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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恐欠彈性 立法還需慎思
全國婦聯提出透過立法將家庭教育規範
化，從而確保包括留守兒童在內的家庭能有
適切的家庭教育。筆者理解全國婦聯提出此
提案的出發點－留守兒童在缺乏健全的家庭
教育下，他們在發展自我概念、權利和責任
的意識和道德判斷上都容易出現障礙。
另外，原來在非留守兒童的家庭中，不少家
長亦因為各種因素，例如知識貧乏、時間管理
不當等未能為子女提供理想的家庭教育。
筆者認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
的，但是，立法此舉對社會有深遠的影響。
筆者建議同學在討論是否為家庭教育立法
時，嘗試綜合考慮下列各項因素，以達到一

個相對穩固的結論。

有利穩定社會
首先，在此提案下，受法律涵蓋的兒童均

能接受有明確指引的家庭教育，有助他們的
個人成長。由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留守兒
童在法律下同樣擁有接受規範化家庭教育的
權利。現時地域、家庭背景等因素為他們帶
來的潛在負面影響將會減少。良好的家庭教
育是社教化重要的一環，它能讓兒童和青少
年對自己正擔當的不同身份角色有適當的了
解，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這不單有助兒童
的自我概念和自尊的發展，長遠而言，對社

會和家庭的整體穩定性亦有利。

或面對社會阻力
不過，部分家庭為了滿足法律要求，可能

承受一定程度的壓力，並因價值觀差異而產
生不滿。舉例來說，假設新法案對家庭教育
制定了嚴格的規範，亦缺乏適應期和彈性，
家長可能會承受不容忽視的壓力和困難。
此外，某些家長或會提出家庭教育純屬個

人事務，他們有權利自行決定家庭教育的內
容及其投放的時間，政府不應作過分的干
預。另外，立法會直接削弱家庭的自由度，
政府需慎思是否有足夠的理據支持。

針對質素參差的家庭教育，透過立法規範
家庭教育只是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建議措施
大致可分為硬性和軟性兩類，兩者卻有着不
同的利弊和效果。立法作為硬性措施之一，
成效相對較高，但是亦較易碰上社會阻力，
例如上段提及家長的反對聲音。
如果是軟性措施，例如是政府撥備資源加

強家長和監護人對家庭教育的意識和知識又
如何呢？與此同時，培養緊密的家校合作亦
能提升家庭教育的成效，協助兒童建立良好
的價值觀。同學可以列出幾個改善家庭教育
的方法，逐一比較它們的利弊，從而歸納出
立法是否最可取的解決方法。 ■鄺嘉莉

1. 《委員支招應對「熊孩子」
「熊父母」呼籲家庭教育立法，
香港文匯網
http://news.wenweipo.com/
2018/03/11/IN1803110044.
htm
2. 《千萬留守童 短期內難
解》，香港《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8/01/30/ED1801300016.
htm
3. 《留守兒童》，香港《文匯
報》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8/08/22/CF1808220006.
htm

延 伸 閱 讀

星期一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星期二 星期三 ．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STEM百科啟智

星期四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星期五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現 代 中 國
在中國，不少父母外出打工，導致家中兒女缺乏看管的問題愈趨

普遍。截至2017年8月，內地無人看護的留守兒童有35.7萬，而一

方外出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的亦有41.2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

出，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建設。有聲音建議，內地政

府應立法規管家庭教育，促使家長正視家庭教育問題。「家家有本

難唸的經」，家庭教育是否可以立法規管，在社會引起了討論。

■李浩彰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通識科副科主任

尖 子 必 殺 技

立法規管家教立法規管家教 可減熊孩子可減熊孩子？？

資料一

模 擬 試 題 資料二
有專門研究留守兒童的報告

顯示，農村留守兒童易產生以
下問題：一是親情缺失。超過
半數的留守兒童不能和父母生
活在一起，33%的父親、25%的
母親外出5年以上。由於長期與
父母分離，兒童在面對自身變
化、學習壓力、人際交往等問
題時，有心理學家指約八成留
守兒童出現不同程度的心理疾
病，部分有自閉傾向，亦有些

時有暴躁衝動的情緒。反映缺
少父母的關懷，容易對他們的
心理健康造成影響。
而且老人監護往往主力照料

留守兒童的生活，但未必管教
有方，家庭將更多的教育監護
責任「轉嫁」給學校，但學校
由於教育資金不足，面對留守
兒童的特殊需求，學校、老師
常常是有心無力。留守兒童犯
罪率佔未成年人犯罪約七成。

全國婦聯副主席鄧麗向兩會提
交建議和提案，提出關於對家庭
教育立法的聯署議案，表示目前
留守兒童數量龐大，且許多家庭
的實際教育狀況也不容樂觀，因
而希望可以用立法的方式規範家
長的責任與家庭教育的服務。法

案要求強化家長的家庭教育主體
責任，規範家庭教育行為，把立
德樹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
心價值觀作為家庭教育的核心；
對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家庭教育
指導服務機構不履職和不當履職
提出罰則。

資料三

1.試分析導致資料一所示現象的原因。（根據漫畫改答案）

答題指引：題目雖然要求分析原因，
但同學要先掌握「資料一所展示」的是
什麼「現象」，方能準確回答。從資料
中可見，一名兒童透過電話與親人聯
絡，身旁站有一名長者，電話中的父母
要兒童聽從爺爺的說話，可見兒童是留

守兒童，因父母外出工作而由家鄉親友
照顧。
參考答案：資料一反映了留守兒童的

現象，父母因外出打工，以致與子女分
離，被留在家鄉或寄宿在親戚家中，長
期與父母分開居住及生活。內地城市自

改革開放後經濟急速起飛，然而城鄉差
距也漸漸增大。
農民紛紛放棄田地到城市打工，成為

農民工的同時，他們的子女則被留於農
村，由親友照顧，因而促成「留守兒
童」現象。

2.留守兒童問題可能會對他們的個人成長帶來什麼影響？試根據資料一及二，指出及解釋兩個影響。

答題指引：題目問及影響，但加了前
設「個人成長」，故同學不能從社會成
本、社會風氣等方面分析，而要集中於
「個人成長」方面，如自我概念、學習
壓力、人際交往等作分析。
參考答案：首先，留守兒童出現親情

缺失，導致性格孤僻：留守兒童長期缺

乏父母的陪伴，導致他們容易形成孤僻
和內向的性格，妨礙人際關係的發展。
根據資料一，女童因父母長期未回家

陪伴而哭泣，出現心理及情緒不穩；而
資料二亦引述心理學家指，有約八成留
守兒童出現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部分
自閉傾向，亦有些時有暴躁衝動的情

緒。
其次，留守兒童欠缺管教，易受不良

風氣影響：父母經常不在身邊指導，令
留守兒童容易受朋輩或社會不良風氣影
響，甚至沾染惡習。
資料二指出，留守兒童犯罪率佔未成

年人犯罪約七成，反映問題嚴重。

3. 「家庭教育立法可以改善現今兒童的失教問題」，你是否同意有關的說法？

答題指引：同學首先要了解家庭教育立
法的具體內容，包括「要求強化家長的家
庭教育主體責任」、「對父母或其他監護
人、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機構不履職和不當
履職提出罰則」等，並進而分析對改善兒
童失教的問題（如題2所指的性格孤僻、
易受不良風氣影響等）之成效。此外，要
扣緊立法的特點，如具強制性、具約束力
等。
參考答案：

同意的觀點
．立法具強制性，促使家庭正視問題：

現時由於沒有法規限制，父母將教育責任
推給學校或親友（資料一、二），一旦具
有專門的法律法規出台，父母便會為了遵
守法律而作出合乎其責任的家庭教育，以

免負上刑責（資料三）。
．立法具普及性，促使所有家庭正視教

育問題：留守兒童普遍，即使父母在子女
身邊，父母亦教育不得其法，當立例管
制，全國父母都受到條例監督，能全面地
改善兒童失教的問題。
．立法可促使家庭配合政府政策：內地

近年積極推進城鎮化發展，政府亦千方百
計地創造就近的就業機會，使得困難家庭
在家門口就能就業，增加收入，從而減少
留守兒童數目。
不同意的觀點
．留守兒童缺乏教育的問題並非父母自

願，而是社會經濟環境造成：中國城鄉仍
存在一定差異，如資料一中的父母，因工
作需要而長駐他鄉，若要求回鄉實踐家庭

教育，生活或無以為繼。
故政府應當加強對留守兒童學校和社會

教育的力度，留守兒童問題的癥結應當從
社會服務和學校去解決，而非對家長進行
強制。
．立法有違教育原意：家庭教育是青少

年接受社教化的初始途徑，亦依賴家庭成
員真心付出。若以立法方式規管家庭教
育，或令教育徒具形式，而未必依從孩子
的發展作出適當的培育。而且，政府介入
家庭事亦未必合適。
．教育準則難訂：每個家庭有不同家規

與培育方式，方法或針對孩子而人人不
同，若以立法規管家庭教育，實在難以用
同一把尺衡量其教育方法之對錯及管教責
任。

新 聞 背 景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時候，城市的經濟急速起飛。然而，城
鄉的差距也漸漸增大。農民紛紛放棄田地到城市打工，成為
農民工的同時，他們的子女則被留於農村，由親友照顧，被
稱為「留守兒童」。據2013年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
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指出，內地17歲或以下的留守
兒童達6,100萬。其後，國務院於2016年改變留守兒童定
義，由「父母一方外出務工、不滿18周歲」，改為「父母
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16
周歲」，估計內地仍有902萬農村留守兒童。
由於長期失教，欠缺父母的關愛，導致留守兒童性格變得
孤僻、抑鬱、情感冷漠、自卑懦弱、對別人充滿警惕及敵
意，衝動易怒等常見性格缺陷。此外，留守兒童學習觀念普
遍較為淡薄，初中開始輟學的情況普遍。價值觀上也較易產
生偏差，容易養成不良的道德品行和習慣。
80%留守兒童的生活起居由年紀老邁的祖父母照顧，往往
沒有規律和保障，導致燒傷、燙傷、交通事故、溺水等傷害
的機率，遠比普通家庭兒童為大。他們容易遭受各種人身侵
害，被人猥褻、強姦、誘騙的現象尤為嚴重。

留守童失教 易孤僻衝動

兒童失教的問題非單在留守兒童出現。根據全國婦聯家庭
教育狀況調查，50%的家長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教育孩子，多
數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養育焦慮，過於關注學習，缺乏對孩
子思想品德、行為習慣的養成和勞動、運動等能力的培養，
令「熊孩子」現象越趨普遍。
調查還顯示，公眾普遍重視家庭教育，74%的人認為有必
要或非常有必要通過法律來規範家庭教育服務和管理工作，
78%的人認為政府應在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中發揮重要作用
針對兒童失教的問題，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全國婦聯）
於2018年兩會前席提出《關於將制定家庭教育法列入全國
人大五年立法規劃的議案》，呼籲通過立法，進一步推進家
庭教育規範化發展，促進兒童健康成長。

半數家長唔識教

1. 戶籍制度
內地政府以戶為單位的人口管理制度，分為
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城市戶口）。不同戶
籍所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及權益有所差異，形成
三大差距，包括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地域發展
差距、城鎮居民的貧富差距等。
2. 農民工
農民工是指在本地鄉鎮企業或進入城鎮工作
的農業戶口人員。
3. 留守兒童
留守兒童指的是由於父母雙方外出打工，或一方外出務工、
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16周歲的兒童。留守兒童往往被留在
家鄉或寄宿在親戚家中，長期與父母分開居住及生活。
4. 熊孩子
熊孩子形容調皮的孩子，歲數小不懂事，並且沒有受到良好
的家庭教育，常有不可理喻的行為及情緒。

概 念 鏈 接

在家聽爺爺的
話，爸爸媽媽工
作忙，過年回家
帶禮物給你。

我不要禮物，
我想要你們陪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