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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的家政與家庭教育

周麗端副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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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每個人的成長與發展息息相

關，因此，人人都想擁有健康、幸福、溫

馨的家庭。但，人們並非生來就會營造健

康、幸福、溫馨的家庭生活脈絡( family

context) ，必需要靠學習，而且是終身學

習。

在 19世紀，科學尚未普遍之前，人們

生活條件不是太好的社會環境下，家政創

始者Ellen Swallow Richards' 持著優境學

( Euthenics) 的觀念，帶著一群致力於改善

家庭生活中飲食營養、居住環境等日常生

活的學者專家，經過連續10年的寧靜湖會議

(Lake Placid Conference ' 1899'"" 1908 )

終在1908年與會人士同意以Home Economics

(家政)為這學術領域的總稱，並以提昇家

庭生活品質為家政學的目標。而家政教育就

是要將家政學的內涵，推展到所有人的家庭

生活中。

因為社會變遷，家政學的內涵也有了

更替，在 1993年，家政學者聚集在美國的

Scottsdale (在Arizona) 舉行會議，會中討論

家政的名稱、任務等，與會人士有了更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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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將Home Economics更名為Familyand

Consumer Sciences '更強調以家庭為核心的

精神與目標。

爾後在 1994年是聯合國所倡導的國際

家庭年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

簡稱IYF) ，以昭示人們要用生命和愛心去

建立溫暖的家庭，達到人人都能擁有溫暖

( warmth) 、關懷 (care) 、安全 (security) 、

相聚( togetherness) 、包容( tolerance) 、接

納( acceptance) 的家庭。此外，在倡導國際

家庭年的同時，也訂定每年的5月 15 日是國

際家庭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Families' 簡

稱IDF) ，配合國際家庭日，每年都有不同的

主軸家庭議題，希望透過家庭議題的倡導，

民眾能察覺、接受、並展現愛家行動。

從上述來看，家政與家庭教育的目標都

以關注個人及家庭福祉、提昇個人及家庭生

活品質為目標，二者目標一致、相輔相成。

個人在學校教育中，若進入大專之後的主修

並非家庭相關科系所，那麼中等學校教育，

將是個人學習家庭相關議題的重要教育階

段，也是影響個人與家庭日後家庭經營的最

關鍵教育階段，因此，落實中等學校的家政

與家庭教育應是刻不容緩的行動。



中等學校的家取與家庭教育

命、他人生命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惠及共

好。而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目標為「啟發

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

中等學校的家政教育貳、

涵育公民責任」。

從上述可知，中等學校家政課程與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基本理念完全吻合，不但

能陶養學生生活知能，更能啟發學生生命潛

能、促進學生生涯發展、涵育學生公民責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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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政課程內涵

家政的內酒相當廣泛，然、學校教育中，

每項學科都有教學時數的規剖，家政在有限

的教學時數下，中等學校的家政課程內涵可

歸納成五項主軸，包括「個人、家庭生活與

發展」、「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食

物、營養與飲食文化」、「織品、服飾與時

尚」、「居家美化與環境管理」。在每項主

題軸中包含多項內容(圓 1) ，並以培養學

生的生活質踐能力為目標，並涵蓋生活實踐

技能、生活質踐態度與生活實踐知識。

中等學校家政課程，是透過思考、溝

通、合作、管理、體驗等教學與學習策略，

培育學生具備工具性、詮釋性、批判性的生

活實踐能力，以解決生命中的挑戰為目標。

因而，現行的高中家政課程目標為「增進家

庭生活能力，提升生活品質」、「形塑健康

家庭的信念，啟發生命價值效能」、「提

升生活應用與創造能力，勇於面對生活挑

戰 J 而國民中學的綜合活動(家政歸屬綜

合活動)以「促進自我發展」、「落實生活

經營」、「質踐社會參與」、「保護自我與

環境」為課程目標。

今年正值 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改革

年， 12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基本理念為「自

發」、「互動」及「共好」。是以學生學習

為關注核心，強調學生是白發主動的學習

者，從而妥善開展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

與自然的各種互動關係，從而致力個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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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l一中等學校家政課程的目標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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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課程主題軸一「個人、家庭生活

與發展 J 課程內容包含兩性交往的約會與

分手、擇偶、婚姻調適、家人關係互動與溝

通、家庭倫理、家庭衝突與危機、家庭韌性

等。形塑健康家庭的信念，肯定個人與家庭

價值，預備與強化家人互動關係，使學生能

夠積極面對個人及家庭生活問題之挑戰，進

而解決並改善個人家庭生活問題。在現今家

庭結構與功能變遷下，個人、家庭生活與發

展教育更顯得重要。

家政課程主題軸二「家庭資源管理與消

費 J 課程內容包含金錢規劃與管理、時間

規劃與運用、個人精力管理、消費者權利與

責任等。讓學生探索、思考個人與家庭的金

錢使用概念及時間分配與運用，培養學生在

有限資源中能妥善規劃與運用資源、實踐與

反思、生活目標;在消費選購上能夠兼顧道德

與保護環境，主動關心生活環境並體現公民

社會責任。在強調綠色家園與消費、永續經

營的思維下，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教育也是

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 o

家政課程主題軸三「食物、營養與飲

食文化 J 課程內容包含各生命階段營養需

求、飲食的衛生與安全、膳食計畫與食物實

做、飲食文化等。食物、營養與飲食文化主

題軸，期望培養學生健康飲食概念，明智的

選擇天然食材，避免過多加工與添加，食得

安心與健康，並提供機會讓學生動手做健康

料理，維護個人健康，守護家人健康，減少

醫療負擒;並讓學生熟悉各地飲食文化，倡

導家人共食，增進家人關係與互動。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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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飲食安全問題頻傳的現代生活中，如何吃

得健康、吃出家人好情感、吃出特色與品

味，是每個人都要學習的課題 o

家政課程主題軸四「織品、服飾與時

尚 J 課程內容包含服飾選購與搭配、織物

作品實作、服飾維護、服飾資源利用等。讓

學生瞭解個人的服飾需求，服飾搭配與選購

原則，日常的服飾清潔、保養與收納;是學

生在學校中學習掌握服飾搭配技巧、提升個

人形象、為未來的職涯準備、增進自己的競

爭力的唯一課程。

家政課程主題軸五「居家美化與環境

管理 J 課程內容包含居家環境美化、規劃

綠色居家環境、綠色居家環境實作等。藉由

綠色居家設計，融合生活美學，落實珍愛資

源、生態永績的理念。

綜整而言，從家政課程的內涵，再次

說明了，家政課程是一從關心自身與家庭出

發，建立與環境的友善互動關係，進而和世

界共榮共好的教育理念，是一門能提供學生

「白發」、「互動」、「共好」的基礎教育

課程，也是能連成「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

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任」目

標的課程。

參、中等學校的家庭教育

一、家庭教育的建構基礎

家庭教育以增進家人關係及家庭功能為

目標，因此建構基礎包括下列七項:



1.關注個人和家庭的生命歷程:

無論是國內外，早期家庭教育致力於親職

教育，尤其是女性的親職角色。但是隨著

社會的變遷、知識的增加、終身學習觀念

的普及，各個年齡層的人都須不斷面對家

庭生活的變遷與挑戰，因而必須終身學

習。是以，家庭教育以「各年齡層的人」

及「各發展階段的家庭」對象。換句話

說，家庭教育一方面必須滿足個人的生命

歷程如兒童期、青少年期、成人期、中老

年期的需求，也需要兼顧家庭發展階段，

如家庭建立期、家庭擴展期、家庭收縮期

的需要。

2. 以個人和家庭的需求為基礎:

家庭教育的目的是增進個人及家庭福祉，

因而必須以個人和家庭的需求為前提。

在這個前提下，家庭教育者在設計活動

方案時，要顧及學習者的學習「時機」

(timing) ，也就是說方案不能提供得太

早，也不能提供得太晚，必須恰到好處，

滿足學習者需求。此外，在符合個人及家

庭需求的前提下，如何做出最佳判斷亦是

家庭教育者要思考的重點，例如設計家庭

資源管理方案，必須考量學習者的背景基

礎或家庭處於哪一發展階段，青少年階段

與老年人階段、新婚階段與家有青少年階

段、雙薪家庭與單薪家庭等的需求都會不

同，同一家庭教育方案絕對無法滿足不同

需求的人。因而，如何能滿足所有學習

者、所有家庭發展階段的需求，需要審慎

的思考及妥善的計畫。

中等學校的家歐與家庭教育

3. 結合多元學科領域和多元專業:

家庭教育兼顧個人與家庭的發展與需求，

若參考美國家庭關係協會(National COlmcil

on Family Relations) .民眾需要學習的家

庭教育內涵包括「社會中的個人與家庭

( individ聞I and families in society) J 、「家

庭互動 (internal dynamics of families) J

「人類成長與發展 (huma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ver the life span) J 、「人類

的性 (human sexuality) J 、「人際關係

(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J 、「家庭資

源管理( family reso叮ce management) J 、

「親職教育與指導 (parent education and

guidance) J 、「家庭、法律與公共政策

( family, law, and public policy) J 、「倫理

與實踐(ethics & practice) J '是一全人教

育。所以家庭教育的推展，必須結合教育

學、生物學、經濟學、家政學、法律、醫

學、哲學、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工作學

和社會學等多元專業。

4. 多元機構的共同合作:

家庭教育工作必須是持續、全面的進行，

只靠政府投注心力並不夠，因此結合多元

機構和體系共同提供才能永續經營，如結

合學校、宗教、企業、工廠、社區、政府

和私人機構，成為夥伴關係，共同規劃、

設計推展方案，如此一方面可以避免重複

或資源浪費，另一方面推廣的層面才能叉

廣、叉j栗。

5. 教育取向而非治療取向

雖然教育與治療不是那麼截然二分，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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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

二、中等學校家庭教育內涵

有鑑於家庭對個人發展的深遠影響，教

育部提出家庭教育法，並在民國92年經立法

院三讀通過，且於同年公布實施;家庭教育

法公佈質施之後，雖歷經幾次修訂，但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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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未曾

改變。

為在學校推展家庭教育，教育部已經委

託學術單位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

育課程參考大綱 J '說明如下:

1.基本理念

依據我國家庭教育法第 12條「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質施四小時

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及第2條家庭教

育範圍訂定本課程參考大綱，參考大綱之

主題軸與內涵架構如表l 。

庭教育強調「教育預防」而非強調「問題

修復」。所以家庭教育是透過教育方案，

使得學習者學習如何不落入家庭問題的困

境中，若遭遇家庭問題，也能自我解決。

Arcus (1990) 就指出家庭教育的目標有

三: (1) 獲得家庭生活的相關概念的知識

和原則; (2) 探討、了解與接受個人態度

和價值; (3)發展有益於家庭福祉的人際

技能。

6 呈現和尊重不同的家庭價值

每個人或家庭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家庭教

育規劃者或推動者，必須尊重並將多元的

家庭價值融在家庭教育方案中，不可獨厚

優勢家庭之價值，而忽略少數人或少數家

庭的家庭價值。

7. 培育專業人員以推展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一項專業，因此專業要求是家

庭教育推動的基礎工作。家庭教育推展人

員真專業基礎，方能確保家庭教育品質。

表 l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參考大網之主題軸與內涵架構

二大主題軸 I.家人關係 n. 家庭生活管理

l 瞭解家庭 1 家庭資源與管理

五項核，心內涵 2. 關懷家人

2.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3. 預備建立家庭(含生育傅衍價值)

2 課程目標

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

3. 分段能力指標

(1)編號說明﹒下列編號中以兩大主題軸區

分，並以 r a-b-c-d J 進行編號 'a代表主題

軸序號 'b代表核心內涵序號， cf弋表學習

階段序號 'd代表流水號。各項家庭教育

能力指標，若有可對應的九年一貫課程學

習領域或重大議題能力指標，則以括弧標

示出該能力指標。

編號a 二項主題軸，主題軸 I :家人關

係;主題軸 II: 家庭生活管理。

宜。中等教育第 64卷第4期



編號b: 核心內涵包括:卜瞭解家庭; 2

關懷家人; 3-預備建立家庭(舍生育傳衍價

值) ; 4-家庭資源與管理; 5-家庭生活經營

與管理。

編號c: 學習階段分五階段:第一階段為

國小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國小三至四年

級，第三階段為國小五至六年級，第四階段

中等學校的家敢與家庭教育

為國中一至三年級，第五階段為高中、職。

編號d: 每一能力指標的流水編號。

(2) 各學習階段主要內涵:主題軸I包含瞭解

家庭、關懷家人、預備建立家庭(高中階

段舍生育傳衍價值) ;主題軸II包含家庭

資源與管理、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表

2)

表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參考大網之各學習階段主要內涵

》之± 主題軸 1 :家人關係 主題軸 II: 家庭生活管理

第一階段
l僚解家庭、關懷家人

家庭資源與管理、

( I 、 2年級〉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第二階段
瞭解家庭、關懷家人

家庭資源與管理、

(3、 4年級)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第三階段
瞭解家庭、關懷家人

家庭資源與管理、

(5 、 6年級)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第四階段 瞭解家庭、關懷家人、 家庭資源與管理、

(7"'9年級) 預備建立家庭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第五階段 瞭解家庭、關懷家人、 家庭資源與管理、

(高中、職) 預備建立家庭(含生育傳衍價值)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3) 分段能力指標:

主題軸 1 :家人關係

瞭解家庭

1-1-1-1 認識家庭成員的姓名、生日、關係及

適當稱呼(家政4-1-1 )

抖-1-2 描述家庭對個人的意義與功能

1-1-2-1 比較家庭成員間的角色、權利及責任

(家政4-2-2 )

1-1-2-2 描繪自己的家庭，並從中探討不一樣

的家庭型態

1-1-2-3 瞭解家庭的獨特傳統

1-1-3-1 瞭解家庭成員的發展樣貌，並正向看

待家庭成員(綜合1-3-5 )

1-1-3-2 瞭解兒童的家庭責任

1-1-3-3 覺察家庭轉變，並以正向的態度面對

家庭出現的轉變或逆境

1-1-3-4 參與家庭活動，並省思文化及傳統如

何影響個人與家庭發展

1-1 -4-1 認識並實踐青少年在家庭中的角色和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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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瞭解家庭發展歷程

I﹒ 1-4-3 瞭解社會與自然環境對個人及家庭的

影響(社會5-4-4 )

1-1-5-1 剖析家庭系統對個人的影響

1-1-5-2 探索健康家庭的特質

1-1-5-3 瞭解家庭發展歷程中可能出現的發展

任務及壓力

1-1-5-4 認識家庭韌性，並學習提升家庭韌性

的方法

關懷家人

1-2-1-1 關懷父母及家人多元的角色和責任

(社會于1-4 )

1-2-1-2 主動和家人分享生活點滴(綜合

1-2-1-3 關心和愛護家庭成員(健體6-1-2 )

1-2-2-1 透過分享愛、價值及傳統，以提供家

人情感支持(健體6-1-2 )

1-2-2-2 使用適當的方式表達對家人的愛與關懷

1-2-2-3 與家人分享生活經驗(家政4-2-3 )

1-2-2-4 參與家庭活動並與家人分享參與經驗

(綜合2-2-3 、家政4-2-5 )

1-2-3-1 關懷家庭及家族中需要特殊照顧的人

1-2-3-2 瞭解並關心家庭中可能的語言或肢體

暴力，並採用適當的方法避免傷害

(性別2-3-8 )

1-2-3-3 主動關懷家族成員

1-2-4-1 關懷家有青少年階段子女的父母

1-2-4-2 瞭解並關懷青少年階段親子衝突的成

因與因應

1-2-4-3 關懷家庭成員的需求與期待

1-2-4-4 營造家庭生活中與家人分享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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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 反思與家人的互動關係

1-2-5-2 瞭解並實踐自己的家庭責任

1-2-5-3 蒐集並與家人分享新知，營造學習型

家庭

預備建立家庭

1-3-4-1 瞭解約會、婚姻、家庭等關係的發展

(綜合2-4-2 )

1-3-4-2 學習與父母或家人討論異性交往的議題

的-5-1 探索人生伴侶的選擇

1-3-5-2 瞭解婚姻的意涵

1-3-5-3 描繪自己的家庭願景

1-3-5-4 暸解生育與家庭、社會人口結構的關係

1-3-5-5 瞭解生育的喜悅與壓力

主題軸 II: 家庭生活管理

家庭資源與管理

11-4-1-1 認識個人成長所需的家庭資源

11-4-1-2 參與個人物品與玩具的購買

11-4-1-3 整理個人的物品與玩具

11-4-2-1 瞭解家庭資源的意涵

11-4-2-2 瞭解家庭日常消費情形

11-4-2-3 瞭解金錢與物品的價值

11-4-3-1 熟悉如何運用個人與家庭資源(綜合

2-3-1 )

11-4-3-2 瞭解傳播媒體對消費的影響

11-4-3-3 瞭解與應用社區資源(家政3-3-4 、

自然4-3-3-1 、綜合2-3-4 )

11-4-4-1 運用家庭資源訂定自己的合理生活目

標(綜合2-4-6 )

11-4-4-2 瞭解家庭財務狀況

11-4-4-3 瞭解法規與公共政策對家庭生活的影響

11-4-5-1 運用家庭資源訂定家庭目標



11-4-5-2探索家庭理財知能

11-4-5-3 運用家庭資源處理家務工作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11-5-1-1 建立良好的家庭生活習慣(生涯

1-1-1 、綜合1-1-3 )

11-5-1-2 參與家務工作

11-5-2-1 瞭解並實踐家務技巧

11-5-2-2 規劃、執行與檢討自己的生活作息安

排(生涯3-2-1 )

11-5-3-1 瞭解家人作息，並參與規劃家庭生活

活動(綜合2-3-3 )

11-5-3-2 瞭解家庭生活和社區的關係

11-5-4-1 分析並反思家庭生活中的性別角色與

分工(性別1-4-4 )

11-5-4-2 規劃並執行家庭休閒活動(家政

4-4-5 、綜合4-4-2 )

11-5-5-1 規劃並執行家庭參與社區活動

11-5-5-2 規劃並落實簡樸叉環保的家庭生活

中等學校的家血與家庭教育

肆、結語

家政與家庭教育並不是升學考科，但卻

是人生必修的功課，尤其在全世界家庭急遲

改變的現代社會中，更是不能偏廢，期待在

這一波課程改革「成就每一位孩子一一適性

揚才﹒終身學習」的課程願景下，落實中等

學校科科等值理念，每一學校都能看重家政

與家庭教育，許學生一個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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