、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
七、其他家庭教育事項。

現行條文
第一條 為增進國民家庭生活知能，健全國
民身心發展，營造幸福家庭，以建立祥和
社會，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二條 本法所稱家庭教育，係指具有增進
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其
範圍如下：
一、親職教育。
二、子職教育。
三、性別教育。
四、婚姻教育。
五、失親教育。
六、倫理教育。
七、多元文化教育。
八、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
九、其他家庭教育事項。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本法涉及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職掌時，各該機關應配合辦理。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本法涉及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定期就其權責範圍主動規劃及推展家庭教
育相關業務；各該機關涉及主管機關推展
之家庭教育業務，應全力配合之。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一、家庭教育法規及政策之研訂事項。
二、家庭教育工作之研究及發展事項。
三、家庭教育工作之策劃、委辦及督導事
項。
四、家庭教育工作之獎助及評鑑事項。
五、家庭教育專業人員之職前及在職訓練
事項。
六、家庭教育之宣導及推展事項。
七、推展國際家庭教育業務之交流及合作
事項。
八、其他全國性家庭教育之推展事項。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一、家庭教育法規及政策之研訂事項。
二、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之研究及發展事
項。
三、推展全國性家庭教育工作之策劃、委
辦及督導事項。
四、推展全國性家庭教育工作之獎助及評
鑑事項。
五、家庭教育專業人員之職前及在職訓練
事項。
六、家庭教育之宣導及推展事項。
七、推展國際家庭教育業務之交流及合作
事項。
八、其他全國性家庭教育之推展事項。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下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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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列事項：
一、家庭教育之策劃、辦理及督導事項。
二、家庭教育之宣導事項。
三、所屬機關（構）、團體等辦理家庭教
育工作之獎助及評鑑事項。
四、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行政人員及志願
工作人員之在職訓練事項。
五、地方與國際家庭教育業務之交流及合
作事項。
六、其他地方性家庭教育之推展事項。
第六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
家、機關（構）、團體代表組成家庭教育
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有關家庭教育政策及法規興革之意見
提供。
二、有關機關（構）、團體推展家庭教育
之協調、督導及考核事項。
三、家庭教育實施措施之發展方向研訂。
四、家庭教育推展策略、方案、計畫等事
項之意見提供。
五、家庭教育課程、教材、活動之規劃、
研發等事項之意見提供。
六、家庭教育推展機關（構）、團體提高
服務效能事項之意見提供。
七、其他有關家庭教育推展之諮詢、協
調、督導事項。
前項家庭教育委員會之委員遴選、組
織及運作方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委
員會之主任委員在中央為教育部部長，在
直轄市、縣（市）為直轄市、縣（市）首
長。
第一項家庭教育委員會之家庭教育相
關學者、專家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
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且任一性別
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列事項：
一、推展地方性家庭教育之策劃、辦理及
督導事項。
二、所屬學校、機構等辦理家庭教育工作
之獎助及評鑑事項。
三、家庭教育志願工作人員之在職訓練事
項。
四、推展地方與國際家庭教育業務之交流
及合作事項。
五、其他地方性家庭教育之推展事項。
第六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
家、機關、團體代表組成家庭教育諮詢委
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提供有關家庭教育政策及法規興革之
意見。
二、協調、督導及考核有關機關、團體推
展家庭教育之事項。
三、研訂實施家庭教育措施之發展方向。
四、提供家庭教育推展策略、方案、計畫
等事項之意見。
五、提供家庭教育課程、教材、活動之規
劃、研發等事項之意見。
六、提供推展家庭教育機構提高服務效能
事項之意見。
七、其他有關推展家庭教育之諮詢事項。
前項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之委員遴
選、組織及運作方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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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第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組成家庭教育輔導
團，其任務如下：
一、家庭教育之宣導。
二、學校及社區家庭教育推展之協助。
三、人才培育訓練及諮詢、輔導等專業服
務之提供。
四、家庭教育計畫審查與計畫執行之協
助。
五、其他家庭教育資源整合事項之協助。
前項家庭教育輔導團之成員遴選、組
織及運作方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建立
整合性推展機制，結合教育、文化、衛
政、社政、民政、勞政、新聞、警政、農
政、國防等相關機關或單位，並得委託各
類家庭教育推展機關（構）、團體辦理家
庭教育推展工作。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遴聘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設家庭教育中心，置
專任主任 1 名。
家庭教育中心辦理下列事項：
一、各項家庭教育推廣活動。
二、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行政人員及志願
工作人員人力資源之開發、培訓、考
核等事項。
三、家庭教育諮詢事項。
四、其他有關家庭教育推展事項。
第一項家庭教育專業人員之資格、遴
聘及培訓辦法，與家庭教育中心之人力規
劃、組織章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公布施行前，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規定已進用之家庭教育中心
專業人員，經主管機關認定為績優並符合
第二項專業人員資格者，得依業務需要優
先聘用之。
第十條 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構）、團體
如下：
一、家庭教育中心。
二、各級社會教育機構。
三、各級學校。
四、各類型大眾傳播機構。
五、其他與家庭教育有關之公私立機關
（構）或團體。

現行條文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遴聘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設置家庭教育中心，
並結合教育、文化、衛生、社政、戶政、
勞工、新聞等相關機關或單位、學校及大
眾傳播媒體辦理下列事項：
一、各項家庭教育推廣活動。
二、志願工作人員人力資源之開發、培
訓、考核等事項。
三、國民之家庭教育諮詢及輔導事項。
四、其他有關家庭教育推展事項。
前項家庭教育專業人員之資格、遴聘
及培訓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家庭教育中心之組織規程，由
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公布施行前，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規定已進用之家庭教育中心
專業人員，經主管機關認定為績優並符合
第二項專業人員資格者，得依業務需要優
先聘用之。

第八條 推展家庭教育之機構、團體如下：
一、家庭教育中心。
二、各級社會教育機構。
三、各級學校。
四、各類型大眾傳播機構。
五、其他與家庭教育有關之公私立機構或
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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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十一條 推展家庭教育機關（構）、團體
得徵訓志願工作人員，協助家庭教育之推
展。

第九條 推展家庭教育機構、團體得徵訓志
願工作人員，協助家庭教育之推展。

第十二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對推展家庭教育
之專業人員、行政人員及志願工作人員，
提供各種進修課程或訓練；其課程或訓練
內容、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家庭教育之推展，應尊重多元文
化差異，以彈性、符合終身學習為原則，
依其對象及實際需要，得採演講、座談、
遠距教學、自學、參加成長團體及其他方
式，並結合符應時代需求之傳播媒體執行
推展工作。
第十四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
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
活動，並得會同家長會、社區辦理家長或
社區民眾之家庭教育。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輔導人
員、行政人員每年應參加四小時以上家庭
教育活動及課程。
前二項家庭教育執行成果應定期向各
級主管機關提報。
第十五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督導所屬師資培
育機構，將家庭教育相關課程列為必修科
目或通識教育。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研訂優先
接受家庭教育服務之對象及措施並推動
之；必要時，得委託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推展家庭教育機關（構）、團體
辦理。
前項優先對象及推動措施之方式，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對推展家庭教育之
專業人員、行政人員及志願工作人員，提
供各種進修課程或訓練；其課程或訓練內
容、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家庭教育之推展，以多元、彈
性、符合終身學習為原則，依其對象及實
際需要，得採演講、座談、遠距教學、個
案輔導、自學、參加成長團體及其他方式
為之。
第十二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
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
活動，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
各級主管機關應積極鼓勵師資培育機
構，將家庭教育相關課程列為必修科目或
通識教育課程。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研訂優先
接受家庭教育服務之對象及措施並推動
之；必要時，得委託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推展家庭教育機構、團體辦理。
前項優先對象及推動措施之方式，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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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結
合政府及民間資源，提供組成家庭前之民
眾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必要時，得
研訂獎勵措施，鼓勵民眾參加。

現行條文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結
合政府及民間資源，提供民眾四小時以上
家庭教育課程，以培養正確之婚姻觀念，
促進家庭美滿；必要時，得研訂獎勵措
施，鼓勵民眾參加。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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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相關
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其內容、時
數、家長參與、家庭訪問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該管主管機關定之。
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被
通知參與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
程，經書面通知三次以上未出席者，該管
主管機關得委託推展家庭教育機構、團體
進行訪視。
該管主管機關所屬或受其委託之機
構、團體進行訪視時，學生之家長或監護
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師長或其他有關
之人應予配合或提供相關資料；必要時，
該管主管機關並得請求其他相關機關或機
構協助，被請求之機關或機構應予配合。
前項受委託之機構、團體或進行訪視
之人員，因職務上所知悉個案之秘密或隱
私及所製作或持有之相關文書，應予保
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洩漏或公開。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機構、
學校，進行各類家庭教育課程、教材之研
發。

第十八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其他相關法
令執行學生輔導工作，必要時得請求家庭
教育推展機關（構）、團體協助，被請求
之機關（構）、團體應予配合。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機關
（構）、團體，進行各類家庭教育課程、
教材之研發，並督導國家教育研究院加強
家庭教育相關研究。
第二十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寬籌家庭教育經
費，並於教育經費預算內編列專款，積極推
展家庭教育。
第二十一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研訂獎助事
項，鼓勵公私立機關（構）、團體、私人
辦理推展家庭教育之工作；其獎助辦法，
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寬籌家庭教育經
費，並於教育經費預算內編列專款，積極
推展家庭教育。
第十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研訂獎助事項，
鼓勵公私立學校及機構、團體、私人辦理
推展家庭教育之工作。
第十九條
定之。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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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