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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111 年慈孝家庭楷模選拔及表揚實施計畫 

 

壹、 依據：教育部 111 年 2 月 14 日臺教社(二)字第 1112400774A 號。 

貳、 目的 

一、 藉由慈孝家庭楷模選拔及表揚，喚起民眾表現慈孝、重視行孝的美德，

發揮典範學習效果，倡導民眾於生活中具體展現慈孝行動。 

二、 鼓勵親子雙方對彼此表達關懷、慈愛與尊重之態度，展現親子之間融

洽的互動，營造「父母慈、子女孝」之溫馨、和樂家庭，以落實家庭

教育法之精神。 

參、 計畫期程：自即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18 日。 

肆、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 

三、 承辦單位：銅鑼國小。 

伍、 實施對象 

分為高中職、國中、國小學生 3 組，且於 5 年內未曾獲內政部「孝行獎」及

教育部「慈孝家庭楷模」表揚者。 

組別 對象 

國小組 苗栗縣公、私立國小及國小補校學生之家庭 

國中組 
苗栗縣公、私立國中、國中補校、高中附設國中部、完全

中學國中部學生之家庭 

高中職組 
苗栗縣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學生、完全中

學高中部學生及五專前三年學生之家庭 

陸、 選拔標準 

一、 以「家庭」為楷模選拔對象，家庭成員表現須符合「父母慈、子女孝」

之精神，其慈孝表現可多元化呈現，並能展現家庭平日營造溫馨、和

樂的氛圍為主，因此選拔標準以親子互動關係為依據。 

二、 父母（或家長，以下同）平時能以慈愛而不溺愛、嚴格而不嚴厲、說

理而不強求、關心而不干預、公平而不偏心、參與而不介入、彈性而

不固執、鼓勵替代懲罰、身教重於言教、順性因勢利導等教養態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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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互動。 

（一） 子女亦能做到對父母有禮貌、分擔家務事、關心體貼父母、友愛

兄弟姐妹、保護自己身體健康、注意自身安全、不讓父母操心、

謀求自我充分發展、學習跟人和諧相處、養成良好習慣，保持端

正品德，行為表現合適有禮、與長輩建立親密關係等互動表現。 

（二） 參考上述父母、子女互動關係描述，具體描述親子間平日相處事

蹟、故事，例如：子女可寫下父母所做令其覺得是最幸福的兒女、

過生日時以父母為主角的具體孝親行動表現；父母則寫下子女所

做令其最為感動的具體事蹟，選拔時將以溫馨感人且能展現「父

母慈、子女孝」核心精神為優先考量。 

柒、 推薦方式：得由當事人採自我推薦或被推薦，擇一方式辦理。 

一、 自我推薦：由參選家庭自我推薦，並由父母與子女雙方相互寫下平日

互動之事實，如子女年幼無法書寫，可以繪畫等創意方式代替文字表

達。 

二、 他人推薦：可由第 3 人（如學校教師等）協助推薦之家庭成員，撰寫

平日互動中發覺「父母慈、子女孝」之感人事蹟推薦書表等資料。 

捌、 推薦程序 

一、 無論採自我推薦或他人推薦，皆須經當事人就讀學校「111 年慈孝家

庭楷模選拔會」審查後，於推薦書(如附件 2)上加蓋學校印信、校長簽

章及家長簽章。 

二、 各校請於 111年 10月 7日(星期五)前備妥慈孝家庭楷模推薦書(含家庭

互動照片表、相關佐證資料)紙本 1 式 3 份逕送銅鑼國小(366 苗栗縣銅

鑼鄉文化街 1 號)，信封上請註明「慈孝家庭楷模推薦」；並將前述表

件電子檔以電子郵件方式傳 linchu@ms2.tunglo.mlc.edu.tw。相關事宜

請洽林主任(037-981013 轉 2111)。 

三、 推薦名額：高中職組請各校至少推薦 2 名；國小組及國中組班級數 12

班以上學校得推薦 1~3 名，12 班以下學校以推薦 1 名為原則。 

四、 逾期及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所送之被推薦人員相關資料，無論是

否入選，均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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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審查方式 

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 5 人，就送審資料進行評選（得視需要辦理實地訪

視）。評分項目如下： 

一、 慈孝事蹟：40% 

二、 家庭成員互動情形：40% 

三、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20% 

壹拾、 獎勵與表揚 

一、 各組預計評選出前 3 名及入選若干名，錄取名額得視實際情況彈性調

整，由評選委員會決定之。 

二、 獎勵 

（一） 桂冠家庭楷模（第一名）1 名：獎牌及獎品乙份。 

（二） 鑽石家庭楷模（第二名）1 名：獎牌及獎品乙份。 

（三） 金質家庭楷模（第三名）1 名：獎牌及獎品乙份。 

（四） 珍珠家庭楷模（入選）若干名：入選獎狀及獎品乙份。 

三、 表揚典禮：預訂 111 年 11 月 18 日於苗栗縣政銅鑼國小舉辦，細節另

函通知。活動流程如附件 3。 

四、 參加評選、表揚活動工作及帶隊人員核予公假登記。辦理本項業務積

極盡責人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及「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由本府及各校本於權責予以

敘獎。 

五、 請各校依下列額度給予「慈孝家庭楷模選拔」獲獎學生之指導教師敘

獎。 

（一） 各組前三名：嘉獎兩次。 

（二） 各組入選：嘉獎一次。 

壹拾壹、 其他 

一、 審查期間如推薦人或被推薦人如有關說情事，得取消其資格。 

二、 最近 3 年內如有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者，請勿推薦。 

三、 本府核定本案之前，各推薦單位如發現有不宜推薦之理由，應函報本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0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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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取消推薦。 

四、 本計畫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必要時召開評審會議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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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慈孝家庭季活動-家庭有愛、孝道永傳之教育論述 

現代社會的變遷肇致家庭結構逐漸改變，家庭中的個體常需兼負多重角色，

也容易因為彼此對角色期待或價值觀的差異，產生各樣的衝突，加以近年來社

會新聞中不時發生人倫悲劇事件，有識者不禁思考我國傳統「孝道」倫理功能

之可貴。然而，傳統孝道雖有其穩定家庭、社會之功能，但現代社會所重視且

彌足珍貴的雙向平等、互惠、相符的基本原則亦需兼顧，也就是說，所要強調

的絶對不是父權至上、百依百順、養兒防老等觀念，而是藉由「慈孝」議題的

倡導，喚起國人重新思考並能具體實踐於日常生活中的行動表現，以創造親代、

子代雙贏的現代健康家庭為目標。為使各界更瞭解教育部推動全國慈孝家庭月

之立意與方向，茲分別以「面臨課題」、「規劃理念」、「施政主軸」及「願景」

說明如下：  

一、面臨課題 

    「百善孝為先」這句話，表彰了孝道是一切行事的基礎，但傳統所謂的「孝

順」表現也必須因現代社會變遷而因勢調整，才能符合現代家庭的需求，在

此，我們提出幾項因現代社會變遷衍生的重要課題： 

(一)家庭結構、勞動市場已不同以往 

     1.家庭結構-高齡化及少子化的隱憂 

100 年臺灣的生育率已低達 1.1，低生育率可能使得父母過度寵溺子女，

子女在家庭生活中較無法學得如何孝敬父母。少子化的結果，亦使得老

年夫妻擁有可孝養的子女數相對比過去少，尤其獨生子女更肩負父母養

老的重責大任。根據 100 年臺閩地區之國人平均餘命統計，女性為 82.55

歲、男性為 76.13 歲，壽命延長、家庭人口老化的結果，使得年老父母

養老的需求比過去殷切，而子女照顧年老父母的壓力也相對倍增。 

    2.勞動市場-離家就業或求學是普遍現象 

農業社會中家人常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現代工業社會，子女經常

必須離鄉背井就業或求學，過去「親在不遠遊」、「隨侍在側」的理想很

難達成。因此，有必要教育年輕一代，依現代社會情況創造出既能發展

自我心性，又適合父母需求的孝道行為。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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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孝道思維不能符應現代社會思潮 

傳統的孝道是一種「重孝輕慈」的單向思維，但現代社會重視平權、互

惠，因此過去的孝道觀念在現代社會常會與個人追求獨立自主或自我實

現之目標衝突。雖然孝的價值與功能千古不移，但行孝的具體行為卻因

時代的變遷而有更迭，更重要的是，孝道的學習是經由家庭教養而來，

如果父母從子女誕生開始，就用心照顧、疼愛、教養子女，親子之間建

立深厚感情，父母在子女成長的過程中教導子女如何關心、疼愛他人，

子女當然就能自然而然，自動自發對父母盡孝。 

 (三)需打破悲情行孝的刻板迷思 

能在艱困的家庭環境中展現大孝行為，固然值得推崇；但在一般家庭中

能展現「父母慈、子女孝」的平凡行為，也值得肯定。因此，為鼓勵及

時行孝，我們需提倡無論身處在任何家庭處境，都能做到的孝親行為。 

二、規劃理念 

綜合上述，目前所面臨的主要課題，我們的規劃理念如下： 

（一）強調「父母慈、子女孝」的互惠觀念 

傳統孝道重視「獨益性」、「角色性」，只要求子女對父母單一方向的

責任，親子的關係是上尊下卑；但現今則重視「互益性」、「情感性」，

強調良好的親子關係需要靠彼此正向的互動，親愛勝於敬畏，情感高於

角色扮演，是較為對等的關係，也就是以親子雙向互惠為核心，以親子

情感經營為基礎的互惠關係。 

（二）孝道表現可以是多元化的 

傳統的孝道具有規範及強制性，但今日為人子女者可依身處不同處境，

自行創造出既能開展自我心性，又適合父母需求的孝行。例如，若無法

隨侍在側，可以透過電話、網路、部落格、家庭相簿等多元方式來表達。

尤其在科技進步、知識更迭的現代社會，子女如何將新知識、新觀念、

新技能等在日常生活中與父母分享，達到所謂「文化反哺」的訴求，也

是行孝的好方法。 

(三)孝道與行孝是需要教育學習的  

藉由教育策略的實施，能讓親子學習並體會現代的孝道表現是具體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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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窒礙難行。所以，我們提供親子雙方以下的行為合宜指標： 

    1.父母行為指標 

現代父母要能：慈愛而不溺愛、嚴格而不嚴厲、說理而不強求、關心而

不干預、公平而不偏心、參與而不介入、彈性而不固執、鼓勵替代懲罰、

身教重於言教、順性因勢利導。 

    2.子女行為指標 

現代子女要能：對父母有禮貌、幫父母作家事、關心體貼父母、友愛兄弟

姐妹、保護自己身體健康、注意自身安全、不讓父母操心、謀求自我充分

發展、學習跟人和諧相處、養成良好習慣，保持端正品德，行為表現合適

有禮、與祖父母建立親密關係。 

三、施政主軸 

（一）以校園內學生為對象，辦理以「父母慈、子女孝」為訴求的「慈孝家庭

楷模選拔及表揚活動」為主。 

（二）結合社教館所、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及學校辦理相關創意活動為輔。 

四、願景 

透過倡導「父母慈、子女孝」的互惠孝道思維，從校園開始做起，喚起國

人重視行孝、表現孝道的傳統美德，並展現出符合現代社會生活的具體孝

親行動，創造親代、子代雙贏的現代健康家庭，營造祥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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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慈孝家庭楷模推薦書 

（
二
吋
照
片
黏
貼
處
） 

組別：（請勾選）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學生年齡： 

學生性別： 學生班級： 

學生聯絡電話：  

住址： 

E-mail： 

家庭狀況

（以同住

現 況 為

主） 

稱謂 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職業 

（或就讀學

校） 

學歷 

     

     

     

     

（請勾選）□自我推薦  □第 3 人推薦，推薦人姓名:__________，與被推薦人關係:________ 

家

庭

互

動

溫

馨

事

蹟

簡

介 

1.總字數至少 600 字。（繕打時比例可拉大） 

2.佐證資料請用編號附於本推薦書後。 

3.請提供家庭互動清晰照片 4-6 張，並依後附格式黏貼或列印，並加註文字說明。 

4.如為自我推薦，請務必分別由父母與子女雙方相互寫下平日互動之事實。（如子女年幼無法書寫，可以繪

畫等創意方式代替文字） 

5.高中職組請各校至少推薦 2 名；國小組及國中組班級數 12 班以上學校得推薦 1~3 名，12 班以下學校以推

薦 1 名為原則。 

如獲選表揚，是否同意將照片及優良事蹟供作苗栗縣政府宣導

（如於網站公開閱覽）□同意       □不同意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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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請蓋印信，未加蓋者，不予受

理） 

地址： 

校長：                     (請簽章) 

承辦人：                   (請簽章)   聯絡電話：            e-mail：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初審單位意見 

（請加蓋機關首長職章） 

※ 排序第_______位【必填】 

※ 初審意見請分點條列敘明 

1. 

2. 

(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填寫，推薦學校勿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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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互動照片黏貼表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自我推薦或被推薦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4×6 彩色家庭互動照片黏貼處 

說明： 

4×6 彩色家庭互動照片黏貼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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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孝家庭楷模推薦書(含家庭互動照片黏貼表、相關佐證資料)紙本 1 式 3 份加蓋學校印信、

校長及家長簽章後，於 111 年 10 月 07 日(星期五)前逕送銅鑼國小(366 苗栗縣銅鑼鄉文化街 1

號)，信封上請註名「慈孝家庭楷模選拔」；前述電子檔請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至

linchu@ms2.tunglo.mlc.edu.tw。相關事項請洽 037-981013 轉 2111 林主任。 

 

 

苗栗縣 111 年慈孝家庭楷模表揚活動流程表 

時間 項目 活動內容 

8：00-8：30 報到 得獎人員報到 

8：30-8：40 綵排  

8：40-9：00 典禮開始、序幕表演  

9：00-9：10 主席致詞、貴賓介紹  

9：10-9：20 長官、貴賓致詞 縣長/處長/貴賓 

9：20-9：50 慈孝家庭楷模頒獎 111 年度慈孝家庭楷模各組前三名 

9：50-10：00 媒體採訪得獎家庭  

 

 

 

 

 

 

 

 

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