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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課程規劃
開課學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文課程名稱

科技倫理

全英語授課

□是

課程類別

▓ C 類一般課

課程領域

數學與科學思維

修課人數上限

特殊限制

學分數
上課起迄日
上課總週數

70

▓ 否

人

是否開放準大學生 (高三升大一之新生) 修課
▓ 是
□ 否
是否開放研究生修課
▓ 是
□ 否
是否開放旁聽
▓ 是
□ 否
2

學分

106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27 日

上課共 3 週，是否連續每週排課？
▓否，中間中斷 1 週
日期 7/4, 7/11, 7/25 週二 09：10～12：10 每次 3 節、共 3 次；

上課時間

日期 7/4, 7/11, 7/25 週二 13：20～16：20 每次 3 節、共 3 次；

及節數

日期 7/6, 7/13, 7/27 週四 09：10～12：10 每次 3 節、共 3 次；
日期 7/6, 7/13, 7/27 週四 13：20～16：20 每次 3 節、共 3 次；

上課地點

▓ 國立台灣師範

是否提供住宿

▓ 否

大學

本課程含括的公民基本能力包含科學、倫理與民主。科技是基於科學知識之上
所延伸與發展的應用技術，倫理則是穩定社會運作的基本元素，而民主是每個公
民必須具備的尊重他人的基本素養。
課程目標
爰此，本課程的教學目標將囊括以下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基本道德哲學及
倫理觀的介紹，藉由理論的介紹，輔以大量的案例討論，建立學生了解不同價值
選擇的原因及結果，並更能明瞭自身的道德價值觀。第二個部分則是探討新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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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所引發的倫理問題，授課重點為生物科技與資訊科技所帶來的道德衝擊及兩難
抉擇。最後則是科技人員所應遵從的倫理道德，內容包含個人利益與社會責任的
衝突與抉擇，以及職場中的責任與義務等。此部分不僅是科技從業人員應該具備
的基本素養，亦是全體公民必須熟稔的科技發展與運作的基本精神。而上述三個
部分具有相當程度上的重疊，本課程將藉由小組討論、課堂案例討論等多元的討
論方式來了解其三者間的互動情形。

課程內容
次別

上課日期/時間
(主要內容

延伸閱讀及參考資料

★案例討論)

倫理學簡介
 倫理學三大分類簡介：規範倫理學、後設倫理學及
106/07/04 (二)
1

應用倫理學

09：10 - 12：10  道德判斷的三大理論：目的論、義務論及德行論
 倫理與法律的規範與差異
 林火旺，《基本倫理學》(導論)，三民書局，2009。

教學內容

功利主義與自由意志主義

及進度

 兩難事件中的抉擇及討論
 功利主義的支持與反對意見
106/07/04 (二)

 政府管制與自由意志主義者的衝突

2
13：20 - 16：20  案例討論(2-1)至(2-5)
 林火旺，《基本倫理學》(第二章)，三民書局，2009。
 桑德爾著，樂為良譯，《正義：一場思辨之旅》(第
二章及第三章)，雅言文化，2011。
3

106/07/6 (四)

康德與羅爾斯的自由主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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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 - 12：10  康德的倫理觀
 羅爾斯的無知之幕與分配正義觀
 社群主義者的倫理觀
 案例討論(2-6)至(2-10)
 林火旺，《基本倫理學》(第三章)，三民書局，2009。
 桑德爾著，樂為良譯，《正義：一場思辨之旅》(第
五章、第六章及第九章)，雅言文化，2011。
賽局理論中的倫理議題
 四大賽局理論：囚犯兩難、膽小鬼困境、圍捕公鹿、
死結問題
 全體公民彼此背叛的誘因與結果
106/07/6 (四)
 全體公民如何合作遵守倫理

4
13：20 - 16：20

 案例討論(3-1)至(3-5)
 龐士東著(W. Poundstone)，葉家興譯，
《囚犯的兩難—
賽局理論與數學天才馮紐曼的故事》，左岸文化，
2007。
生物科技引發的倫理議題
 超級運動員與完美音樂家
 基因改良與基因篩選嬰兒的爭議
 基改食物的爭議
 代理孕母的爭議
106/07/11 (二)
 安樂死

5
09：10 - 12：10

 案例討論(4-1)至(4-5)
 桑德爾著，黃慧慧譯，
《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
義之戰》
，台北市：博雅書屋，2013。
 蔡甫昌，〈醫生！我的小孩死了，您能為我複製她
嗎?〉，《科學發展》，354 期，頁 19-2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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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尚仁，〈生物科技能解決糧食問題嗎？科技決定
論的盲點〉，《科學發展》，364 期，頁 82-83，2003。
資訊科技引發的倫理議題
 資訊科技的發展與範圍
 PAPA 理論：隱私權、正確權、財產權、存取權
 資訊科技倫理問題：電腦駭客、盜版軟體、電子商
106/07/11 (二)
務詐欺、網路犯罪

6
13：20 - 16：20

 案例討論(5-1)至(5-5)
 林杏子等，《資訊倫理》二版，華泰文化事業，2002。
 袁建中、高崑銘、林慶瑋，《資訊科技倫理》，高
立圖書，2012。
106/07/13 (四) 期中考試
7
09：10- 12：10 邀請演講：環境倫理
科技人員社會責任
 安全的多層次意義
 保障公眾安全的方法
 利益與危險的評估
106/07/13 (四)

 溝通與傾聽

8
13：20 - 16：20  案例討論
 Martin 及 Schinzinger 著，張勁燕譯，《工程倫理》，
台北市：麥格羅希爾出版，高立發行，2002。
 林崇熙，〈科技就是風險〉，《科學發展》，421
期，頁 60-63，2008。
職場中的義務與權利
106/07/25 (二)

 對雇主的忠誠與背叛

9
09：10 - 12：10  工會的角色與實務運作
 利益衝突與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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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發(whistle-blowing)的步驟
 案例討論(7-1)至(7-5)
 Martin 及 Schinzinger 著，張勁燕譯，《工程倫理》，
台北市：麥格羅希爾出版，高立發行，2002。
學術倫理
 學術倫理的範疇與重要性
 違反學術倫理的行為
 實際案例介紹
 李世光等，學術研究與道德責任：進入學術領域的
第一課(ppt 檔案) 。
106/07/25 (二)
 胡湘玲，〈科學巨星的背後〉，《科學發展》，399

10
13：20- 16：20

期，頁 80-81，2006。
小組討論：學術倫理案例探討
1.

共 50 個不同案例

2.

各小組先進行 30 分鐘討論

3.

各組一名成員上台進行 5 分鐘報告 (團體分數)

4.

一周內繳交個人心得單 (個人分數)

106/07/27 (四) 世界咖啡館
11
09：10 - 12：10

詳見後方”特殊創意規劃”
期末報告
1. 選取與自身相關之科技倫理實際案例
2. 對案例進行分析及討論

106/07/27 (四)
3. 進行 20 分鐘 ppt 或其他形式的課堂報告，其中 17

12
13：20 - 16：20

分鐘報告，3 分鐘討論

(團體分數)

4. 繳交個人心得單(個人分數)，及同組互評單(團體分
數加權)
教學助理規劃

請勾選教學助理類型，並預估需求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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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C 類一般課教學助理，預估 TA

1

人

教學助理預計工作內容如下：
1. 協助並帶領分組討論進行
2. 在地爭議案例蒐集及分析
3. 課後和同學互動及接受諮詢
4. 上課資料蒐集及強化
5. 點名及隨堂攝影
6. 講義資料製作及影印
7. 期末報告撰寫
8. 處理學生網站留言及問題
9. 聯繫(上課同學及校外教授)
10. 其他臨時事項
針對本課程的特性，申請人將特別針對教學助理帶領分組討論的能力加以訓
練，使其能獨當一面。
指定用書

自編課程講義
A 書籍
 林火旺，《基本倫理學》(第二章)，三民書局，2009。
 桑德爾著，樂為良譯，《正義：一場思辨之旅》(第二章及第三章)，雅言文化，
2011。
 龐士東著(W. Poundstone)，葉家興譯，《囚犯的兩難—賽局理論與數學天才馮
紐曼的故事》，左岸文化，2007。

參考書籍

 Martin 及 Schinzinger 著，張勁燕譯，《工程倫理》
，台北市：麥格羅希爾出版，
高立發行，2002。
 林杏子等，《資訊倫理》二版，華泰文化事業，2002。
 袁建中、高崑銘、林慶瑋，《資訊科技倫理》，高立圖書，2012。
 吳嘉苓、傅大為及雷祥麟主編，《科技渴望社會》
，群學出版公司， 2004。
B 期刊論文、短文及其他
 蔡甫昌，〈醫生！我的小孩死了，您能為我複製她嗎?〉，《科學發展》，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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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頁 19-25，2002。
 李尚仁，〈生物科技能解決糧食問題嗎？科技決定論的盲點〉，《科學發展》，
364 期，頁 82-83，2003。
 林崇熙，〈科技就是風險〉，《科學發展》，421 期，頁 60-63，2008。
 李世光等，學術研究與道德責任：進入學術領域的第一課(ppt 檔案) 。
 胡湘玲，〈科學巨星的背後〉，《科學發展》，399 期，頁 80-81，2006。
本課程的作業設計為各項案例討論，分為課堂分組討論與期末小組報告。內
容詳見上述各次上課內容。
1. 課堂分組討論：將討論的案例於討論課前兩周發給同學，進行資料蒐集及小組
作業設計

討論，最後於課堂上發表討論成果，與其他各組進行互動與討論，課後並持續
於課程網站討論區中進行討論。
2. 期末海報展示及報告：各小組自行蒐集與本身科系有關的實際案例，經討論及
分析後，於期末進行海報展示及報告。(需購置海報製作與張貼時相關文具)
本課程之授課模式將以下列方式進行成績評量
1. 期中考試：佔學期總成績之 30%
2. 期末海報展示及報告：佔學期總成績之 30%

成績評定方式

3. 世界咖啡館：佔學期總成績之 15%
4. 課堂小組討論：佔學期總成績之 10%
5. 課堂案例討論：佔學期總成績之 15%
6. 缺課兩次(含)以上者、或經常性遲到早退者，學期總成績將不予評分
世界咖啡館
目的：進行社會實際倫理案例討論
方法與步驟：
1. 各組(桌)設定桌長一人，每桌有不同的案例。進行討論時所有同學(桌長除

特殊創意規劃
外)需要逐一換桌參與不同議題的討論，每桌停留時間 15 分鐘。
2. 換桌討論完畢後所有同學回到原組(桌)，進行最終討論。最後由每桌桌長
進行 5 分鐘的結論報告。
3. 需購置白報紙、文具等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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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網址

無
申請人連續七年開設之北二區及全國夏季學院課程：

其他補充資料

98-99 年度

：海洋科學、科技與歷史

100 年度

：科技、倫理與社會

101-104 年度：科技倫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