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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參考大綱 

一、基本理念 

依據我國家庭教育法第12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

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及第2條家庭教育範圍訂定本課程參考大綱，參考大綱內涵架構如下： 

學校家庭教育課程綱要之內涵架構 

課程總目標：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 

二大主題軸 一、家人關係 二、家庭生活管理 

五項核心內涵 

1. 瞭解家庭 1. 家庭資源與管理 

2. 關懷家人 

2.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3. 預備建立家庭（含生育傳

衍價值） 

二、課程目標 

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  

三、分段能力指標 

1. 編號說明：下列編號中以兩大主題軸區分，並以「a-b-c-d」進行編號，a代表主題軸

序號，b代表核心內涵序號，c代表學習階段序號，d代表流水號。各項家

庭教育能力指標，若有可對應的九年一貫課程學習領域或重大議題能力指

標，則以括弧標示出該能力指標。 

編號a：二項主題軸，主題軸I：家人關係，主題軸II：家庭生活管理。 

編號b：核心內涵包括：1-瞭解家庭；2-關懷家人；3-預備建立家庭（含

生育傳衍價值）；4-家庭資源與管理；5-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編號c：學習階段分五階段：第一階段為國小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國

小三至四年級，第三階段為國小五至六年級，第四階段為國中一

至三年級，第五階段為高中、職。 

編號d：每一能力指標的流水編號。 

2. 各學習階段的主要內涵： 

內涵 

階段   
主題軸 I：家人關係 主題軸 II：家庭生活管理 

第一階段 

(1、2年級) 

瞭解家庭、關懷家人 家庭資源與管理、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第二階段 

(3、4年級) 

瞭解家庭、關懷家人 家庭資源與管理、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第三階段 

(5、6年級) 

瞭解家庭、關懷家人 家庭資源與管理、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第四階段 

(7~9年級) 

瞭解家庭、關懷家人、 

預備建立家庭 

家庭資源與管理、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第五階段 

(高中、職) 

瞭解家庭、關懷家人、 

預備建立家庭（含生育傳衍價值） 

家庭資源與管理、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主題軸I：家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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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瞭解家庭 

I-1-1-1 認識家庭成員的姓名、生日、關係及適當稱呼（家政4-1-1） 

I-1-1-2 描述家庭對個人的意義與功能 

I-1-2-1 比較家庭成員間的角色、權利及責任（家政4-2-2） 

I-1-2-2 描繪自己的家庭，並從中探討不一樣的家庭型態 

I-1-2-3 瞭解家庭的獨特傳統 

I-1-3-1 瞭解家庭成員的發展樣貌，並正向看待家庭成員（綜合1-3-5） 

I-1-3-2 瞭解兒童的家庭責任 

I-1-3-3 覺察家庭轉變，並以正向的態度面對家庭出現的轉變或逆境 

I-1-3-4 參與家庭活動，並省思文化及傳統如何影響個人與家庭發展 

I-1-4-1 認識並實踐青少年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責任 

I-1-4-2 瞭解家庭發展歷程 

I-1-4-3 瞭解社會與自然環境對個人及家庭的影響（社會5-4-4） 

I-1-5-1 剖析家庭系統對個人的影響 

I-1-5-2 探索健康家庭的特質 

I-1-5-3 瞭解家庭發展歷程中可能出現的發展任務及壓力 

I-1-5-4 認識家庭韌性，並學習提升家庭韌性的方法 

(2) 關懷家人 

I-2-1-1 關懷父母及家人多元的角色和責任（社會5-1-4） 

I-2-1-2 主動和家人分享生活點滴（綜合1-1-1） 

I-2-1-3 關心和愛護家庭成員（健體6-1-2） 

I-2-2-1 透過分享愛、價值及傳統，以提供家人情感支持（健體6-1-2） 

I-2-2-2 使用適當的方式表達對家人的愛與關懷 

I-2-2-3 與家人分享生活經驗（家政4-2-3） 

I-2-2-4 參與家庭活動並與家人分享參與經驗（綜合2-2-3、家政4-2-5） 

I-2-3-1 關懷家庭及家族中需要特殊照顧的人 

I-2-3-2 瞭解並關心家庭中可能的語言或肢體暴力，並採用適當的方法避免傷害（性別

2-3-8） 

I-2-3-3 主動關懷家族成員 

I-2-4-1 關懷青少年階段的父母 

I-2-4-2 瞭解並關懷青少年階段親子衝突的成因與因應 

I-2-4-3 關懷家庭成員的需求與期待 

I-2-4-4 營造家庭生活中與家人分享的機會 

I-2-5-1 反思與家人的互動關係 

I-2-5-2 瞭解並實踐自己的家庭責任 

I-2-5-3 蒐集並與家人分享新知，營造學習型家庭 

(3) 預備建立家庭 

I-3-4-1 瞭解約會、婚姻、家庭等關係的發展（綜合2-4-2） 

I-3-4-2 學習與父母或家人討論異性交往的議題 

I-3-5-1 探索人生伴侶的選擇 

I-3-5-2 瞭解婚姻的意涵 

I-3-5-3 描繪自己的家庭願景 

I-3-5-4 瞭解生育與家庭、社會人口結構的關係 

I-3-5-5 瞭解生育的喜悅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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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軸II：家庭生活管理 

(4) 家庭資源與管理 

II-4-1-1 認識個人成長所需的家庭資源 

II-4-1-2 參與個人物品與玩具的購買 

II-4-1-3 整理個人的物品與玩具 

II-4-2-1 瞭解家庭資源的意涵 

II-4-2-2 瞭解家庭日常消費情形 

II-4-2-3 瞭解金錢與物品的價值 

II-4-3-1 熟悉如何運用個人與家庭資源（綜合2-3-1） 

II-4-3-2 瞭解傳播媒體對消費的影響 

II-4-3-3 瞭解與應用社區資源（家政3-3-4、自然4-3-3-1、綜合2-3-4） 

II-4-4-1 運用家庭資源訂定自己的合理生活目標（綜合2-4-6） 

II-4-4-2 瞭解家庭財務狀況 

II-4-4-3 瞭解法規與公共政策對家庭生活的影響 

II-4-5-1 運用家庭資源訂定家庭目標 

II-4-5-2 探索家庭理財知能 

II-4-5-3 運用家庭資源處理家務工作 

 (5)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II-5-1-1 建立良好的家庭生活習慣（生涯1-1-1、綜合1-1-3） 

II-5-1-2 參與家務工作 

II-5-2-1 瞭解並實踐家務技巧 

II-5-2-2 規劃、執行與檢討自己的生活作息安排（生涯3-2-1） 

II-5-3-1 瞭解家人作息，並參與規劃家庭生活活動（綜合2-3-3） 

II-5-3-2 瞭解家庭生活和社區的關係 

II-5-4-1 分析並反思家庭生活中的性別角色與分工（性別1-4-4） 

II-5-4-2 規劃並執行家庭休閒活動（家政4-4-5、綜合4-4-2） 

II-5-5-1 規劃並執行家庭參與社區活動 

II-5-5-2 規劃並落實簡樸又環保的家庭生活 

四、分段能力指標補充說明 

主題軸I：家人關係 

(1) 瞭解家庭 

I-1-1-1 認識家庭成員的姓名、生日、關係及適當稱呼（家政4-1-1） 

補充說明：認識同住與不同住的家庭成員姓名、生日、家庭成員的關係，進而能對家庭

成員有適當的稱呼。 

I-1-1-2 描述家庭對個人的意義與功能 

補充說明：家庭對每個人的意義也許不同，但一般而言，家庭是家人間分享親密、資源、

決策、價值，並許下承諾的組織。因此家庭提供個人愛與關懷、學習、生理

及心理需求、保護與支持、休閒娛樂、經濟安全、宗教活動等功能，讓家庭

成員能健康成長。 

I-1-2-1 比較家庭成員間的角色、權利及責任（家政4-2-2） 

補充說明：瞭解每一位家庭成員在家中的多元角色、權利及責任，並能比較這些家人的

角色、權利及責任，進而能瞭解角色、權利和責任間關係密切、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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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父母為例，父母的角色、權利與責任隨著子女的年齡而改變；以子女為例，

小學四年級的大兒子（角色），相對於幼稚園的弟弟，父母將賦予小學四年

級兒子較多的管理權限（權利），但也相對的要求他負擔較重的管理責任。

此外，要強調此階段兒童能力所及的家庭責任，包括「對父母有禮貌、參與

家務工作、關心體貼父母、友愛兄弟姐妹、保護自己身體健康、注意自身安

全、不讓父母操心、謀求自我充分發展、學習跟人和諧相處、養成良好習慣、

保持端正品德、行為表現合適有禮、與祖父母建立親密關係」等。 

I-1-2-2 描繪自己的家庭，並從中探討不一樣的家庭型態 

補充說明：可採用畫的或是說的方式，畫出或說出家庭組織、結構、樣貌，並從中探討

多元的家庭型態，如雙親家庭、單親家庭、雙薪家庭、三代同堂家庭、隔代

家庭、候鳥家庭等。 

I-1-2-3 瞭解家庭的獨特傳統 

補充說明：家庭的傳統包括飲食、衣著、慶典、節日等。例如，有些家庭的長輩生日一

定要準備壽麵及壽桃，有些家庭則只準備蛋糕，有些家庭慶生用紅蛋而且每

一顆紅蛋都要在自己的額頭上敲破等。透過活動設計，讓學生熟悉每一個家

庭皆有獨特的傳統，並學習如何保留與傳承。 

I-1-3-1 瞭解家庭成員的發展樣貌，並正向看待家庭成員（綜合1-3-5） 

補充說明：家庭成員的發展樣貌是指家庭成員的身體、心理的發展。因此，舉凡家人的

五官長相、身高、體重、膚色、語言、心智、動機、情緒、社會能力等皆是。

當然發展不只是增加，也有可能是衰退。瞭解這些發展樣貌，方能正向看待

家人的發展，尤其是正向看待長輩的老化。 

I-1-3-2 瞭解兒童的家庭責任 

補充說明：讓兒童瞭解此階段兒童能力所及的職責，包括「對父母有禮貌、參與家務工

作、關心體貼父母、友愛兄弟姐妹、保護自己身體健康、注意自身安全、不

讓父母操心、謀求自我充分發展、學習跟人和諧相處、養成良好習慣、保持

端正品德、行為表現合適有禮、與祖父母建立親密關係」等。 

I-1-3-3 覺察家庭轉變，並以正向的態度面對家庭出現的轉變或逆境 

補充說明：家庭的轉變包括可預期、不可預期的。不可預期的家庭轉變，包括天災、人

禍，通常對家庭的衝擊較大，例如天然災害（如颱風、地震）、火災、父母

離婚、父母失業、家人發生意外等。當不可預期的轉變衝擊家庭時，能以正

向態度面對可能產生的逆境。 

I-1-3-4 參與家庭活動，並省思文化及傳統如何影響個人與家庭發展 

補充說明：個人與家庭發展過程中，會經歷許多家庭儀式與活動，這些儀式與活動受到

許多因素的影響，有些是中西方固有文化，有些則是家庭或家族特有的傳統。

明顯受到中西方固有文化傳承影響的有特定家庭節日，包括春節、清明節、

端午節、中秋節、萬聖節、感恩節、聖誕節等；以及家庭習俗，如婚喪習俗、

生育習俗等。不同家庭的獨特傳統則包括約定每個月家庭成員聚餐一次、每

個月開一次家庭會議等。透過這些活動的參與，瞭解家庭儀式與活動的獨特

意義，從中學習文化與傳統，體會文化及傳統如何影響個人及家庭的發展。 

I-1-4-1 認識並實踐青少年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責任 

補充說明：七、八、九年級青少年需要認清自己的改變、優勢與限制，調適自己與家人

的關係，學習家庭生活的經營，做好建立與經營家庭的準備。此外，仍要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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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兒童階段的家庭責任，繼續做到此階段能力所及的「對父母有禮貌、參與

家務工作、關心體貼父母、友愛兄弟姐妹、保護自己身體健康、注意自身安

全、不讓父母操心、謀求自我充分發展、學習跟人和諧相處、養成良好習慣、

保持端正品德、行為表現合適有禮、與祖父母建立親密關係」等。 

I-1-4-2 瞭解家庭發展歷程 

補充說明：家庭發展歷程是指一個家庭從建立、蓬勃發展到終止的過程，並從家庭發展

歷程中，更進一步瞭解家庭史。依據Duvall與Hill（1948）將家庭生活發展

分為八階段： 

1. 第一階段（建立階段）：新婚無子女 

2. 第二階段（初為父母階段）：家中有新生兒~未滿3歲 

3. 第三階段（子女學前階段）：最大子女滿3歲~未滿6歲 

4. 第四階段（子女學齡階段）：最大子女滿6歲~未滿12歲 

5. 第五階段（子女青少年階段）：最大子女滿12歲~未滿20歲 

6. 第六階段（子女送出階段）：子女陸續遷出家中 

7. 第七階段（中年父母階段）：子女全部遷出，進入空巢階段 

8. 第八階段（退休階段）：生計負擔者退休至二老去世 

這八階段又可以簡化成家庭建立期（第一階段）、家庭擴展期（第二～第五

階段）、家庭收縮期（第六～第八階段）。 

I-1-4-3 瞭解社會與自然環境對個人及家庭的影響（社會5-4-4） 

補充說明：社會環境包括文化、習俗、價值、政策、教育、經濟、恐怖攻擊等，而自然

環境包括自然資源、天候、天然災害等。這些社會與自然環境和個人與家庭

的發展息息相關。以經濟為例，經濟衰退、失業頻傳、通貨膨脹等都可能導

致家人失業，對家庭帶來負面衝擊，進而影響個人。 

I-1-5-1 剖析家庭系統對個人的影響 

補充說明：從系統觀點看家庭，家庭成員因互動而形成系統。在家庭系統內因為關係的

不同形成許多角色，因著這些角色的互動產生了許多次系統，如夫妻次系統、

親子次系統、手足次系統、代間次系統等。這些次系統的互動，深深影響個

人的成長，如夫妻次系統衝突，也會影響親子互動關係，進而影響一個人的

成長與發展。比家庭系統更大的系統，稱為超系統，如社會文化、政府政策、

生活環境等，不只是影響家庭系統的運作，也間接影響個人成長與發展。 

I-1-5-2 探索健康家庭的特質 

補充說明：健康家庭並非家庭中沒有任何衝突、問題，而是有了衝突、問題，能夠解決，

並能發揮家庭功能。 

I-1-5-3 瞭解家庭發展歷程中可能出現的發展任務及壓力 

補充說明：家庭發展的不同階段，會出現不同的發展任務，舉例來說，家庭建立期會有

婚姻關係的適應與協調、家庭擴展期會有初為父母的適應、家庭收縮期會有

中老年夫妻的調整與適應及父母與成年子女代間關係的調整與適應等發展任

務。這些發展任務若無法順利完成，家庭及家庭成員將面臨壓力。 

I-1-5-4 認識家庭韌性，並學習提升家庭韌性的方法 

補充說明：家庭韌性（family resilience）是指家庭面對挑戰與危機時，忍耐、自我修

正與成長的積極過程，也是家庭發揮因應與適應功能的過程。家庭韌性是一

種家庭的恢復力，指當一個家庭面臨重大危機情況後，能於逆境中不因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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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或是跌倒後再爬起來將壓力化為助力的一股力量。所以「家庭韌性」

是以家庭為單位，同時並非是一靜態結果，而是一動態歷程。 

(2) 關懷家人 

I-2-1-1 關懷父母及家人多元的角色和責任（社會5-1-4） 

補充說明：家庭成員在家庭內外因為和不同的對象互動而形成多元角色，又因著這些不

同角色會有不同責任，需要家人的關懷、支持和體諒。 

I-2-1-2 主動和家人分享生活點滴（綜合1-1-1） 

補充說明：主動與家人分享學校生活點滴，如課業學習、同學相處、師生互動，或是上

學放學路上的觀察與所見所聞等生活經驗。除生活經驗外也可以分享物品、

玩具等。 

I-2-1-3 關心和愛護家庭成員（健體6-1-2） 

補充說明：熟悉並實踐愛家五到運動，適時表達對家人的關心與愛護。愛家五到運動如

下：眼到－相視含情、耳到－傾聽會意、口到－鼓勵讚美、手到－擁抱支持、

心到－關心包容。 

I-2-2-1 透過分享愛、價值及傳統，以提供家人情感支持（健體6-1-2） 

補充說明：每個家庭對家庭成員都有不同的情感表達與支持方式，例如有些家庭用言語

直接表達、有些家庭用熱情擁抱、有些家庭用準備豐盛的餐點、有些家庭在

網路科技產品上留言、有些家庭用家庭遊戲、有些家庭則用不斷的關心叮嚀

等。每個家庭使用的方式雖然不同，但都是要表達對家人的關懷與支持。 

I-2-2-2 使用適當的方式表達對家人的愛與關懷 

補充說明：以三、四年級學生能做到的方式，表達對家人的愛與關懷。例如說出對家人

的感謝讚美、寫卡片、留字條、問候、觀察家人的作息或身體狀況、看到並

說出家人的特點等。持續熟悉並實踐愛家五到運動，適時表達對家人的關心

與愛護。 

I-2-2-3 與家人分享生活經驗（家政4-2-3） 

補充說明：生活經驗包括家庭生活、學校生活、社會生活等，且包括心理與生理層面。

心理層面包括心理需求、情緒（喜、怒、哀、樂）、感想、新知等，生理層

面包括生理需求、成長的改變、以及病痛等。可透過各種方式與家人分享這

些生活經驗。 

I-2-2-4 參與家庭活動並與家人分享參與經驗（綜合2-2-3、家政4-2-5） 

補充說明：家庭活動可以是非常多元，包括家庭休閒、家庭遊戲、家庭共讀、家務工作、

家庭購物、家庭運動、家庭慶典、家庭參與社區活動、家庭參與志工活動，

以增進家人情感、凝聚力、親密關係。 
I-2-3-1 關懷家庭及家族中需要特殊照顧的人 

補充說明：所謂需要特殊照顧的家人，通常是指幼小的小孩、年歲較大的長輩、生病的

人等。例如瞭解幼小小孩的發展，就能對需要多些照顧的弟妹，不產生嫉妒；

瞭解老化就能正向面對家中長輩；了解疾病就能合宜的照顧病人。 

I-2-3-2 瞭解並關心家庭中可能的語言或肢體暴力，並採用適當的方法避免傷害（性別 

2-3-8）  

補充說明：所謂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舉凡警

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都可能

造成家庭暴力。而家人之間常以最直接的語言、肢體動作互動，因此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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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意間產生了語言或肢體暴力。萬一家庭中發生嚴重的暴力行為，可能要

透過尋求協助，避免受到傷害。 

I-2-3-3 主動關懷家族成員 

補充說明：瞭解家族成員的年齡、工作、特質、背景、角色等，適時展現主動關懷。如

家族成員的升學、就業、升遷、結婚、生育、老化、面臨困境等，都可以主

動表示關心。持續熟悉並實踐愛家五到運動，適時表達對家族成員的關心與

愛護。 

I-2-4-1 關懷青少年階段的父母 

補充說明：一般而言，常見的青少年困擾問題為「升學、課業問題」、「感情問題」、

「交友及人際互動問題」、「生活習慣」、「消費習慣」、「家人衝突」、

「心理問題」與「經濟問題」。而有些雖不是那麼常見，但也讓父母操心的

問題，包括青少年藥物濫用、網路成癮、誤入不良幫派等。因此青少年階段

的子女，應瞭解父母要面對的挑戰及責任，多加體諒與關懷。 

I-2-4-2 瞭解並關懷青少年階段親子衝突的成因與因應 

補充說明：因為青少年處於「快速身心發展造成身心衝擊」、「自我認同VS.角色混淆」

階段，因此親子關係處於「和諧與衝突」、「依附與疏離」、「支持與控制」、

「信任與不信任」狀態，很容易產生衝突。這樣的親子關係，最重要的就是

溝通，透過「我訊息」的練習，可降低親子衝突。 

I-2-4-3 關懷家庭成員的需求與期待 

補充說明：每一位家庭成員的需求並不相同，家庭成員間必須學習開誠布公的說出自己

的生理、心理、社會需求，並清晰的說出對家庭成員的期待。如，有位家庭

成員需要購買一部電腦，但家庭經濟並不寬裕，若能透過溝通，並提出期待

其他家庭成員能配合之處，家庭必能攜手達成目標。 

I-2-4-4 營造家庭生活中與家人分享的機會 

補充說明：主動規劃、執行家人共同活動，透過活動分享生活，提升家庭凝聚力。例如

兄弟姊妹一起規劃為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慶生；主動提供值得閱讀的書籍家

人一起共讀；或分享一部精彩的電影等。此外，透過與家人分享，可以反思

是否做到愛家、適時表達對家人的關心與愛護。 

I-2-5-1 反思與家人的互動關係 

補充說明：檢視自己日常與家人的互動關係，例如對話、行為、分享、參與家庭活動等，

反思是否有更適宜的表現方法、是否做到愛家、是否適時表達對家人的關心

與愛護。 

I-2-5-2 瞭解並實踐自己的家庭責任 

補充說明：高中職階段延伸國中階段，更積極認清自己的優勢與限制，調適自己與家人

的關係，學習家庭生活的經營，做好建立與經營家庭的準備。此外，仍要繼

續做到「對父母有禮貌、參與家務工作、關心體貼父母、友愛兄弟姐妹、保

護自己身體健康、注意自身安全、不讓父母操心、謀求自我充分發展、學習

跟人和諧相處、養成良好習慣、保持端正品德、行為表現合適有禮、與祖父

母建立親密關係」等家庭責任。 

I-2-5-3 蒐集並與家人分享新知，營造學習型家庭 

補充說明：子女因接觸新的資訊較為容易，為避免親子之間的代溝，可以主動蒐集新知、

主動與家人分享新知，營造學習型家庭。學習型家庭的五項修煉為改善心智

模式、自我超越、團隊學習、共同願景、系統思考。 

(3) 預備建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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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4-1 瞭解約會、婚姻、家庭等關係的發展（綜合2-4-2） 

補充說明：多數的家庭建立，是從婚姻開始，而進入婚姻之前，通常會先經歷約會。但

是約會不必然會進入婚姻，通常約會無法發展成進入婚姻的原因可能包括： 

1. 雙方情感的凝聚力不夠，這是分手的最基本因素。 

2. 彼此個性上無法調適。 

3. 時空距離的阻礙，例如：一段時間的分離，若是雙方情感濃度不夠，再

加上分離，容易沖淡原本的感情。 

4. 家庭反對：尤其是家長反對，而最常見的反對理由是雙方經濟、社會與

教育地位之不合理想，或是父母無法忍受與子女間的親密關係將有第三

者之介入，父母因無法在情緒上取得平衡，而將此情緒轉為反對。 

5. 社會及文化上的差異：包括種族、信仰、個人理想、興趣、價值觀念等

差異。 
I-3-4-2 學習與父母或家人討論異性交往的議題 

補充說明：青少年階段開始對異性產生興趣，因此不管是生活中所觀察到同儕的異性交

往，或自己對異性的好奇，甚至自己的異性交往，都可以與父母或家人討論，

以免對異性交往有偏差的想法，或面臨棘手問題（如分手）時，孤立無援。 
I-3-5-1 探索人生伴侶的選擇 

補充說明：瞭解影響自己選擇人生伴侶的因素，並能從同儕、父母或長輩的經驗中，探

索選擇人生伴侶的考慮條件，如生理、心理、社會等。 

I-3-5-2 瞭解婚姻的意涵 

補充說明：瞭解婚姻的意義、功能變遷，並澄清婚姻的本質、婚姻的責任、婚姻的承諾，

從中刻畫較真實的樣貌角色。 

I-3-5-3 描繪自己的家庭願景 

補充說明：透過認識婚姻和家庭的意義與功能，澄清個人對婚姻與家庭的期待，並能對

家庭生活提出較具體的願景。 

I-3-5-4 瞭解生育與家庭、社會人口結構的關係 

補充說明：瞭解人口替代水準、生育與家庭及社會人口老化（結構老化、數量老化）的

關連。 

I-3-5-5 瞭解生育的喜悅與壓力 

補充說明：瞭解子女出生後父母會有酬賞感而帶來喜悅，但也會因為要擔起身為父母的

責任而帶來壓力。酬賞感包括子女提供父母的心理滿足（如，親密情感連繫；

愉悅、滿足和能力感）、子女提供家庭經濟助益、子女幫助父母獲得文化認

同（傳宗接代與生命延續、社會地位、宗教或道德價值）；而壓力感包括子

女教養壓力（如子女養育、親子互動）、親職角色能力與限制（親職能力限

制、親職角色限制）、外界環境壓力（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等。 

主題軸II：家庭生活管理 

(4) 家庭資源與管理 

II-4-1-1 認識個人成長所需的家庭資源 

補充說明：認識家庭中有哪些自己成長所需要的資源，如房子、食物、衣服、父母的照

顧與關心等等，並瞭解資源是有限的概念，進而抱持珍惜與感念所擁有的資

源的態度。 

II-4-1-2 參與個人物品與玩具的購買 

補充說明：透過參與個人物品與玩具的購買行為，了解金錢使用的概念及其意義，並從

消費行為中建立節流與環保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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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1-3 整理個人的物品與玩具 

補充說明：透過整理個人用品，完成個人在家庭中的工作，從小開始學習並培養責任心。 

II-4-2-1 瞭解家庭資源的意涵 

補充說明：瞭解家庭資源所包含的內容有哪些，以及家庭中的資源（如人力、時間、金

錢及產品設備）對個人及家庭帶來的影響為何。 

II-4-2-2 瞭解家庭日常消費情形 

補充說明：瞭解一般家中日常消費包括哪些項目，如食、衣、住、行、醫療、保險等，

學習節約的態度與行為。同時可透過實際參與家庭消費的討論，瞭解正確的

消費價值。 

II-4-2-3 瞭解金錢與物品的價值 

補充說明：瞭解金錢與物品都有所謂的實質價值與隱藏價值，透過價值的澄清建立正確

的金錢觀。有時一件事或一個物品的價值不在於它值多少錢，而是它所代表

的一些情感、付出、回憶等所顯現出的無價意涵。如一個同學送的小禮物可

能只有50元，可是所表達的是同學對你的祝福，重視你的生日，花時間猜想

你的喜好與購買最適合的物品，這些都遠遠超過50元的價值。 

II-4-3-1 熟悉如何運用個人與家庭資源（綜合2-3-1） 

補充說明：瞭解家庭資源使用的各種方式，如以時間來換取金錢的消耗，儲蓄以為未來

或不時之需，家人互相支持因應困境等。透過討論，從簡單的例子中，學習

在有限的資源中，如何做最適切的運用以滿足個人或家庭的需求。 

II-4-3-2 瞭解傳播媒體對消費的影響 

補充說明：瞭解傳播媒體的特性（行銷的目的性）以及對消費刺激所帶來的可能影響。

學習分析個人的需要而非想要，以減少傳播媒體對個人消費不當之影響。同

時也對媒體訊息的正確性應有警覺性，以減少詐欺事件的發生。 

II-4-3-3 瞭解與應用社區資源（家政3-3-4、自然4-3-3-1、綜合2-3-4） 

補充說明：認識社區中有哪些資源，進而可應用社區資源減少個人與家庭資源的使用；

或透過應用社區資源學習增加個人的社區參與能力，增進人際的互動；同時

瞭解不同機構所帶來的多元功能，例如圖書館、運動中心、文化中心……等，

除原有的功能外，其舉辦的許多相關活動，亦是個人及家庭可運用的社會資

源。 

II-4-4-1 運用家庭資源訂定自己合理的生活目標（綜合2-4-6） 

補充說明：透過運用家庭日常生活中之人力、時間、金錢及產品設備，並與家人共同協

商，訂定合理的個人生活目標。有時個人的目標會與家庭的目標衝突，因此

溝通與協商是資源管理中需要學習的重要步驟。 

II-4-4-2瞭解家庭財務狀況 

補充說明：首先應瞭解家庭財務不只是收支，還包括了保險、動產的證券與基金、不動

產的房屋與土地、以及債務等皆是。而對於個人家庭財務狀況，可透過參與

家庭理財規劃過程和自我的財務規劃，學習財務管理。 

II-4-4-3 瞭解法規與公共政策對家庭生活的影響 

補充說明：瞭解公共政策是屬家庭可使用的社會資源的一部分，但有時也會是限制家庭

生活的來源之ㄧ。例如家庭教育法，是提供了家庭成員學習提升家庭生活品

質的機會；而家庭暴力防治法則限制一些傷害家人的行為，進而保護家人。

學習尋找法規與公共政策所帶來的社會資源，並適當運用於家庭生活中。 

II-4-5-1 運用家庭資源訂定家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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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分析家庭所擁有的資源，包括家庭內與家庭外、人力與物力。並與家人共同

商討與規劃家庭的短、中、長程目標以及執行的方案。從中可學習家庭資源

的管理技巧，以及瞭解家庭價值對家庭資源運用的影響。 

II-4-5-2 探索家庭理財知能 

補充說明：認識並瞭解理財相關知能及重要性，如養成儲蓄的習慣、學習財務規劃能力、

正確使用金融服務、維持良好信用、正確的風險及投資觀念，並從家庭為單

位的觀點學習不同於個人理財規劃應注意的事項。 

II-4-5-3 運用家庭資源處理家務工作 

補充說明：處理家務工作所需的家庭資源包括經濟、時間、精力、情緒、動機等。充分

利用家庭資源，簡化家務工作，期能更有效率處理家務工作。 

(5) 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II-5-1-1 建立良好的家庭生活習慣（生涯1-1-1、綜合1-1-3） 

補充說明：瞭解並學習自己應該在每日的時間中完成分內事，如良好整潔習慣、能自己

整理書包、能如期做完作業等。 

II-5-1-2 參與家務工作 

補充說明：學習主動參與簡單的家務工作，如餐前的放碗筷、餐後的擦桌子等，養成家

人共同完成家庭事務的習慣。 

II-5-2-1 瞭解並實踐家務技巧 

補充說明：學習使用工具及運用家務的技巧，完成家務工作。如洗衣機、電鍋的使用，

或是清理房間時應由上往下，以免地上先清好再清桌上時，把地上又弄

髒……。透過觀察與分享每個家庭中的家務小撇步，學習有效率的執行家務

工作，並透過主動幫忙家庭事務，分擔家人工作負擔，促進家人關係。 

II-5-2-2 規劃、執行與檢討自己的生活作息安排（生涯3-2-1） 

補充說明：學習安排個人生活的作息，如一周中哪些天要上才藝課，學校課業應如何安

排使其順利完成，個人臥房的清潔，以及個人所需的休閒應如何規劃於生活

中，以具備對個人生活事物管理的基本能力，進而培養責任感與成就感。 

II-5-3-1 瞭解家人作息，並參與規劃家庭生活活動（綜合2-3-3） 

補充說明：瞭解父母或其他家人的工作特質，更清楚明白目前家庭生活作息原因，進而

尊重與體諒家中個人生活作息的差異。透過瞭解家人的差異，規劃家庭生活

的活動，以符合家庭成員的需求。 

II-5-3-2 瞭解家庭生活和社區的關係 

補充說明：瞭解家庭是處於社區中，生活中的食、衣、住、行都與社區息息相關。社區

提供許多家庭所需的資源，如學習、醫療照顧、休閒、商店等，家庭也可以

提供資源給社區，如參與社區活動、擔任志工等。 

II-5-4-1 分析並反思家庭生活中的性別角色與分工（性別1-4-4） 

補充說明：透過觀察，分析家庭中的性別角色分工，學習並尊重不同性別在生活事務上

表現的異同。進一步可以嘗試以去性別化的觀點檢視家庭中的角色與分工。 

II-5-4-2 規劃並執行家庭休閒活動（家政4-4-5、綜合4-4-2） 

補充說明：透過規劃家庭共同的休閒活動，藉以瞭解家庭成員的不同喜好與身體狀況。

如媽媽不愛水上活動，奶奶無法從事劇烈的身體運動或爬高山，若要規劃全

家的休閒活動就需要考慮到所有家人的情形與需求。於是透過溝通協調，滿

足全家人的最大需求，以達成共同參與活動及促進家人關係的目的。 

II-5-5-1 規劃並執行家庭參與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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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學習規劃家庭可提供的社區活動，並落實在社區活動中，如社區的園遊會家

庭可安排攤位，家庭攤位宜呼應社區園遊會的主題；或是因應一些社會事件，

主動提出社區可舉辦的活動，如88水災時舉行社區的募款音樂會等。 

II-5-5-2 規劃並落實簡樸又環保的家庭生活 

補充說明：能提出簡化家庭生活中的食、衣、住、行之具體措施，並於家庭生活中實踐。

如響應環保，推動家中每週一日無肉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