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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齊遜＊ 

 

   摘  要 

通識教育的「通」，就是溝通、貫通、會通與互通之意，「識」則含有知識、 

見識、器識與洞識之意；換言之，所謂「通識教育」即以培育具備「融會貫通且

具有整合性知識」之學生為目的。更簡單地說，通識教育的教育目的在於促進現

代知識青年不但是一個自然人、科技人，更是一個社會人、文化人。 

而針對技職體系與元培科學技術學院來說，通識教育的理念似可以簡化為下

列三點： 

1.通識教育就是全人教育，目的在於教導學生學習如何做人處事的道理。 

2.就技職教育體系而言，通識教育尤須強化人文社會方面之知識，教導學生如  

  何去認清人與物的關係、人與環境的關係，進而去調適人我關係、群己關係 

  ，俾能健全其人格發展。 

3.就元培科技學院之學校特性而言，通識教育需要特別強化人文關懷與慈悲喜捨

的精神。 

基於此一構想，元培科技學院通識教育課程規劃之目的，在於養成學習者能

以具備通識精神之專業教育，培育出富於人文關懷之專業技能， 俾使「通識」

與「專業」二者兼容並蓄，相得益彰。並據此制訂核心通識課程－－「醫事倫理」

與「專業倫理」。前者適用於帶有醫事類之科系（如：放射、護理、醫技、醫管

與醫工）；後者適用於其他非醫事類科系（如：環衛、食衛、餐管及資管）等是。 

關鍵詞 通識教育；核心通識；醫事倫理；專業倫理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前元培科學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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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s and Course Arrange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Core General Education on Yuanpei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Guei,Chi-shun 
Associate professor，Department of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eanings of General Education contain the concepts of penetrating, 

linking up and widening one’s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judgments. In another 

words, the General Education, which is devised to foster the students enough to 

achieve mastery through and consistently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subject. In a 

nutshell, the General Education is to promote those modern young intellectuals, who 

is not only a natural and scientific-man, but also a social and cultural-man. 

With the particularity of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system in Yuanpei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nception can be simplified as follows: 

First, the General Education is the teaching of comprehensive moral integrity, and its 

purpose is to educate students the principles of how to conduct one. 

Secondly, in the system of technological &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General 

Education must strengthen the knowled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o teach the 

students how to recognize the between of human being and all thing on earth,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and how to regulate the communication of interpersonal, 

mass and personal, and to perfect th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Thir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articularity of Yuanpei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the General Education especially needs to enhance the spirits of sympathy, 

benevolence and forgiveness. 

Because of those conceptions, our purpose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plan is 

to foster the general spirit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o cultivate the abundant human 

sympathy in professional technical ability. Moreover, let the “Gene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un parallel and complements each other. So, on the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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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conception, we formulate the courses as the “Medic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The former applies to the medical skill department, such as Department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y, Medical Administration, Medical Technology, Nursing,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The latter applies to none-medical skill department, such a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Health, Food Health,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Keywords: General Education, Core General Education, Medical Ethics, Profession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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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教學理念與課程規劃方針 

－以元培科技學院核心通識課程為例 
 

  桂齊遜 

 

壹．前  言 
 

二十世紀快速的科技發展，雖然為人類生活的品質，帶來了莫大的便利，但

也由於人文與科技的互動關係脫序，同樣為人類帶來了諸多的不便。僅以臺灣地

區為例，無論是在倫理道德思想、社會價值觀念、宗教信仰，乃至於為人處事的

道理上，均已呈現亂象，頗令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如何撥亂返正？似宜自教育理

念與教學方針上著手改革，尤其當自「通識教育」入手。 

自民國國七十三學年度起，臺灣地區的大學教育開始全面實施「通識教育課

程選修制度」，1迄今已有十八年之久。 十八年來，通識教育從初始時期極少數

有識之士的全力推動，2 到近些年來逐漸獲得全國各大專院校的普遍重視， 

雖說教育部的獎助鼓勵措施具有推波助瀾之功，3但實質上的推動因素，應該是

「通識教育」本身所發揮的具體功能所致。 

本文試圖從通識教育的教學理念與課程規劃方針著眼，試圖建構出元培科學

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核心通識」課程的教學目的與教育意義。 

 

貳．通識教育的意義與課程規劃方針 

何謂通識教育？通識教育的教育目標與教育理念主要為何？即使是在通識
教育全面推行以來的十餘年後，此一課題仍呈現眾說紛紜的景象。拙見以為，通

識教育的「通」，就是溝通、貫通、會通與互通之意，「識」則含有知識、見識、 

器識與洞識之意；4換言之，所謂「通識教育」即以培育具備「融會貫通且具有 

                                                 
1民國 73年 4月 5日，教育部以台（73）高字第 1986號函，檢送「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實施
要點」至全國各大專院校，正式揭開了中華民國教育史嶄新的一頁。至於其詳細過程，可參看黃

俊傑《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臺北，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1999），P.1∼2。  
2黃俊傑，前引書 P.1註２參照。  
3例如民國 89年 9月 26日，教育部以十五億資金，鼓勵全國各大專院校，申報「大學學術追求
卓越發展計畫之補盲充規定(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內中要點之一即包含了「加強大學通識
教育教學改進計畫」在內，即是一例（參教育部台(89)高字第 89121081號文）。  
4關於「通識教育」的定義，通說均引用前教育部長郭為藩在＜通識教育的實施方法＞（收錄於：《大學通

識教育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一文中所下之定義（轉引自：張一蕃＜人文關懷與專業素養
＞，《通育教育季刊》5-2，1998，P.33）；本文關於通識教育中的「通」、「識」之定義，則系引申、補充郭
前部長之意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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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青年不但是一個自然人、科技人，更是一個社會人、文化人。 

更明確地說，通識教育的整體發展方向與教育意義，大致可以歸納為下列五

點：5 

第一，通識教育的教育目的，就個人而言是培養健全的人格；就團體而言 

則是培養集體意識，尤其是關心人類前途的共識。 

  第二，通識教育的教育方針，著重在知識的廣博性與統整性，因此，它應該

包含了人文、社會與自科學等三方面的基本知識。 

  第三，通識教育的教育方法，主要是運用人類所具有的特質──理性、道 

德、價值觀念、自由意志等等，來幫助個人充分發展潛能、發揮人性。 

  第四，通識教育所要培養的良好技能，包含了表達、溝通、綜合、分析、 

了解與批判等能力。 

  第五，通識教育意欲陶鑄的情操，應該包括了追求自我實現、尊重他人價 

值觀念、熱心社會公益問題、珍惜民族文化、善盡國民義務以及關懷整個人類 

的前途。 

  循此可以引申，通識教育的教育目標主要有三： 

首先，培養學生對於「自我」的充份瞭解與認識，進而依據個人特質，鍛 

鍊、培育各種基本的學習能力，並能養成其「終生學習」的良好習慣。 

其次，培養學生對於國家的認同，對於民族文化的瞭解，對於社會的關懷 

，使其能夠效忠國家，擁抱鄉土，進而關心社會，造福人群。 

最後，培養學生具備世界觀的眼光與胸襟，進而能夠融入、涵攝世界各個文化，

並使「立足臺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不再成為空洞的口號。6 

然而，由於國內各大專院校針對「通識教育」的定義不同、理解不同，因而在

整體課程規劃的理論方向，亦有各個不同的取捨。 

 

 

 

                                                 
5本文下列五點敘述，主要參考自黃俊傑＜通識教育的內涵與精神＞（收錄於：《技職校院人文教

育研討會書面資料》，台中，弘光技術學院， 2001）。在該文中，黃俊傑綜合了多位國內學者專家
的高見，整理出七點意見（P.33∼34），可以參看。  
6黃俊傑在綜合了國外多位學者專家關於通教育的研究，提出了關於通識教育主要目標的七點意
見，與本文頗有不同，可以參閱。這七點分別是：1.培養學生基本的能力，使學生具有基本溝通、
思考、批判的能力，以及進一步研究學問所需的各種基本能力。2.培養學生各種主要知識領域的
認識與了解。3.培養學生對自身的了解，啟發人文素養，提高個人的生活品質，並對人生意義及
價值有完整的概念。4.培養對社會的關懷，使學生成為積極參與並能解決社會問題的現代公民。
5.培養具有世界觀的公民，不僅了解自己所生存的社會，更要對其他文化包容和探索，並瞭解自
身與他人、與宇宙自然的關係。6.讓學生對人類過去歷史、文明的了解，並進而鑑往知來，為未
來二十一世紀預做準備，學習各種所需的知識與技能。7.強調對倫理與道德的思考，使之面臨道
德問題時，能作敏銳的判斷與正確的選擇（亦收入前引黃俊傑＜通識教育的意義與內涵＞一文，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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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說主張當前國內「通識教育」課程規劃理論主要有四，惟亦各有其缺失：7 

第一，「精義論」，主張古代先聖先哲的經典中含有人類文明中的「常道」 

，亙古彌新，因此通識教育應以經典研讀作為主要課程的內容。然其缺點則在於

容易淪為舊文化的捍衛者，或形成「文化唯我論」的自大狂。 

  第二，「均衡論」，主張知識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通識教育必須能夠

統觀兼顧，以提供學生均衡的視野。其缺失主要是在於將通識教育視為高中教育

的補充教育，且似有淪為以教師為主體性，並非以學生做為主體。 

  第三，「進步論」，主張教育的內容必須與學生未來之生活相結合，從而對 

生活有所助益，因此，通識教育的課程內容，應具備前瞻性的眼光。然其缺點 

厥在容易流於瞻前而不顧後之失，並有淪為工具主義的危機。 

    第四，「多元文化論」，此一理論則起於對社會多樣性的認知與肯定，主張 

從地理、經濟或社會意義之多元文化角度，來建構「多元主體並立」的課程， 

並強調「並列原則」而非「從屬原則」，俾使各種文化和價值能夠從競爭關係轉 

化為協調關係。惟其同樣可能會導致諸多文化或價值相互的衝突，或者形成諸 

多文化或價值觀念的混淆。 

    即使國內各大專院校，分別針對上述不同的理論來策劃其通識教育的主要 

課程內容，然而在通識教育普遍推廣十六、七年以後，一般大專院校均能認同 

「通識教育」的課程規劃方針，主要應包含兩大主軸，亦即「核心課程」與「一 

般課程」的設計。8 

 

參．元培科技學院核心通識課程的建構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早於民國七十三年，尚為醫事技術專科學校時，即已建立

「共同科」，並由蔡副校長雅賢女士出任首任主任；嗣後彭桂芳老師、許昭興老

師及巫俊明老師，亦曾先後擔任共同科主任。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一日，該校升格 

為技術學院後，即設立「通識教育中心」，負責規劃及推動全校性通識教育課程。 

    元培科技學院通識教育課程規劃之目的，一方面著重基礎教育的培養，再方

面希冀透過通識教育課程整體性的規劃，養成學習者能以具備通識精神之專業教

育，培育出富於人文關懷之專業技能， 俾使「通識」與「專業」二者兼容並蓄，

相得益彰。 

    在二技部部份，元培科技學院規定學生必須在修業期限內修滿十四個通識教 

 

                                                 
7以下關於通識教育四種主要的教育理論與課程規劃方向，主要參考自：黃俊傑＜當前大學通識

教育的實踐與展望＞（《通識教育季刊》2-2，1995，P.23∼50）及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
理論：批判與建構＞（《通識教育季刊》4-3，1997，P.1∼31）。  
8黃俊傑前引＜通識教育的內涵與精神＞，P.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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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分，始準予畢業。八十九學年度起，本校新規劃的通識課程，共規劃為四大

門（核心通識、基礎通識、知性通識、勤毅通識）、 七大類群（專業倫理、資訊

與電腦、中國語文、外國語文、社會科學、心理衛生及藝術欣賞）與二十種課程

（計有：醫事／專業倫理、人際關係與溝通、資訊與電腦、應用中文、文學與人

生、易經與人生、中國古典文學欣賞、現代文學欣賞、電影與文學、新聞英語選

讀、進階英語會話、日語、認識台灣、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精神、台灣文化史、

管理學概論、藝術與人生、法律與生活、醫事法學概論、體育選項），提供學生

選修。9  

    該校並於八十九學年度起開始增設四技部，依據規定，學生須於修業期限內

修滿三十個通識教育學分，始準予畢業。在課程安排上，共分為五大門（核心通

識、基礎通識、知性通識、體能通識、勤毅通識）、 十一類群（專業倫理、資訊

與電腦、中國語文、外國語文、本國史地、社會科學、應用中文、實用英語、心

理衛生、藝術鑑賞及體育選項）與三十種課程（醫事／專業倫理、多媒體製作、

網路應用與規劃、影像處理、大一中文、大一英文、日語、英語聽講實習、本國

歷史專題研究、台灣開發史、地學通論、地球科學、法律與人生、法律與社會、

醫事法學概論、心理衛生、心理與人生、資訊與電腦、應用中文、文學與人生、

思想與人生、古典文學欣賞、現代文學欣賞、新聞英語、旅遊英語、科技英文、

英文醫療報導選讀、藝術鑑賞、音樂欣賞、體育選項）等等，俾供學生選修。10 
此外，由於元培科技學院目前尚存在著五專部及二專部，為推廣通識教育觀

念於全校，故通識教育中心亦規劃了全校性選修的通識教育課程。並且為了揉合

「通識課程專業化，專業課程通識化」的理念，也要求該校專業科系推出部份課  

程供其他科系的學生選修。可能因為該校目前仍屬於過渡階段，以致於推出的全 

校性選修的通識課程，11開課情況並不很理想，尚待更進一步地努力。 

 

                                                 
9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認為，通識教育課程應靈活設計，新益求新，故每個學年度的通識教育課程，

迭有變更，此處所載課程，主要適用於八十九學年度入學之二技部學生。  
10
九十學年度起，該校國文組、外文組（原「英文組」更名）等教學單位，脫離通識教育中心，

成為獨立性教學單位；體育組亦獨立為體育室，同樣不隸屬於通識教育中心。此外，自九十學年

度起，本校四技部課程亦有較大的變動，新入學之學生，在四年之內，必須修滿6個中文學分，

14個外文學分，12個資訊學分，8個通識教育學分，體育則改為0學分（一必三選）。  
11例如八十八學年度上學期，共推出：幅射應用、管理學概論、醫事檢驗與健康、毒物學、性別

與生活、發明創造工程、現代小說選讀、電影與人生、基本醫用英文、醫療報導選讀、兩性關係、

生涯規劃、臺灣發展史、認識新竹、醫學史概論、醫事倫理、教學原理與方法、電腦硬體進階知

識及網際網路線上實務應用等十九種課程，結果只開成七種；八十八學年度下學期，則推出：幅

射應用、醫院管理概論、醫事檢驗與健康、性別與生活、職業衛生、飲食保健、發明創造工程、

應用中文、中國古典小說選讀、現代小說選讀、現代散文選讀、幸福婚姻講座、兩性關係、人際

關係、新竹古蹟文物導論、新竹風土景觀、認識臺灣、醫事人物專題講座、網際網路上線實務與

應用及電腦組裝 DIY等二十種課程，也只開成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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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核心通識」課程的規劃上，元培科技學院主要參考前節所述各種關

於通識教育的教育理念與課程規劃方針後，認為就該校特性來說，通識教育的理

念應可簡化為以下三點： 

首先，通識教育就是所謂的「全人教育」，目的在於教導學生來學習如何做

人處事的道理。 

其次，就技職教育體系而言，通識教育尤須強化人文社會方面之知識，教導

學生如何去認清人與物的關係、人與環境的關係，進而去調適人我關係、群己關
係，俾能健全其人格發展。 

最後，針對元培科技學院之特性而言，通識教育尤須特別強化人文關懷與慈

悲喜捨的精神。 

基於此一構想，並針對科系特性，元培科技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將該校的核

心通識課程製訂為－－「醫事倫理」與「專業倫理」兩科。 
 

肆．元培科技學院核心通識課程簡介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校訂核心通識課程，分別是「醫事倫理」與「專業倫理」，

前者是針對帶有醫事類性質之科系（如：放射、護理、醫技、醫管與醫工）所製

訂之核心通識課程；後者則是針對其他非醫事類科系（如：環衛、食衛、餐管及

資管）所製訂之核心通識課程。 

然而，何謂「倫理學」？修習「醫事倫理」或「專業倫理」之目的何在？以

下將略做說明。 

「倫理學」（ethics）又稱「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是以哲學方法研
究道德的一門學問，所以是屬於哲學的一支；易言之，將哲學思辨性的分析、批

判等研究方法，運用到倫理道德領域，來探索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道德判斷 

和道德規則的學問，謂之「倫理學」。12 
舉凡日常生活中所有的道德問題，都是倫理學意欲探討的對象，而倫理學

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針對這些倫理道德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和研討，試圖有

系統地瞭解道德規範，並為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道德原則，建構一個合理性的基

礎。13 

因此，倫理學所關心的主題，都是屬於“價值”（value）或“價值判斷”

（value judgment）的問題，並涉及到“行為實踐”的規範和要求。其主要目的 
就在於透過針對行為的評價，試圖對人類的行為構成一定的要求與限制，藉以鼓

勵人類來從事於某些正當的行為，或禁制某些不正當的行為。14 
 

                                                 
12林火旺《倫理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P.9∼12參照。  
13林火旺，前引書，P.12參照。  
14林火旺，前引書，P.13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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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元培科技學院之科系特性來看，無論是屬於醫事類科系或其他非醫事類科

系，其共同特性都是從事於「社會工作」。一個社會工作者在實際的服務過程中，

對於其所提供服務的對象而言，社會工仍者均帶有某種程度的專業權威。因此，

為了防止專業人員為了個人私利或其他原因，濫用專業權威，所以我們對於專業

人員的行為，必須加以適當的約束和限制。這種將社會工作價值與社會服務理

念，轉化為一種對於實務工作者具體的規範，何者當為，何者不當為，用以約束

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行為15，就是所謂「醫事倫理」或「專業倫理」的範疇。 

 

一．課程簡介 

  本課程首先教導學生一些「倫理學」的基本概念，例如倫理學的分類（規範

倫理學、後設倫理學），16倫理學的主要理論（效益論、義務論）。17 
其次，如前所述，無論「醫事倫理」或「專業倫理」，所關懷的核心問題均 

在於「價值判斷」（或曰「道德判斷」）的問題，因此，本課程對於所謂的價值觀

念亦會花費較多時間來講授，包括了價值觀的分類（主觀價值與客觀價值、相對

價值與絕對價值、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衡量價值常用的標準──「快樂」（價

值享樂主義、非價值享樂主義）、價值的根源（主觀論、客觀論），以及「價值判

斷與道德判斷的關係」等等。 

以上的內容，無論是在講授「醫事倫理」或「專業倫理」課程時，均可以適

用。接下來的課程進度，就會針對這兩種核心課程的不同，而在授課內容上有所

區別。 

在「醫事倫理」課程方面，接下來主要講授的是：醫事倫理學發展簡史、18 

醫事倫理學的學術基礎、19醫事倫理學的基本原則、20醫療關係中的基本義務 

                                                 
15潘淑滿、林怡欣＜醫療體系中社會工作專業倫理發展趨勢的反思＞（《社區發展季刊》86，1999，
P.98∼99）參照。  
16在倫理學的分類上，最主要的兩種理論即「規範倫理學」與「後設倫理學」。前者是針對道德

觀念、道德判斷進行系統性瞭解，並針對道德之合理性加以探討（林火旺，前引書，P.18）；後
者則以倫理判斷及道德原則做為研究對象，故主張對於倫理學上的用語先作出分析或定義（林火

旺，前引書，P.20∼21）。由於「規範倫理學」與該校核心課程中的「醫事倫理」與「專業倫理」
關係較為密切，故為上課重點。  
17「效益論」或作功利論、目的論或實用論，主要的理論家是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哲學家邊沁

（Bentharn）及彌勒（Mill）;「義務論」或作責任論，主要理論家是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
（Kant），參閱林火旺，前引書，P.47∼136（亦可參閱李瑞全《儒家生命倫理學》，臺北，鵝湖
出版社，1999，P.9∼24）。 
18主要參考嚴久元《今日的醫事倫理》第三篇＜醫事倫理的回顧與前瞻＞（臺北，當代醫事雜誌

社出版，1978），P.17∼23。 
19戴正德＜醫學倫理的學術基礎＞（《臺灣醫界》41-2，1988，P.49∼52）。  
20指：不為害原則、行善原則、自主原則與正義原則，參考宋維村＜醫療倫理與醫學倫理教育＞

（《社區發展季刊》86，1999，P.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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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相關重要論文的導讀與心得寫作，22並由學生做小組討論與分組報告，最後

再由授課者提出綜合指正意見。 

  在「專業倫理」課程方面，接下來主要講授的是：專業倫理發展簡史、23判

斷專專倫理行為常用的標準、24業倫理的共通性守則、25、專業倫理的功能、26相

關重要論文的導讀與心得寫作，27並由學生做小組討論與分組報告，最後再由授

課者提出綜合指正意見。 

二．上課及成績計算方式 

  在上課方式上，每學期在期中考以前，均由授課教師照課程講授大綱授課；

並於開學第一週完成學生分組討論、報告的編組工作，期中考以後，即由學生就

其所選擇之主題分別在小組討論後，於課堂上提出分組報告。 

  以「醫事倫理」為例，學生所選擇之課題，主要都是醫事倫理課題上比較具

有爭議性之主題，例如：複製人、代理孕母、人工流產、變性手術、基因工程、

器官捐贈、器官移殖、老人安養、緩和醫療與安寧照護、安樂死及生死學等等主

題。 

學生每每為了爭取好的成績，不惜在報告時絞盡腦汁來力求表現，甚至配合

短劇的演出，經常為課堂上帶來大量的歡笑聲，一方面加深了同學們的印象，他

方面亦增進了學習的效果。 

而在每組同學報告後，多給予十至二十分鐘的時間，供其他同學發問或參與

討論，最後由授課者做總結。 

                                                 
21包括了：一般倫理性義務、對於患者的倫理性義務、對於同業間的倫理性義務，以及對於社會

大眾的倫理性義務。  
22例如：黃俊傑＜醫學系學生所需的通識教育課程：一項建議性的課程規劃構想＞（《通識教育

季刊》1-3，1994）、黃崑巖＜擴展醫學生的視界──通識教育的另一手法＞（《通識教育季刊》
2-1，1995）、陳慶餘、謝博生＜醫學生的通識教育－─台大醫學院推展通識教育的經驗與規劃＞
（《通識教育季刊》2-3，1995）、黃崑巖＜把「人」帶回醫學－─論醫學院的通識教育＞（《通識
教育季刊》3-3，1996）、蘇益仁＜淺談醫療商業化下的醫學通識教育＞（《通識教育季刊》3-3，
1996）、徐佐銘＜「醫學倫理」做為通識教育之教學理念與課程設計＞（《通識教育季刊》4-4，
1997）、黃俊傑＜論當前大學醫學教育改革中通識教育的重要性＞（《通識教育季刊》6-4，1999）
及蔡甫昌、陳慶餘＜從生命倫理之發展談醫學倫理教育＞（《醫學教育》4-2，2000）等等。        
23潘淑滿、林怡欣，前引文，P.99∼102。  
24莫藜藜＜醫務社會工作中之專業倫理判斷＞（《社區發展季刊》86，1999，P.68）。 
24潘淑滿、林怡欣，前引文，P.98∼99。   
25葉肅科＜醫療社會工作專業倫理：論題、問題與難題＞（《社區發展季刊》86，1999，P.83）。 
26潘淑滿、林怡欣，前引文，P.98∼99。  
27例如：巫明哲＜社會工作專業倫理教育之價值論＞（《社區發展季刊》61，1993）、沈清松＜倫
理學理論與專業倫理教育＞（《通識教育季刊》3-2，1996）、黃光國＜專業倫理教育的基本理念
＞（《通識教育季刊》3-2，1996）、王晃三＜專業倫理融入式教學問答集＞（《通識教育季刊》3-2，
1996）、、張一蕃＜人文關懷與專業素養＞（《通識教育季刊》5-2，1998）及郭青青＜專業倫理
與通識教育的交談──以長榮管理學院經驗為例＞（《通識教育季刊》6-3，1999）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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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學期的最後兩週，授課教師針對各個小組在課堂上的報告主題，再做一

次綜合性地講解與分析，並將各小組的報告內容，列入期末考範疇。 

在成績計算方式上，期中、期末考各占百分之三十，平時成績的百分之四十，

則分為閱讀經典性論文心得寫作（20％），小組團體報告（20％），一方面養成學
生們個別的閱讀與寫作能力，另一方面亦培養學生團隊合作之精神。 

 

伍．結  語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元培科學技術學院「醫事倫理」課程之主旨，在於透過

醫事倫理學的介紹，使醫事技術教育體系的學生，能夠獲得生命倫理與醫事倫理

等相關領域的基本知識，一則藉此來提昇學生們對於生命價值與人性尊嚴的體

認，再則培養學生們在未來的就業市場中所需具備之倫理原則及道德基礎，最終

目的則在冀圖建構一個具有人性化的醫療環境。 

而「專業倫理」課程之主旨，則在透過針對不同特性的科系，建構一套「共

同專業倫理守則」，希冀藉此培養學習者尊重專業特性，建立專業共識，遵守倫

理規範，善於運用專長，俾能充份發揮社會工作“助人為樂”之最終目的。 

    至於元培科技學院通識教育未來的發展方向，大致有五： 
第一，賡續推展本校「核心通識」課程，亦即「醫事倫理」與「專業倫理 

」等課程之深度，俾能培養學生具備人道關懷與慈悲喜捨的精神。 
  第二，配合學校發展與新科系的增設，適度調整通識教育的課程內容與向
度，使學生有所收獲。 
第三，持續加強人文社會與自然科技的溝通，以便打破通識課程與專業課 

程的藩籬。 
第四，配合學校相關行政單位，辦理各式教學活動，以開拓通識教育的「 

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 
  第五，更進一步強化通識教育中「全人教育」之教育功能，為國家培育有識

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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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本文為作者去歲仍任職於元培科學技術學院時，在「元培科學技術學院第一屆通

識教育研討會」上發表之論文（該次研討會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召開 

      ）。由於該次會議之論文集，並未公開發行上市；而部份關心通識教育發展之同

道，均認為拙作對於推動通識教育發展，建構各校通識教育核心課程，或有值得

借鏡之處。是以不揣譾陋，僅將原文稍事修正後，另予發表。尚祈關心通識教育

發展之大雅君子，不吝指正。 

                    桂齊遜謹識於民國九十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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