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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生父職角色課程發展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為針對高中男性學生，以行動研究方式，發展出一套父職角色經營課程，目的

在促進高中男生對於父職角色意義的覺知，並且能提出對父職課程教學有助之建議。 

 本研究依據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先分析教學現場與學生需求後，經由文獻分析課程

設計主題，進行課程設計及專家審核。發展出完整課程後，在 K 中實施，以高一 35 位學

生作為實施對象，課程共計六週，分別為「爸爸去哪兒？」、「性別辯不辯」、「理財管理來

持家」、「心繫愛成家」、「同理你和我」、「演出愛成家」。過程中蒐集上課紀錄、學生成果與

心得、學生回饋與省思、教師省思與紀錄、同儕教師觀察表來進行分析。 

 研究者分析資料後，得以下結論：「以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開發父職角色經營課程適合

高中男生學習」、「父職角色經營課程對高中男生在父職角色意義、性別平權觀念、正向溝

通與同理的意識感有所影響」。研究者也針對研究結論，提出對於教學者、課程、與未來相

關研究者的建議。 

 

關鍵字：高中男生、父職教育、課程、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經驗學習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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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about how 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athering curricular on high school male 

stud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promoting high school male students for the role of fathering 

awareness, and making useful recommendations for fathering education. 

 Following process of 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ISD), first, analysis needs of school and 

students, then design theme of curriculum through the reference, and experts check the curriculum. 

The curriculum implement with 35 students on High School K. During six weeks, We have the 

following program: “Where is Daddy?”, “Gender Debate”, “Money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with family”, “My Empathy”, and “family drama”. At the same times, we 

collected records, student’s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feedback and reflection of students, 

teacher’s reflection record, peer teacher’s observe for analysis. 

 Based on analyses from this study, our results indicated: It is good for high school male 

students on designing fathering curriculum with ISD; The fathering curriculum have good effect 

on the meaning of fathering, gender equality, and positive communication and empathy.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used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teachers, curriculum, and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High School Male Students, Father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Experiential learning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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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動機與背景，第二節說明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則

針對研究中所運用之概念，做名詞解釋，以利澄清研究方向。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男性家庭角色之任務改變與學習需求增加 

近年來，由於社會變遷與經濟成長的影響，女性就業比例大幅上升，雙薪家庭也

成為台灣目前的主要家庭結構（行政院，2011）。與職業婦女相比之下，社會通常較

為忽略男性在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衝突與矛盾，尤其是親職角色所帶來的壓力與負擔。

但，隨著「共親職」、「性別平等」等概念的提及與研究，男性的工作已不僅僅只有以

往所認定的「賺食者」角色。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華人普遍思維裡，對於男性在家庭工作中的要求。從

文化的角度來看，華人男性被要求成為家中的經濟支柱，或是成為其他年幼男性之角

色典範。但，中華文化經典中，較無經典說明父親情感性角色的付出，蘇嫈雰

（2013）從「顏氏家訓」中澄清父職教育，認為「以教為事」是父親應該負起的角色

功能，而如何教子，還是停留在引經據典的功夫，父親給予孩子中國經典中的道理與

為人處世的原則。雖古有經典、家訓相傳，教導男性成為一個「有肩膀」的男人，但

這些經典，都還無法教導男性，如何與孩子相處融洽、或是如何展現自己的父愛。 

 

二、父職研究的再進展 

若在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裡，搜尋關鍵字「父職」，相較於親職（560 筆

資料）、母職（162 筆資料），父職（141 筆資料）的議題是較少有文章關注的。若只

探討「父職」，可以發現從 1988 年以來，國內便有討論父親角色的相關文獻，直到近

五年，每年都持續還會有約 5 到 15 篇的碩博士論文關注這個議題（表 1-1-1，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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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這些都顯示，學術界漸漸的湧起一股想了解身為父親的心路歷程、或是影響

父親參與親職的因素、以及如何具體提高父親參與親職（王叢桂等）。種種文獻，都

只停留在現階段為父親或是新手父親的調適或影響參與親職因素，或是特殊族群，像

是單親、軍人、新住民等家庭結構所帶來的父職難題研究，抑或是父職參與作為變

項，與孩童或是青少年的身心發展量化研究。這些文獻對於父職的研究與討論，還停

留在現象的探討，相對來說，對於再更進一步的解決問題、或是提升能力、正向增能

的課程等議題，就比較少探討與研究。 

表 1-1-1  

台灣近十年父職相關碩博士論文篇數 

年

代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篇

數 
5 6 6 11 12 15 11 8 21 11 

資料來源：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三、高中男生親職課程起點與現況 

在我國的課程綱要中，家政課程中的四大主題：服裝、營養、資源管理、家庭經

營，但在一般教學現場，多數老師為回應學生需求與希望，教授課程以服裝、營養等

技巧性課程為主，關係經營課程為輔。但，民國 107 年所施行之高中課程綱要中，綜

合活動領域家政科也即將提出加深選修「預約幸福」等課程綱要與評量，研究者認

為，教師也該開始進行相關課程的準備與實施，並且該開始思考，對於在這樣時代背

景下成長的學生，應該適合甚麼樣的家庭預備課程，來提供學生學習關係經營的技

巧。 

研究者認為，要提供學生學習的技巧，可以以家庭教育中「預備教育」的角度出

發，將親職課程加入現今高中生的課程中，讓高中生在家庭預備階段，便能擁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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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角色的信念與知識，雖然現階段無法立刻生孩子體驗與實際使用，但若能回饋到原

生家庭，改善關係，便也能對往後的父職角色經營，種下良好的種子，使多年來家庭

性別角色平權與共親職普及等想像成為現實。 

 

四、家政教師的精進需求 

研究者從所任教高中與學生相處幾年後，發現雖然現行家政課程綱要中，對於互

動與溝通技巧、性別角色、婚姻角色等未來家庭預備的課程雖有提及，但在一般坊間

的課本、或是現行家政課程中，由於現場授課時數、以及教學氛圍的限制，提及的次

數或篇幅並不大；另外，男性學生在學校時，也常表現出自我中心、冷漠等不利於人

際互動的負面特質；同時，學生大多對於「家庭經營」、「關係營造」等人際經營相關

課程感到興趣缺缺，經詢問，學生多半的回答是「這並不關我的事」、「反正還沒有遇

到（這種情形）」等較消極的回答。以上這些問題不免讓研究者思考，是否現場現有

的相關教學活動，都無法引發學生學習的動力，或是提供此世代學生該得的知識？或

者是，我們從家庭研究中開始發展的課程活動，在過往研究對於男性的忽略，導致男

性對於這些活動感到沒有興趣？上述原因，又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這些學生？是否能

利用學習的方式，學生可從其中經驗到情緒成長，進而產生同理、關懷、利他等品德

上的進步呢？  

王叢桂（2000）認為，若能從學校體系，進行推廣父職相關課程的設計，便可提

供孩子另外一種父親的印象，改變原有的認知，在未來經營家庭時，能運用所學。基

於此，本研究將採用行動研究的策略，針對高中男生，設計一連串有關父親角色經營

的課程，期盼能發展出一套適合高中男生學習的父職課程，也期盼經過本次研究也能

讓學生培養未來經營家庭的各種面向能力，對學生自身人生亦有所助。並基於本研

究，對其他相似課程，提出教學相關的建議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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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欲以行動研究方式，結合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來運

行一套適合高中階段男性學生學習之父職課程，教學方式結合經驗學習圈的概念，引

導學生體驗並轉化價值觀，藉以提升高中男生父職角色經營技能。 

故本研究目的如下： 

1. 設計與開發一套適用於高中男生學習的父職課程。 

2. 促進高中男生對於父職角色意義的覺知。 

3. 建構高中父職課程以供相關教學者使用。 

 

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研究問題如下： 

1. 高中男生適用學習的父職課程為何？ 

2. 實施父職角色課程對高中男生父職角色的意識感有何影響？ 

3. 本課程能提出哪些有助於父職課程教學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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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名詞解釋 

一、 父職角色課程 

父職角色（fathering）指的是男性在探知父親這個角色所經歷的認知轉變過程，

與對此角色扮演之詮釋（王舒云、余漢儀，1997）。大約可分成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

兩部分，父職角色知覺指個體對於父親角色應擔負的親職責任與重要程度的認同與覺

察（黃惠森、王以仁，2015）；父職角色認同，則指個體對於父親角色應擔負的親職

責任與項目內容，所具備的基本認知與所賦予的個人意義（黃惠森、王以仁，

2015）。 

本研究所指之父職角色，為個體對於父親角色的責任覺察，與對於父職角色內容

的基本認知與個人意義。而父職角色課程，指的是改變學生對於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

的一連串課程活動，活動主題包括了父職角色意義、性別平權觀念、陪伴與支持、照

顧與養家、正向溝通與同理、對家庭的承諾等六項。 

二、 課程發展 

課程發展是指課程經過發展的歷程與結果，強調演進、成長的課程觀念，即課程

發展是將教育目標轉化為學生學習的方案，並強調實際行動與發展演進，以顯示課程

並非只是純粹思辨的理論產物，而是付諸教育行動的歷程與結果（黃光雄、蔡清田，

2015）。本研究所指課程發展為研究中藉由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找尋課程需求

與教育目標、實踐課程、評鑑課程的過程。 

三、 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是課程工作者經由選擇目標、學習經驗的組織，再評鑑學習經驗的過程 

（王文科、王智弘，1994）。在本研究採用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ISD）為主要課程設計流程，採取五階段進行課程設計與分析：分析階段、設

計階段、發展階段、執行階段、評鑑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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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父職的相關研究 

一、父職的意義與重要性 

針對父職的意義，國內學者定義不一（陳嘉峰，2013）。陳嘉峰（2013）提出父

職（fatherhood）應指身為父親的狀態；而父職參與（fathering）指的是與父職角色相

關的認知、情感、行為，而這兩種在國內常以「父職參與」稱之。而本文所指之父

職，則屬於 fathering 的父職角色知覺與認知，為男性對於父職角色所具備之認知、情

感、與行為表現。 

在人的一生中，父親與自身的關係影響層面廣大。Hosking, Whitehouse, & Baxter,

（2010）針對澳洲父親在嬰孩時期陪伴時間的研究指出，父親照顧時間長短與嬰孩的

發展有正向關係。父子關係的品質也同時會影響雙方，尤其是孩子的社交能力

（Marsiglio, Amato, Day, & Lamb, 2000）。甚至於，父親對家庭的經濟投入情況，也會

影響父親本身的福祉（well-being）（Schindler, 2010）。Cabrera,  

Tamis-LeMonda, Bradley, Hofferth, & Lamb,（2000）對 21 世紀的父職所做的研究指

出，父親對於孩子的照顧涉入程度，除了改變了孩子的生命經驗，父親本身的發展軌

跡也跟著有所改變。父職角色經營是男性生命中一個很重要的生命經驗，值得男性付

出，藉此增進生命福祉；而家庭更需要男性作為父親角色，以良好的父職參與，來豐

富嬰孩的生命經驗，並將正向情感循環下去，方使發揮家庭功能，擁有良好傳承，進

而創造良好社會風氣。 

而男性如何學習父親的角色任務呢？從毛萬儀、黃迺毓（2010）針對大專教育程

度，以及初任父親第一年的六位男性所做的研究，發覺父職經驗經歷了「預備醞

釀」、「父職概念模糊」、「衝擊慌亂」、「父親親職角色緩衝適應」、「子女生活照顧」、

與「發展教養角色」等六階段歷程。由此可知，「當了爸爸就知道怎麼當爸爸」是個

無稽之談，父親角色是需要經營，也需要練習。那麼，在我國的教育體系中，有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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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角色」的學習方式，納入教育的主題中嗎？如果沒有，那男性在面臨初為人父

時，想必會經歷更久的衝擊與慌亂。為了減少適應父親角色的不適，在教育中，應該

開始對男性提出「父親角色」的課程與學習。 

父親之於家庭的重要性之大，Cowan, Cowan, & Knox,（2010）針對破碎家庭

（fragile family）進行方案推廣，過程中發現父親對於家庭中不管是經濟、或是教養

態度、或是與孩子的福祉（well-being），均有極大的相關性，也扮演了關鍵性的角

色。關心家庭教育，為孩子創造美好的未來，除了過往研究中關注的母職之外，也該

關心這群男性族群，了解他們的需求，提供他們學習管道與價值觀，使他們產生正向

的認知，以及認同父職角色。 

綜上所述，父職角色的經營，包括了認知、情感、與行為三個層面。而，不論是

對於個人的福祉、還是家庭系統，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如若能提供男性具體、且有

幫助的父職角色經營學習方式，那便能影響男性個人的父職角色經營，亦可有效的發

揮家庭功能，並進而創造良善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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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職的相關研究 

以「父職」為關鍵字，搜尋華藝線上圖書館後發現，國內近三年的父職研究，主

要著重在父職角色與父職參與的變項（蘇嫈雰，2013；尤美華，2014；黃慧森、王以

仁，2015），其次則是親職效能與特殊家庭的展現（王行，2013；史馥綺、王玉珍，

2014）。由此可看出，目前國內研究趨勢，仍舊停留在父職角色是否恰當，或是父職

參與能否提高夫妻關係親密感或是其他變項的研究。這些研究主題中，內容不常提到

如何增能（enpower）父親本身，更別說在高中男生身上實施以父職為主題的親職課

程。因此，研究者開始思考，如何將這些說明現象的研究，應用在目前的教學現場，

讓理論在現實生活中實踐。 

為更加了解目前父職相關研究，研究者轉而搜尋全國碩博士論文，從而發現，有

更多研究是在探討父職參與，了解父親如何經營自己的父職角色，或是父職角色，尤

其是以特殊家庭中的父職角色展現。這些碩博士論文，顯示目前研究趨勢雖然重視

「父職」的研究領域，但還尚缺乏更進一步的進行教育或推廣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將國內研究父職或父親角色的文章，依主題與內容，區分為父職參與、兒

童發展、親密度、與特殊家庭四大主軸。父職參與包括了認知、情感、與行為等；兒

童發展則是指與孩童相關之學業、心理、情緒、正向行為等發展議題；親密度則是指

與妻子的互動，包括了親密關係品質、共親職等；特殊家庭則指研究鎖定研究族群，

包括了特殊教育家庭、特殊職業家庭（軍人、警察）、或者是特殊生命經驗（全女

兒）等。研究者將近三年國內父職相關碩博士論文主題整理於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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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近三年國內父職相關碩博士論文整理 備註：●表示主要議題，◎表示次要議題 

年代 篇名 作者 
父職
參與 

兒
童
發
展 

親
密
度 

特
殊
家
庭 

2014 父職參與對親子關係之影響－以在中國大陸工

作之父親為對象分析 
曹先豪 行為  ◎ ◎ 

2014 「爸」氣外露─男性軍人育嬰留職停薪歷程探討 陳文吉 情感   ◎ 

2014 父職經驗之探究-以學習障礙青少年父親為例 彭路得 情感   ◎ 

2014 人父、人師、人子─我的生命敘說 趙家仁 情感    

2014 中部地區學齡前幼兒家長的父職角色期望及父

職角色實踐與婚姻品質之相關研究 
詹雨涵 行為  ◎  

2013 國小高年級學童之父職參與、情緒智力 與父子

親密感相關研究 
尤美華 行為 ●   

2013 單親父親親職實踐與使用社會福利經驗之探究 王靖雅 行為   ● 

2013 最溫柔的戰士－一位自閉症者的父親之父職經

驗敘說研究 
史馥綺 情感   ● 

2013 人民保母難為－探討刑警及派出所警察之父職

意涵與實踐 
陳怡翔 行為   ● 

2013 馬祖地區學齡前幼兒父親之父職參與研究 陳祈諼 行為    

2012 父職參與對新住民家庭子女學習適應影響之探

究 
何玉輝 行為 ●  ● 

2012 核心家庭父職參與、幼兒社會行為發展及學習

態度關係之研究 
李雅鈴 行為 ●   

2012 全女兒家庭的父女關係、父職實踐與傳宗難題 施孟萍 行為   ● 

2012 國中生知覺父職參與、正向情緒及學校生活適

應之相關研究 
陳璟賢 行為 ●   

2012 外顯性和內隱性父職參與之研究 陳嘉峰 認知    

2012 越南新住民家庭父職經驗之研究－從孩子出生

到小學階段 
魏佩君 行為   ●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4&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4&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5&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2&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2&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14&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11&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11&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12&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12&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9&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20&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20&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1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1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19&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17&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17&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15&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1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9z5U2/record?r1=18&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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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圖表得知，大多數碩博士論文在父職參與中，多半談論行為與情感的部分，

以可測量的父職表現、父職參與、角色實踐為主要研究主題，另有一個研究取向著重

在父親的為人父心路歷程與經驗敘說；而近三年探討與父職相關的研究，也較少談論

到與妻子之間的親密關係品質，或是共親職主題，較多為兒童的各種發展取向，如情

緒、學校適應等；而各式各樣的特殊家庭中，父親的功能或教養涉入情形則為近三年

研究之大宗。 

本研究所欲達到之目的，則是希望能跳脫這些研究的做法，更往前一步，因此，

才希望以這些研究為基礎，開發適合高中男生學習之父職角色經營課程。且，這樣的

研究取向，顯示過往在親職教育中，父職教育是依附母職教育而生的觀念已漸漸式

微，取而代之的，父親在家庭中的角色、心路歷程，以及與兒童發展相關的研究，各

種研究主題開始以父親作為主要主角，而非是只是單純過往的「賺食者」角色。而本

研究也思考，如何開始以男性為主的親職教育方案，因此，選擇以高中男生為主的學

校，進行父職角色經營課程，成為本研究主要推行之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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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父職角色的影響因素 

影響父職角色的因素很多，Eggebeen, & Knoester,（2001）對父職與男性之間關聯

的研究中，找到社會連結、代間關係、工作態度、家庭關係四項因素，會影響男性父

職經驗，進而影響男性個人福祉（well-being）。王叢桂（2000）提出幾項促進男性參

與父職的因素，認為「對家庭的承諾」是促進男性參與父職的影響因素之一，也就是

說，如果男性是個認為家庭是重要的，也願意為家庭付出的父親，則男性對於主動參

與育兒會是積極的；除此之外，觀察到負面家庭對子女的影響、由於本身疏忽父職所

導致的家庭危機、配偶的支持、育兒的正面回饋、父親本身原生家庭經驗缺乏父職、

夫妻本身成長學習經驗，都會影響父親參與父職的涉入程度（王叢桂，2000）。另

外，涂妙如（2007）以生態系統來評論國內父職角色的研究脈絡中，提到多數文章圍

繞在微系統的變項研究，試圖想找出影響父職角色積極的因素，尤其是父親的個人變

項，例如性別角色觀念、對家庭的承諾等，都會成為父親參與父職的積極因素。黃慧

森、王以仁（2015）則提出，探討父職角色建構與發展的中介因素頗多，像是自己父

母親職表現、手足或同儕之間交流，或是大眾傳播媒體等，都是可能影響男性父職角

色的知覺與認知因素。因此，為了促進男性的父職參與，可以從對家庭的承諾、性別

角色觀念、與原生家庭的互動來進行介入，若能增進這些因素，那也可影響男性在父

職參與上的正面積極付出。 

根據涂妙如（2007）所指出，國內近二十年來的研究父職相關文獻，幾乎鎖定在

微系統的探討，也就是父親本身的原生家庭、個人背景變項、生殖家庭角色互動及工

作職場。其中，與王叢桂（2000）探討促進父職參與的因素所提及，社會中關於父親

的典範、價值、信念等文化傳遞、對家庭的承諾，均對促進男性參與父職的意願與實

踐有幫助。Strom, Vsn Marche, Beckert, Strom, Strom, & Griswold,（2003）所使用的

「父母成功指標」（Parent Success Indicator , PSI）中，優秀的父職能力指標包括了

「溝通」、「知道」、「教導」、「處理挫折」等（引自陳沛君，2012）。因此，在男性自

己的原生家庭中，互動品質的好壞也會影響其在未來的父職參與的認知、情感、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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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故，父職角色經營課程可融入溝通課程。 

而黃慧森、王以仁（2015）則是聚焦於家庭背景相關因素，包含家庭結構、居住

地區、族群類別、出生序、性別特質；以及父親父職相關因素，包含父親年齡、父親

社經地位、父母婚姻狀況、父親管教方式、父子互動與父子關係，來進行父職角色知

覺與認同的探討與量表發展。但，由於原生家庭無法經由學習更動，因此，在課程

中，只強調與自己父親互動品質如何提升，並無強調家庭社經的會、結構、居住地區

等基礎變項。 

綜合所述，父職角色，有許多因素影響，考量高中男生的起點行為與需求（將在

第三章詳細說明），以及所處之生命階段與任務，認為父職角色的意義、性別角色觀

念、對家庭的承諾、照顧與養家、陪伴與支持、正向溝通與同理等六個主題，可以供

以研究者做為課程設計之概念主題，其中照顧與養家可與金錢管理課程相結合，而陪

伴與支持則加在各課程中作為情意展現之目標。 

另外，學生在校學習階段，尚未結婚生子，沒有自己的生殖家庭可做經營或練

習，所以管教方式、社經地位、父子互動等皆無法被具體教導改善，但這些價值觀皆

可實踐於目前高中階段或是未來的生活中，以人際互動及家庭關係作為表現場域，故

而本研究以較易操作的父職角色意義、對家庭的承諾、正向溝通與同理作為改變基

準，並提供學生回家練習的機會，以及鼓勵學生在生活中實踐，來進行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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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父職角色之課程設計 

一、高中父職相關課程概況 

在 Eric 資料庫中，搜尋「fatherhood」與「programs」兩個關鍵字，會發現有許多

針對新手爸爸給予的婚姻與父職課程（cowan, cowan, & Knox, 2010），或者是針對不

同的父職課程作的後設分析，來探討家庭教育人員所提供的課程是否符合父親需求

（Holmes, Galovan, Yoshida, & Hawkins, 2010）。而在國內搜尋父職相關課程訊息時，

發現唯一一篇文章為林彩媚（2008）以「e 爸樂學網」為數位學習方案，發展父職教

育的行動研究。發展父職教育的動機之一，為參與父職教育能學習相關知能，進而幫

助父職實踐，且對於家庭生命任務、子女教養能更有充足的心理準備與應變能力（林

彩媚，2008）。但此處仍以親職教育作為主要課程思考脈絡，而非以預備教育中的青

少年為對象進行教學。 

根據美國家庭關係協會（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NCFR）所提出的

生命全程親職教育內涵架構中，青少年期的教育內涵包括了影響是否成為父母或何時

成為父母的因素、子女養育知能、各種親職的類型、及影響親職類型的因素等任務

（週麗端、何慧敏、魏秀珍、洪敏琬，2013）。蔡玉欽（2012）也提出，父母的社經

地位、性格、管教態度、角色示範、與人生哲學，都會影響父母親職的角色責任，而

有效能的父母能帶出好的家庭教育，也能在現今變遷迅速的時代帶來良善的影響。可

見親職教育對於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皆有其重要性。但國內家政課程向

來包括親職教育議題，以 99 高中課程綱要家政科（表 2-2-1）中，家庭經營中「家人

關係」、「家庭衝突與韌性」兩個主題學分數，占整體總學分數約為 14％，不到四分之

一，且在高中家政課本（以育達 99 年出版家政課本為例），兩個主題的頁數有 23

頁，只占總體頁數約 13％（研究者整理），反倒是在學務、輔導體系中，提供了許多

以家長為對象的親職教育課程，對於學生本身未來預備家庭的能力中，著墨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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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高中課程綱要必修家政科兩學分教材綱要與學分數對照表 

主題 參考節數 ％ 

家政與生活 1 2.8 

家人關係 3 8.3 

家庭衝突與韌性 2 5.6 

性別的人我關係 4 11.1 

擇偶與婚姻 2 5.6 

資源管理 4 11.1 

居家環境 4 11.1 

服飾計畫 4 11.1 

服飾管理 4 11.1 

膳食計畫與製作 8 22.2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0）。 

過往提到親職方案，都只想著針對家有學齡兒以上的父母設計課程、實施課程，

或是針對青少年設計改善親子關係的課程方案（王錚惠，2011）。但若能改由針對高

中階段學生設計親職課程，除了培養這些高中生未來在自己生殖家庭的預備能力外，

也能讓學生體會、同理平日照顧自己的家人辛勞，展現感恩等正向心理特質；更甚

者，研究者希望也能藉此課程，讓學生體會到照顧孩子雖然困難，卻也不失為一個具

有個人傳承意味的行動，進而提高此世代的生養意願，讓社會結構能更加穩定。郭美

娟、陳若琳（2012）在研究雙薪家庭幼兒父親親職效能、母親的教養鼓勵、與父職參

與的相關性研究中，就曾提出，家庭教育人員應就影響父職的相關因素，提供父親親

職課程或成長團體，藉以提升父職參與的動機與能力。 

多數研究皆指出，能以青少年為對象，發展相關父職教育的課程，對整體父職教

育的推廣才更好。黃慧森、王以仁（2015）也提出若能提供青少年合宜的親職教育知

能，學習易位思考親職角色，或許可奠定其自身親職角色的建構與發展。此外，男性

在型塑父親角色，是由外在文化與內在認定所構成的（姜惠文、陳銀螢，2008）。因

此，建構父職教育相關課程時，除考量青少年的生命階段外，還得加入適合華人文化

的課程與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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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模式 

課程設計指的是課程要素的選擇、組織與安排的方法過程，包括了課程目標的訂

定、教學活動的選擇與組織、評鑑工作的執行（黃光雄、蔡清田，2015）。本研究基

於欲了解課程設計是否符合研究目的，也欲了解課程是否能有效幫助高中男生提昇父

職角色技能，故採用常見應用於課程成效分析的系統化教學設計（ISD）。 

目前常見的系統化教學設計被應用於大量的國中小階段，不同學科的教學設計研

究上，主要在處理例如教學設計（林婕婷、呂正雄、李明憲，2010)、教科書設計

（任慶儀、許燕卿、陳玉卿、陳俞叡、游美惠、廖麗芳，2007）、不同領域教學或是

議題融入（黃冠達，2003）等研究課題。以下就系統化教學設計內涵做一說明： 

 

系統化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ISD） 

系統化的觀念在訓練、推廣或教學的過程，訂定分析教學的目標，設計、發展教

學內容，執行與評估教學活動，並根據評估的結果修正該教學系統（鄭淑子，

2002）。ISD系統化教學設計可分為下列五個階段： 

（1） 分析階段：主要工作為分析待解決之問題、目標群體之需求、以及教案目

標的訂定。 

在本研究中，待解決之問題為發展一個讓高中男生學習之父職角色經營課程；跟

著而來的，必須分析目標群體之需求，本研究目標群體之需求分為組織需求，為 K 中

之需求，以及學習者需求，為學生本身需求；最後，根據上述需求，訂定課程活動目

標。 

（2） 設計階段：訂定各單元學習目標、設計教學策略與活動、選擇教學媒體、

設計評量方式。 

本研究中，此階段根據上述需求階段所訂定之課程目標，以及各單元主題，分別

訂定各單元學習目標，並將教學策略、活動、媒體、評量方式規劃完成。其中，教學

策略與活動融入經驗學習圈的方式，詳見本節第三部分敘述。各單元學習目標、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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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評量詳見第三章第四節說明。 

 

（3） 發展階段：編寫教材或教案、發展教學媒體與教具、編寫學生手冊、發展

評量工具。 

此階段裡研究者編寫教案，並將編寫好的教案進行專家效度的審核，編寫學習護

照作為學習手冊，並發展評量方法。教案內容、學習護照、評量方法詳見附件一。 

（4） 執行階段：實施課程前準備、實施課程、實施學習評量。 

在此階段，研究者身兼教學者，完成課程準備、實施六週課程、以及學習評量，

過程中為增加教學成效，故融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觀課概念，請校內同儕教師前來

觀課，了解課程實施成效，並完成資料蒐集，回饋到第五階段評鑑階段中。 

（5） 評鑑階段：分析階段的評鑑與回饋、設計階段的評鑑與回饋、發展階段的

評鑑與回饋、執行階段的評鑑與回饋。 

為回應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評鑑階段作為最後階段，必須呼應前面四個階段的工

作，了解每一階段工作是否皆達到預期目標，本研究之評鑑階段內容請詳見第四章。 

 

 綜上所述，本研究因研究目的為設計一套適合高中男生學習之父職角色課程，故

利用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之階段來進行課程設計與分析，以利了解課程對於本研究之

成效與影響，同時，也了解課程設計過程、實施、與學生學習結果，是否達到本研究

預想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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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取向 

 本研究著重於學生在課程前後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的變化，是屬於情意的變化測

量，高中家政課綱（教育部，2010）中也提到，希望養成學生「從經驗出發，以家庭

生活為核心，培養個人與經營家庭所須具備的生活能力。」，這與 Dewey 的「從做中

學」教學理念相似，因此，本研究選擇 Kolb 的經驗學習論，來做為主要課程設計模

式。 

1.Kolb 經驗學習論 

(1)意義 

教師經由選擇、珍視和行動的過程，教導學生慎思熟慮的思考技巧，並引導學生

對自己和他人的信念、情感及行為做自我分析和反省，以建立自己的價值觀或實踐行

動（蔡啟達，2012）。 

(2)步驟 

Kolb（1984）界定學習是由經驗轉換而創發知識的過程，每個人的學習都會經過

四階段所構成環形結構：具體經驗、反思觀察、轉化概念、積極應用（引自王宥婷，

2013）。各階段所需任務詳細分述如下： 

(a)具體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 

 在目標設定的原則下，選擇與主題相關的活動，以促進參與者體驗自身能力等。 

(b)反思觀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 

 收集與整合體驗經驗的資料，檢視成員在活動中發生哪些問題、情緒？教師須提

供學生對於具體經驗的思考重點，並引導學生思考與課程目標相關的問題。 

(c)轉化概念（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藉由轉化性的提問，使當下的經驗與成員過去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產生關聯。教

師須引導學生歸納統整上一階段所獲得的知識架構與原理。 

(d)積極應用（active experience） 

 體驗學習的成效，應用活動的經驗，將所學實踐於現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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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驗學習論融入教學設計 

經驗學習提供學生具體的參與、接觸體驗，用來建構知識、獲得技能與提升自我

價值的過程（Pinar, Reynolds, Slattery, & Taubman, 1995；引自蔡啟達，2012）。本課程

探討關係經營與價值觀改變，而 Kolb（1984）提出之經驗學習模式，正適合用來協助

學生學習改變認知與價值觀。經驗學習模式包含了親身體驗（concrete experience）、

反省觀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轉化概念（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積極應用

（active experimentation）等四階段學習（蔡啟達，2012）。 

 

（a）親身體驗階段，邀請學生描繪父親（或男性長輩）與自身互動經驗，以及自

己在人際關係中的互動經驗，並安排活動，使學生在活動過程中，安心分享自

身經驗。 

（b）觀察反省階段，學生在活動中所觀察到的事物，進行提問引導，讓學生關注

到課程目標 

（c）轉化概念階段，並與學生生活經驗做連結，提問，得出新價值觀 

（d）積極應用階段，要求學生完成嘗試實踐，也鼓勵學生省思經驗過的價值觀，

學習如何思考、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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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教學設計如下圖 2-2-1： 

 

 

 

 

 

 

 

 

 

 

圖 2-2-1 經驗生活圈與課程設計目標 

 

 

2.正向與父職角色之關聯性與融入 

在關係經營中，學生的內省智慧（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郭俊賢、陳淑惠，

1999），是個很重要的起點行為評斷，內省智慧包含了如動機、決心、道德、誠實、

同情心、與利他等內在特質（郭俊賢、陳淑惠，1999）。另外，學生幼時的父子關

係，也會影響學生的自尊與社交技巧的發展（Stevenson, & Crnic, 2013）。邱珍琬

（2004）在對大學生的焦點團體研究中，發現雖然父子雙方都想改善關係，但由於疏

於訓練、性別角色限制、或是親職分配的結果，所以父子關係的聯繫與親密感並不

高。由此可知，父職角色會影響孩子的自尊、社交、等青少年期發展任務中的重要技

能，因此，研究者認為，在探討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時，應一併加入內省智慧的評斷

與增能。 

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是近年來心理界的顯學。從 Seligma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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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互動經驗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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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自身父職角色認同 

人際關係問題的覺察 

透由課程活動，了解課程內

涵與正向思考的意義 

將課程所學應用於家庭生活

經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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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了 Authentic Happiness 一書，心理學界開始關注以往不曾注意過的正面能量，隨

之而來的幸福感調查、研究，進而到哈佛大學所開設的幸福學分，人們開始嚮往正向

能源帶給自己的強大力量。Seligman & Steen（2005）提出，正向心理學是能讓人察覺

到自己的疑慮、弱點、或是做不到的事情，而正向心理學能幫助人們利用想法、信

念，使自己達到內心平衡。 

近年來教育部積極推廣展能家庭計畫，顯示這種以正向心理學的力量為主軸的課

程，為目前家庭教育中一個值得切入的角度（教育部，2015）。為提高學生多元學習

的方向，本課程融入正向心理學中有關幸福感（well-being）的變化，發現從情緒教育

產生的感恩（gratitude）的內涵與本課程主軸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內涵相近。Froh 及

Bono（2011）中對於感恩（gratitude）的定義，認為感恩是高層次的道德情緒，並且

是許多正向、積極心理特質的基石；除此之外，7-10 歲的孩童即有感恩的情緒與特

質，而青少年時期投入有關感恩的課程，對於未來成人的生理、心理、人際等各方面

健康，以及福祉（well-being）都有正向的回饋與幫助。從發展來看，感恩根基於與母

親的依附關係，幼兒發展自我認知時，社會情緒如感恩，會成為生氣、開心、刺激、

或悲傷等基本情緒的緩衝（Emmons, & McCullough, 2004）。 

正向心理學為關係經營之基礎，本研究透過將正向心理學融入課程設計中，帶領

學生提高內省智慧如感恩、利他等情緒，都有助於學生提昇關係經營之動機、技巧。

而本課程為聚焦於父職角色內涵之課程，重點放於影響父職角色因素之課程主題，其

中，性別平權觀念、與原生家庭之互動、陪伴與支持等因素，正向溝通亦可協助串聯

與增強。故課程中融入正向溝通技巧與同理，作為課程主題之一進行課程課技，期望

從中提高學生的正向思考、感恩、利他等內省智慧，並增進人際互動能力，回饋到原

生家庭，並藉此影響其對家庭的價值與承諾，影響其對父職角色之意義解讀。 

 

3.符號互動論 

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於 1920 年代在芝加哥大學萌芽，到今日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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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會學中的顯學之一。簡單來說，符號互動論聚焦於對於各種不同的人、事、物，

人們如何定義（White & Klein，2002）。符號互動理論研究重點在於人與人之間互動

性質與過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不僅僅只是體能上直接的反應，還要經過一番分析與

了解 

（蔡文輝，2007）。研究者根據行動者的意義來理解人類行為（黃宗堅，2006），馬永

年、梁婉華（2009）整理了符號互動論的假設如下： 

1. 人類的行為必須透過行動者的意義來了解。 

2. 個體是具有心智的。 

3. 社會是先存於個人的。 

符號互動論中，符號（symbol）是個主要的觀念，舉凡語言、文字、手勢、動作

等都是符號，觀點（perspective）和互動（interaction）則是人類行為的兩個變數 

（蔡文輝，2007）。而社會價值對個人行動的影響，必須先透過個人對環境的認知，

才使個人的行動不斷修正與調整（黃宗堅，2006）。 

本研究進行之課程，運用符號互動論之處頗多，整理如下： 

（1）父職角色經營 

本研究主要聚焦於高中男生的父職角色經營增能，父職角色經營影響因素如父職

角色意義、性別平權觀念、對家庭的承諾、與原生家庭的互動等，課程設計中期望從

主題出發，針對不同主題設計不同活動，藉以改變學生對於環境的認知，使行動修正

與調整。整個課程實施階段，符應符號互動論中，改變個人對環境的認知進而改變個

人的行動。 

（2）經驗學習圈 

本次課程教學設計，利用經驗學習圈（Kolb，1984）之理念，透過體驗改變個人

對環境的認知，轉化，調整修正行動。符號互動論的假設之一是，人類的行為必須透

過行動者的意義來了解，也就是說，改變若無法回到學習者自身，那學習者對於改變

的意義只能停在表面。因此，在教學活動中，本研究設計不斷重複學習者的具體經

驗、讓學習者進行反思觀察、並要求其轉化概念、積極應用。其中，轉化概念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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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次課程的重點，也是符號互動論中所說明，最大的改變。 

（3）正向溝通與同理 

正向溝通與同理，追朔根本，亦是在探討在解讀符號時，個人認知如何採取正向

思維，進而心境改變，影響行為，創造好的循環。在本次課程設計中，有很大一部分

在探討如何學習與練習正向溝通技巧，並請學生積極運用在家人關係中，正是在課程

中，請學習者解讀行動者意義，並轉化社會價值給予之認知，進而改變行為。 

簡而言之，本研究與符號互動論息息相關，不管是課程設計的主題、教學設計的

方式、以及課程內涵、價值觀展現，實為符號互動論的再再展現。本研究也期盼透過

本課程，可以改變學生在這社會中看待父親的角色意義，進而學習經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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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行動研究作為主要研究方法，針對高一男生，進行六週有關父職角色

經營的課程。研究者，即教學者，以 105 年 2 月到 6 月 K 校參與家政特色選修課程

「幸福家庭經營學分」的學生為研究對象，總計 35 人，以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來進

行課程設計、課程實施、與整體回饋，最後以研究者身分，透過蒐集之資料，以及課

程實施過程，來回答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第一節、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模式進行研究設計，行動研究模式的特色為「基於解決問題或

獲得資訊，以了解在地的實務情境之目的」（卯靜儒等，2004）。卯靜儒等（2004）提

到，行動研究有四個步驟，分別為：（1）確認研究的難題或問題；（2）蒐集必要的資

訊以回答問題；（3）分析詮釋蒐集到的資料；（4）發展一個行動計畫。以下分就各步

驟進行說明： 

1. 確認研究的難題或問題 

在 99 年高中家政課程綱要中，家庭經營的「家人關係」、「家庭衝突與韌性」兩個

主題學分數，占整體總學分數為 27％，約四分之一，而在高中家政課本（以育達 99

年出版之家政課本為例），兩個主題的頁數有 23 頁，只占總體頁數約 13％，顯示雖然

在課綱中，兩主題雖然佔有一席之地，但在課本中卻是不成比例的存在著。從內容來

看，課本中規劃的知識理論，也比較偏向屬於青少年在高中階段，與原生家庭的互

動，較少提及與未來生殖家庭的互動。高中家政課綱（教育部，2010）中也提到，希

望養成學生「從經驗出發，以家庭生活為核心，培養個人與經營家庭所須具備的生活

能力。」，但在家庭經營課程中，若還以「孩子」的角色發展課程，而未提及「家

長」的角色經營，對於青少年的發展，已稍嫌不足。 

在關係經營中，學生幼時的父子關係，也會影響學生的自尊與社交技巧的發展

（Stevenson,& Crnic, 2013）。邱珍琬（2004）在對大學生的焦點團體研究中，發現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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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父子雙方都想改善關係，但由於疏於訓練、性別角色限制、或是親職分配的結果，

所以父子關係的聯繫與親密感並不高。在現今高中男生中，常看到他們漠視環境訊

息、刻意不回應同儕、或是無法同理他人的行為，這樣的男性，如何能在未來生殖家

庭中經營良好的父親角色呢？ 

本次課程主要針對 K 中高一學生，選修特色課程（2 學分）所設計，招生鎖定男

生的 K 中為了因應 107 課綱所提出的校本課程與選修課程，參與了優質化計畫，期待

以優質化計畫作為先行課程規劃，其中一個計劃，就是廣邀各科開設特色選修課程，

提供學生加深加廣的機會。研究者回應這樣的課程需求，提出家政加深課程「幸福家

庭經營」，以家人關係、溝通、個人福祉提升為主要課程設計架構，用家庭生命週期

為課程進程概念。在本研究中，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課程被安排在「幸福家庭經營」

中後段課程，屬於課程中的「未來預備」部分，同時也回應 K 中對於校內特色課程的

需求，針對純男性學生的教學環境發展父親角色培養課程。 

基於上述說明，本研究欲解決問題為： 

1. 高中男生適用學習的父職課程為何？ 

2. 實施父職角色課程對高中男生父職角色的意識感有何影響？ 

3. 本課程能提出哪些有助於父職課程教學之建議？ 

 

2. 蒐集必要的資訊 

在此步驟中，研究者於教學現場再次蒐集學生表現，作為後續課程設計之基礎。

基於以上三個問題，研究者進行探討相關文獻後，進而了解問題的核心在何處？進而

鎖定問題在如何透過課程活動，提高學生的父職經營動機與技巧，以及了解課程活動

是否適切。此時研究者與蒐集學生之課後學習單、回饋單、課後省思札記、同儕教師

觀察表、教學者省思札記來印證課程是否達到研究目的。 

3. 分析詮釋資料 

為解釋上述問題，研究者分為量化資訊與質性資訊來進行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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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量化資訊 

為了解課程對於學生是否有成效，研究者發展課程回饋表，來讓學生在課程後填

寫，蒐集學生自感課程效果的資訊。 

(2).質性資訊 

為了能從多元的角度審視課程設計與教師、學生的成效與提升，在課程進行中，

分別收集學生與教師在參與課程中，所紀錄或審視自身成長歷程文字紀錄，以及同儕

教師於課程實施中，所填寫的教室觀察紀錄表，以利分析。 

就質性資料方面，採用學生學習單作為主要分析工具，編碼方式為「節次-單次-學

生編號」，節次以大寫字母代表，A 為第一週「爸爸去哪兒」、B 為第二週「性別辯不

辯」、C 為第三週「理財管理來持家」、D 為第四週「心繫愛成家」，第五週與第六週

學習單因為並無對應本次課程，故無編碼。單次的部分，為該堂課學習單次序，第一

份為 a、第二份為 b，以此類推。學生編號則以學號排序，與 K 中所給名單相符，以

利最後學期末給分。例如，我的時尚父親，36 號學生的編碼為「A-b-36」。 

另外，歷程記錄部分，可做為學生學習成效之展現，編碼方式為「問題-週次-學生

編號」。問題以大寫字母代表，接續前述學習單編碼之後，E 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F

為課程精華、G 為用一句話濃縮課程內涵。週次則分為前三週與後三週，前三週編碼

為 a、後三週編碼為 b。學生編碼方式與前述相同。例如，前三週印象最深刻的事

情，36 號學生的編碼為「E-a-36」。 

此步驟中須就研究問題，一一針對第二階段蒐集的資訊相互對應進行分析。本研

究所採用之分析方式於本章第四節資料處理中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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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流程與課程設計發展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模式進行研究設計，經歷計畫、實施、成果三個階段，藉此發

展出一套能對高中男生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產生變化的課程，並探討此課程對於高中

男生之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變化，以及了解課程發展過程適切性。而同時，在課程設

計方面，使用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來做為課程發展的方式，本節主要說明研究設計流

程與課程設計流程。 

一、行動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模式進行研究設計，經歷計畫、實施、成果三個階段，藉此發

展出一套能對高中男生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產生變化的課程，並探討此課程對於高中

男生之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變化，以及了解課程發展過程適切性，各階段任務如下所

示： 

a.計畫階段 

在此階段中，先確認研究問題與範圍，研究者以參與 105 年 2 月到 6 月 K 校所開

設家政特色選修課程「幸福家庭經營學分」的學生為研究對象；由於本研究源自於教

學現場的問題，期望本次能利用行動研究解決問題。高中男生對於關係經營方面的課

程態度是消極的，對於非升學科目的學習態度也不主動、不積極，因此，本研究透過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來進行課程設計，期盼找出讓高中男生更喜歡的教學方式。 

另外，研究者藉由研讀相關文獻，來確認課程架構與內涵，以進行後續課程設

計，並與專家及校內其他教師討論適切性，以利課程設計更貼合研究目的。接著，利

用文獻探討，了解影響父職角色的因素，再配合高中男學生起點行為與現況，以 Kolb

的經驗學習模式教學方式，設計一套高中男生父職角色經營課程。 

b.實施階段 

 在實施階段時，以課程實施作為主要工作，在課程實施中，蒐集足以分析課程與

學生學習的資料，包括了課程成果紀錄、學生省思紀錄、教師省思紀錄、以及同儕教

師教室觀察記錄，藉由以上資料來分析計畫階段中課程設計之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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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成果階段 

 在此階段中，包含了資料的分析結果與省思建議。將第二階段中所蒐集的資料，

利用內容分析方式，來解釋研究問題：適合高中男生學習的父職課程為何？學生在參

與課程後，父職角色經營技能是否有變化？本課程是否能對其他相關課程提出教學上

的建議？研究者同時進行省思與回饋，讓第一階段的課程設計更臻完整，並且完成本

研究論文。 

 

二、課程發展設計 

 本次研究目的之一為發展一套適合高中男生學習的父職角色經營課程，因此，本

研究選用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作為主要課程發展方式，各階段任務如下： 

ａ.需求階段 

 研究者在教學現場中，進行觀察與訪談，了解學生需求及課程設計方向。另，本

次課程實施場所 K 中，參與了高中優質化計畫，也即將面對未來課程的重大改革。因

此，研究者欲在此階段完成對學生與學校的需求分析，以利讓課程設計更貼近兩者需

求，符合本次研究目的。 

b.設計階段 

 此階段研究者參閱文獻，以及前階段所鎖定之需求，發展課程。從文獻中，發展

出課程主題：父職角色信念、性別平權觀念、家庭的承諾、照顧與養家、陪伴與支

持、正向溝通與同理六個面向作為課程設計的主題。另外，為了解決學生之需求，開

發多元課程活動來作為學生引起動機以及學習方式。 

c.發展階段 

 此階段須就前述需求階段與設計階段所蒐集之資料，來進行設計課程。課程設計

除研究者自身設計外，還須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與修改，之後，再將教案交與兩位專

家進行審核與意見回覆，以增加教案的效度。 

d.實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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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上述三階段所完成的課程教案，將在 K 中高一特色課程幸福家庭經營中實

施，參與學生共計 35 人。實施過程共有六週，研究者同時擔任教學者的角色，在六

週的時間中，將父職角色經營課程實施完成。同時，邀請同儕教師，進行課程觀察，

了解教學過程中產生的盲點。另，為了解課程實施的過程學生的認知與價值觀變化，

也將蒐集學生所撰寫的學習單、歷程記錄。為了解課程品質，也對學生投放課程回饋

單，以了解教學實施及課程學習的效果與品質。 

e.評鑑階段 

 評鑑階段期望能蒐集資料、分析、並提出建議，因此，在本階段研究者主要工作

是針對上述需求、發展、設計、實施四階段所蒐集資料，進行分析，並提出建議，完

成新修訂之課程，並以此修訂課程做為建議未來教學者運作的課程活動教案。 

 

基於上述兩部分說明，行動研究流程對應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整理如下圖 3-2-

1，由圖可知，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與行動研究之研究流程有其相關性，本研究除利

用行動研究模式作為主要研究流程外，因需要 ISD 作為教學活動的發展、分析模組，

故兩項併行。在行動研究中的計畫階段，對應到了 ISD 的需求、設計、發展三階段，

在此時期，教學上的組織需求、課程目標、單元目標設定、評量方式，可以對應到行

動研究中的計畫階段，完成其中的課程設計；實施階段則對應 ISD 的發展與實施階

段，在此階段，教學上須發展課程教案、學習手冊、並實施課程、蒐集資料，對應到

行動研究中，為實施階段應該完成之課程實施、資料蒐集兩大重點工作；成果階段則

對應了評鑑階段，在教學活動中，就需求、設計、發展、實施四個階段資料進行評

鑑，在行動研究中，則對前述階段所取得資料進行省思與建議，不論 ISD 與行動研

究，在最後階段皆須對前述階段進行回饋，以利下一個研究循環更完善。  

 現將三階段研究流程與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整合如下圖 3-2-1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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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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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對象 

 本節描述研究實施對象，並針對研究對象分析課程需求，作為課程設計之基礎。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需求有二，一為組織需求，是課程實施學校 K 中，二為學生需求，

是課程實施對象 K 中高一學生 35 人。 

一、組織需求 

1.K 中情形說明 

K 中學生大部分來自高雄地區，少部分學生從屏東通車或是在外租屋就讀，在基

測與會考時期，K 中皆為多數家長與學生心中的第一志願。K 中為普通高中，三個年

級，每個年級設普通班 21 班，音樂班 1 班，體育班 1 班，科學班 1 班。做為南部地

區名列前茅的高中，是故對於學生升學率與課業表現有一定的要求。而 107 學年度新

制高中課程綱要又實施在即，在課程新制運作與家長期望的雙重壓力下，求新求變成

為 K 中的需求。 

2.特色選修課程說明 

自 104 學年度起，K 中參加教育局所舉行的高中職優質化計畫，利用優質化計

畫，K 中預計能發展出符合 107 高中課程綱要中所要求的「校本課程」。校本課程旨

在「適性」，須依照學生需求與搭配學校特色，發展加深加廣課程。這類加深加廣課

程在 K 中是各科老師與行政團隊的新挑戰。於是，在本學年度，K 中先以優質化計畫

中的子計畫，邀請各科教師開發「特色課程」，期望能以特色課程作為校本課程的先

驅。 

研究者作為 K 中唯一一位家政科教師，期盼能以自身專業協助 K 中開發家政科

加深加廣課程，於是，便提出「幸福家庭經營學分」這門課，作為提供高一學生自由

選修的課程之一。本課程以家庭生命週期作為課程計畫，以家庭理論作為基礎，探究

各時期與家人互動之技巧與價值觀展現。本研究之父職角色經營課程，被歸類在幸福

家庭經營學分中，中後期的課程，屬家庭預備期課程。「幸福家庭經營」主要目標為

培養學生關係經營技巧、幸福感的正向思考能力。研究者選用修習本課程之學生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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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3.學分安排與規劃 

「幸福家庭經營」課程中參與的學生為高一新生，尚未修習過高中家政課程，故

本課程需與高中家政課程主題切割，避免重複。另外，針對高一新生的生命經驗，無

法帶入一般針對新手父母所設計的親職課程，研究者便從文獻中明顯影響父職角色知

覺與認同的因素，挑出六個面向做為課程設計構面，並在課程評量中要求學生回到原

生家庭中展現相對應的行為，以及在課堂中進行經驗學習圈的設計，讓學生能將父職

角色知覺與認同提升外，也能讓原生家庭中家人間相處更好，進而影響未來經營生殖

家庭時的父職角色展現 

二、學生需求 

1.學生升學壓力龐大 

K 中學生以優異的國中成績，通過國中會考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的門檻，進入 K 中

就讀，平日學生對於「成績」與「表現」是十分在意且自我要求高。本次研究者在班

上做個簡單的調查，全班沒有一個人沒有補習，補習的人中，最少補習兩科（英文、

數學），最多補習四科（英文、數學、物理、化學），補習班生態為下午五點開始排隊

搶位子，六點開始上課，直到晚上九點下課，回到家後，大約十點半、十一點開始完

成學校課業。這樣的作息深刻影響平日在校表現，遇到非升學科目時，總是希望能多

爭取休息時間，或是在課程實施中，使用手機等 3C 產品紓壓放鬆。課程開始前，也

常在學生的閒聊中聽到他們互相探問對方成績、他科表現、學科教師教學方式等，K

中學生升學壓力之大，可見一斑。故在課程設計時，以活動方式設計課程，並盡量請

學生在課程中完成學習單，指派的課後任務也以半小時完成為主。 

2.上課態度易分心 

本屆 K 中高一學生由於學校課程學分規劃不同，本學年度高一學生第八節輔導課

只有兩天，剛好這兩天由於 K 中採取校內混排的機制，剛好是社團課與本次研究實施

場域特色課程。研究者發現，來上課的學生們，因為身體的疲累，加上特色課程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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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質與社團類似，因此，上課分心、不積極投入的情況比一般家政課學生更明顯。

為避免影響學習成效，教學者採取許多正增強方法來吸引學生投入學習，像是完成學

習單後的集點貼紙，或是上課發言的獎勵，以及課前 15 分鐘小確幸時間，讓學生享

受一些放鬆與自我安排的時間，再開始課程內容。 

3.校內學習氛圍 

K 中招收學生以男生為主，惟特殊班級如科學班、體育班、音樂班，才男女兼

收。研究者在進行本次研究前，所接觸到的 K 中二年級普通班家政課男生，對於情感

揭露性質的課程活動，多數以漫不經心的話語帶過，不常顯露內心真正的想法。同樣

在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特色課程班級中，男性學生對於「關係經營」相關的課程，

都有著「這種課程對升學不太有用」、「家裡沒有問題就不需要學習」等消極想法。因

此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之一，就是希望能開發出一套男性學生能表達內心情感的課程，

並藉此提高學生自身與家人（原生家庭與生殖家庭）間的相處品質。本研究在課程設

計時，便加入經驗學習圈的教學方式，讓情感性課程以「技能」方式包裝，讓學生不

知不覺中揭露情感，並提高關係經營動機，再轉化回原生家庭實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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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工具與發展歷程 

 本節主要說明本研究中所使用之工具與其發展歷程，透過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

完成課程之設計，並在課程中安排課程學習單、學生省思歷程與回饋單、同儕教師觀

察紀錄、教師省思紀錄等資料蒐集，以利完成後續評鑑階段之說明。研究者身兼教學

者，將完成從需求分析、課程設計、課程實施，以及最後的評鑑工作。研究者本身為

K 中現任家政教師，身兼特色課程「幸福家庭經營」之授課講師，故以教學者身分完

成課程實施與評鑑，再以研究者的身分審視本父職角色經營課程之實施效果，以及課

程設計可對父職角色經營課程有利的建議。現將工具與發展歷程以 ISD 系統化教學設

計之設計、發展階段完成說明： 

一、父職角色經營課程內容設計  

1.父職角色經營課程主題選擇 

父職角色經營課程內容為本研究工具之一，在設計上，先以文獻中找尋之影響父

職角色因素做為課程主題，再針對各主題設置課程目標，以經驗學習圈的學習模組進

行課程活動設計，最後安排時間撰寫省思札記。 

黃慧森、王以仁（2015）所發表「高職生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量表」一文中，說

明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分為四個類別：陪伴與支持、照顧與管教、教育與栽培、養家

與身教。本研究考量高中男生生命經驗，尚未擁有自身的孩子，可供練習養家與栽

培、養家與身教這兩項，故只抽取陪伴與支持、養家與身教兩個面向做為課程設計概

念。另外，本研究也採取影響父職參與（fathering）的因素，進行操作。而文獻（王

叢桂，2000；魏秀珍，2002；涂妙如，2007）中以生態系統觀所提出的影響父職參與

的因素中，可在本課程操作的內涵為父職角色意義、性別角色觀念、以及對家庭的承

諾。綜合所述，父職角色，有許多因素影響，考量高中男生的起點行為與需求，以及

所處之生命階段與任務，認為父職角色的意義、性別角色觀念、對家庭的承諾、照顧

與養家、陪伴與支持、正向溝通與同理等六個主題，可以供以研究者做為課程設計之

概念主題，其中照顧與養家可與金錢管理課程相結合，而陪伴與支持則加在各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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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情意展現之目標。 

另外，學生在校學習階段，尚未結婚生子，沒有自己的生殖家庭可做經營或練

習，所以管教方式、社經地位、父子互動等皆無法被具體教導改善，但這些價值觀皆

可實踐於目前高中階段或是未來的生活中，以人際互動及家庭關係作為表現場域，故

而本研究以較易操作的父職角色意義、對家庭的承諾、正向溝通與同理作為改變基

準，並提供學生回家練習的機會，以及鼓勵學生在生活中實踐，來進行課程設計。 

 另外，近年來教育部積極推廣展能家庭計畫，顯示這種以正向心理學的力量為主

軸的課程，為目前家庭教育中一個值得切入的角度。為提高學生多元學習的方向，本

課程融入正向心理學中有關幸福感（well-being）的變化，以正向溝通為工具，作為設

計概念之一，來協助學生學習父親角色。 

 現將六個主題分述如下： 

（1）父職角色意義 

 父職角色意義指對於自身父職角色的認知、情感、與行為表現。其中可分為兩個

表現層次，知覺與認同。父職角色知覺指個體對於父親角色應擔負的親職責任與重要

程度的認同與覺察；父職角色認同，則指個體對於父親角色應擔負的親職責任與項目

內容，所具備的基本認知與所賦予的個人意義(黃慧森、王以仁，2015)。因此，本課

程設計從知覺與認同面出發，以增進認知、情感、與行為表現為目標。但因學生尚未

為人父，因此，評量時以認知、情感兩方面為主。 

（2）性別平權觀念 

 性別平權觀念指對於性別不平等現象之敏感度，以及對於權力流動的思辨，進而

願意在行為上付出、改變，讓社會風氣更加平權。本次課程將之融入在家庭生活中，

主要以家務分工事件作為思辨的主題，也透過辯論引導學生思考權力的流動變化，進

而養成性別平權觀念。 

（3）對家庭的承諾 

 對家庭的承諾指的是認為自己對於家庭是重要的，並且願意為家庭付出心力，一

同完成家庭目標。在課程中，已融入式教學設計為主，並不以此作為一次課堂主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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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因為對家庭的承諾較偏向情意層面，故將之融入於課程之中。 

（4）正向溝通與同理 

 正向溝通與同理為近年來正向心理學興起之一大主軸，正向溝通與同理目的在於

提高學生的正向思考、感恩、利他等內省智慧，並增進人際互動能力，回饋到原生家

庭，並藉此影響其對家庭的價值與承諾，影響其對父職角色之意義解讀。 

（5）照顧與養家 

 照顧與養家為身為家長最重要的任務，也是家庭功能之一。此處照顧與養家主

題，課程中以金錢管理課程作為包裝，其中，特別著重在家庭事件的決策中，期望學

生學習以資源有限的考量下，如何達成家庭成員的最大利益，進而讓學生了解在照顧

與養家中，家長們遇到的最大難題，亦可使學生同理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或家長。 

（6）陪伴與支持 

 陪伴與支持為家庭功能之一，也是許多親職教育課程中，最先提供的技巧。本研

究之課程並無使用陪伴與支持作為一堂課程主題，而是融入在各堂課中，作為情感誘

發與引導思考的部分。 

 

 最後，除了六個主題外，研究者考量學生起點行為、生命經驗與發展任務後，發

展了 6 個教學活動，簡述如下表 3-4-1，詳細課程活動內容請參閱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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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教學活動與活動目標 

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 活動簡述 所需時間 

爸爸 

去哪兒 

1. 了解父職角色的意義。 

2. 體認父職角色對家庭的

重要性。 

    思考父親表現出來的特

質與自我未來與表現的特

質，並引文化中認為父親應

該完成的角色任務，引導學

生建構自我父親意象與角色

意義。 

100 分鐘 

性別 

辯不辯 

1. 關注性別概念。 

2. 父親角色的性別平權。 

    以「家務分工是否該依

性別分工」分組辯論賽的活

動方式，引導學生思考性別

議題，最後再透過影片

「Dear Daddy」來讓學生察覺

生活中的性別不平等，再帶

入以父親為人生角色時，該

如何帶領其他家人創造更好

的性別平權。 

100 分鐘 

理財管理

來持家 

1. 金錢管理與決策 

2. 父親角色思考家庭經濟

的運作模式 

    透過情境決策遊戲，讓

學生體驗各種家庭事件的決

策過程。最後方案以心智圖

的方式呈現，並與其他同學

分享討論。 

100 分鐘 

心繫 

愛成家 

1. 增進家人關係的方式。 

2. 溝通的意義與內涵 

    從溝通出發，以體驗活

動引導思考溝通的意義與內

涵，以溝通的重要性來做為

誘發溝通意願 

100 分鐘 

同理 

你和我 

1. 培養同理心。 

2. 學習表達情感的方式。 

    以正向溝通作為主概

念，先澄清同理心與同情心

的不同，再以愛之語作為正

向溝通的技巧，教導學生練

習、熟練。 

50 分鐘 

演出 

愛成家 
1. 綜合運用課程能力 

    學生須運用前五週所學

到的價值觀、技巧，作為本

堂課的戲劇演出基礎。 

1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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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父職角色經營課程教學設計 

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與現場教學環境分析後，鎖定父職角色課程的六個面向：父

職角色意義、性別角色意識、對家庭的承諾、陪伴與支持、照顧與養家、正向溝通，

來進行課程設計之構面；此外，搭配 Kolb 的經驗學習圈模式，在教學方式做調整，

以下為各課程與父職角色課程面向及經驗學習圈之對應： 

表 3-4-2 

父職角色經營課程面向及經驗學習圈對應表 

課程名稱 課程活動簡述 父職角色面向 經驗學習圈 

爸爸去哪兒 1. 華人文化父親形象 

2. 父子互動影片分析 

3. 父親奉獻與需求 

4. 省思札記 

●父職角色意義 

◎對家庭的承諾 

親身體驗 

觀察反省 

 

性別角色辯不辯 1. Kahoot！澄清性別名詞 

2. 家務分工辯論賽 

3. Dear Daddy 影片分析 

4. 省思札記 

●性別角色意識 

◎對家庭的承諾 

◎陪伴與支持 

親身體驗 

轉化概念 

理財管理來持家 1. 家庭資源管理概述 

2. 選擇決策體驗活動 

3. 討論與分享 

4. 省思札記 

●照顧與養家 

◎對家庭的承諾 

轉化概念 

積極運用 

心繫愛成家 1. 情感資源管理 

2. 溝通體驗活動 

3. 情感帳戶 

4. 省思札記 

●正向溝通 

◎父職角色意義 

親身體驗 

觀察反省 

轉化概念 

親身體驗 

同理你和我 1. 同理心的定義 

2. 同理體驗活動 

3. 愛之語 

●陪伴與支持 

●正向溝通 

◎對家庭的承諾 

親身體驗 

觀察反省 

演出愛成家 1. 戲劇活動練習與討論 

2. 學生展示戲劇 

3. 教師回饋 

● 全 

 

轉化概念 

積極運用 

備註：●表示主要概念 ◎表示附加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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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表來看，課程發展由父職角色面向而來，以經驗學習圈作為教學主要策略。

從第一週的「爸爸去哪兒？」開始，以父職角色意義出發，先描繪華人文化父親角色

圖像，再請學生思考家中父親或男性長輩之行為，引導學生慢慢澄清自己希望成為甚

麼樣的父親，最後也回饋到目前原生家庭中，父親或男性長輩之奉獻與需求，引領學

生走回家庭，去表達感謝之意。過程中，透過提問，並邀請學生分享自身經驗，來達

到經驗學習圈中的「親身體驗」、「觀察反省」兩個教學方式。 

 第二週「性別角色辯不辯」先以性別名詞澄清作為開頭，在前一週課程結束時，

先請學生回家完成指定名詞的意義查詢，也先說明此作業與本週課程之連結。課程一

開始，請學生拿出手機，完成教師所設計的 Kahoot!題目，題目中也安排有關於性別

意識的價值觀題目，以利後續課程分析。接著進行辯論賽的說明規則，並請學生以

「以性別做為家務分工的依據是否恰當」為題，進行分組辯論賽，並在賽後進行講評

與概念澄清。最後撥放 Dear Daddy，引導學生轉化角色，思考身為父親時，如何在與

家人互動中，投下性別平等的種子。 

 第三週「理財管理來持家」以照顧與養家作為主概念，利用家庭資源管理的觀念

開始，帶入資源管理中的重要議題：選擇與決策。為了實際讓學生體驗選擇與決策的

過程矛盾的感覺，課程設計以類大富翁遊戲作為教學媒介，利用 8 個事件卡，以及與

各事件卡對應的選擇卡，讓學生以模擬情境來親身體驗。遊戲結束後，進行討論與引

導，並請學生思考當自己成為父親時，遇到這些事件會有的決定點。 

 第四週「心繫愛成家」開始，以正向溝通為主要設計概念，也帶入第一週的父親

角色意義。一開始先請學生回想上週所提到的資源管理，並說明情感資源也是家庭資

源中很重要的一塊，再以溝通作為情感資源的管理方式，開始本週課程。接著以氣球

作為暗喻，讓學生體驗溝通時的情感變化所帶來的影響，藉以提醒溝通時的正向思考

重要性。再以正向溝通為原則，請學生在課堂中練習，最後以情感帳戶，作為本週回

到原生家庭觀察應用之技巧。 

 第五週「同理你和我」以正向溝通作為主概念，先澄清同理心與同情心的不同，

再以愛之語作為正向溝通的技巧，教導學生練習、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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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週「演出愛成家」為本課程的成果展現，學生須運用前五週所學到的價值

觀、技巧，作為本堂課的戲劇演出基礎。教師先寫出六種不同情景，請學生發展劇

情，並在劇情中，展現父職角色意義、性別平權觀念、照顧與養家、陪伴與支持、正

向溝通、以及對家庭的承諾。 

整體來說，本研究以父職角色價值、性別平權觀念、正向溝通與同理三個主

題，發展出父職角色經營課程，本課程合計六個單元共 600 分鐘的課程。其中，各課

程皆可各自分開使用，惟第六週「演出愛成家」為各週成果分享，不宜單獨使用，建

議至少上過第五週「同理你和我」後，再接續本單元課程。若將課程分開使用，則各

單元課程將會更加符應其他教師之教學計畫，亦可與家政課程其他主題結合，使課程

內容更具彈性。若將六週課程一次完成，則對於學生而言，學習是一整套的概念，有

著螺旋狀前進的結構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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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程學習單設計 

 學習單為了呼應課程目標，讓學生從中體驗思維的轉變，更可幫助學生澄清價值

觀，以及積極應用課程內涵。故，每週課程皆有與課程搭配之學習單，而，為避免學

生保管學習單不易，也為將課程連貫及包裝，本次課程將學習單、歷程記錄與回饋表

等裝訂成冊，以學習護照的方式讓學生使用。學習護照除了協助學生管理學習單外，

也可協助研究者蒐集資料，避免資料遺失。學習單與各學習主題對應表如下: 

表 3-4-3   

學習單與學習主題對應表 

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 搭配學習單 

爸爸 

去哪兒 

1. 了解父職角色的意義。 

2. 體認父職角色對家庭的重要性。 

 社會中的我與父親 

 我的時尚父親 

性別 

辯不辯 

1. 關注性別概念。 

2. 父親角色的性別平權。 

 辯論賽精華 

 我的厝內平權觀念 

理財管理

來持家 

1. 金錢管理與決策 

2. 父親角色思考家庭經濟的運作模

式 

 黃金傳說 

 百分百決策 

心繫 

愛成家 

1. 增進家人關係的方式。 

2. 溝通的意義與內涵 

 情感帳戶 

 父力崛起：溝通無礙 

同理 

你和我 

1. 培養同理心。 

2. 學習表達情感的方式。 

 父力崛起：愛之語爭

霸 

 讓我身邊環繞愛 

演出 

愛成家 

1. 綜合運用課程能力  小組劇本發展區 

 小組劇本自我檢核表 

 小組互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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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省思歷程與回饋表 

 學習單中為符合課程目標，常無法設計較有深度之問題，為了彌補這樣的差異，

故每週課後皆設計省思歷程，作為評量學生概念轉化與積極應用所在。回饋表的存在

是為了評量學生在課程中學習的態度與方式是否正確，也為了使教學者即時了解課程

設計是否恰當，故使用簡單量表方式作為量測方式。又，考量學生因未收到太多需要

填寫的紙張產生反感，造成研究資訊蒐集的誤差，是而研究者將省思歷程與回饋表合

而為一。 

研究者希望蒐集教學過程學生課程省思歷程，藉此分析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心路

歷程、反省與成長、行動成果與感受。此處將以學生在過程中的成長、感到困難的地

方、或是與家人互動的提升等進行重點分析。 

回饋表則是希望透過簡單的勾選題，讓研究者了解從學生的角度來分析課程的成

效。本研究設計在第三週課程(理財管理來持家)實施結束及第六週課程(演出愛成家)

實施結束後，分別請學生填寫省思紀錄與回饋單，第三週課程實施後填寫是為避免教

學者在課程實施時，有盲點而不自知，可藉由學生的省思紀錄與回饋單，來進行即時

修正。第六週課程實施後填寫是期盼學生能表達學習過程中的成長及心路歷程等紀

錄，藉以對課程進行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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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學生省思歷程與回饋單 

幸福家庭經營學分  課堂省思歷程與回饋單 

                                                  班級:        姓

名:            

一、今天的課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 

 

二、你覺得，今天課程對你而言最大的改變是? 

 

三、如果用一句話來濃縮今天課程的精華，你會用哪一句話? 

 

四、以下描述，請以你的感想或狀況，選擇最符合的敘述。 

題號 描述 

非 

常 

符 

合 

還 

算 

符 

合 

看 

不 

懂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1. 我能理解今天課程的內容      

2. 我能體會今天課程希望傳達的價值觀      

3. 我今天很認真地體驗老師安排的活動      

4. 我很討厭跟小組一起討論的安排      

5. 整體而言，我覺得今天課程很實用      

6. 回家後我願意將今天課程學到的東西嘗試使

用看看 

     

7. 老師講的我都聽不懂      

五、有甚麼老師在安排教學上可以改進的呢?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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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專家修訂 

本次課程商請與本研究實施學校 K 中，同地區不同高中的兩位家政老師，協助審

閱課程教案，在審查的過程中，研究者也向兩位專家教師表達此次研究之目的，與行

動研究中需要解決之問題，再將問題整理後與指導教授討論因應作為，修改教案細部

文字與排版，再進行課程實施。透過專家的意見建議，可提早看出課程中不適切之設

計，或者是教學者澄清不清楚的地方，來讓課程設計階段之成效更佳。 

大致來說，專家們皆認同本次父職角色經營課程的設計主軸，每週單元主題也無

異議。在課程活動方面，專家們認為少數部分需要再加深引導或說明，或者是引入其

他主題一同教學，這部分研究者會先回頭澄清本次課程主要教學目的，若專家建議主

題符合本次課程教學目的，便會納入，但有些主題為延伸主題，考量課堂時間，故以

完成原先所欲投放之課程目標為優先。在學習單方面，專家提出太多或者是太重複的

問題，研究者認為學習單的目的在於了解學生學習的成效，但的確不應造成學生額外

的學習負擔，是故以課程目標為主，再次思索學習單的質與量，最後將學習單統整成

一本學習護照，並在學習單指導時，從「完全完成」的標準，改成「部分完成，至少

應完成哪些部分」的標準。 

藉由專家審閱教案，本次課程設計將更貼近學生與課程需求。詳細教案更動之

處，請參閱附件一教案中，以☆標註之處。 

現將專家所提出問題與教案設計之回應整理如表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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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 

專家效度與教案回應表 

 專家意見 課程回應 

爸

爸

去

哪

兒 

如果學生根本不想成為「父親」，後續該

如何回答相關問題? 

在引起動機前加上「父職角色」的學

習意義。 

第一週涉及隱私的分享，是否不利於課

程活動進行?學生能否順利完成分享? 

因本次設計之課程將置入特色選修課

程之中後段課程，教師與學生在前面 8

週的課程中，培養默契與信任感。 

是否加入活動，增加課程活潑性 這部分問題探詢專家後，暫無合適活

動能置入於本次課程中，故先以原始

課程為主，並在課後詢問學生意見，

做為開發與進步的意見來源之一。 

性

別

辯

不

辯 

網路設備是否支援引起活動的 Kahoot!

競賽 

本課程教室地點隔壁為資訊中心，故

有較穩定的 wifi 環境。另本課程開始

前，學生已有玩過 Kahoot!的經驗。 

辯論賽題目正反方不夠明確。 後將「家務分工大觀園」改為「以性

別作為家務分工依據是否合適」作為

辯論賽主題 

理

財

管

理

好

持

家 

可使用六六討論法或是決策樹的方

式，讓學生呈現家庭理財決策過程。 

大海報部份讓學生改以決策樹方式呈

現家庭理財的決策。 

是否能增加事件卡，例如像是盈餘的

部分有利息，並可以轉投資到其他工

具，或者是大餐、旅遊、娛樂等增進

家人關係的活動。 

本次課程聚焦在家庭理財事件的決策

難處與矛盾之體驗，因此事件卡的選

擇不以理財決策的收入－支出－投資

／儲蓄的想法去做規劃，而是以生活

經驗為本，讓學生切切實實體驗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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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每一刻父親皆在做這樣的選擇決

策。 

心

繫

愛

成

家 

建議讓學生分享在家裡遇到溝通上的

困難。 

活動最後加入學生分享，並邀請同儕

針對此困難進行回饋與建議。 

同

理

你

和

我 

同樣性質的學習單太多，是否考慮縮

減。 

教師在學習單指導時，會加上至少寫 2

項的指導語，因本學習單是按照課程

所使用的 5 種愛之語，故取消格子略

顯奇怪，以致分量看起來很大很多。 

演

出

愛

成

家 

整體教案時間是三小時？ 本次課程與上週「同理你和我」共用

兩週時間，前一週第一節將「同理你

和我」完成，第二節公布本次課程之

事件卡，並讓學生討論，後一週讓六

個小組以每組 10 到 15 分鐘的時間演

出。 

學

習

單 

六週課程學習單份量太大，是否會造

成疲乏現象。 

為避免疲乏現象，設計時已將學習單

精簡。另，本次將學習單統整為「學

習護照」，讓學生先知道後續課程的學

習單，並且，安排每次完成學習單

後，有貼紙集點，課程結束後可換禮

物。 

  

  

續上表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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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職角色課程實施角色說明 

1.研究者與教學者 

研究者從大學時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畢業後開始一連串

取得教職的磨練。畢業後第一年，即回 K 女實習，在實習過程中，以教學、班級經

營、行政為主要工作內容，實習後通過教師檢定，取得正式高中家政科教師證照。取

得證照後，先是到了 G 中，擔任家政科兼課教師；一年後，到 B 中擔任高中部家政

教師兼任國中部導師，同時教授高中家政科與國七家政科；再一年後，B 中聘約結束

後，到了 C 女擔任家政科代理教師，同時管理家政暨烹飪教室，與協助校內高瞻計畫

課程推行；之後，研究者取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班的入學資

格，便先暫停教甄的準備，投入課業，期間，因緣際會下，到了 C 中協助 2 個班級的

高中家政教學；之後，在隔一年的教甄中，順利考取 K 中家政科正式教師，也同時開

始擔任家政學科中心的種子教師。本次研究，為研究者累積了五年的家政教學經驗、

以及一年碩士課程的提升下，決定開發適合學生學習之親職教育課程。 

在大環境的翻轉聲浪，以及 107 高中課綱改寫的挑戰中，K 中也開始準備邁出一

連串與舊有思維不同的步調。K 中先以要求校內教師開設特色課程為改變的第一步，

期盼特過特色課程的試辦，能達到適才適性，且能為校本課程立下基礎。研究者在 K

中服務雖剛滿一年，但仍覺得躍躍欲試，於是向 K 中申請開設特色課程。特色課程的

開設頗為艱難，由於 K 中只有研究者一位家政教師，校內無其他同科同僚可以討論、

一起實施，所以第一學期研究者向他科尋求外援，向校內的輔導老師求助，經討論

後，決定把課程定調在原本家政課程中，較容易因時間不足而刪除的家人關係經營課

程。而本次研究，則是在家人關係經營課程的前提下，與未來的家庭生活的預備連

結，所創立出來的一套課程。 

在本此研究前，研究者已在 K 中順利運作過一個學期的特色課程，也將父職角色

經營課程中的課程活動先運作一次，因此，本研究中所運用之課程活動，為研究者在

經文獻探討、專家徵詢、再次運作後，所產生出的完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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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研究裡，研究者即教學者，所以從發展課程目標、課程設計、到課程實

施、蒐集資料，全部由研究者本身完成。因此，研究者在教學身分時，每週課程實施

後，撰寫省思與紀錄，可藉以此教學者角度，分析課程與班級經營之問題，與反省回

饋本研究課程設計，隨時更新改善教學策略，並了解課程設計中的缺失，思考改進方

法，以隨時改善下週的課程設計與班級經營。此外，省思與紀錄可幫助課程設計盲點

澄清，搭配專家效度，回扣研究者工作，可讓課程更加完善。 

表 3-4-6  

教師省思與紀錄 

幸福家庭經營學分  教師省思與紀錄 

一、簡述課程內容 

 

 

二、課程內容安排是否恰當? 

 

 

三、學生學習最有印象之處? 

 

 

四、思考改進方法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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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觀察者邀請 

由於研究者為 K 中唯一家政老師，是故無其他同科教師提供教學建議，便邀請他

科老師，在課程實施時，進入課堂觀察。藉此了解課程、教學、班級經營等需要改進

的部分，提高本研究之外在效度。本次研究邀請兩位教師，秀華老師（化名），是 K

中歷史科教師，教師年資 10 年，已經取得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階證書；另一位志華

老師（化名），則是 K 中輔導教師，負責校內生涯輔導與生命教育兩科教學工作，以

及校內學生輔導事宜，教師年資 8 年，取得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證書。 

會邀請兩位老師的原因，除教學者與同儕教師平日裡情誼外，也欲期盼兩位同儕

教師以自身專業能提供本次課程意見，讓下次修改更顯完整。在第二週「性別辯不

辯」邀請歷史科秀華老師前來觀課，秀華老師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階教師的專業

性，對於課程班級經營提出盲點與改善方式，並且，秀華老師針對性別課程的批判性

也融入歷史角度，對於課程設計亦可產生良善互動討論。第四週「心繫愛成家」則請

到志華老師進行觀課，志華老師以輔導專長，針對正向溝通的引導提出建議，同時，

志華老師也是特色課程開設之初，協助研究者討論釐清特色課程走向的同儕教師，更

在第一次特色課程運作時，志華老師便開始從旁觀課與協助課程設計。 

表 3-4-7 為兩次同儕教師觀察時所填寫之觀察記錄表格式，主要分成兩部分，第

一部分參考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分為「課程設計與教學」、及「班級經營與管

理」兩個層面，提供同儕教師以勾選加上文字敘述的方式填寫。第二部分則為空白表

格，請老師針對教學內容給予建議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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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7 

同儕教師觀察紀錄表 

層 

面 

評鑑指標與 

參考檢核重點  
文 字 敘 述 

非 

常 

符 

合 

還 

算 

符 

合 

待 

改 

進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3 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 □ □ 

A-4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 □ □ 

A-5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 □ □ 

A-6 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 □ □ 

A-7 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 □ □ □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常規。 

 

□ □ □ 

B-2 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 □ □ □ 

建議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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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父職角色課程實施 

 本節先說明課程實施之時間與安排，再呈現課程內容中各單元編排說明，接著呈

現學生對課程的評價與回饋，作為本課程實施之說明。 

一、課程實施時間與安排 

 本課程實施時間從 5 月份開始，每個星期三的特色課程時間中實施。「爸爸去哪

兒？」於 5 月 4 日完成，「性別辯不辯」於 5 月 11 日實施，5 月 18 日因期中考前，故

未安排進度，只將上週未完成之影片討論完成，「理財管理來持家」在 5 月 25 日完

成，結束後並完成前三週課程回饋與評價。接著，6 月 1 日完成「心繫愛成家」，6 月

8 日第一節課完成「同理你和我」，並在第二節課開始「演出愛成家」的抽題與討論，

6 月 15 日各小組完成戲劇發表，並將後三週課程回饋與評價，以及課後心得填寫繳

回。父職角色經營課程經組織需求分析與學生需求分析，在教學策略中以提高學生動

機、提供學生表現平台、以及獎賞方式趣味性的提高，來作為本次教學策略中，引發

學生學習動機的技巧，現將課程安排特色詳述如下： 

1.多元方式增進學生學習動機 

 本學期自 2 月開始，到 6 月結束，會選擇在 5 月開始父職角色經營課程，主要原

因為特色課程班級新招生，學生與教師之間尚未建立良好互動，也未熟悉彼此，故而

延宕到 5 月份開始，以在 3、4 月時，以其他較為基礎家庭相關課程內容，與學生培

養課程默契，以利父職角色經營課程進行，也增加學生參與課程動機與意願。 

未免影響課程連貫性，本次安排除因期中考影響外，將六次課程集中實施，並且

在每週開始前，先說明上週上課內容與連結，再說明本週課程目標，藉以達成螺旋狀

學習效果，增加學習動機與能力。在每週課程最後，教師會要求學生回家完成省思，

針對每次課程，教師設計不同的題目提供學生思考、體驗、或是實踐課程價值的方

式，也讓學生藉由完成省思學習單，讓自己的學習不間斷。 

 



51 

 

2.提供學生表現平台 

大部分Ｋ中學生會害怕非主科科目作業份量太大，或是以自己不擅長的方式來做

期末報告，若是遇到評量上的挫折，會降低學生學習該科目的動機與積極度。而作為

學期課程最後主題的父職角色經營課程，研究者也順勢以最後一週「演出愛成家」

中，邀請學生表演的內容、以及劇本的發想等成果，作為學生的期末表現評量，取代

舊有較為困難的小論文研究，讓學生以多元方式呈現自主學習成果，並利用小組合作

模式，減輕學生負擔與麻煩。 

3.趣味獎賞方式 

 為了同時營造課程連貫性與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設計完成每週課程後，教師會給

予學生一人一張貼紙，最後六週課程完成後，可以將 6 張貼紙組合成一個代表父親意

象的圖案，並依據蒐集的數量多寡，給予學生不同獎勵，將貼紙與意義整理如下： 

表 4-1-1 

各週課程結束後給予圖片及意義說明 

第一週 

 

為父親圖像的頭髮，象徵腦中的思考模式與價值

觀。 

第二週  

性別平權觀念是一種看事情的方法，所以給予父親

圖像中的眼鏡。 

第三週 
 

父親圖像中的鬍子，為嘴巴的表徵，象徵決策。 

第四週 
 

靠近胸口的領結，為心的表徵，象徵情感的聯繫。 

第五週 

 

一顆愛著父親的心，也代表課程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父職角色經營。 

第六週 

 

將前五週的圖片組合起來，為一個完整的父親表情

形象，象徵學生學習不同面向的父親經營，且能拼

湊出屬於自己的父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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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內容說明 

本研究所開發之父職角色經營課程，經過研究者兼教學者的文獻蒐集、匯集焦

點，到專家審核、意見建議等流程後，將六週時間安排活動如下述： 

1. 爸爸去哪兒？ 

以父職角色意義出發，先描繪華人文化父親角色圖像，再請學生思考家中父親或

男性長輩之行為，引導學生慢慢澄清自己希望成為甚麼樣的父親，最後也回饋到目前

原生家庭中，父親或男性長輩之奉獻與需求，引領學生走回家庭，去表達感謝之意。

教學目標在於了解父職角色意義，與了解在家庭中父親角色的重要。 

2. 性別角色辯不辯 

先以性別名詞澄清作為開頭，完成教師所設計有關於性別意識的價值觀題目的

Kahoot!網頁遊戲。接著進行辯論賽的說明規則，並請學生以「以性別做為家務分工的

依據是否恰當」為題，進行分組辯論賽，並在賽後進行講評與概念澄清。最後撥放

Dear Daddy，引導學生轉化角色，思考身為父親時，如何在與家人互動中，投下性別

平等的種子。教學目標在於關注性別概念，並且開始以父親角色思考家庭中的性別平

等該如何做起。 

3. 理財管理來持家 

利用家庭資源管理的觀念開始，帶入資源管理中的重要議題：選擇與決策。讓學

生體驗選擇與決策的過程矛盾，以類大富翁遊戲作為教學媒介，利用 8 個事件卡，以

及與各事件卡對應的選擇卡，讓學生以模擬情境來親身體驗。遊戲結束後，進行討論

與引導，並請學生思考當自己成為父親時，遇到這些事件會有的決定點。教學目標在

於理財的管理與決策，以及身為父親應該以何者角度來思考、選擇對自己與家人最有

利的決策。 

4. 心繫愛成家 

以正向溝通為主要設計概念，也帶入第一週的父親角色意義。一開始說明情感資

源也是家庭資源中很重要的一塊，以溝通作為情感資源的管理方式，開始本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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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以氣球作為暗喻，讓學生體驗溝通時的情感變化所帶來的影響，藉以提醒溝通時

的正向思考重要性。再以正向溝通為原則，請學生在課堂中練習，最後以情感帳戶，

請學生回到原生家庭觀察應用之技巧。教學目標旨在了解增進家人關係的方式，以及

溝通的意義與內涵。 

5. 同理你和我 

以正向溝通作為主概念，先澄清同理心與同情心的不同，再以愛之語作為正向溝

通的技巧，教導學生練習、熟練。此課程之目標為培養自身的同理心，並學習與練習

表達情感的方式。 

6. 演出愛成家 

為本課程的成果展現，學生須運用前五週所學到的價值觀、技巧，作為本堂課的

戲劇演出基礎。教師先寫出六種不同情景，請學生發展劇情，並在劇情中，展現父職

角色意義、性別平權觀念、照顧與養家、陪伴與支持、正向溝通、以及對家庭的承

諾。此部分課程希望學生能表現出綜合運用課程所學，完成課程中的活動，一場約 15

分鐘的戲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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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教學分析 

一、課程設計分析 

在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中，第一階段為需求階段，研究者須在此階段完成對於組

織與學員之需求分析。在本次研究中，分別以 K 中本身作為組織需求分析場域，再以

學生學習需求作為學員需求分析。 

K 中之組織需求來自於翻轉教育的浪潮襲來，以及 107 年高中課綱改革，針對這

些挑戰，K 中參加了高中優質化計畫，並據此廣邀各科教師開設特色課程，並鼓勵教

師跨科合作，以求學生的最大利益。此外，K 中本身招生以男性為主，在同一性別居

多的學習環境中，學生易強化刻板印象，對於情感經營型的課程更是顯得興趣缺缺。

在學生需求方面，最大的需求來自於 K 中的升學主義與課業壓力，導致學生容易在藝

能科課程中，容易分心，且不願意配合。因此在課程設計時，須將這些需求考量進

去，營造更好的學習環境。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強調在需求階段將組織需求與學生需求澄清，並在設計階段

回應需求（鄭淑子，2012）。現將組織需求、學生需求、與課程設計歸納於下頁表 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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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需求與課程設計對應表 

 需求簡述 課程回應之設計 

組

織

需

求 

校本課程的探索與設置： 

因應 107 高中課程綱要學分數變

化，K 中需要開發以學校為本位所

設計之選修課程。 

教學者開發「幸福家庭經營」

特色選修課程 

學生組成以男性為主: 

K 中招生以男性為主，以情感為主

的課程不易有共鳴。 

將情感共鳴包裝於活動中，活動設計

或引起動機以學生生活經驗作為平

台，鼓勵學生課堂分享，課後省思札

記以心得敘寫為主，讓學生有不同管

道抒發。 

搭配特色課程之課程計畫： 

特色課程始於 104 學年度，可塑性

尚高，規畫之初以家庭生命週期作

為課程計畫設計藍圖。 

本研究課程主軸定位為父職角色的培

養，納入特色課程中後期課程計畫

中。 

學

生

需

求 

學生自覺升學壓力大： 

以升學為主的 K 中學生，平日除應

付學校課程外，多有補習，且在意

成績與學科表現。 

以負擔最小方式進行課程評量，像是

留有足夠時間讓學生完成學習單，特

殊需要回家完成之學習單，皆安排以

半小時內完成為佳。 

上課過程易分心： 

因課程時間為星期三第七、八節，

故學生經歷一天學習後，體力明顯

不支，容易分心或睡覺。 

利用上課前的小確幸時間，提供學生

適當的休息時間。完成學習單後有貼

紙集點，集點後可得到禮物。 

情感性課程參與意願不高： 

純男校的學習環境，學生普遍對

於情感性課程參與意願低，若實

施情感性課程，得到消極的答案

之機率頗大。 

利用經驗學習圈的教學方式，將情感

性課程融入學生生活，利用生活經驗

引發觀察與反省，再轉化價值觀，誘

發生活中的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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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課程設計須以解決上述問題，才能達到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之環環相

扣的條件。是故，本課程設計時以提高學生課程參與度、吸引學生注意作為教學活動

設計之基礎（見前第四章第一節說明）。另外，本課程開發後，可回饋到 K 中特色課

程，作為校本課程的參考基準點。 

需求分析結束後，研究者閱讀文獻，分析出設計對父職角色經營有利的影響因

素，分別為父職角色意義、性別平權觀念、對家庭的承諾、照顧與養家、陪伴與支

持，並加上正向溝通與同理做為課程主題，進行課程設計。接著，利用 5 月開始，連

續六次上課，作為本次研究實施時間，實施之後，研究者蒐集課程學習單、省思歷

程、及教師省思紀錄。根據以上資料來看分析結果，父職角色經營課程之實施有其效

果，說明如下： 

 

  經過六週的課程後，研究者作為教學者，在課程實施過程中，以課堂回答、

學生表現、學生學習單完成等作綜合性評量，將指標達成率標註於表 4-2-2，各學習

內涵之成效詳細說明請參閱本章節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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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課程活動目標與達成指標對應 

備註: 有明顯表現出來  代表未明顯表現出來 

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 達成指標 

課

堂

回

答 

學

生

表

現 

學

習

單 

爸爸 

去哪兒 

了解父職角色的意義。 

體認父職角色對家庭的

重要性。 

1-1 分析自身父親特性 

1-2 了解自我父職角色認同 

2-1 了解父親為家裡人的付出 

2-2 說出自己為家裡的付出 

 

 

 

 

 

 

 

 

 

 

 

 

性別 

辯不辯 

關注性別概念。 

父親角色的性別平權。 

1-1 瞭解性別概念 

1-2 思考性別平等的意義 

2-1 以父親角色如何對家人傳遞

性別平等的概念與行動 

 

 

 

 

 

 

 

 

 

 

 

理財管理

來持家 

金錢管理與決策 

父親角色思考家庭經濟

的運作模式 

1-1 在模擬情境下完成決策 

2-1 以父親角色作經濟方面的決

策 

 

 

 

 

 

 

 

 

心繫 

愛成家 

增進家人關係的方式。 

溝通的意義與內涵 

1-1 嘗試以愛之語作為家人溝通

的媒介 

1-2 願意與家人進行溝通 

 

 

 

 

 

 

 

 

 

同理 

你和我 

培養同理心。 

學習表達情感的方式。 

1-1 能夠抓到同理心的使用方式 

2-1 學習妥善表達情感的方法 

 

 

 

 

 

 

 

 

 

演出 

愛成家 

綜合運用課程能力 1-1 能夠使用課程所學完成戲劇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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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學習參與分析 

 根據 ISD 的發展階段，本研究蒐集課程學習單、省思心得單、課後回饋與心得作

為課程參與分析之回應，旨在評析學生經過課程學習後，對於父職角色經營學習的感

受，以及認知、情感、與行為的改變及影響。以下，將以這些資料回答本研究之課程

參與分析，在第三章第一節研究設計中，將本次課程主題分為父職角色價值、性別平

權觀念、正向溝通與同理，而本章節在整理與回答問題過程中，特別將學生在學習單

上的回應一併加入，加入的回應以新細明體表示。以下說明編碼方式： 

 

（1）學生學習單 

學生學習單編碼方式為「節次-單次-學生編號」，節次以大寫字母代表，A 為第一

週「爸爸去哪兒」、B 為第二週「性別辯不辯」、C 為第三週「理財管理來持家」、D 為

第四週「心繫愛成家」，第五週與第六週學習單因為並無對應本次課程，故無編碼。

單次的部分，為該堂課學習單次序，第一份為 a、第二份為 b，以此類推。學生編號

則以學號排序，與 K 中所給名單相符，以利最後學期末給分。例如，我的時尚父親，

36 號學生的編碼為「A-b-36」。 

 

（2）歷程記錄 

    歷程記錄編碼方式為「問題-週次-學生編號」。問題以大寫字母代表，接續前述學

習單編碼之後，E 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F 為課程精華、G 為用一句話濃縮課程內

涵。週次則分為前三週與後三週，前三週編碼為 a、後三週編碼為 b。學生編碼方式

與前述相同，以學號排序。例如，前三週印象最深刻的事情，36 號學生的編碼為「E-

a-36」。 

 現將學生參與情形，依主題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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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注父職角色價值  

  本課程中所期望達到的父職角色價值，是希望能讓學生體認父親角色的重要性，

並增進與原生家庭之關係；了解父職角色的重要工作，並嘗試思考自己身為父親，在

各種工作上應該採取的策略。 

 

a.父親形象代間差異的異同 

 在父職角色中，與原生家庭的關係也是影響父親的父職角色重要因素之一（王叢

桂，2000）研究者好奇這一世代的學生，看到的父職形象是甚麼？這些父職形象是否

影響了學生？ 

 

 首先，研究者請學生投票，把父親的形象與自己希望未來自己的形象，分別投

票，得到以下兩項結果，分別為看到父親較少表現，但是自己希望增強的形象（圖 4-

2-1），以及看到父親較多改變，但是自己希望削弱的形象（圖 4-2-2）： 

 

 

圖 4-2-1 父親表現與自我期望形象比較圖－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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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以顯示，在可信任的、主動、理性、負責、感性、溫柔、持家、煮飯等

特質或工作中，多數學生是覺得雖然我爸爸沒有，但我未來當父親應該要有。原因很

多元，最大的原因是認為「有了比較好」。 

 

可以讓家庭更幸福（A-b-12）。 

希望能繼承我認為的父親的優點，並加上自己覺得重要的特質（A-b-3）。 

有時我發現父母的缺點，就會告訴自己當爸爸之後，要多注意（A-c-6）。 

 

 再者，許多學生也表示「不願重複上一代的缺點」，認為自己可以表現得比上一

代父親更好： 

 

 

因為不想重複我不喜歡的特質（A-b-26）。 

不想成為新聞上看到的我不喜歡的父親（A-b-24）。 

以身為孩子的角色覺得那樣不妥，以後就會想辦法避免有那種性格（A-c-16）。 

 

 從上述資料中，可以發現學生普遍希望能比上一代父親更好，希望除了父親的優

點外，還能加上自己認為重要的特質，以讓自己的父親角色更好。但，學生所希望跳

脫的形象是甚麼呢？圖 4-2-2 為多數人選父親擁有的形象，但自己未來形象不想要的

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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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父親表現與自我期望形象比較圖－削弱 

  

從上表中可以看到「嚴肅」是大多數學生認為父親有，而自己未來並不想要的特

質，其中，從學生的回答也可以看出原因： 

 

不想扮演嚴父，想同時作為孩子的朋友（A-c-18）。 

就不喜歡父親的作法吧。不要那麼嚴肅，不要隨便暴怒吧（A-c-28）。 

我想跳脫嚴肅、工具人的形象，不想與家人有距離感，以真心去好好培養關係

（A-c-31）。 

我想要跳脫嚴肅的形象，我覺得就是要跟小孩保持像朋友一樣的關係（A-c-

34）。 

 

 這些說明，都一再強調身為孩子的自己，所感受到的「嚴父」形象，並且深感困

擾，所以當問及自己的父親形象營造時，都希望能跳脫舊有的「嚴肅」，開始加上如

圖 4-2-1 的「溫柔」、「理性」的特質。 

 

我想成為一個溫柔的爸爸，因為這樣能讓家庭氣氛更加和諧，也希望成為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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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爸爸，才能促進家庭的溝通（A-c-1）。 

希望把嚴肅變成溫柔，如果小孩能自制，那溫柔對待使人比較自在（A-c-12）。 

因為我認為能理性處理家務事是很重要的，且家長應多主動去關心子女（A-b-

14）。 

 

 綜上所述，對於父親形象，多數學生是感受到較為傳統的「嚴肅」、「養家」的嚴

父形象，但是如果是自己未來當父親的時候，希望加上「可信任的」、「負責」、「理

性」的特質，並且削弱「嚴肅」，來讓自己比父親更好，對家人更好，或者是讓自己

的孩子過的比現在幸福。 

 

b.父職家庭經營考量之面向 

 接著，本課程期盼能提升學生父職角色經營策略，以第三週理財管理來持家課程

為例，讓學生體會家長在持家理財時的矛盾之處，在回饋與省思中，多數人都有提到

該如何以父親角色因應困境，像是： 

 

應優先考量整個家庭的情況，才有辦法在最了解現況的情形下對金錢做出最合

適的處理（C-a-6）。 

首先要考慮的應是收支平衡，不可入不敷出。先把家中每個月的固定支出列出

來:如生活費、保險、房貸、子女教育費…等，接著再定額儲蓄，最後才考慮娛

樂的消費支出（C-a-8）。 

應該先考慮這項決策對家庭的幫助是否能達到最大（C-a-14）。 

 

 在這些回答中，學生開始面臨困難時，以家庭整體做為決策依據，並非以個人的

開心，或是慾望做為決策的關鍵。而當進一步詢問若當家庭決策與自身慾望衝突時，

該如何因應，多數學生是會「考慮現實」、「忍耐慾望」的，並不像現在只專心考慮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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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家裡的支柱，以家庭為優先，可能一個月拿一點小錢消遣（C-b-18）。 

放棄。畢竟花了也只讓自己開心，其他人可能會因金錢管理不當而生氣，傷財

又傷和氣，非常不值得。反(正)以後還能買，等有錢再說（C-b-23）。 

 

 綜上所述，學生經過課程學習後，開始將「自己一個人的思考方式」轉移程「整

個家的思考方式」，也知道作為家長的難處。在未來經營家庭時，也影響了「照顧與

養家」面向，進而影響學生在父親角色經營中很重要的「賺食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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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別平權觀念 

在課程設計時，期望學生能在課程中，去除舊有性別刻板印象，並擁有屬於自己

的平權價值觀，更需注意不可在未來的父職角色中再次傳遞不平等的性別角色概念。 

 王叢桂（2000）認為性別平權觀念會促進男性參與父職角色的因素之一，因此本

研究將性別平權觀念以一週課程（100 分鐘）的方式進行，期盼能增進高中男生父職

角色經營。 

 首先，在課程一開始的 Kahoot!活動中，教師詢問「其實男性也深受性別刻板印

象的荼毒」一題時，班上答題比例如下圖： 

 

圖 4-2-3 

學生選擇男生是否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迫害 

 原本在 K 中，性別刻板印象是很強烈的，尤其是在網路霸凌，更顯一斑。在 K

中的匿名抱怨的 FB 粉絲專頁上，常常看到擁有陰柔氣質的學生，被嘲笑沒有擔當、

沒有責任心；或是喜歡同性的同學，會被班上排擠，甚至在匿名版上點名攻擊。但，

在這此題測驗中，全班 27 人答題，還是有 8 個人認為性別刻板印象並沒有影響到自

己，顯示在學生中，還是有一定比例的人數，認為「性別」是與自己無關的事務。

另，有 5 位學生勾選了說不定有，但我沒有感覺；也有 2 位學生選了我覺得一點也不

的選項，加起來約有 15 位同學，認為性別刻板印象並不深刻的影響著自己。 

 在後續的課程結束後，學生所留下的省思與回饋中，都期許自己以父親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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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性別平權的觀念。其中，多數人認為應該要「以身作則」、「不開有關性別的玩

笑」等從自己做起的平權行動： 

不開有關性別的玩笑，並提醒小孩不可因性別來取笑人（B-b-28）。 

以身作則給兒子或女兒看（B-b-17）。 

自己以身作則，尊重妻子的選擇並支持她，當她的後盾（B-b-8）。 

 此外，也有學生提到對於「女性」的尊重，或者是支持性別平等的言論： 

不只讓女兒不愁吃穿，也別讓她被同儕用言語傷害，可以與女兒同學認識、交

朋友，灌輸好觀念，由自己做起，再影響別人（B-b-10）。 

沒有任何人必須做甚麼，或不必做甚麼。或許人有些差別，但不可以不平等對

待（B-b-12）。 

對兒女一視同仁，對他們選擇表示尊重，不以性別的期待去干涉，像是未來的

職業、選組、交友、個人特質，不做侵犯平等的事在兒女、家人面前，像講侵

犯性的笑話、對妻子暴力相向、不聽妻兒的意見。勸阻別人做侵犯平等的事（B-

b-23）。 

 

 綜上所述，經過課程活動後，學生對於性別平權觀念更進一步。尤其是活動中所

撥放的「Dear Daddy」影片，讓學生內心起了不少的震撼。在教學者的觀察中，發現

是因為影片中所提到的言語，在學生身上幾乎都會表現過，對應一開始所問的性別刻

板印象影響自身的問題，有超過一半的人選擇沒影響，或是沒感覺的選項，教學者認

為，應是影片點出了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盲點，進而讓學生在省思札記中，紛紛提到

對女性的尊重，以及以父親形象如何傳遞性別平權觀念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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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向溝通與同理 

  正向溝通是許多關係經營課程的基本技巧，本課程也不例外。利用正向溝通與同

理的帶領，引導學生學習正確的關係經營方式，並以父親為角度思考，該如何將技巧

應用於生活中。除此之外，也期許學生能夠立即將技巧回饋給原生家庭，增進家人關

係品質。 

 在學生的回答中，會發現學生開始願意採用較為「溫和」、「輕鬆」的方式與家人

溝通： 

用和平、好語氣、溫暖的態度與家人溝通（D-a-8）。 

輕鬆，像是朋友之間的談話，卻又不充滿無禮（D-a-4）。 

聊天的語氣吧? 輕鬆的態度，就像現在和朋友聊天一樣（D-a-16）。 

 當然也有其他溝通策略，像是「該強硬的時候要強硬」、或是「誠懇」、「依時機

不同採取不同的方式溝通」等： 

輕鬆、幽默的態度，不要太嚴肅，但是不失爸爸的尊嚴，讓小孩能敞開心胸說

話也不會太隨便，成為小孩信任的人（D-a-9）。 

誠懇，稍微帶有威嚴卻保有家人的自由，「必要時」可以讓態度更強硬（D-a-

5）。 

和緩、誠懇的語氣，還有尊重的態度（D-a-14）。 

 綜上所述，本次課程實施確實在父職角色價值、性別平權觀念、正向溝通與同理

三個部分達到效果。在父職角色價值中，可看出學生開始了解父親角色的重要性，也

明白經營角色的重要工作有那些，並思考策略，也能即時回饋到現在的原生家庭，讓

原生家庭與自己的關係變好。在性別平權觀念中，看的出來學生開始以同理的心看待

性別，也以家庭的角度來看，知道自己一些習以為常的舉動其實是加深性別不平等，

願意開始從生活、以家長的角度來思考如果創造性別平等。最後，在正向溝通與同理

的部分，學生在策略選擇時，採用較為正向的做法，而非以往遇到事情先爆發情緒，

此外，同理的部分也大幅提升，在學期剛開始時，較常有學生無法同理的回應，但在

後期，已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願意同理他人，並在生活中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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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回饋 

為了解學生對於課程的了解與教學的效用，故在課程實施三週後，及全部課程實

施完畢後，請學生利用勾選的方式，填寫回饋表。回饋表（共五題）每一題目皆以情

境表示，請學生以非常符合、還算符合、看不懂、不符合、非常不符合五個選項作

答。分析時將非常符合記成 5 分，還算符合記成 4 分，看不懂為Ｎ，不符合為 2 分，

非常不符合為 1 分。表 4-2-3 為回饋表之平均分數。 

表 4-2-3 

學生課後回饋表平均分數                              

（N=34） 

描述 前三週 後三週 

我能理解課程的內容 4.5 4.5 

我能體會課程希望傳達的價值觀 4.5 4.4  

我今天很認真地體驗老師安排的活動 4.3 4.4 

整體而言，我覺得課程很實用  3.9*  4.3* 

回家後我願意將課程學到的東西嘗試使用看看  3.8* 3.1 * 

備註:*表示 N=33，減少原因為該題勾選看不懂，故不納入該題平均數計算 

在「理解課程內容」以及「體會課程價值觀」兩個題目中，學生回饋不管是三週

課程後，還是六週後，平均分數均超過 4 分，顯示學生對於本課程的理解有正向回

饋，認為在教師教學或是自己吸收上，都有不錯的成果。 

 在「是否認真上課」的問題中，兩次成果平均數均超過 4 分，顯示學生對於自我

上課態度評價偏向正向，但此處在教學者的省思札記中，卻無給予正向評價，似乎在

學生與教學者之間對於「認真上課」的定義有所出入。 

 最後，在回家後是否願意使用課程學到的技巧，平均數明顯從前三週 3.8 分提高

到後三週的 4.1 分，另外有 9 位學生在前三週課後回饋，只勾選 4 分的符合或 2 分的

不符合，但在後三週的課後回饋中，願意勾選 5 分得非常符合，顯示學生願意接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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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理念，並也開始身體力行，符合經驗學習圈中積極運用的階段。 

 以質性資料來看，學生自選最有印象的活動，前三週最多人選擇辯論賽，後三週

最多人選擇戲劇表演活動，至於為何前三週活動數較後三週為多，教學者推測應是前

三週的活動個數（6 個）較後三週（4 個）為多，因此學生填寫後三週印象深刻的活

動較為集中。另，也因為戲劇表演為學生為主軸，可展現自我的活動，更花費了將近

100 分鐘的時間完成。由此可知，活動型課程能吸引學生注意，進而引發學生學習興

趣，詳細統計資料如表 4-2-4： 

 

表 4-2-4 

學生最有印象的活動                        

（N=34） 

前三週回饋 後三週回饋 

最有印象之活動

(課程名稱) 
人數 % 

最有印象之活動

(課程名稱) 
人數 % 

辯論賽（性別） 11 32.3 戲劇表演（演出） 28 82.4 

影片(性別) 4 11.8 氣球體驗（心繫） 6 17.6 

黃金傳說（理財） 10 29.4    

Kahoot!（性別） 4 11.8    

父職形象（爸爸） 2 5.9    

其他 3 8.8    

 

 研究者在教學回饋中，詢問學生課程結束後最大的改變，發現學生寫出來的改

變，與課程主題相符，前三週學生答案圍繞在父親角色經營與家庭關係改善，更有學

生寫到性別平權；後三週則集中在正向溝通，像是愛之語、同理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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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本次課程參與學生普遍對本次開發的父職角色課程具有高度興趣，也

認為課程實用性高，願意結合觀念與技能在生活中嘗試。至於實用性與願意回家嘗試

兩項題目，前三週分數皆未超過 4，原因是有兩位同學勾選了 2 分，導致平均分數降

低，兩位同學上課態度較為消極，常沉迷於手機被糾正，且不願主動參加活動，猜測

應為不積極參與活動，因此無法感受活動經體驗後，在自身產生的認知、情感與行為

的改變，自然是不覺得課程實用性高。另外，願意回家嘗試分數前三週比後三週來得

高的原因，推測是因為填寫課程回饋單時，是學生剛演完戲劇的時候，推測幾位學生

當時的回饋思考點還停留在最後一堂課，而非後三週整體課程內容，因此分數有些微

降低。 

回饋部分，學生印象最深刻的課程內容屬於活動型課程，像是演出愛成家中的

「戲劇表演」、性別辯不辯的「辯論賽」、理財管理來持家的「黃金傳說」。此外，學

生也普遍改變了許多價值觀，包括父親角色的經營，以及學習對於家庭的影響，正向

溝通與同理心也是學生認為上完課程後有著相當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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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者分析  

1.同儕教師觀課建議 

本次課程實施邀請校內同儕教師進行課程觀察與評鑑，此動作目的除了檢核課程

實施成果外，亦協助教學者找尋教學中的盲點，改進教學，增加課程效果。此部分也

回應目前教育部所推行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透過同儕教師的觀課，達到教師專業發

展的可能性與可看性，除此之外，亦可使教師活化教學，強化教學內容，使學生學習

更加受益。本次課程實施前，由於教學者初到校服務未滿三年，尚未熟識多數教師，

加以 K 中只有教學者一名家政教師，故無同為家政科之同儕教師一起討論與共同備

課，故，研究者選擇邀請不同科，但有接受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訓練，並至少通過初

階評量之同校教師。在觀課前，教學者向同儕教師提出邀請經同意後，便會將課程教

案、學習單等資料提供予同儕教師，並簡要說明課程意義與教學方式，也與同儕教師

討論觀課重點及期待效益。觀課後，教學者除蒐集同儕教師之意見表與同儕教師之手

寫紀錄稿外，也與同儕教師討論適才教學尚須改進的點，即時回饋與討論。 

可惜，教學者除了性別辯不辯、心繫愛成家這兩堂課以外，其他三堂課程都邀請

不到合適且有意願的同儕教師前來觀課，主要原因仍是教學者認識的同儕教師仍不

多，且同一時段其他教師均有課程安排，造成邀請的不順利。是以，本次建議資料只

有呈現「性別辯不辯」與「心繫愛成家」這兩門課之課程意見。下頁為同儕教師觀課

後建議統整表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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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同儕教師建議與回應 

 同儕教師建議 回應 

課

程

設

計 

性別辯不辯： 

澄清觀念的時間太少，應停下課程腳步先澄清

學生錯誤觀念 

納入下次課程循環

設計中 

心繫愛成家: 

能有螺旋狀前進的課前引導，非常好。 

將繼續保留 

心繫愛成家： 

發展活動的分享與討論，可以讓學生分享自己

在活動中體驗到些甚麼？再闡述活動與溝通之

間的關聯，也許更能刺激學生連結。 

此部分在教學中本

欲呈現，但教學者

當天身體不適，故

有遺漏。將納入下

次課程設計中 

班

級

經

營 

教具多元： 

在教學設計上，運用了許多教學媒材，像是影

片、PPT、論文、線上測驗、辯論賽、體驗活動

等，讓學生參與度高，與老師互動熱絡。 

將繼續保留 

班級常規的管理： 

學生常有分心、玩手機、吃東西的情況，教師

應加以制止，建議設定規則，如發現三次就扣

分，以提高課程普及度。 

此部分亦為本研究

想解決的問題之

一，教學者發現問

題有減輕，但卻未

根除。之後會再嘗

試其他方式處理班

級常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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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同儕教師對於課程設計具有高度評價，認為如此多元化的活動內容設

計，有助於學生學習，並完成教學目標。可在班級經營管理方面，仍有需加強之處，

可利用獎罰制度，讓學生多一點外在力量限制，才能在班級中專心上課。 

  

 



73 

 

 2.教學者省思 

教學者在課程實施的過程中，發現自身教學盲點，以及學生表現情形，現以教學者

觀點進行省思與反饋，期望對下一次課程有幫助： 

（1）各單元課程省思 

 在單元實施後，研究者以教學者的立場與角度，撰寫省思札記，目的是為本課程

留下紀錄，說明課程成效與教學成效，並回饋給需求階段、設計階段、發展階段與實

施階段所蒐集的資料、以及課程的設計。各單元省思歸納如下： 

ａ.爸爸去哪兒 

作為實施過程的第一堂課，教學者是緊張的，但也因為看到了許多學生有興趣的

表情，故萌生信心。在課程設計中，有疑慮的部分是提問的部分，教學者在教學當

下，發覺提問沒有前後連貫性不強，另外，引起動機中的人物挑選，也需要再次思

考，這次挑選的人物，有幾位同質性太高，學生無法從中歸納出父親形象。中間雖穿

插了影片撥放，但教室中的視聽設備不足，導致聲音過小，學生專注力降低，故最後

綜合活動的提問效果未達成。學生對於影片是有興趣，且與學生生活經驗相當的影

片，能有效引起學生注意，並從中找尋自己與家人相處的影子。 

b.性別辯不辯 

第二堂課有了前一週課程的教訓，課程準備時又再次審閱了提問。先以 Kahoot!

作為引起動機，學生對於這樣先準備然後競賽的活動表現出高度興趣，且性別名詞內

涵的記憶也比較強烈。辯論活動是學生票選印象深刻的活動，主要原因推測有二，一

是不常看學術文章，對於社會科學類的學術文章有興趣，二為對於辯論的主題有興

趣，並且練習辯論的技巧也對自己的能力提升很有幫助。 

c.理財管理來持家 

第三堂課的活動，學生表示很喜歡，但也發現由於前面指導語是以剩餘金錢最多

的小組為勝利組，導致許多人在小組討論時，一直希望能以最省錢的方式為決策。雖

然後續教師引導思考「錢剩了最多，就是勝利嗎？」，可在過程中還是略顯可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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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看到學生最原始的答案。不過也有一組，完全的以父親角色作為思考點，就有提出

其實 H 的事件卡：「自己期待已久的航海王公仔出版，單隻販售 120 元，整套 8 隻含

收藏盒 1,000 元」，多數人沒有選擇購買是因為不喜歡航海王，實為教師課程設計時沒

有預想到的效果。 

d.心繫愛成家 

在心繫愛成家中，由於是段考後一週，學生明顯有些無力，故利用體驗遊戲作為

課程主軸，活動進行時，學生感到開心，不過也有學生開始放鬆，不用心體驗，之後

課程設計的指導語應該再加上其他誘因，使學生願意認真嘗試。 

e.同理你和我 

本課程為全部課程時間最少的一堂，但全部講說有點無法引起學生注意，建議多

增加以同理心為基礎的活動，讓學生體驗，並轉化其價值觀。 

f.演出愛成家 

 當學生開始堆疊劇情時，需要提醒必須符合檢核表的內容，否則學生的演出成果

容易淪為搞笑劇。另外，這次活動中，學生最多表現出愛之語的「身體的接觸」，不

管遇到衝突或是掙扎，多數以「抱抱」來作為戲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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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級經營與管理 

在前兩週的班級經營與管理中，教學者使用了小確幸時間，在課前花 15 分鐘，

提供學生手作小點心，來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但卻也造成正式上課時學生收心不

易，因為吃東西後需要洗手、或收拾，少數學生沒有習慣報備，便自行走到教室後方

水槽做整理，導致多數學生分心。於是，在後續的課程（第三～六週）中，教學者先

暫停小確幸時間，並跟學生說明原因，也請學生在上課前把自己的精神養好，作為交

換會在課程結束後安排活動型課程，並且有獎賞。一開始學生適應不是很好，還是在

無力狀態，後來大約第五週課程，開始有覺得進入狀況，較少人因為吃東西而在學習

時走動。 

手機問題一直都是這幾年教學現場的棘手問題，本已有與學生溝通過，非必要時

不得拿出使用，可就還是會有學生，上課拿出來，大方地擺在旁邊，開始玩手機。因

此，教學者開始思考讓學生在課堂中，「忙」到沒時間用手機，這也是本次研究中所

需解決的問題。這次嘗試以經驗學習圈的學習方式，用各式各樣的方式讓學生「體

驗」學習，而教學者也發現，當任務能吸引學生注意時，手機問題會有一定程度的改

善。但對於屢勸不聽的學生，可能還是要想辦法祭出獎懲制度，教學者採用若未在課

堂中好好學習者，必須利用課後時間，完成指定報告，才能得到該堂課之學分，部分

學生還是有忌憚，但還是有一兩位學生依然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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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學習回應的激勵 

 教學者在設計課程時，深感如今課程教授上的無力，在 K 中升學導向的氛圍影響

下，常有許多學生抱持著消極的態度，走進家政教室。於是在設計課程時，總是在心

裡想著：「該不會又沒有成效了吧！」、「會不會還是沒有人有興趣？」等較負面的想

法。但，當走上講台，帶領完一輪課程後，發現其實還是有學生露著感興趣的表情，

期待教學者說明下一個活動的規則，在學習單的填寫上，多數是充滿正面積極的。這

也讓教學者燃起一股希望，原來課程設計時那些煩惱是多餘的，當教學者努力以學生

角度思考該學習的事物，設計多元的活動，學生自然會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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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兩節，第一節為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而得出的研究結論；第二節為本次研

究建議，期盼對教師、課程、與未來研究者有正向且積極之影響。 

 第一節、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發展適合高中男生學習父職角色的課程，旨在了解此課程的影響，並據

此改善教學現場問題。本課程在 K 中特色課程實施，35 名男學生為實施對象。本節

針對研究目的歸納研究結論，分為父職角色課程設計過程與課程成效。 

一、父職角色經營課程設計 

1.透過行動研究方式，運作父職角色經營課程，藉此找出學生學習、教師教學、學校

政策需求之最大效益 

 本研究透過行動研究方式，以及 ISD 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來設計本次父職角色

經營課程，又，在設計之時，考量 K 中教學環境與行政政策，以及學生在藝能科上的

學習態度，最後，期望本次課程能解決家政教師在教學現場的問題。因此，本研究之

父職角色經營課程，為符應三大需求而生，並且擁有良好成果。 

2..以父職角色價值、性別平權觀念、正向溝通與同理三個主題，加上經驗學習圈的精

神安排教學，作為課程設計的主題 

 經由需求階段的分析，以及閱讀文獻後，選定父職角色價值、性別平權觀念、正

向溝通與同理三大主題作為課程設計的主軸，統整歸納成六個單元：爸爸去哪兒、性

別辯不辯、理財管理來持家、心繫愛成家、同理你和我、演出愛成家，再經專家審查

後，針對課程活動內容與教學方式，進行修正。而六個單元可分開教學，無須連續，

惟第六週課程乃是前五週課程之成果展現，故不建議單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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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父職角色經營課程實施 

本次課程學生參與分析使用父職角色價值、性別平權觀念、正向溝通與同理三個

主題，在學生課後學習單、回饋單、課程回應中。 

1.父職角色價值：從「還不需要準備吧」到「爸，您辛苦了」 

從課程回應與課後學習單中看出，學生在看待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上，有明顯的

進展。在教學現場中，剛開學時看到的學生對這門課充滿排斥感，認為關係經營並不

是一門值得學習的技巧。而在本課程開始實施後，收回來的學習單上充滿正向的語

句，也開始有學生寫出感謝自己父親的話語，或者是認為這是值得學習的課程。 

2.性別平權觀念：從「可能有不平等的發生」到「我願意站出來」 

純男校的學習環境，學生很容易再製性別刻板印象，尤其是對他人身體、動作等

的嘲笑。本次課程所使用的「Dear Daddy」，成功的讓學生知道開玩笑的嚴重性，也

轉化到自己的父親角色中，去思考如何保護自己的家人，以及不讓這樣的刻板印象傳

遞下去。 

3.正向溝通與同理：從「千錯萬錯都是你的錯」到「我看到了你對我的好」 

在溝通方面，學生漸漸從本來急於推卸責任，以及任務導向的溝通方法，開始願

意向對方說明自己的需求，並願意付出愛的行動。在父親的角色經營中，從家人關係

的衝突，也較不以自己角度為固執點，願意以整體家人的福祉為最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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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父職角色經營課程教學方式 

1. 高中男生需要利用活動與體驗為主的課程設計，來學習父職角色經營 

 行動研究很重要的目的在於解決教學者在現場所發現的問題，據此，本研究提出

兩個現場問題：學生動機的引發以及家人關係課程的實施。在學生動機的引發部分，

本研究採取的策略為利用活動、影片、PPT 等多元教學媒材，以及完成課程後的獎賞

制度，來引發學生興趣，從學生參與情形來看，這些策略是有效地引發學生興趣與學

習動力的。另外，本研究提供高中 107 課綱家政課加深加廣選修課課程模組，在家人

關係中，可嘗試投入更進一步的親職教育課程，除了能增加學生「子女價值」的誘

發，也可以回饋到現在的原生家庭中，學習更好的關係經營方式。 

 

2.多元的課程進行方式與課後獎勵機制，能引起學生注意，並誘發學習興趣 

在前三週與後三週的課程評價中，學生選擇最有印象的課程活動時，較多選擇活

動式課程（辯論賽、Kahoot!、戲劇表演、體驗活動）。整體課程來看，學生給予的評

價偏高，後續學生自我評量，也皆有達到課程目標。此外，課後的獎勵機制也提高學

習單完成的機率，集點貼紙的使用也成功引發學生關注，並進而完成學習單的任務要

求。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進行過程中，發現有限制如以下兩點： 

1. 課程適用性：父職角色經營課程由於是以 K 中這種純男校為需求對象設計發展而

成，故若為一般男女合校之高中，教學成效恐不如預期。 

2. 與家政課程結合：本次課程開發場域為特色課程，是屬於由教師自發性設計之課

程，無須受到課綱限制，但若父職角色經營課程放入普通家政課程中，恐有時數

不足之限制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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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建議 

一、 對教師建議  

1.封包式實施課程或單堂實施課程 

本次課程實施共計六週，未來教師實施時，可不一定採取本次課程實施之次序，

亦可抽取現場學生需求之課程應用實施。惟第六週「演出愛成家」是為了將前五週課

程做一綜合應用，故不建議單獨實施。 

2.於正式課程中實施 

本次課程開發基礎之一為高中家政課綱，課程教案中有許多與高中家政課本相關

的部分，故建議可參考，融入普通家政課中實施。另，生命教育、生涯規劃等與家人

關係相關之課程，亦可參考本研究之課程設計。 

3.實施時間的排定 

 在課程實施時，研究者發現若學生與教師之間沒有默契或相處基礎，不容易引發

學生對於課程提問的回應與深度省思，故建議未來教師在實施本課程時，敬請留意課

程實施之時機與安排，應為在學期中後期，與「家人關係」主題相結合較為妥當。 

4.班級經營的拿捏 

 課程實施時，由於本課程偏向活動居多，因此，班級學習氣氛容易走向輕鬆、隨

性，可輕鬆的學習氣氛不一定能使學生達到最大學習校果。在學生分心或是消極學習

時，建議教師可使用明確的獎懲制度，來進行約束與管制。本次教學者使用策略為若

學習態度不佳，則需使用課外時間，繳交額外報告，報告主題為與本次課程相關之主

題。在使用時，學生的確頗有忌憚，畢竟要花費額外的課外時間，對學生來說是件很

不划算的事情。此外，如果接到教師要求完成額外報告，在同儕間也會有被訕笑的可

能性，畢竟這代表在活動參與課程態度不佳，表現不優，同儕影響力便會讓學生有所

忌諱，不敢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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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課程的建議 

1.多元教學方式對教學現場的益處 

多種媒材可以引起學生注意與興趣，在課程最後分析成效時，可以得知學生對於

影片、活動總是印象最深刻，因此，能夠透過不同的方式、管道，將家人關係經營等

抽象課程進行體驗、省思、轉化、應用等經驗學習圈之歷程。 

2.同儕教師的支持與回饋 

 在本研究中有許多依賴其他現場教師的部分，像是課程設計之專家效度，以及實

施過程中，同儕教師的觀課等，這些都會成為讓課程更完善的來源，是故，建議課程

設計需採納專家教師之審閱建議，以及尋求同儕教師之支持與協助。 

3.行政單位之配合 

 本課程可結合行政單位所需推廣之家人關係相關活動，例如祖父母節、父親節

等，讓學生的成果更加展延，能增加本課程的推廣廣度與強度。 

4.教材選擇須謹慎 

 本次課程中，選擇了「蠟筆小新-與爸爸的夏日午後」，蠟筆小新為日本動漫角

色，來台灣已將近 20 年，是很多 90 年代學生童年的回憶，蠟筆小新描述一個平凡的

5 歲男童，但因看事情的角度太過奇特，常是父母與老師眼中的頭疼人物，招牌動作

是露屁股跳外星人舞。研究者選擇該片，本因該片段有大量父子相處情形，也將展現

了課程中難以言喻的父親角色難處，但，蠟筆小新為性別平權的負面教材，實為研究

者當時未考量的因素。建議後續課程設計可使用其他父子相處片段，或是在性別平權

課程中，需要將此片段重新帶領澄清。 

 

三、對未來研究者建議 

1.研究者與教學者的角色定位 

此次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同時設計課程、實施課程、收集課程資料、分析資料等

工作，在過程中難免有不公正的情形，容易過度解讀資料。身兼課程設計者、教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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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者，容易在課程中，產生內在效度不佳的問題。建議未來研究者，應朝向研究

者與教學者分流的方向進行研究設計，由研究者設計課程並蒐集資料，讓教學者專心

實施課程，並藉此課程解決教學現場問題，也讓研究者專心完成課程成效問題之研

究。 

2. 課程設計的時間拿捏 

課程設計的時程需要特別注意，本次研究中，研究者花太多時間在設計課程中，

以至於後續專家效度、課程實施等時間被壓縮到，導致許多小細節並沒有辦法好好展

現。故建議未來研究者須注意課程設計時程，以利將課程擁有更好展現。 

3.研究設計上的建議 

 建議未來研究者在閱讀文獻中，可再參考關於國外父職教育施行狀況的文獻，特

別是在學校與社區中所施行的方案活動。另，研究設計上，建議也可採用選定特定主

題（例如正向溝通能力）後，做前後測的準實驗分析，將對研究中的成效分析更有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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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課程實施教案 

單元名稱 爸爸去哪兒？ 

授課時間 2 節課，共 100 分鐘 

授課對象 男校高中一年級學生 

教學理念 
本堂課作為課程的先發課程，目的在讓學生引發興趣，透過具體經驗的

分享，以及觀察反省的方式，讓學生關注並開始學習父親的角色形象。 

教學目標 

1.了解父職角色的意義 

1-1 述說自身父親意象 

1-2 體認父親動作背後的意義與文化脈

絡 

2.體認父職角色對家庭的重要性。 

2-1 說出父親對自己成長的貢獻與意義 

2-2 以家庭的角度說出父親的奉獻 

2-3 對未來家庭的經營中，父親(自己)所

該扮演的角色規劃藍圖 

對應課綱核心能力 

二、增進改善家庭生活之創造

力 

對應課綱主題內容 

二、家人關係 

1.家人互動與溝通技巧 

2.家庭倫理 

教學資源 

學習單 1. 社會中的我與父親學習單 

2. 我的時尚父親學習單 

3. 我的父親之旅學習單 

課堂使

用 

1. 影片:蠟筆小新-與爸爸的夏日午後 

影片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iTJtei1mxM 

2. 課程簡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iTJtei1m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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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1. 高中家政，與家人共舞----家人關係，幼獅文化。 

 

時

間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對應

目標 

 一、引起動機   

5

分

鐘 

1. ☆教師說明課程價值 

2. 教師提供不同公眾人物的照片，引導學生討論父親形

象，帶出華人父親形象彙整。 

☆公眾人物選擇: 

(1) 修杰楷:新手爸爸、暖男 

(2) 藍正龍:你要對你媽媽很好 

(3) 豬哥亮:多次站上媒體呼籲女兒來找他 

(4) 吳秉承:順應孩子個性，嚴格訓練 

課程簡報 1-1 

5

分

鐘 

2.教師提出問題，引導學生討論與思考自我想要成為的父

親形象。 

 你會使用甚麼樣的形容詞來形容你父親 

 自己希望成為甚麼樣的父親 

社會中的

我與父親

學習單 

1-1 

1-2 

 二、發展活動   

40

分

鐘 

1. 接續引起動機，教師說明提供一對父子的互動，請同

學專心觀看，有利於後續討論。 

2. 教師播放影片：蠟筆小新－與爸爸的夏日午後，便於

與學生討論與父親相處的經驗，進而引導思考自身成

為父親可能的作為。 

3. 教師提問： 

 （1）.你看到了甚麼 

 對於爸爸不在預期中的返家，小新的反應是? 

影片 1-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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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怎麼開始與小新聊心事? 

 對於爸爸的邀約，小新的反應是? 

 整體而言，爸爸跟小新喜歡這個下午嗎? 

  （2）.你想到了甚麼 

 你有類似的經驗嗎? 

 當時的想法或感受是? 

 你常常跟爸爸聊心事嗎 

 通常都怎麼開頭的 

 爸爸最後是提供你實質的建議，還是精神上的

支持，還是情緒上的安慰呢? 

 （3）.你未來的家 

 未來身為父親，你會如何開啟話題與孩子談心

事 

 當孩子遇到困難，你會選擇如何幫助他 

第一節課結束  

30

分

鐘 

1. 接續上一節課，利用 Maslow 的需求階層理論，引導學

生分析父親對自己的奉獻。 

2.教師提問 

 在需求階層圖中，你覺得你爸爸哪些行為，各分

別幫你與你的家滿足了甚麼樣的需求? 

 那現在家中，你父親的需求是否有被滿足呢？ 

 那你未來身為父親能夠滿足孩子哪些需求 

 如何以具體的行動完成你的期望呢?  

 

 

 

 

 

課程簡報 

我的時尚

父親學習

單 

2-1 

2-2 

愛與歸屬需求 

安全需求 

自尊需求 

自我實現需求 

生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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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綜合活動   

20

分

鐘 

1. 教師引導撰寫省思札記與回饋 

2. 教師交代下週注意事項： 

 請先完成＂性別名詞大搜查線＂學習單 

 下週課程使用 Kahoot! 可以攜帶手機或電子產品 

 請預先蒐集有關＂家務分工＂與＂性別平權＂概念

相關的文字資料 

我的父親

之旅學習

單 

2-2 

第二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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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的我與父親 

 在社會中，有許多因素會影響個體的行為、形象。那你能夠察覺這些文化性因素

嗎?而這些因素，是否會影響你的未來擔任父親時之表現呢?請依照教師指示完成下列

問題 

一、請將紅色貼紙貼在你所認為的華人文化父親形象形容詞旁邊，如有不足，請自行

添加。 

請將藍色貼紙貼在你未來會成為的父親形象形容詞旁邊，如有不足，請自行添

加。 

嚴肅 可信任的 持家 

被動 感性 煮飯 

柔弱 養家 修理工具 

溫柔 打掃 工具人 

理性 負責任的  

   

   

   

二、請總結你期許未來的你是一位怎麼樣的父親呢?為什麼? 

 

 

三、上述兩題有甚麼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呢?你想要保持的或是想跳脫的形象是甚麼?為

什麼有這樣的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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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時尚父親 

朝夕相處的父親是否有許多奉獻，卻被我們認為理所當然? 讓我們一起找出來吧! 

請利用 Maslow 的需求理論完成下列表格:  

分類參考: (A) 生理 (B)安全 (C)愛與歸屬 (D)自尊 (E)自我實現 (F)其他 

一、請寫下平日父親對你的奉獻，並幫忙分類這讓你完成了哪方面的需求 

父親對你的具體行動 分類 

  

  

  

  

  

二、請寫下平日你對父親的付出，並幫忙分類這幫助父親完成了哪方面的需求 

你對父親的具體行動 分類 

  

  

  

  

  

除了回饋父親，你期許你未來能夠對自己的孩子付出甚麼呢?可以寫下不只一個。 

期許自己成為父親後，對孩子的付出行動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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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完成第一週課程，得到

拼圖一份，拚完完整圖形就可

以得到大確幸喔! 

我的父親之旅 

你發現了嗎？父親（或是男性家人）對你愛的行動 

 

 

 

 

 

試著用文字向他們表達心意吧 

我想對            

說                    

因為你在          的時候， 

對我做了              的行

動，讓我感覺很                      

請您繼續這樣對我，讓

我感到被愛、被支持。 

我想對            

說                    

因為你在          的時候， 

對我做了              的行

動，讓我感覺很                      

請您繼續這樣對我，讓

我感到被愛、被支持。 

   

 

如果這份文字能夠傳遞給他的話，我想會更好吧  要不要直接規劃給他們可以直接行

動的空間或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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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性別角色辯不辯? 

授課時間 2 節課，共 100 分鐘 

授課對象 男校高中一年級學生 

教學理念 

性別意識會影響看事情的角度，且性別平權觀念也影響著父職行為

（王叢桂，2000）。本課程提供學生澄清性別觀念與意識的機會，利

用「家務分工」議題進入父親角色視界來做討論，藉以引導學生將性

別平權觀念回扣回家庭經營方法。 

本課程提供學生一個批判現況的性別課程，鼓勵學生思考、分享現階

段生活中所遇到的性別不平等現象，再藉由議題來澄清性別平等的落

實困難，以及為何需要落實性別平等的價值觀。 

教學目標 

1.關注性別概念。 

1-1 瞭解性別相關名詞 

1-2 練習批判的思考 

2.父親角色的性別平權 

2-1 用父親觀點，找出家務分工的平衡

點 

2-2 探究家庭中性別不平等現象，並思

考改善方法 

對應課綱核心能力 

二、增進改善家庭生活之創

造力 

五、培養尊重、關懷與愛的

能力。 

對應課綱主題內容 

三、家庭衝突與韌性 

1.家庭衝突與危機 

 

教學資源 
王叢桂（2000）。促進參與父職因素的探討。應用心理研究， 6，

13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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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1. 性別名詞大搜查線學習單 

2. 辯論賽精華學習單 

3. 我的厝內平權觀念學習單 

課堂使用 1. 影片：Dear Daddy 

影片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Ok_qxkBphY 

2. 課程簡報 

3. 辯論規則影片 

影片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em4ttmAmU 

4. Kahoot! 

https://getkahoot.com/ 

教科書 1. 高中家政，家庭衝突與韌性，幼獅文化。 

2. 高中家政，性別的人我關係，幼獅文化。 

 

時

間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對應

目標 

 

學生課前準備： 

 性別名詞大搜查線學習單 

 預先蒐集「家務分工」與「性別平權」相關的

文字資料、實證資料。 

性別名詞

大搜查線

學習單 

 

 一、引起動機   

20

分

鐘 

1. 教師使用 Kahoot!免費答題網站設計題目，讓學生以

自身手機參賽（可組隊參加）。藉以快速讓學生釐清

不同名詞的概念。 

Kahoot! 

性別名詞

大搜查線

1-1 

1-2 

 

https://getkaho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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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引導學生分享上述名詞曾在生活中何時何地何處

發現過，藉此提出思考點：性別真的平等了嗎？性別

平等難在哪裡？如何才能改善性別不平等？ 

學習單 

 二、發展活動   

30

分

鐘 

1. 教師說明辯論比賽規則，給予學生 30 分鐘閱讀已蒐

集之資料，全班分六組，分別代表正方與反方，每組

推派一人進行辯論，其餘同學協助蒐集資料與撰稿。 

2. 播放影片:辯論規則講解，讓學生了解辯論賽進行方

式。 

3. 辯論主題:☆家務分工是否該以性別做為分工原則。

把握原則:  

 使用實證研究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論點，像是內

政部統計、研究的統計結果等 

 可以切入的議題有: 

 你的生活觀察中，看過那些家務分工的方

法？ 

 家務分工應該是以甚麼來做為分工的依

據？例如:能力、時間、職位、角色…… 

辯論規則

影片 

 

1-2 

第一節課結束  

30

分

鐘 

1. 接續第一節課最後討論，準備開始進入辯論賽，提醒

學生所有人都需要將正反方所提出的論點記錄在辯論

賽精華學習單上。 

2. 教師主持辯論賽，並以錄影機紀錄。 

3. 根據辯論賽結果，教師帶領討論。 

 肯定學生良好表現，並根據討論內容歸納性別

分工的待澄清處。 

 回扣第一週影片內容，引導學生思考： 

辯論賽精

華學習單 

1-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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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如下：小新媽媽請小新跑腿，是

「請」嗎？ 

 如果你是小新爸爸，發現小新不願意去買

東西時，你要如何引導小新呢？ 

 三、綜合活動   

20

分

鐘 

1. 教師撥放影片:Dear Daddy，並引導學生思考性別平

等的現象與意義。 

 性別真的平等了嗎？性別平等難在哪裡？如何才

能改善性別不平等？ 

2. 性別角色對於父親角色的重要性。 

 性別平等並不是只是讓女性受惠，男性在性別刻

板印象的影響下，其實也承受了不少壓力。社會

本來就應該成為每個人安心生活、適性成長的地

方，因此，我們需要時時關注這項重要的議題。

回到家中，性別平等與權力、家庭角色、家務分

工等議題息息相關，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在以愛

為基礎的前提下，找出大家都合適的生活方式。 

3.請學生完成我的厝內平權學習單。 

影片 

 

 

 

 

 

 

 

 

 

 

我的厝內

平權學習

單 

2-2 

第二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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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名詞大搜查線 

性別平等相關的名詞百百款，請利用空閒時間，先把這些名詞查清楚吧! 

請在下週上課前完成以下問題: 

試著用 1~2 句話，還有一個自己懂的例子來解釋下列名詞 

 性別刻板印象 

 

 

 天花板現象 

 

 

 性別角色 

 

 

 性別的社會角色 

 

 

 性別主流化 

 

 

 CEDAW 

 

 

要準備好喔!!這裡可是下週上課一開始的 KAHOOT 競賽題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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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賽精華 

在辯論賽的過程中，有很多各組竭盡全力彙整出來的好見解，請盡量記錄下來! 

注意紀錄時的邏輯，千萬不要弄擰了別人的意思喔! 

 

應該以性別做為家務角色分工的依據 不應該以性別做為家務角色分工的依

據 

一

辯 

  

二

辯 

  

結

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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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完成第二週課程，得到拼圖一

份，拚完完整圖形就可以得到大確幸喔! 

我的厝內平權觀念 

 身為一個丈夫，你要如何落實性別平權呢？ 

 

 

 

 

 

 

 

 

 

 

 

 身為一個父親，你要如何傳遞性別平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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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理財管理來持家 

授課時間 2 節課，共 100 分鐘 

授課對象 男校高中一年級學生 

教學理念 

藉由問題與事件的解決，讓學生實際體驗家庭一個月預算與支出的情

形，藉以誘導學生思考，以家長角度進行財務規劃時，會遇到的情形

與解決方案。 

本課程在父職角色知覺與認同整體課程中，期待誘發學生「照顧與養

家」面向的動機，以及給予學生體驗的機會。 

教學目標 

1.金錢管理與決策 

1-1 了解理財基本概念 

1-2 體驗決策的重要性 

1-3 了解選擇背後機會成本的概念 

2. 以父親角色思考家庭經濟的運作模

式 

2-1 體認家長理財時的困難 

2-2 以家庭為角度思考做出金錢決策 

對應課綱核心能力 

一、實踐個人與家庭生活管

理之能力。 

二、增進改善家庭生活之創

造力 

對應課綱主題內容 

六、資源管理 

1.家庭資源管理 

2.青少年生活管理 

教學資源 

學習單 1. 黃金傳說學習單 

2. 百分百決策學習單 

課堂使用 1. 遊戲用事件卡與選擇卡 

2. 遊戲用大海報 

教科書 1. 高中家政，資源管理，幼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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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對應

目標 

 

教師課前準備 

1. 製作每組一份事件卡與選擇卡、以及每組一張大海

報。 

  

 一、引起動機   

15

分

鐘 

1. 教師說明家庭資源種類，以及管理決策流程，六種資

源使用方式。 

2. 說明今日課程主題為金錢管理。 

課程簡報 1-1 

 二、發展活動   

10

分

鐘 

全班分組進行黃金傳說活動 

1. 教師說明活動規則： 

 活動時間為 30 分鐘 

 每組派出一位同學，到指定組別擔任銀行的角色，其

他人皆以父親角色進行本次活動 

 銀行負責收取金錢與登記金錢變化在大海報

上 

 銀行協助主持指定組別的父親們活動順序 

 每組父親輪流抽取事件卡，再以小組討論，從對應事

件卡的選擇卡中選取一張決策（如附件一），並請銀行

紀錄與決算。 

 事件卡（如附件一） 

 選擇卡(如附件二) 

2. 教師說明故事背景，作為遊戲起點： 

王先生，45 歲，30 歲婚後與妻子育有兩子，分別就讀高中

一年級與國中八年級，王先生與王太太工作穩定，月薪分

別為 6 萬與 5 萬 5 千元。但最近王先生發現，存款增加的

速度越來越慢，這樣的增加無法在兩年後提供大兒子到北

各組事件

卡與選擇

卡 

各組大海

報 

 

 

 

 

 

情境題課

程簡報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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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念大學的花費。除此之外，小兒子也即將考會考，小兒子

的美術天分，老師們都建議報考左營高中美術班，但美術

班的花費比普通班還來的多。王先生感到十分煩惱，以下

是王先生一家的月支出一覽表： 

     

月收入(夫) 

月收入(妻) 

房貸 

車貸(保養費) 

保險 

水電費 

電話費 

伙食費 

日用品 

孝親費 

補習費 

娛樂費 

60,000 

55,000 

 

 

25,000 

 5,000 

10,000 

 2,000 

03,800 

25,000 

 2,000 

20,000 

 5,000 

 2,000 

合計               +15,200 

請利用這張收支表最後的結餘，完成活動。 

 

 抽完事件卡並完成選擇決策後，請記得將決策過程畫

到大海報上。☆以決策樹方式完成繪製大海報。 

3. 各組發表每項決策過程選擇的原因 

 比較各組成果，以各組的結餘數字作為評斷標準，第

一名可以得到最佳財務獎，最後一名必須從頭學起，

請每位組員回去記帳一週，下週分享記帳結果。 

 

 

 

 

 

 

 

 

 

 

 

大海報 

30

分

鐘 

1.活動進行，教師巡邏，幫助不熟活動之組別，並提醒銀

行必須提醒大家將現金變化寫到學習護照，以利小組檢視

與報告。 

大海報格

式、事件

卡、選擇

卡 

 

第一節課結束  

20

分

鐘 

1. 接續上節活動，各組派代表分享大海報內容。 

2. 分享原則： 

 勝利組分享成功策略 

 黃金傳說

學習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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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兩難的事件卡應該是那些？最後做了甚麼樣的

決定？考慮到那些管理原則呢？ 

 請提出至少一個能讓王先生增加存款的生活提案 

 三、綜合活動   

30

分

鐘 

1. 教師引導思考與討論從父親角色如何因應理財議題 

 為什麼一個家庭會同時發生這麼多事件?你覺得

合理嗎？ 

 面對事件時，身為父親應該第一個考慮的事情應

該是?(預期答案:手上的資源) 

 事件接踵而來，各位父親應該要如何因應(預期

答案:排優先順序，選擇可以捨棄的部分) 

 老師使用結餘多作為評斷標準，你認為合理嗎？ 

 第一單元的影片，小新爸爸買了一支冰棒給小新

吃，如果你是廣志，你會買嗎?如果不買，小新

又吵著要吃時，該怎麼辦呢? 

2. 教師引導討論 

 身為一個父親，你覺得你的金錢管理與決策重不

重要?應該先考慮甚麼呢? 

 當遇到自己很想要的東西，但是家裡的經濟狀況

不允許，身為父親，你會如何抉擇呢? 

決策百分

百學習單 

2-1 

2-2 

第二節課結束  

☆附件一:事件卡 

A.父母計劃國內小旅行，需要贊助 5,000 

B.小兒子參加美展，添購美術工具 1,000 元 

C.大兒子繳交補習費用，2,000 元 

D.與老婆的結婚紀念日，安排活動向老婆表達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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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購買樂透彩 100 元，中 3,000 元獎金 

F.工作獎金得 3,000 元 

G.汽車拋錨，修理費 4,000 元 

H.自己期待已久的航海王公仔出版，單隻販售 120 元，整套

8 隻含收藏盒 1,000 元 

☆附件二:選擇卡 

A-1 如父母所願，給予 5,000 

A-2 向父母婉拒，表示目前沒有辦法付出 

B-1 找到比較便宜的替代品，800 元 

B-2 不讓小兒子參加美展 

B-3 直接花費 1,000 元 

C-1 與大兒子討論補習的必要性，去蕪存菁後，花費 1,500 元 

C-2 不准讓大兒子補習 

C-3 補習是很必須的，花費 2,000 元 

D-1 口頭向老婆表達謝意 

D-2 安排餐廳，帶老婆去吃大餐，1,000 元 

D-3 準備禮物，給老婆實質上的享受，1,500 元 

D-4 與孩子共同規劃，在家裡慶祝，800 元 

E-1 領取獎金，扣稅 20%，實領 2,400 

E-2 一開始就選擇不要買 

F-1 領取工作獎金，更加努力工作 

F-2 領取工作獎金，覺得不做也有錢拿，開始混日子 

G-1 不修理，改使用其他交通工具，1,200 元 

G-2 到原廠修理，含拖吊費花費 6,000 元 

G-3 到小廠修理，含拖吊費花費 4,500 元 

H-1 為了家計，忍耐，甚麼都不要買 

H-2 買一隻過過癮就好，花費 120 元 

H-3 身為熱血玩家，整套收藏，花費 1,9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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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傳說 

月收入(夫) 

月收入(妻) 

房貸 

車貸(保養費) 

保險 

水電費 

電話費 

伙食費 

日用品 

孝親費 

補習費 

娛樂費 

60,000 

55,000 

 

 

25,000 

 5,000 

10,000 

 2,000 

03,800 

25,000 

 2,000 

20,000 

 5,000 

 2,000 

合計               +15,200 

 

事件 選擇 結餘 

   

   

   

   

   

   

   

 

面對事件時，第一個應該考慮的事情應該是? 

 

 

事件接踵而來，身為家長的你們應該要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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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完成第三週課程，得到拼圖一

份，拚完完整圖形就可以得到大確幸喔! 

百分百決策 

 

 身為一個父親，你覺得你的金錢管理與決策重不重要?應該先考慮甚麼呢? 

 

 

 

 

 

 

 

 

 

 

 

 

 

 

 當遇到自己很想要的東西，但是家裡的金錢不允許，身為父親，你會如何抉擇呢? 

 

 

 

 

 

 

 

 

 

 

 

 

 

 

回頭想想，平常家裡的經濟運作你有參與嗎?請向家中掌握經濟的家人表達謝意吧!謝

謝他妥善運作家庭經濟，讓你能無後顧之憂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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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心繫愛成家 

授課時間 2 節課，共 100 分鐘 

授課對象 男校高中一年級學生 

教學理念 

以活動帶出「溝通」所產生的關係互動品質，引導學生反思自己與原

生家庭家人的互動方式，再引導思考未來作為父親，與家人的互動應

該如何經營。 

教學目標 

1.增進家人關係的方式 

1-1 了解溝通的類型 

1-2 了解良好溝通的特質 

2.溝通的意義與內涵 

2-1 體會溝通人數越多，溝通會複雜 

2-2 思考自己如果身為父親，如何進行

溝通或協調的角色 

對應課綱核心能力 

三、經營生活中之人際關

係。 

五、培養尊重、關懷與愛的

能力。 

對應課綱主題內容 

二、家人關係 

1.家人互動與溝通技巧 

教學資源 

學習單 1. 情感帳戶學習單 

2. 父力崛起：溝通無礙學習單 

課堂使用 1. 課程簡報 

2. 活動用道具：毛線（每人一條）、棉線（每人一條）、

氣球（兩人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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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1. 高中家政，家人關係，幼獅文化。 

 

時

間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對應

目標 

 

教師課前準備： 

1. 準備道具： 

 氣球充氣、棉線毛線裁剪 

2. 教室桌椅調整 

 

 

 一、引起動機   

10

分

鐘 

1. 教師複習家庭的定義與功能，並說明要完善發揮家庭

功能，需要透過資源管理的方式來完成。 

2. 教師說明今日課程主題： 

 各種資源中，情感資源是較難管理的，而需要完

成情感資源的管理，最簡單的方式為溝通。 

課程簡報  

 二、發展活動   

30

分

鐘 

1. 透過活動，學生體驗溝通運作發揮的功能與必要性。 

2. 教師說明規則： 

 兩兩一組，先用手拍打氣球並互傳，一分鐘不可

以落下 

 第二階段，以毛線打氣球，互傳，不可落下 

 第三階段，以棉線打氣球，互傳，不可落下 

 第四階段，四人一組，打一顆氣球，互傳，不可

落下 

 第五階段，四人一組，打兩顆氣球，互傳，不可

落下 

 視情況看是否增加人數與球數讓學生體驗 

活動用道

具 

 

10
1. 教師邀請學生分享活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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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鐘 

 氣球代表甚麼? 

 自己的心情 

 毛線代表甚麼? 

 能夠讓心情變好的想法 

 棉線代表甚麼? 

 換一種讓心情變好的想法 

2.教師帶領討論 

 家庭互動中，當人數變多、球數變多，代表甚麼

事件呢?☆而又應該如何適應呢? 

 

 

 

 

 

 

 

2-1 

第一節課結束  

25

分

鐘 

1. 接續上節討論，教師說明溝通的類型與正向溝通原

則，並請學生與同學互相練習。 

2.教師說明情感帳戶概念 

課程簡報 

情感帳戶

學習單 

1-1 

1-2 

 四、 綜合活動   

25

分

鐘 

1.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與討論： 

 第一週的影片中，爸爸嘗試要跟小新談心事，是

怎麼開頭的？如果你是廣志，應該怎麼做更好？ 

 在父親的角色下，又該如何協助家人管理情感的

資源呢? 

2. 教師總結： 

 與他人溝通，重點在於自己所表現出來的態度，以

及你所展現的溝通方式與訊息傳遞。與家人溝通的

過程中，很多人會落入「親暱生狎侮」的迷思中，

但殊不知，這其實是在情感帳戶扣款，最後家人之

間的感覺就一去不復返了。 

3.請學生完成父力崛起：溝通無礙學習單 

 

 

 

 

 

 

 

 

 

父力崛起

學習單 

2-2 

第二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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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帳戶 

找一位互動頻繁的家人，與他創建情感帳戶，並用心體會本週與他的互動，記錄下事

件與情感收支情況。 

我和               的情感帳戶   

參考指標 

T^T Q.Q    O_O  ^_^ >O< 

-500 -300 -100 0 100 300 500 

 

 

事件 收入 支出 

開戶儲金 1,000  

   

   

   

   

   

   

   

   

   

   

結餘  

下週上課需要你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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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完成第四週課程，得到拼圖一

份，拚完完整圖形就可以得到大確幸

喔! 

父力崛起：溝通無礙 

 

上完了今天的課程，別忘了用心思考以下問題，並記錄下所思所得。 

 如果今天你當了父親，你會用甚麼樣的語氣、甚麼樣的態度與其他家人溝通呢? 

(別忘了，回頭參考一下，當初在第一週上課時，你所期望自己表現的父親形象喔!) 

 

 

 

 

 

 

 

 

 

 在父親的角色下，又該如何協助家人管理情感的資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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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同理你和我 

授課時間 1 節課，共 50 分鐘 

授課對象 男校高中一年級學生 

教學理念 

延續上週課程，以溝通為主軸。本次課程著重於溝通的技巧練習，故先

從同理心出發，讓學生了解同理心與同情心的不同，誘發與人相處時的

內心情感。再以愛之語作為表達情感的方式，讓學生在課堂練習，進行

活動。 

教學目標 

1.培養同理心 

1-1 了解同理心與同情心的差別 

1-2 能將同理心安排進父親角色思維 

2.學習表達情感的方式 

2-1 了解愛之語的定義與代表含意 

2-2 嘗試察覺身邊的人對自己的愛之語

表現 

2-3 嘗試使用愛之語對待身邊的人 

對應課綱核心能力 

五、培養尊重、關懷與愛的能

力。 

對應課綱主題內容 

二、家人關係 

1.家人互動與溝通技巧 

2.家庭倫理 

教學資源 

學習單 1. 父力崛起：愛之語爭霸學習單 

2. 讓我身邊環繞愛學習單 

課堂使用 1. 影片:同理心與同情心的差別 

影片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

AfeaRD_IA 

2. 愛之語撲克牌（出版：家政學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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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1. 高中家政，家人關係，幼獅文化。 

 

時

間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對應

目標 

 

學生課前準備 

1. 完成父力崛起：溝通無礙學習單 

  

 一、引起動機   

10

分

鐘 

1. 教師邀請學生分享上週回家所完成的「情感帳戶」學

習單內容。 

 分別發生甚麼事情，讓你寫進帳戶裡？為什麼它成

為扣／存款呢？這件事情給你的感受如何？ 

 所以這週你的存款變多還是變少？變少的話，該怎

麼修補關係呢？ 

2. 教師說明本週主題： 

 上週為溝通的重要性，本週進入溝通的理論實作

部分。 

情感帳戶

學習單 

 

10

分

鐘 

1. 教師撥放影片，並引導討論。 

 第一週播放的小新影片，大雨滂沱中，廣志跟小新

到橋下避雨，如果你是廣志，正好小新又哭了，那

你還會採取甚麼舉動呢？ 

 廣志被要求分擔家務工作，露出了不耐煩的表情，

這時媽媽就不開心了，如果是你，會如何應付這種

事件呢？ 

2. 教師小結： 

 內心情感可以說是溝通的基礎，如果我們能夠抱

同理心影

片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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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同理心去面對與人之間的互動，那麼溝通也可

以投其所好。 

 二、發展活動   

15

分

鐘 

1. 教師說明 

 當內心有許多情感，卻苦無方式表達嗎？其實表

達也是一門藝術，接下來介紹是一些表達的方

式。 

2. 教師簡介愛之語。 

3. 教師帶領學生熟悉愛之語☆ 

 利用愛之語撲克牌，先請學生玩牌七，將牌利用

遊戲攤在桌面上 

 請學生嘗試分類牌面上的事件（五種愛之語） 

 將牌打散，玩愛之語版心臟病 

 最輸的同學出場，請組員前線支援將同學救回 

（例如五張肯定的言語＋三張身體的接觸） 

4. 教師小結 

 所以表達愛可以投其所好，但一定只能這 5 種

嗎？另外，其實靜下心來想想，你天天就接收到

很多人給你的愛之語行動了，你已經被愛環繞著

了！ 

 

 

 

 

愛之語撲

克牌 

 

 

 

 

2-1 

 

 

 三、綜合活動   

5

分

鐘 

1.教師說明本堂課回家作業的規則寫法，請學生回家完成

父力崛起：愛之語爭霸、讓我身邊環繞愛兩張學習單。 

父力崛起:

愛之語爭

霸學習單 

讓我身邊

環繞愛學

習單 

2-2 

第一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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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力崛起：愛之語爭霸 

在未來，在你成為他人的伴侶、他人的父親時，如何利用愛之語行動，來向他們表達

你多麼愛他們呢?(別忘了參考第一週你所期望自己表現出來的父親形象與行動喔) 

 

 

 

 

 

 

 

 

 

 

 

 

 

 

 

 

 

 

 

 

 

 

 

 

 

 

 

 

 

 

 

  

我會常說           

像是在                 時候 

對                      說 

向他表示                   

讓他有                     

                     的感覺 

 

 

 

我會常對           接觸 

像是在                 時候 

對他                  動作     

讓他有                     

                     的感覺 

我會常送           

像是在                 時候 

對                       

送上                  的禮物 

讓他有                     

                     的感覺 

 

我會常付出            的行動 

像是在                 時候 

對                       

向他表示我可以幫他完成      

                            

讓他有                     

                     的感受 

 

我會常營造          時刻 

像是在                 時候 

跟                 一起 

完成                   

讓他有                     

                     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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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身邊環繞愛 

 察覺 3-5 個家人對你做的愛之語行動吧 

 

 

 

 

 

 

 

 

 

 

 

 

 

 

 

 

 

 

 

 

 

 

 

我發現               家人 

常在                 時候 

對我說/做/幫忙/贈送/接觸 

                           

讓我有                     

                     的感覺 

 

 

 

我發現               家人 

常在                 時候 

對我說/做/幫忙/贈送/接觸 

                           

讓我有                     

                     的感覺 

 

 

 

我發現               家人 

常在                 時候 

對我說/做/幫忙/贈送/接觸 

                           

讓我有                     

                     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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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著向家人表達愛，請寫下 3 個你向家人表達愛的行動 

 

 

  我在          時候，向          家人，做了                         。 

後來他對我做了                                         的回應。 

我覺得很        ，因為                                          。 

 

我在          時候，向          家人，做了                         。 

後來他對我做了                                         的回應。 

我覺得很        ，因為                                          。 

 

我在          時候，向          家人，做了                         。 

後來他對我做了                                         的回應。 

我覺得很        ，因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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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演出愛成家 

授課時間 3 節課，共 150 分鐘 

授課對象 男校高中一年級學生 

教學理念 
本課程作為父職課程的最後一堂，期待學生在活動中，展現出整體課

程所期待的父親角色知覺與認同。 

教學目標 

1. 綜合運用課程能力 

1-1 活動中展現正面父親形象 

1-2 活動中融入性別平權觀念 

1-3 活動中表現正向溝通技巧 

1-4 活動中至少使用一種愛的語言 

 

對應課綱核心能力 

一、實踐個人與家庭生活管

理之能力。 

五、培養尊重、關懷與愛的

能力。 

對應課綱主題內容 

二、家人關係 

1.家人互動與溝通技巧 

2.家庭倫理 

三、家庭衝突與韌性 

1.家庭衝突與危機 

六、資源管理 

1.家庭資源管理 

2.青少年生活管理 

教學資源 

教科書 1. 高中家政，與家人共舞，幼獅文化。 

2. 高中家政，突破家庭鋒火線，幼獅文化。 

3. 高中家政，愛戀共和國，幼獅文化。 

4. 高中家政，資源妙用樂生活，幼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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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對應

目標 

 一、引起動機   

10

分

鐘 

1. 教師說明：課程即將進入尾聲，給予同學表現的機

會，也將所有學到的技巧、概念，融會貫通。 

2. 教師簡要複習之前課程重點 

  

 二、發展活動   

40

分

鐘 

1. 教師說明規則： 

 各組抽事件（事件卡如附件一），依此事件編寫約

10 分鐘的劇本，並在下週演出。 

 劇本撰寫時需與小組自我檢核表相互對應，以利同學

學習 

 戲劇所需道具、服裝等，請以簡便的方式呈現，切勿

花錢租借服裝道具 

2. 學生討論劇本，教師巡邏並適時提供協助。 

 1-1 

1-2 

1-3 

1-4 

第一節課結束  

 三、綜合活動   

40

分

鐘 

1. 教師簡要說明演出規則，學生於觀賞時填寫簡要評分

表。 

2. 學生演出（前 3 組） 

  

第二節課結束  

40

分

鐘 

1. 學生演出（後 3 組）   

 三、綜合活動   

20 1. 請各組分享他組優點與特別之處，或者分享是否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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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鐘 

劇本中還要好的做法 

2. 教師引導思考 

 以現在是兒子的角色跟單元對話，你覺得如果你

父親學會了，你有甚麼感覺？如果我是父親，我

學習這些東西會覺得？ 

 要成為好父親，本來就該學習，而學習是不容易

的，就是因為不簡單，所以要感恩 

第三節課結束  

附件一： 

事件卡 

主角：父親、母親、嗷嗷待哺孩子（可以以道具呈現） 

配角：一些嘗試要給建議的長輩或鄰居 

故事背景：父親與母親下班回家，順道從保母家把一歲多的孩子帶回家。但一回家

父親就開始準備要休息，母親開始張羅晚餐，並且幫孩子洗澡，父親看到想要接手

幫孩子洗澡。 

母：（有點生氣）你可以不要在旁邊妨礙我嗎？ 

父：我只是想幫忙 

母：你不要來幫倒忙 

父：（開始生氣）．．．．．．．             待續 

主角：父親、青少年期孩子 

配角：母親、其他孩子 

故事背景：最近家計有點吃緊，父親正在思考如何開源節流，這時高中的大兒子出

現，要求爸爸買一台新手機（＄28900）給自己，以免跟班上同學沒有共同話題，

一場攻防戰即將開打。 

子：我就是要，你不用管 

父：買那麼貴的東西沒有用 

子：有沒有用都是我在用，你也管不著 

父：請你站在我的角度想想．．．．．．          待續 

主角：父親、母親、五歲大孩子 

配角：父親公司同事、上級長官 

故事背景：父親最近在公司裡正在忙一份大專案，已經三個月沒有回家吃晚餐了，

這天提早下班，回家與孩子晚餐，發現已經無法參與孩子幼稚園的話題，妻子與孩

子也對於甚久沒回家的自己在同一個餐桌吃飯，感到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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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ＯＳ：到底是怎麼了？為什麼他們兩個態度突然間變成這樣？我可以解決

嗎？．．．．．．．．．                 待續 

主角：父親、母親、孩子 

故事背景：父親與母親這天正為了一些小事吵架，一個不小心，越吵越激烈，等到

發現時，兩人已經把離婚都說出口了，一轉身，孩子的表情卻讓人不知道如何是

好。 

父親：早知道就不要娶妳，我現在就還是一個人好好過生活 

母親：好啊，有本事就不要跟我生活，我看你一個人怎麼處理生活大小事 

父親：．．．．．．．                  待續 

主角：父親、孩子、母親 

配角：鄰居、其他路人 

故事背景：父親與母親在機會成本的考量下，決定由父親來請育嬰假照顧孩子兩

年，但好不容易習慣了全職爸爸生活的父親，卻被鄰居恥笑。 

父：您好 

鄰：唉唷～您好啊，怎麼這麼久沒看到你太太出門 

父：他最近工作很忙 

鄰：阿您呢？怎麼都不用工作 

父：為了照顧孩子，我請了兩年的育嬰假 

鄰：真的假的，這樣你甘願喔？你確定這樣對孩子真的好嗎？別人都是媽媽照顧，

只有他們是爸爸照顧（天花亂墜講很多） 

父：．．．．．．．．               待續 

主角：父親、國中孩子、母親 

故事背景：對孩子抱與期待的父親，這天又為了成績高低與孩子起衝突，孩子覺得

自己已經很努力了，父親的要求是強人所難，而父親覺得好還要更好，怎麼可以故

步自封，夾在中間的母親時不時的出聲緩頰，卻還是無法改變這兩人的爭吵。 

父：考這甚麼鬼成績，你確定你有唸書嗎？ 

子：我有念，而且我花了很多時間念，你可以不要管我嗎 

母：我們兩個都不可能不管你啊 

父：對，沒錯，你最好再把皮繃緊一點．．．．．．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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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愛成家  小組劇本發展區 

課程的最後，要請各位用戲劇方式來呈現這幾週的上課成果！請依小組抽到的事件進

行發展，完成 6 到 10 分鐘的劇情故事安排，並符合檢核表中所提示之內容項目。 

我們小組抽到的題目是： 

 

 

 

 

 

 

 

 

 

開始發展劇情： 

角色分配：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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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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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愛成家  小組劇本自我檢核表 

劇本寫完後，別忘了先勾選以下項目，幫自己組稍微評分一下，看有沒有符合以

下主題： 

父親形象 正向       負向 

性別平權 平衡       不平衡 

選擇決策 妥適       不妥 

正向溝通 恰當       不恰當 

愛的語言 常使用       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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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愛成家  小組互評表 

請依照以下表格，對各小組的表演進行評分吧 

組別： 組別： 組別： 

演出內容： 

 

 

 

演出內容： 

 

 

 

演出內容： 

 

 

 

父親形象   /10 父親形象   /10 父親形象   /10 

性別平權   /10 性別平權   /10 性別平權   /10 

選擇決策   /10 選擇決策   /10 選擇決策   /10 

正向溝通   /10 正向溝通   /10 正向溝通   /10 

愛的語言   /10 愛的語言   /10 愛的語言   /10 

流暢度   /10 流暢度   /10 流暢度   /10 

創意   /10 創意   /10 創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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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組別： 組別： 

演出內容： 

 

 

 

演出內容： 

 

 

 

演出內容： 

 

 

 

父親形象   /10 父親形象   /10 父親形象   /10 

性別平權   /10 性別平權   /10 性別平權   /10 

選擇決策   /10 選擇決策   /10 選擇決策   /10 

正向溝通   /10 正向溝通   /10 正向溝通   /10 

愛的語言   /10 愛的語言   /10 愛的語言   /10 

流暢度   /10 流暢度   /10 流暢度   /10 

創意   /10 創意   /10 創意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