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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高中家政教育─普通高中家政科 
課程綱要修訂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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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修訂背景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乃奠定個人發展及國家人才培育的重要階段。由於知識經濟

的興起，網路社會的形成，以及全球化、市場化的衝擊，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面對社

會急遽變遷的挑戰，學校教育目標、功能或類型均需調整。 

我國教育課程改革的腳步，自民國九十年開始在小學一、四年級實施九年一貫

課程後進入新的里程碑，國民中學教育階段則於九十一年接續啟動新課程實施。此

次課程改革主要是針對國中小的教育階段。但教育的過程應為連續活動，因此當年

實施的普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標準之內容與份量的配置，難以符合學習九年一貫課

程的學生需求。為使接受新課程之國中畢業生在進入高級中學後課程銜接順暢，高

級中等學校之課程大綱修訂乃刻不容緩。教育部乃於民國九十年開始著手進行普通

高中課程總綱的修訂工作。各科課程綱要修訂工作則於九十一年隨即進行。 

八十三年公布實施之高中課程標準，在九十五學年度已經停止使用。在那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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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二年期間，社會變化急遽，生活形態產生很多的改變，加上網路傳播科技急速

發展，因此普通高中課程總綱小組委員們特別強調，此次高中課程的修訂理念涵蓋

「生活素養」、「責任感」、「生命價值與意義」。尤其是展望二十一世紀的高中學

生，將具有下列特質：(一)熱情且富有責任感；(二)充滿理想並具實踐的能力；(三)

有傳承文化和歷史的使命，且能創新(教育部高中課程綱要修訂資訊網站，2003)。 

已於九十五學年度開始實施的課程綱要之目標，乃提昇普通教育素質、增進身

心健康及養成術德兼修之現代公民。並從「生活素養」、「生涯發展」及「生命價值」

三層面著手。  

此外，總綱小組提出遵循「連貫」、「通識」、「適性」、「彈性」、「專業」

及「民主」之修訂原則。著重以生活、生計、生命的人生發展階段為範疇。其中生活

階段著重生活素養，生計階段強調生涯規劃，生命階段重視尊重、關懷、創造。國

民中小學課程目標以生活為主，高中課程目標則延續國中小以生活為主之目標，以

生計為主，並輔以生命發展。 

為符合適性、彈性、專業、民主原則，各分別主張提供學生依性向選擇之必選

修課程。強調課程綱要彈性化、教材編輯與選用的多元化。另外，課程發展要先提

升教師專業能力與專業精神，再賦予教師專業自主權。課程設計方面，給予教師在

課程設計上有設計、改編、選擇、組織課程的權利，亦要求其善盡創新教學、多元

評量以提高學生素質的義務。同時，課程發展需邀請學者專家、教育及學校行政人

員、教師、學生、家長、民間團體以及民意代表等有關人員，共同參與及研討，辦

理公聽會或座談會，擴大參與課程研討之機會。 

基於以上修訂緣起，教育部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完成遴聘普通高中家政科課

綱修訂小組委員工作，隨即積極進行規劃修訂九十五學年度開始採用之家政課程綱

要。 

此次家政科課程綱要修訂工作小組(以下簡稱「課程小組」)，小組成員包含不同

背景之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參與規劃。在符合多元、專業與民主之修訂原則下，課程

小組委員們參照教育部所公布之修訂理念與教育哲學，搭配其專業背景的學識及工

作經驗，並且考量當代社會現況與相關因素，進行普通高中家政科課程綱要之修訂

工作。 

修訂完畢後，教育部為有效且迅速地使這個課綱施行順利，後續還編列預算進

行教師研習工作，給予專業進修並熟悉新課綱的機會。而此課程綱要的內涵與形成

的過程是經過不斷地探究與討論會議所形成的。 

以下將從家政課程發展理念基礎與修訂內容，說明課程綱要架構雛形的哲學思

考依據。並呈現整個課程綱要規劃的階段工作內容，讓更多關心高中家政教育者能

瞭解其形成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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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家政課程發展之理念基礎 

「課程」一詞常與「教學」、「教育」混為一談，自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教育家

Bobbitt於1918年首度提出「課程」(Curriculum)這個教育名詞，他認為學校的功能

是為青少年做成人生活的準備，確認在青少年離開學校加入成人生活以前，即做好

技能、知識、價值觀和態度等準備。李桂蘭(1994)曾整理不同專家對課程的定義，

認為課程包括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內容的組織、教學的方法、考核評量的基本成

分。 

美國課程大師Tyler於1949年發表「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Tyler明白指出，

合理化的課程發展首先要確立目標，然後發展內容，再把內容加以組織實施，最後

施以評鑑。此外，中外教育學者已達成「課程發展做得越好，課程實施越順暢，學生

的學習越成功」的共識。課程發展要做得好，就必須不斷地修訂(李桂蘭，1994)。 

Tyler提出一個理論基礎來透視、分析和解釋在學校中所實施的課程和教學，其

中包含以下四個問題引導其思考： 

1. 學校應該追求哪些教育目標？ 

2. 為了達成這些已訂的目標，應該提供哪些教育經驗？ 

3. 這些經驗如何有效地加以組織？ 

4. 如何確定這些目標是否已經達成？ 

在確立目標方面，需要先做四方面的研究，以瞭解：(1)學生的興趣、需要、他

們遭遇的困難以及心中的目標；(2)浩瀚的傳統文化；(3)現代社會問題；(4)教育哲

學。(李桂蘭，1994)。呂俊甫則以房屋建築為例，說明課程發展和教育哲學、學生

個人需要及社會國家需要之間的關係。教育哲學為其基石、學生個人的需要和社會

國家的需要為支柱，房屋本身視為課程發展，其頂端則表示教育的成果 (司琦，

1989)。 

李桂蘭(1994)參照工藝課程發展模式，採用其中三個主要因素──課程資源、

發展過程和參與人員，提出家政課程發展的模式。此課程發展模式強調家政教師教

學自主的民主特質，以凸顯課程發展中評鑑與課程修訂的循環性，其家政課程發展

模式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家政教育學者們是主導人物，與家政教師代表和其他有關人員一起

工作，從界定家政學科領域開始，以家政教育哲學為導引，再以家政學科領域為範

圍，對學生和社會加以研究探討，評估需求。此階段的目標是發展完整的課程導引

(curriculum guide)。此導引應以教育目標和課程理論與實務為基礎，完成架構，家

政教育學者、教師、督學和相關行政人員應該接受並依照課程導引的內容去發展和

應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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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包含四個步驟：選擇教材、組織教材、實施教學和評量。這幾個課程

發展步驟是課程學者們共同的智慧結合。在此階段，家政教師是主要人物，經由專

家指引，參考學生、家長和學校行政人員的意見，依照課程指引，肩負起選擇教

材、組織教材、教學和教學後的評量工作。Wood(1977，引自李桂蘭1994)強調教

師學術自由，即表示此階段工作是教師的權利也是義務。 

第三階段為評鑑，與第二階段的評量不同的是，評量在於幫助教師瞭解自己所

準備的教材的有效面和需要改進的地方，將來提供給家政教育學者做定期的評鑑。

評鑑則以家政教育學者們為主要工作人物，以「家政教育標準」為效標，對家政課程

發展的每一步驟和結果進行有系統的評鑑。學者們所參考之「家政教育標準」以公告

實施之課程標準或綱要為依據，進行評鑑。 

在發展課程的過程中，第一階段乃由家政教育學者們及資深優良之現職高中家

政教師為主導，從界定家政學科領域組成之內涵開始，以家政教育哲學為基礎，再

以家政學科領域為範圍，對學生和社會加以研究探討其學習內容與評估需求。以下

簡述家政教育哲學理念、家政教育的範疇。 

( )  
家政教育是一種生活教育，著重於培養學生應用科學知能以適應現代生活的能

力。 

家政課乃透過飲食、衣著、生活管理與家庭等的學習，讓生活各領域的不同層

次需求獲得適當滿足；培養健康的個人，建立健康的家庭；能明智地消費；推動環

境保護與資源利用，以維持良好的生態平衡；強調兩性與兩性適性發展；兼顧工作

與休閒，對生活的理性認知與感性陶冶，與休閒品味結合，以達身心均衡發展；透

過多元文化的理解，開拓胸懷，建立良好的伙伴合作關係與和諧共事的知能，進而

養成宏遠的世界觀(洪久賢，2000)。 

家政教育者關心日常生活問題的解決，統合學生日常生活經驗，充分將學習與

生活經驗統整。而日常生活的解決光靠科技或工具性的知識是不夠的，因為所涉及

的問題，大多是與個人、家庭、社區及其環境有相互關係。因此現代家政教育的重

點在於投注心力對複雜的家庭與社會事務進行分析、表示意見及做決定，解決生活

上的實際問題與永續性的問題，關照多面向的生活觀(洪久賢，2000)。 

洪久賢(2000)從家政教育談生活素養主張，家政教育與生活素養可由家政活動

的三層面思考，包含家庭技術性行動、溝通性行動與解放性行動。技術性行動諸如

家事工作簡化、時間、物力、精力與體力的管理。溝通性行動表示家政是與人有關

的、務實的、人際推理的及敘事的知識，感性地及敘事方式來求知瞭解及詮釋日常

生活中的意義。解放性行動則指出以批判科學的觀點再概念化，從賦權增能

(empower)、啟蒙(enlightenment)、解放(emancipation)之行動，以問題取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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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情境，解決社會問題，產生行動，進行價值判斷。此外，家政教育注重關懷，

是一種覺醒或較恆久的承諾；是一種認知表現，也是一種情感表現。「關懷」是一種

兼具倫理性與實用性的概念，在現代社會特別需要及實踐。透過關懷倫理，能促進

個人／家庭／社區及其環境的整體發展，並滿足其彼此間的相互需求。 

總綱小組特別強調，課程綱要修訂理念目標在於「生活素養」、「生涯發展」及

「生命價值」三層面，其所宣示之目標與家政教育的價值相扣，顯示家政教育的存在

必要性外，也給了家政課程修訂方向(教育部高中課程綱要修訂資源網站，2003)。 

( )  
在家政教育的哲學思考下，黃迺毓(1998)認為家政教育所強調的是整個家庭的

幸福，其內容技術所涉及的範圍包含了：人類發展、家人關係、兒童保育與輔導、

家庭管理、消費決策、居住與環境、食物與營養、織品與服裝等，這些家庭生活相

關的各種問題，透過家政教育的全面性與整合性來貫穿其概念，必然會比個別探討

更能有效解決。家政教育的社會責任，是要不斷地省察社會對家庭的理想和信念，

以及社會中導致家庭改變的因素，經由認識、分析、瞭解、判斷，決動這些變遷如

何運用在家政教學上。其中包含了七個主要領域：家庭生活、兒童發展與保育、消

費者教育、家庭管理、住宅與居住環境、食物與營養、織物與服裝。 

總之，家政教育的範疇離不開日常生活中的人、事、物，強調在家庭生活中相

關的各種議題，透過家政教育統整，將會更有效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綜合以上，對應此次課程綱要修訂考量，給予工作小組清楚地的修訂方向與指

導，再度肯定家政教育對高中學生之重要性。 

貳、高中家政課程綱要修訂過程 

高中家政科課程綱要小組召集人於民國九十一年十月接受教育部的委託。依照

教育部規劃之工作時程，課程小組召集人於聘任小組委員後，隨即召開小組工作會

議，並在修訂過程中根據課程架構發展結果，多方徵詢專家學者以及社會大眾之意

見。 

為了確實延續九年一貫課程之規劃及符合學生發展狀況與社會之需求，徵詢方

式包含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修訂委員聯席會議，及後期中等教育核心課程修訂委員

聯席會議，並且不定期召開工作小組討論會議。 

此外，工作小組成立之初，即排定至全國北中南東四區辦理四場家政科課程綱

要公聽會之工作規劃，以達廣徵不同地區之現任教師及一般大眾對於新修訂之課程

綱要之意見，期望於會後進行課程綱要再修改，完成符合課程目標與學習需求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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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綱要架構內容。 

然而規劃辦理期間遭逢SARS疫情之影響，為避免公聽會之辦理造成疫情擴散，

小組委員們經過討論，研擬應變辦法，決定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其徵詢對象主要

為任教高中(職)之家政科教師，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家政教師對於新修訂之家政科

課程架構之寶貴意見。經由聯席會議與專家討論會議，加上問卷調查結果，召集人

再度召開小組委員會議進行討論修改，於九十二年七月完成第一次家政科課程綱要

草案送交行政小組進行審議，並於該年八月底完成審議。 

根據審議委員之建議，再度召開課程綱要小組會議，回應審議委員之修改意見

並進行課程綱要內容之修改。於九十二年十月下旬，完成家政科課程綱要修訂之工

作，第二次送交行政小組審議，待審議完畢，由教育部擇期公佈內容。 

以下為課程修訂之歷程(附件一)： 

( )  
遵循課程修訂之理念與原則，組成工作小組之委員的學術背景以及實務工作經

驗對於課程修訂具有多面向觀點助益。委員之專業領域除了家政本學科領域(包括大

學教授、高中專任家政教師、以及兼任教學行政工作之高中家政教師)，也邀請心理

學領域、性別領域、消費者教育領域、人口學領域、社會學領域之學者專家，從更

多元的面向，給予家政課程更完善的思維架構。(委員名單見附件二) 

( )  
工作小組成立之第一次會議，主要討論結果即清楚表明將藉由此次課程綱要修

訂機會，跳脫家政科課程只限於縫紉與烹飪模式及刻板印象，澄清家政最根本的核

心價值在於運用科學態度、知識與技能，透過合宜的方式，增進生活品質。 

委員們認為，未來高中家政科教學要更有深度，必須融入一些過去較被忽視的

內容，透過實際操作，而非單純技藝學習，來達到教學目標。藉此，也讓校內的設

備管理能夠簡易有效，並讓學習者有自信與能力經營自己的生活。 

此外，委員們亦分別蒐集不同國家之家政教育課程內容，以作為課程綱要架構

之參考，包含了日本、美國、新加坡、香港、澳洲等國。當時這些國家均完成或已

規劃好面對二十一挑戰的高中課程改革計畫。 

( )  
立基於家政教育的理念，考量國內普通高中家政課程實施狀況、社會需求以及

國外家政科課程內容，工作小組共同激盪出凸顯生命歷程(life course)之課程整體概

念，呈現出家政課程綱要內容。主要目標在於培養高中生正確的家庭觀及培養個人

自我管理與持家的態度、知識與技能。 

此次課程修訂更首創地將以往家政課程標準中以衣著、飲食、家庭生活三大主

題的架構打破，改為融合三大主題後，再以生命發展需求為軸線的方式，思考學生

的學習需要，呈現高中家政教育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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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調高中生發展需求之完整架構，課程內容仍包含原有之家政元素，主要改

變的只是組合架構方式，藉以提醒教師得以引導學生從關注個人生活與家庭關係方

式學習家政。 

此外，為配合總綱小組所設定民主彈性原則，當學校根據需求選擇學分數較多

的課程架構時，可再多增加職業試探的內容。在規劃課程綱要的討論中，委員們相

信合格的中學家政教師擁有足夠專業自主能力，會根據學校排課與學生特質需求，

排列出具學校特色之家政課程內容。因此，新課程綱要架構乃以生命歷程與生活各

種面向交織而成，而非僅呈現單元式內涵，也同時展現在不同生命階段中，家政內

涵均存在於個人或家庭的生活中。 

( )  
綜合以上修訂的理念，小組委員們在數次熱烈討論與審慎修改後，才確定了面

對現在及未來需求之高中家政課程綱要目標為： 

1. 增進家庭生活素養。 

2. 培養自立與生涯發展的能力，積極面對生活挑戰。 

3. 建立健康家庭所需知能，啟發生命價值效能。 

依據此目標，並展望高中生現在與未來發展三階段及家政範疇涉及之人、事、

物三面向，具體地期盼學習者擁有以下能力： 

1. 瞭解關係與愛之內容與重要性。(認知) 

2. 珍惜與他人之關係與愛。(情意) 

3. 經營生活中關係與愛之能力。(技能) 

4. 辨別及分析個人與家庭之生活管理內容與重要性。(認知) 

5. 提升個人與家庭生活管理之素養。(情意) 

6. 積極實踐個人管理與家庭生活管理之能力。(技能) 

7. 認識家庭生活技能之內容及重要性。(認知) 

8. 樂意主動參與家庭生活活動。(情意) 

9. 開發創造家庭生活之技能。(技能) 

( )  
為合乎課程目標與展望學習者所需之能力，小組委員一致同意此次修訂方向

後，即根據家政教育內涵發展符合高中生發展需求之課程架構初步草案。經後續將

近一年之討論，完成高中家政課程綱要。 

課程中最基本核心內涵，包含第一階段探討目前所處於的原生家庭中家人關

係，及個人不同面向生活管理的認知態度與技能。第二階段展望即將面臨離家就讀

大學或工作，尋求個人獨立生活，聚焦在人際關係與兩性關係的探討，以及獨立生

活所需更多之管理能力，包含壓力、個人形象、休閒規劃等等。第三階段則是讓高

中生能夠為未來準備，包含自組家庭的學習、理解目前父母親所經營的家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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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延伸先前階段的兩性關係至婚姻的準備，以及家庭內互動與衝突的處理、家庭資

源管理。藉此再拓展到與社區的連結及膳食計畫與製作。 

完整架構初擬定稿後，經由數次專家諮詢會議與審議委員提出修訂意見，考量

授課時間限制，再從中萃取出兩學分核心課程時數的架構與建議時數。而四學分的

課程內容設計與建議時數是兩學分核心課程再加深加廣之內涵。可進行六學分之課

程規劃，則再進一步地具有家政高等教育的準備內涵，增加職業的試探部分與生活

技能的精熟。綱要內容與課程架構限於篇幅，不在此羅列。可參考教育部家政科學

科中心網站公告之資料：http://home.tngs.tn.edu.tw/home/new4.htm。 

此次高中家政課程綱要修訂乃依據總綱小組提出的修訂理念中強調的「生活素

養」、「責任感」、「生命價值與意義」之理念，以及要求遵循「連貫」、「通識」、

「適性」、「彈性」、「專業」及「民主」原則。課程小組經過數次會議討論後，在

九十二年一月底架構出第一次課程綱要草案，隨即於二月中邀請九年一貫課程專家

與後期中等教育課程專家參與諮詢會議討論與建議。會議中徵詢專家針對第一次的

草案架構之意見，透過架構理念的說明，得到參與之專家與家政教師肯定。會議

中，與會者亦就當時九年一貫課程進行與家政相關實際情形提出建議與提醒。課程

小組於會後立即進行修訂會議，思考、討論以達更加符合學習需求的課綱內容。 

在最後修訂階段，是以廣徵各方意見，來審視修訂好的高中家政課程綱要草案

是否不夠完善，抑或欠缺某部分的考量。在此前提下，課程小組因遇上SARS疫情期

間，乃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取代公聽會，蒐集各方意見。 

問卷內容主要目的在於徵詢當前有任教家政課程之教師們或沒有開設家政課程

之學校之教務處主任，就課程綱要內容是否符合該階段學生學習的需求表示意見。

同時，搭配後期中等教育核心課程綱要的訂定，本問卷發放對象擴及至後期中等教

育階段，包含公、私立高中、高職、五專學校中任教家政相關類科之教師。 

問卷內容則依據課程綱要小組的調查需求設計成三部分，第一部份是針對課程

綱要架構草案問卷調查對象之意見，包含架構內容與參考時數。此部分採開放式填

答方式讓填答者表達意見，第二部分則參考民國八十三年教育部委託之高中家政課

程標準修訂之研究的問卷，讓填答者反應目前進行高中家政課程遇到的問題，第三

部分為填答者的基本資料。 

問卷發放對象為全國公私立高中、高職、設有五專之技術學院或專科學校。為

達廣收教師意見，國立與市立之高中每校寄發三份問卷，縣立高中每校寄發兩份問

卷，私立高中與高職及五專，每校寄發一份。總共寄發604份問卷至307家普通高

中，回收有效問卷份數175份，高職部分則寄發171份，回收有效份數則為67份。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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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五專學校則寄發53份問卷，有效回收份數11份。總計回收有效份數共計253

份。 

進行問卷調查期間，有部分學校協助問卷發放之行政人員表示，校內無聘任家

政教師進行家政課程教學而無法填答，或者校內家政教師聘任人數僅一人。以致於

最後有效回收份數在普通高中部分僅175份。 

問卷回收後，整理出家政教師們對於家政課程的看法與修改意見，以提供課程

小組成員再次檢視課程綱要的內涵適切性後進行修改。其外，問卷中亦讓家政老師

表達對於高中家政課程提出建議，經整理後公布於教育部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暨

普通高中家政課程綱要修訂資訊網站，詳見附件三。 

透過問卷調查將高中家政教師在課程綱要建議分成以下類別：課程名稱的適切

性、課程內涵、課程的實施、教師專業進修需求等項。對於家政課程名稱的適切性

以及可能產生的誤解。 

在課程名稱的適切性部分，有老師建議領域名稱亦需配合，以避免被誤認生活

領域沒有家政學科。應改為「家庭生活科技領域」。 

就課程內涵，建議應凸顯家政學科的特色與學生學習需求，考量與其他學科的

差異，內容針對現在高中生的生活設計，避免學生有家政＝烹飪的概念。學校單位

亦不要只停留在『做手工藝』印象，家政課對這時期青少年而言是有幫助的。課程內

容甚至可多著墨大學相關科技基礎試探課程。另一方面，亦有老師建議多增加學生

對法律的認知，以保護自己。 

在課程實施的部分，家政老師認為家政課若為兩學分，則無法將家政正確觀念

與相關知識傳授學生，尤其是技能性的部分，若無實作活動體驗，仍無法提升生活

品質，因此需要多一點時數，具體建議家政課程以四學分為宜。這樣讓課程具有完

整性，時數上具合理性。 

最後，教師專業需求部分，在於填答老師認為，所在教學環境欠缺專業進修機

會之窘況，而懇請相關單位協助或提供研習機會。 

 課程小組整理並分析調查結果後，再次召開會議，研修課程綱要，並調整時數

比重。綱要草案終於定稿，於修訂期限內呈交給委辦單位師大教育研究中心。再經

過專家審議後，進行最後修訂後呈交教育部公告，完成此階段任務。 

經過整整一年的修訂，完成之95家政科課程綱要架構如下(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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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 72 ) 

類別 
 
發展階段 

關係與愛 生活管理 生活實務 

青少年生活管理 一、 生於家的學

習與成長 
1.青少年與家人關係  

飲食與生活 

服飾計畫 

1.兩性關係 個人形象管理 休閒生活規劃 

2.兩性交往 壓力管理 服飾管理 

二、 離開家的自

立與發展 

3.同儕關係 食品衛生安全  

1.擇偶 家庭資源管理 服飾與文化 

2.婚姻準備 家庭與法律 

三、 組成新家的

創造與經營 

3.家庭衝突與危機 居家與環境 

膳食計劃與製作 
家庭生活DIY 

資料來源： 教育部(2005)。教育部家政科學科中心網站。

 http://home.tngs.tn.edu.tw/home/new2.htm。 

參、對家政科課程發展與教學之展望 

經過漫長且審慎的課程發展過程，課程小組成員最期望的是，能在高中教學中

落實課程修訂美意，讓教師和學生都能享受家政課程的學習。藉由上述所整理之高

中家政教師所表達之心聲，針對此次修訂歷程提出以下思考與建議，希冀課綱實行

時，都能讓不同層面的教育人員及學生體認到家政教育的實用性與必要性。 

 課程修訂是發展中的常態，在轉變中，教師的角色格外重要，在汰舊換新的過

程中，如何掌握課程的精神，而靈活運用於自己的課堂中，需要教師花心力去體會

並學習，這是教學生涯中很有意義的挑戰。 

 新課程綱要乃回歸家政原貌，重新規劃後，可以較明確的呈現家政範疇與內容

之完整性，跳脫烹煮縫補之家事學習限制。為適應現代之家庭變遷，家政教育需以

「家庭生活教育」(Family Life Education)之概念落實在教學中，因此教師除了原先

的家政知能以外，還需增強家庭生活教育之專業知能與自信，有些教師擔心內容中

的青少年發展和家人關係的部分，與輔導或社會與公民兩門課程內容很接近，其實

家政強調的還有生活實務部分，例如家人關係中必定會談及溝通，家政的特色在於

溝通不僅是口語的技巧，更可在家務分工中實踐，亦即要保持家政的特色，引發學

生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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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發放問卷的過程中，接獲部分學校來電表達無法填答該問卷的狀況，主要在

於學校並沒有聘任任何家政教師。藉由此現象可知，學校在未聘任合格專業家政教

師任教家政課程的情況下，將導致家政課程無法落實，反倒讓學生以為家政沒有專

業性和必要性，剝奪了學生的學習權利和機會。學校應正視家庭的學習與家政教育

對學生之重要。長期以來，在升學主義掛帥的情況下，家政課程雖然受到學生的喜

愛，卻因家長和校方的現實考量下被排擠了。當今社會問題嚴重，家庭瀕臨瓦解，

很多人在婚姻創傷或家庭破裂的慘痛經驗中，對自我、異性、家庭感到十分困惑，

由於對家庭教育的忽略所付出的個人及社會成本極大，倘若剝奪高中生的學習機

會，學生面臨的個人與家庭問題就更難解決了。 

 家政課程應需至少四學分，因兩學分無法將家政正確觀念與相關知識教授給學

生，尤其生活上許多技能性的東西，例如食物製備與服飾搭配只授以理論而無實際

操作，則無法提昇生活品質。 

 以往的教科書內容是按著課程標準之先後順序編寫。然而新的課程綱要乃為「以

生命歷程三階段為縱軸，以人、事、物三面向為橫軸」所發展出來之九宮格結構，所

以教科書的編撰者與出版業者需要以不同的思維，才能面對家政新課程的挑戰，不

應按照以往的思考方式編寫，而是將綱要融會貫通後，架構出適合學生學習興趣及

方便教師實施教學之課本內容。綱要內容有如食材，教科書撰寫者有如編寫食譜，

需將不同食材調配成不同的佳餚，由教師和學生一起烹煮享用。 

展望新課程，需要有能力的教師來執行，教育主管單位應給予必要協助及研習

機會，使任課老師有學習成長機會。重視所有高中家政老師的進修或研習權利。 

結 語 

經過一年半的群策群力，家政課程綱要小組完成課程修訂任務，正式公告之

後，教科書出版社紛紛著手策劃並撰寫，而家政教育學科中心亦積極辦理95暫綱課

程研習，讓高中家政教師能瞭解修訂的意圖及內容，並針對如何落實課程綱要內涵

進行教學展示，而且透過學科中心網站分享教學資源(教育部，2005)。 

展望未來，儘管課程修訂是常態，無論如何因應當時情況而需調整，家政的精

神應該要掌握，並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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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0.  教育部委託成立家政科課程綱要修訂專案小組。 

91.11  成立家政科課程綱要修訂專案小組 

91.12. 課程專案小組委員第一次會議 
蒐集、研究日本、美國、香港、新加坡等國之家政科課程 

92.1. 課程專案小組委員會議建構家政科課程綱要架構 

92.2.  邀請九年一貫課程修訂專家暨後期中等教育課程專家召開家政科課程綱

要內容聯席會議 

92.3. 修訂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內容 
教育部委託成立後期中等教育核心課程家政科課程綱要制訂小組 

92.4.  
 

召開後期中等教育核心課程家政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第一次委員會議 
規劃舉辦後期中等教育核心課程暨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修訂公聽會 

92.5.  
 

因應SARS疫情，家政科課程綱要小組委員會議決議以問卷調查方式取代

公聽會，廣收各界意見。 
寄發單位包含全國公私立高中、完全中學、綜合高中、高職、設有五專

之技術學院。合計529所。 

92.6.  問卷調查資料蒐集與整理 

92.7.  
  

問卷調查結果整理。結果公布於網站： 
召開小組委員會議，根據問卷調查結果，修訂課程綱要架構 
第一次呈交普通高中與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家政科課程綱要草案審議 

92.9. 課程綱要審議結束 

92.9.  根據審議委員之建議，召開委員小組會議修正 

92.10.  召開小組會議，接受專家諮詢建議進行修訂課程綱要再修訂 

92.10.  第二次呈交家政科課程綱要草案審議 

資料來源： 教育部(2003)。教育部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暨普通高中家政課程綱要

修訂資訊。http://www.hme.ntnu.edu.tw/heclas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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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家政課程綱要專案小組(計十一人)  
召 集 人：黃迺毓  專案助理：吳妮真 

姓名 職稱 現職服務機關 備註 

黃迺毓 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召集人 

周麗端 副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學科專家 

林如萍 副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學科專家 

許勝雄 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消費者教育 

鄭淑子 副教授 
實踐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系 

學科專家 

劉兆明 副教授 
輔仁大學 
應用心理系 

心理學、性別教育 

薛承泰 教授 
台灣大學 
社會系 

社會學、人口學 

唐先梅 副教授 
空中大學 
生活科學系 

學科專家 

鄭忍嬌 教師 台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高中教師 

翁翠貞 教學組長 台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高中教師兼任行政人員 

邱奕嫻 教師 國立台南女子高級中學 高中教師 

資料來源： 課程發展與研究中心 (2005)。普通高中課程暫行綱要學科中心入口網

站。http://cer.ntnu.edu.tw/hs/index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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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3)  

1. 建議領域名稱為"家政與生活科技領域"，以免一般人誤解生活科技領域中沒有家

政，或與輔導相關內容重疊。  

2. 領域名稱定為生活領域，很容易被誤認為生活科技，應改為家庭生活科技領域。  

3. 未來修課內容對於青少年個人與家庭部分時數很多，但實際上學生認為此部份與

輔導重疊，家政課可多著墨大學相關科系基礎試探課程。  

4. 學生喜歡手工藝、實作課程。建議多為保留。  

5. 居家環境和生活相關，一些實作活動可以融合此議題中，所以需要較多時數完成

活動，因此建議增加節數，根據經驗學生對這方面的活動較有興趣。  

6. 相關內容，社會與公民課程會有出現，盼多烹飪課程。  

7. C-1-2飲食與健康實做時數過高，易加深學生家政=烹飪的概念  

8. 學校單位若能重視高中生家政課程的學習，不要只留於「做手工藝」的印象，其實

對這時期的青少年來說，身心發展上都會有很多的幫助。  

9. 人際關係、兩性關係、親密關係、服飾、飲食、健康的時數可以增加；本人教學

多年的經驗認為應多給予現在最直接受用，其他可減少時數。  

10. 內容應針對目前現在高中生的生活設計，例如性行為、兩性交往、壓力調適、生

命教育;對於未來的預借知識，其實學生多半無危機意識，也較沒有興趣，以過

來人的經驗相信他們以後會覺得重要，例如婚姻角色。  

11. 家政課程不重視的主因除了非學測科目外，學分數少也是主要原因，但卻與人類

生活息息相關，所以若只開兩學分勢必更為人所忽視，課程內容亦易囫圇吞棗，

宜謹慎考慮。  

12. 節數過少，主題過多。 

13. 懇請相關單位給予必要協助及研習機會，使任課老師有學習成長的機會。  

14. 本人所在縣市所辦的家政教師研習活動，幾乎沒有，希望重視本市所有高中家政

老師的進修或研習權利。  

15. 希望家政課由原來的2學分，增為4學分，因為目前學生較缺乏生活基本知識與

技能，需要藉由本課程加強學生基本生活觀念。  

16. 家政課程以四學分為宜，刪為兩學分無法將家政正確觀念與相關知識教授給學

生， 尤其生活上許多技能性的東西，例如食物製備與服飾搭配，只授予理論而

無實際經驗，無法提昇生活品質。  

17. 兩學分的設計涵蓋諸多主題，難免流於蜻蜓點水，此架構既然提供各校發展學校

本位特色，建議取消節數一欄，使老師就各校情況做適當安排，並提供各校教學

研究會審核。  

18. 建議多增加學生對法律的認知以保護自己。  

19. 能否訂出一套基本能力檢定方案，如食物製備，家事衛生管理，以提高高中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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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此課程，並確立落實兩性平等教育與家庭所需具備的生活能力。  

20. 現在青年操作家務能力嚴重不足，多泛紙上談兵，應多充實家政科各項設備讓學

生充分練習以補家庭教育的不足。  

21. 高中課程內容多半是上課，聽課報告同質性太高，家政的藝能部分，可吃可看可

用，有先天的優勢與趣味是其他科無可取代的。目前架構加入許多公民、輔導重

疊的內容，對家政而言的路是更寬或更窄，請三思!! 

 

 

黃迺毓／  
吳妮真／   
 台北市立大同高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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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f the Senior High School Home Economics 
Curriculum Revision 

 
Nei-Yuh Huang1, Ni-Chen Wu2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ate the foundation of home economics 

curriculum theories and the process of the revision of curriculum guideline, in order 
to help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the revised curriculum. 

In the year of 2002, the revis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was taken 
place in Taiwan. A team of home economics specialists was organized and went 
through a series of discussion. The purpose was to construct a framework of home 
economics curriculum. A 3X3 framework was developed. The X-coordinate is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three stages of life development: (1) growing up in the 
home of origin, (2) leaving home and learn to be independent, (3) preparing for 
your marriage and family. The Y-coordinate is categorized in three dimensions: (1) 
love and relationship, (2) home management, (3) family life application.  

After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and constructing the framework, the team also 
held a joint meeting with some curriculum specialis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lso conducted to collect opinions from home economics teachers. The process was 
completed in October, 2003. 

 
Key Words: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Curriculum Revision,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Curriculum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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