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課程綱要—家政群課綱草案分區公聽會意見處理回應表
序號

1

2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黃 OO

北區/趙 OO

主要訴求

課綱增訂備註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同意/
同 意 :(修 正 說 明 /修 正
部分同意/
頁碼)
不同意
部分同意 :(修 正 說 明/
修正頁碼/不修正說明)

理由
建議各群科課程綱要是否增訂「表中所
列科目所設置之學年、學期或學分數，
得視實際需要配的予調整，惟科目內容
有其學習先後順序者，應依序開設，不
得任意顛倒。」例如機械群機械加工實
習現列於第二學年第二學期，學校若欲
與部定機械製造課程結合，可調於第一
學年第二學期。
1.生活應用技能模組應更為幼兒保育技
不同意
能模組，因家政本包含的範圍就廣，可
包括美容、美髮、幼保、服飾、膳食，
早期甚至涵括會計，而目前只將家政科
和幼保科的專業整併成生活應用技能
領域，嚴重壓縮幼保專業。
2.另幼兒教保活動表專業人才的重要科
目，主要包教保專業，以及初步的見
習、實習，僅有 2 學分是不足以培育幼
兒教保專業的，因伍希望能回歸到 3 學
分。
3.若生活技能領域中的家庭生活管理實
務有其重要性，為何不放入不訂專業科
目中，而可以增設其他科目。
4.以考試的方向考量，以目前部訂必修的
情形，考科勢必調整，以家政科目為
主，各領域的專業似乎已經不見了，需
有訂定明確的考試科目，使學校有明確
1

不同意:(不修正說明)
1.技能領域之設計注意
事項：
（二）每一技能
領域課程以適用二個
科別以上為原則，各
技能領域以 2 至 4 科
目為宜，每一科目學
分數以 4 至 8 學分為
範圍(每學期 2 至 4 學
分)，儘量避免單一學
期 1 學分之課程設
計。
2.技能領域為跨領域學
習之基礎課程，強調
跨科別共通性實作基
礎技能學習。加深加
廣及發展校、科特色
可於校訂課目中規劃
相關課程。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3

北區/黃 OO

4

北區/陳 OO

主要訴求

處理與回應
理由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的準備方向。
3.幼兒教保活動設計如
包含實習，一個學期
3 學分稍嫌不足。建
議幼保專業除了幼兒
教保活動設計部定 2
學分外，可再加校訂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實務」2 學分，納入
實習課程。
4.課綱確定後考試科目
會隨著課程調整。
p.8 表件中之「每週團體活動時間(節數)」 同意
已修正
應為 12~18。
1.在技能領域與科目對照表中看到家政
不同意
1.技能領域之設計注意
科適用於整體造型技能領域、服裝實務
事項：
（二）每一技能
技能領域、生活應用技能領域三技能領
領域課程以適用二個
域，卻在科目差亦對照表中的差亦說名
科別以上為原則，各
僅建幼兒教保活動設計，此一科目中建
技能領域以 2 至 4 科
到「課程內容融合家政科與幼保科兩科
目為宜，每一科目學
精神」，其他課程科目為何不見？
分數以 4 至 8 學分為
2.幼兒教保活動設計在差異說明中從模
範圍(每學期 2 至 4 學
式介紹，修改為常用幼兒教保模式實
分)，儘量避免單一學
務，在實務中又需將教保新課綱進行介
期 1 學分之課程設
紹到執行，以 2 學分來進行時間勢必不
計。
足，建議修為 3 學分。
2.技能領域為跨領域學
習之基礎課程，強調
跨科別共通性實作基
礎技能學習。加深加
2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5

北區/OOO

6

北區/簡 OO

主要訴求

處理與回應
理由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廣及發展校、科特色
可於校訂課目中規劃
相關課程。
3.幼兒教保活動設計如
包含實習，一個學期
3 學分稍嫌不足。建
議幼保專業除了幼兒
教保活動設計部定 2
學分外，可再加校訂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實務」2 學分，納入
實習課程。
家政科、家庭教育、社會變遷與家庭型 部分同意
將您的建議納入實施
態應放入「同性伴侶家庭」，不可也不該
要點中，第22頁。謝謝
以法律未通過就不明列，台北、台中、
您的建議。
高雄市均已開放同性伴侶登記，顯示連
政府都主動回應同志伴侶之存在，作為
教育單位，更不該推拖，應在課綱中明
列。
性別平等概念要融入課程，教育部回
同意
謝謝您的建議。
應，性平重大議題應融入一般課程非專
業科目我無法同意，專業科目也應融入
性平概念，不該以刻版性別概念毒害學
生，如果教育部認為課綱無法明列，請
提出方法回應「美髮課程如何融入性平
概念」、「室內設計如何融入性平概念」，
如果最後教科書仍充滿性別刻版印象，
請問教育部要如何防範？
3

序號

7

8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黃 OO

北區/周 OO

主要訴求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同意
謝謝您的建議。

理由
性別平等和多元家庭、性傾向、性別氣
質應儘量融入各群科內容各部分，例如
辦公室對話書信應如合避免歧視、服裝
及家庭的介紹和想像，縱使性別議題可
能無法進入工程等科目內容，但可鼓勵
讓書中例子、圖片展現對性別議題敏感
度。
1.建議如何將性平教育列入計入行高中
部分同意
十五群科，性平教育法明確列出的生理
差別、性別氣質、性傾向、性別認同等
正式法律用詞，各行各業各科都需要多
元性別的知識，因為每個人有不同的性
別狀態，請務必保留這些正式精確的法
律用語，使性別平等教育法明確落實於
技術型高中十五群科之課綱，以下就頁
數標示：化工群 P.32，(三)學習評量中
2.教師應依據學習評量需求自行設計
學習評量工具，評量內容應考慮學身心
發展、個別差異…等，建議加入性別差
異(十五群科均應加入此點納入性平意
涵)。
2.家政群 P.21，(一)家庭的本質建議納入
多元家庭的組成，(三)社會變遷與家庭
型態建議新增 2.8 同志家庭實況探討，
同志家庭已是台灣與全球社會的現
況，「家庭教育」在介紹社會變遷與家
庭型態時不應該忽視或遮掩。
3.另外，由於同志婚姻尚未立法通過，因
4

將您的建議納入實施
要點中，第22頁。謝謝
您的建議。

序號

9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陳 OO

主要訴求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理由
此在家庭型態未能明確納入「同志家庭
型態」，然目前台北、台中、高雄已開
放同性註記，現階段的社會的確會面臨
同志家庭的存在，然課綱中認為專業技
術更為重要是不合理的，未來會面對的
事實不應不納入課程項目。
身為一個高職認輔教師，也是修習政大 部分同意
教育學程的商管所研究生，技職的學生
們，尤其在 16~18 歲這個年紀的孩子，
不管是哪一群科，都正處於對各式性別
探索有濃烈好奇的階段，但往往因為學
校忽略性別平等的教育，讓許多孩子發
生狀況時不知道該如何處置，因而痛苦
受傷，甚至失去性命，這些教育包含了
性教育、同志教育、性別認同、性別平
權等多元性別的概念，聽著孩子對於性
好奇，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而受傷，還
有因性別氣質與同志認同遭受歧視與罷
凌，這些往往因為無知的歧視而成了輔
導老師的一個個案，因此強烈建議性平
議題必須融入技術型高中十五群課綱，
因為性平議題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一個
一個人真實的生命，例如商管群的資訊
媒體廣告影片中就常有以女性為弱者或
同志為訕笑的歧視片段，這些也會因此
影響大眾教育，與汙名刻板印象的再
製，我相信若我們願意從各科目中使用
性平觀點去檢視，一定可以找到能在各
5

將您的建議納入實施
要點中，第22頁。謝謝
您的建議。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主要訴求

理由
群科中融入性別平等教育的地方，請參
考附件資料：
1.對於技術型時五群科課綱本身建議：
15 科包含了化工、家政、商管、外語、
設計等科目，使用此群科課綱的學生象
徵未來會走入社會的各行各業。學校被
賦予教學之重任，於技術型高中十五群
科中都應納入「多元文化與性別」意
涵，教導學生建立自我認同，並尊重社
會上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多元性別之
人權。在各群科之學習評量上，除身心
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應再加入「性
別差異」做為評量指標。如果課綱內容
欠缺性別知識，如性傾向、性別認同、
性別氣質、與性別平權等議題，會造成
使用課綱的教師們失去可以遵循的教
學依據，而造成十五群科的教學內涵無
法引導學生，從建立技術性知識進而延
展到對未來踏入社會應具備的多元價
值觀，同時，在學校附有建立學生與社
會連結的重要橋梁之意義下，當今社會
大眾普遍對身體意象、生理性別、性別
特質、性傾向、性別認同等有概念的刻
版印象與偏見歧視，學生在未來踏入各
行各業以前，若能將多元性別納入各十
五群科中，多元的學生族群從學校體制
能於各科學習裡汲取與正面思考對未
來踏入社會的自信與認同感，如此，教
6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序號

10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王 OO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主要訴求

理由
導孩子多元性別平教育，也能消弭更多
的歧視與罷凌。
2.四大領域融入各領域課綱：
在各領域課綱中，多只將四大議題放入
附錄中，顯示為參酌的形式，無法在十
二年國教實施後的教學中具體落實，更
別說現階段四大領域融入各領域課綱
僅為教學參考，積極建議將四大議題放
入課綱正文中，並具體規劃落實協助四
大議題教科書制定檢視與修改之流
程，協助基層教師在科目中都能融入多
元性平教育，也能讓使用課綱的老師們
可以有遵循時的教學依據。
3.家政群：P.21 的七、教學內容中(三)社
會變遷與家庭型態建議新增 2.8 同志家
庭實況探討，「家庭教育」在介紹社會
變遷與家庭型態時，不應刻意忽視或掩
蓋多元性別家庭存在的事實，並應肯定
多元家庭型態的貢獻。
1.有關研修小組所提到「每個技能領域適 不同意
用兩個科別」然目前「整體造型領域」
包含時尚、時模兩科，但「服裝實務領
幼保科因與家政群其餘科
域」雖包含「服裝」、「流服」，但目前
目屬性不太相容，建議單
流服科與服裝科差異性不大，係服裝領
設一領域
域實屬單一科，學習內容無異。
2.因幼保科與家政群其他類科不甚相
同，群科共同能力以培育不少家政基礎
能力，若在於技能領域能力吃掉許多幼
7

1.技能領域之設計注意
事項：
（二）每一技能
領域課程以適用二個
科別以上為原則，各
技能領域以 2 至 4 科
目為宜，每一科目學
分數以 4 至 8 學分為
範圍(每學期 2 至 4 學
分)，儘量避免單一學

序號

11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蘇 OO

處理與回應
主要訴求
理由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保的科目，學生未來缺乏幼保的基礎能
期 1 學分之課程設
力未來將可能失去專業幼保人員，如此
計。
則不符合本次課綱精神，「深化實務技
2.技能領域為跨領域學
能」，幼保人員是具專業、不可取代性
習之基礎課程，強調
的，因此仍建議設「幼保技能領域」。
跨科別共通性實作基
礎技能學習。加深加
廣及發展校、科特色
可於校訂課目中規劃
相關課程。
3.幼兒教保活動設計如
包含實習，一個學期
3 學分稍嫌不足。建
議幼保專業除了幼兒
教保活動設計部定 2
學分外，可再加校訂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實務」2 學分，納入
實習課程。
1.課程編輯中性平教育應要正確教導學
同意
感謝您的建議，會再研
生學習男女正確相處，應該有何界線，
修。
不受環境影響而做為偏差、不雅之態
度。
課程中編輯性平教育能夠 2.健全在性觀念之概念。
正確教導
3.多注重性平教育學習課程，了解應有的
品德人格發展。
4.電視媒體的過濾，正向的態度來面對，
著重性只有兩性(男、女)，不要有多性
的選擇議題出現。
8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12

北區/楊 OO

13

中區/蔡 OO

處理與回應
主要訴求
理由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希望課本能慎重編寫，不跟趨勢流行而 同意
感謝您的建議，會再研
將家庭倫理複雜化，有鑑於 10/31 的街頭
修。
運動出現很多不雅的行為與穿著(只包覆
重點部位裸露其他身體部分)直接上街呈
現，現在聽說將來課本欲以性別不只兩
性教導學生，並欲採用不是由父母所組
成的家庭型態納入課程內容，現今出現
的八種判別你是何種性傾向的方法也讓
家長十分擔憂此種教育之影響，建議參
考「你們在教我孩子什麼？」，韓國及日
本已嘗過許多苦果，希望課本的編撰可
以審慎考量。
1.技能領域名稱中，未能完全符合家政群 不同意
1.技能領域之設計注意
內各科別。例如:整體造型技能領域屆
事項：
（二）每一技能
時時尚模特兒科/美容科、服裝實務技
領域課程以適用二個
能領域屆服裝科/時尚模特兒科、
「生活
科別以上為原則，各
應用技能領域」並不能相當於幼兒保育
技能領域以 2 至 4 科
科的專業技能。根據技能領域課程會議
目為宜，每一科目學
1.部定實習科目的技能領
仍留有「幼兒保育技能模組」，為何在
分數以 4 至 8 學分為
域名稱必須與現行科別
課綱委員第一次小組會議會以「生活應
範圍(每學期 2 至 4 學
相符
用技能領域」呈現?既然家政科已可適
分)，儘量避免單一學
2.建議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用於三個技能領域，應在技能領域中正
期 1 學分之課程設
2/2 增為 3/3 學分。
名為「幼兒保育技能模組」。
計。
2.為求各技能領域學分數皆為 18 學分，
2.技能領域為跨領域學
建立家政群專業技能領域的專業性，在
習之基礎課程，強調
生活應用技能領域(建議更改為「幼兒
跨科別共通性實作基
保育技能領域」中的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礎技能學習。加深加
2/2 增為 3/3 學分。又因應「教育部 101
廣及發展校、科特色
9

序號

14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南區/王 OO

主要訴求

理由
年公告之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
綱」的新課程需要，增為 3/3 學分實為
必要!
3.可以加上校定課程變成節數增多，也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說年段可以調，調
的話要上報課發會，要調的話是要牽涉
的很大，覺得難度高。

技術型高中家政科核心技能宜以烹飪、
縫紉、手工藝為主要技能(對應全國家事
新課綱的「生活應用技能 類學生技藝競賽項目)。也實務對應相關
領域」的部定科目，不符 生活服務產業；食、衣、住、行、育、
合領域名稱，家政科不適 樂各人類生活面向之基本服務人才所需
用
之能技藝。
在 105 課程綱要草案中，技能領域分為
「整體造型技能領域」、「服裝實務技能
10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可於校訂課目中規劃
相關課程。
3.幼兒教保活動設計如
包含實習，一個學期
3 學分稍嫌不足。建
議幼保專業除了幼兒
教保活動設計部定 2
學分外，可再加校訂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實務」2 學分，納入
實習課程。
4.原先規劃家政技能模
組及幼保技能模組，
為科本位之規劃方
式，不符合本次課綱
十五群共同規範。本
次課綱強調跨領域學
習，必須跳脫科本位
之思考模式。
不同意

1.家政為家政群之本，
已將縫紉、手工藝融
入為家政群共同實習
科目「多媒材設計實
務」及「飾品設計與
實務」2 科。烹飪於
生活應用技能領域中
呈現，科目為「膳食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主要訴求

處理與回應
理由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領域」及「生活應用技能領域」。「生活
與營養實務」。
應用技能領域」名稱是很適合家政科之
2.考量時代之演進，將
實質應用名稱。但是其安排修習之課程
縫紉、手工藝、烹飪
其中的「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及「幼
之名稱改為多媒材設
兒教保活動設計」佔了 8 學分，將會對
計實務、飾品設計與
家政科學生應具備之基本技藝課程編排
實務及膳食與營養實
造成相當大的衝擊，且課程編排不符合
務。
「生活應用技能領域」主要發展方向。
3.家政涵蓋範圍為「家
「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及「幼兒教保
政、幼保、美容、服
活動設計」課程實質已偏離技術型高中
裝」，屬於較廣的科
家政科主要核心技能。畢竟家政科和幼
目。各校發展特色也
保科是不一樣的，全國 10 所左右家政科
不同，故家政科可配
的走向並不能只偏幼保方向。因此，建
合校及科特色於三種
議另闢家政生活技能領域，以烹飪、縫
技能領域中擇一開
紉、手工藝課程為主，中餐烹飪實務 6
設。
學分、縫紉實務 6 學分、手工藝實務 4
學分及「人類照料技能領域」以嬰幼兒
發展照護實務 6 學分、幼兒教保活動設 6
學分。
家政曾於 104/6/16 北區諮詢輔導會議當
中聯合反應這個問題，共有八所學校提
出建議，基隆女中、關西高中、苗栗農
工、員林家商、內埔農工、旗山農工、
岡山農工、東港海事，當天情況是，教
授一直說我們是固化的本位思考，解是
新課程的什麼科目就是舊課程的什麼科
目!但是科大教授完全不了解，那完全不
一樣的技藝項目(「膳食與營養實務」怎
11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主要訴求

理由
麼會是「烹飪」課?學習目標完全不一樣，
甚至科大教授完全不了解家政科與餐飲
管理科教學目標與技藝發展方向完全不
同)，要我們有前瞻跨領域整合才有未來
性，說了很長一段經驗，試問家政科未
來走向朝幼保發展才有外來嗎?服裝科課
程也完全沒有跨領域整合，只是有二種
科名罷了(服裝科與流行服飾科)，根本問
題是因為家政科與幼保科都只有一個科
名，所以必須要勉強結合成一個領域，
是因為這個因素結合成一個領域，而我
們想到可以多開一個領就解決這個問
題，新的領域可適用家政科與服裝科，
這樣問題不就解決了嗎?為何不處理，而
是不斷說服我們接受幼保課程。(附 104
年度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科中心學校「北區暨南區諮詢輔導會議」
會議議程)
此外 104/6/16 當天有提到為何 103 年 2
月新課綱公聽會時，當時我們家政科並
沒有提出意見，針對這點，我們必須說
當時家政科主任對這件事均完全不知
情，試問「北區暨南區諮詢輔導會議」
會議議程
家政科全國不超過 15 所，而有超過 10
所以上的學校完全不知道有新課綱公聽
會，顯然公聽會的實質效益是否要檢
討，而既然我們家政科目前都有共識新
12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序號

15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南區/陳 OO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主要訴求

理由
旺可以多開一個領域，為何漠視我們的
心聲，對我們置之不理，說我們固化退
化的本位思考。
「生活應用技能領域」領域名稱乍看之 不同意
下完全符合家政科學生未來既能培育的
主要內容方向，但實際卻窄化家政科學
習的主軸，尤其以「嬰幼兒發展照護實
務」(4 學分)及「幼兒教保活動設計」(6
學分)強硬規定為生活應用技能領域之部
定必修。家政群部訂必修領域學分僅有
18 學分，幼兒課程佔將近 2/3 學分，完
全不能體現教育部高職學生應學習多元
內容，發展適切技能與興趣，反而僵化
學習內容，認為須平衡生活應用技能領
新課綱「生活應用技能領
域應學習之內容，不能僅偏頗幼保方
域」的部訂科目，不符合
向，應將家政科課程一直以來之烹飪、
領域名稱，家政科無從選
縫紉、手工藝為學期目標的精神，平均
擇
分至於領域課程學習中。
另外，實務課程上下學期各 2 學分，對
於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會造成嚴重困
擾，實務課程顧名思義即為需要操作之
課程，每門課前後下課時間為 10 分鐘，
實務課程需要準備、示範、操作、收拾，
2 學分完全不可能讓教師完整說明課程
內容，學生也不足時間實際操作，讓教
師指導正確技術。雖有學校提議可安排
校定課程搭配，但為何要如此畫蛇添
足，安排兩門不同課名但僅為了彌補部
13

1.家政為家政群之本，
已將縫紉、手工藝融
入為家政群共同實習
科目「多媒材設計實
務」及「飾品設計與
實務」2 科。烹飪於
生活應用技能領域中
呈現，科目為「膳食
與營養實務」。
2.考量時代之演進，將
縫紉、手工藝、烹飪
之名稱改為多媒材設
計實務、飾品設計與
實務及膳食與營養實
務。
3.家政涵蓋範圍為「家
政、幼保、美容、服
裝」，屬於較廣的科
目。各校發展特色也
不同，故家政科可配
合校及科特色於三種
技能領域中擇一開
設。
4.技能領域之設計注意
事項：（二）每一技

序號

16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南區/張 OO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能領域課程以適用二
個科別以上為原則，
各技能領域以 2 至 4
科目為宜，每一科目
學分數以 4 至 8 學分
為範圍(每學期 2 至 4
學分)，儘量避免單一
學期 1 學分之課程設
計。

主要訴求

理由
訂必修設定不足之教學時數。若該校須
完整配合上下學習符合繼續性教學特
性，可在另外開設所需之校定課程，而
不是教育部避免課程未達繼續性之教學
目標而安排部適切之實務學習時數。因
此建議實務課程每學期至少安白 3 學分
以上。若無法開設上下共 6 學分以上，
請不要再將僅 4 學分的課程分別為上下
兩學期各 2 學分，上下各 2 學分之教學
與學習效果反而較無連貫性與統整性。
依據上述兩項說明，本校建議生活應用
技能領域開設膳食與營養實務 6 學分、
手工藝實務 4 學分、縫紉實務 4 學分，
幼兒實務 4 學分；且各實務課程直接為
丹學期開設 4 學分，或上下學期各 3 學
分。
本校家政科的課程發展一直以烹飪及手 不同意
工藝兩方向為主，再 105 課綱草案中，
技能領域分成「整體造型技能領域」
、
「服
裝實務技能領域」及「生活應用技能領
域」，且又規定三個技能領域則一開設，
家 政 科 不適 用 新課 康 的
在整體造型及服裝實務技能領域均不符
「生活應用技能領域」的
合本科發展，「生活應用技能領域」變成
部訂科目
威一可以選擇，但其中「嬰幼兒發展照
護實務」及「幼兒教保活動設計」佔了 8
學分，將會對本科課程編排造成相當大
的衝擊，課程編排主要考量學生需求與
科發展方向，怎能以不是竊的領域統合
14

1.家政為家政群之本，
已將縫紉、手工藝融
入為家政群共同實習
科目「多媒材設計實
務」及「飾品設計與
實務」2 科。烹飪於
生活應用技能領域中
呈現，科目為「膳食
與營養實務」。
2.考量時代之演進，將
縫紉、手工藝、烹飪
之名稱改為多媒材設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主要訴求

處理與回應
理由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之高帽子，扣住我們家政科的課程，硬
計實務、飾品設計與
是要我們家政科接收 8 學分的幼保課
實務及膳食與營養實
程，實在是太牽強了!畢竟家政科和幼保
務。
科是不一樣的，目前本校家政科的走向
3.家政涵蓋範圍為「家
並不是幼保方向。因此，建議另闢家政
政、幼保、美容、服
生活技能領域，以烹飪、縫紉、手工藝
裝」，屬於較廣的科
課程為主，中餐烹飪實務 6 學分、縫紉
目。各校發展特色也
實務 6 學分、手工藝實務 4 學分。
不同，故家政科可配
家政科曾於 104/6/16 北區諮詢輔導會議
合校及科特色於三種
當中聯合反應這個問題，共有八所學校
技能領域中擇一開
提供建議，基隆女中、關西高中、苗栗
設。
農工、員林家商、內埔農工、旗山農工、
4.技能領域之設計注意
岡山農工、東港海事，當天情況是，教
事項：（二）每一技
授一直說服我們不要退化的本位思考，
能領域課程以適用二
要前瞻跨領域整合才有未來性，說了很
個科別以上為原則，
長一段經驗，試問家政科外來走向朝幼
各技能領域以 2 至 4
保發展才有未來嗎?服裝科課程也完全沒
科目為宜，每一科目
有跨領域整合，只是有兩種科名罷了(服
學分數以 4 至 8 學分
裝科與流行服飾科)，根本問題是因為家
為範圍(每學期 2 至 4
政科與幼保科都只有一個科名，所以必
學分)，儘量避免單一
須要勉強結合成一個領域，是因為這個
學期 1 學分之課程設
因素結合成一個領域，而我們想到可以
計。
多開一個領域就解決這個問題，新的領
域適用家政科與服裝科，這樣問題不就
解決了嗎?為何不處理，而是不斷說服我
們接受幼保課程。
此外 104/6/16 當天有提到為何 103 年 2
月新課綱公聽會時，當時我們家政科並
15

序號

17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南區/賴 OO

18

南區/黃 OO

19

南區/王 OO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主要訴求

理由
沒有提出意見，針對這點，我們必須說
當時家政科主任對這件事均完全不知
情，試問家政科全國不超過 15 所，而有
超過 10 所以上的學校完全不知道有新課
綱公聽會，顯然公聽會的實質效益是否
要檢討，而既然我們家政科目前都有共
識希望可以多開一個領域，為何漠視我
們的心聲，對我們置之不理，說我們固
化退化的本位思考。\
目前部定的課程學分數過於龐大，從 20 不同意
學分急速成長為 46 學分(以幼保科為
例)，嚴重壓縮了原本校定特色課程的學
分數。為了因應部定必修的 46 學分，嚴
重排擠了曾文家商幼保科原先發展的樂
部定實習課程未真正呼應 器、幼兒文學、幼兒戲劇、幼兒韻律等
幼保科的實務能力
幼保科特色課程，這對多元課程設計而
言，無疑已成了一言堂的課程設計，學
校的課程特色因部定課程學分數的過於
龐大已蕩然無存，實非可行之道。建議
能否縮編部定課程的學分數，讓學校課
程設計更具彈性與特色。
1.部定專業科目是否能調降?
不同意
2.色彩概論與家政行業美學是否能思考
討論擇一或合併，更貼近學生理論與實
務的需求。

1.實習課程要落實

1.謝謝各位先進的付出，但請實習課程一 同意
16

十五群共同規範為部
定專業科目及實習科
目必須達到45-60學
分，目前家政群部定專
業及實習科目為46-48
學分，已為規定之最下
限。

色彩概論家政行業美
學兩者學習內容完全
不同，無法合併為單一
科目。美學素養為現今
重大議題，且家政群各
科與美相關性甚高。
感謝您的建議，會再研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20

南區/施 OO

21

南區/邱 OO

主要訴求
2.重大議題不宜進入課綱

處理與回應
理由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定要守住，否則就失去學生讀高職的意
修。
義。
2.對於重大議題，如性平議題等列入課
綱，宜慎思。因為會引起不必要的爭
端，專業科目回歸專業，讓學校教育單
純些。
P.21(四)家庭教育 七、教學內容與(三)社 部分同意
將您的建議納入實施
會變遷與家庭型態裡頭列舉了數種家庭
要點中，第22頁。謝謝
型態，但社會確實存在且為數不少的同
您的建議。
志家庭卻遭刻意忽略，建議將同志家庭
列入多元家庭其中一例，如此將進入家
政體系的學生及從家政體系畢業將進入
社會的學生將擁有更廣的視野，並有能
力再面對不同背景的小孩及家庭時，保
持尊重且真心接納的態度。
家政科與幼兒保育科之專業科目差異性 不同意
1.技能領域之設計注意
相當大，意而保育科所選之「生活技能
事項：
（二）每一技能
領域」中除部定專業科目 30 學分加上領
領域課程以適用二個
域之 16 學分，真正與幼保專業相關科目
科別以上為原則，各
僅有 2 科目（8 學分），此安排將會壓縮
技能領域以 2 至 4 科
校本發展特色之課程學分數，而在部定
目為宜，每一科目學
課程中幼保科目又太少，能否研議將「家
分數以 4 至 8 學分為
政」、「幼保」分為不同領域，意或是調
範圍(每學期 2 至 4 學
整部定專業科目之學分課程，藉以能夠
分)，儘量避免單一學
發展出幼保專業領域，偏勞委員用心，
期 1 學分之課程設
謝謝。
計。
2.技能領域為跨領域學
習之基礎課程，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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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22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南區/紀 OO

主要訴求

理由

在各領域課綱中，多只將四大議題放入
附錄中，顯示為參酌的形式，無法在十
四大重大議題融入各領域 二年國教實施後的教學中具體落實，更
課綱
別說現階段四大領域融入各領域課綱僅
為教學參考，積極建議將四大議題放入
課綱正文中，並具體規劃落實協助四大
18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跨科別共通性實作基
礎技能學習。加深加
廣及發展校、科特色
可於校訂課目中規劃
相關課程。
3.幼兒教保活動設計如
包含實習，一個學期
3 學分稍嫌不足。建
議幼保專業除了幼兒
教保活動設計部定 2
學分外，可再加校訂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實務」2 學分，納入
實習課程。
4.原先規劃家政技能模
組及幼保技能模組，
為科本位之規劃方
式，不符合本次課綱
十五群共同規範。本
次課綱強調跨領域學
習，必須跳脫科本位
之思考模式。
同意
感謝您的建議，會再研
修。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主要訴求

理由
議題教科書制訂檢視與修改之流程，協
助基層教師在科目中都能融入多元性平
教育，已能讓使用課綱的老師們可以有
遵循時的教學依據。

19

處理與回應
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
修正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