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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許諾人們一個美麗新世界，卻也將我們帶往不確定且充滿風險的

未來。就高等教育這個科學傳播的場域來說，除了傳授科學知識之外，如

何引導青年學子正視科技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也是必須正視的課題。

本研究所欲探討融入科學倫理專題的通識課程，必須是一種能打動學習者

「人性」的倫理教學；除了蒐集並評析相關的科學倫理議題與案例，還希

望把這些議題和案例放在教室的情境中，與學生們對話，並透過相關的文

本、多媒體與作業設計來啟發他們情感、同理心與道德想像力，使他們具

備能與他人和外在環境「切題回應」的倫理知能。本文從科技所帶來的負

面影響及其所觸及的倫理議題出發，透過哲學課程的設計與教學實踐，來

探究一種確實可操作的通識教學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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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許諾人們一個美麗新世界，卻也將我們帶往不確定且充滿風險的

未來。科技的進步，為人們帶來舒適且便利的生活，飛機、火車、汽車等

交通工具的發明，縮短了人們空間的距離，其它像電視、電腦、網際網

路、智慧型手機等科技產品的問世，也不斷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習慣與模

式。只是，這些改變並非毫無後遺症，《科技奴隸》作者 Postman 便憂心

地指出科技發達後，人類文明從工具時代進步到技術統治時代，再從技術

統治時代進入到技術壟斷時代，一種「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於技藝

和技術的統治」（何道寬譯，2010）：

      技術壟斷興起之後，傳統世界觀隨之消失。技術壟斷清除任何替代它      

      的選擇，赫胥黎 (Aldous Huxley) 在《美麗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裡對此做了精彩的勾勒。技術壟斷並不使其他選擇不合法，也

      不使它們不道德，亦不使之不受歡迎，而是使之無影無形，並因而失      

      去意義。為此目的，技術壟斷重新界定宗教、藝術、家庭、政治、歷

      史、真理、隱私、智慧的意義，使這些定義符合它新的要求。換句話

      說，技術壟斷就是極權主義的技術統治。（何道寬譯，2010，p55）

    Postman 列舉了醫療技術、電腦技術等當代科學與技術發明，人們宣

稱能控制更多的領域與學門，卻在心智與日常生活中受制於這些技術，許

多珍貴的文化傳統因而不斷地流失。為回應這樣的現象，Postman 重申學

校教育的重要性在於「給學生的學習提供連貫的意識，培養特定的宗旨、

意義和相互關連的意識」（何道寬譯，2010，p.220）。Postman 所檢視的

對象是美國文化，即便如此，對於科技普及的臺灣社會，他所描述現象對

我們並不會太陌生；同時，他所指出的教育問題，仍然是身為大學教育的

教師所需正視的。事實上，Postman 所描述的電腦技術並未包括今日我們

所熟悉網際網路、無線傳輸技術和智慧型手機，而這些數位科技的問世加

快了資訊的傳播與技術控制的觸角。如果說科技的發達讓人類能夠控制更

多的外部事物，那麼，這些數位科技的出現造成了什麼樣的控制權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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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控制權革命》作者 Shapiro 作了這樣的推斷：

    到底，「控制」一部機器，即使是一部功能強大的電腦，和「控制」

      個人的生活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舉例來說，玩電腦遊戲這件事，

      怎麼可能會彌補個人在工作上或者政治領域當中的無力感？這其中一

      種權威乃是局限矽晶與線纜所組成的盒子的運作，另外一種權威卻是

      和在真實世界裡發揮影響力有關。粗略地說，或許生活中某個領域所

      出現的專斷行為，對於其他領域中的無能為力會發揮補償作用，但是

      這裡卻有更深的含意：也就是使用電腦這件事，和希望增加自己對外

      在世界的相對控制力兩者之間的關係。（劉靜宜譯，2001，p.60）

    承上，Shapiro 雖然區別了「玩電腦遊戲」和「個人真實生活」間的

不同，基本上他對整個電腦科技的發展還是抱持相當樂觀的看法：認為人

們在操控電腦與漫遊網路的當下，就算 3C 產品不離身，個人依然能保有

自主權和控制權。然而，當個人每日生活脫離不了網路且不由自主地使用

它，人是否依然能保有其控制權，仍有許多討論的空間，特別是其中的成

癮風險會癱瘓個人面對現實的能力。相關研究指出，我們在使用科技產品

的當下，自我的某些面向亦受到其影響。以筆者教學現場中的大學生而

言，在面對電腦、網際網路和智慧型手機的當下，大部份人幾乎是毫無招

架之力，看不到他們對它的控制權。沈迷成癮狀況輕微者，尚能兼顧學業

與人際關係；情況嚴重者，則日夜顛倒，要不是上課都在昏睡，就是幾乎

整天「宅」在宿舍裡，根本不和人有往來（林煜軒、劉昭郁、陳劭芊、李

吉特、陳宜明、張立人譯，2013；連廷嘉、鄭承昌，2010；Yudofsky，

2014）。

    對於上述科技現象的反思，為科學倫理探討的主題之一。本文所討

論的「科學倫理」 (the ethics of science) 一詞採用 Resnik 的界定（何畫

瑰譯，2008）。他認為科學家或科學活動無法置外於倫理領域而保持純

然的客觀中立，因為科學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政治等更大脈絡下的合作

性活動。基於此，它所涉及的底下各種倫理議題：「科學專業」、「科

學研究的客觀性」、「科學出版品的倫理議題」、「實驗室中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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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科學家的社會角色」、「新興科技對社會文化的衝擊」等等。

本研究偏向從應用倫理學的角度探討受數位科技影響下的個人與社會相關

議題。

    本文撰寫的動機源於上述的理論反思與教學現場的觀察。筆者必須

承認，不管課程內容準備得再怎麼豐富、上課講得再怎麼口沫橫飛，似

乎都不敵底下聽課同學手邊不斷滑動的手機與平板。而在這樣的教學互

動中，大概可以預料到學習成效有限。為改變此教學困境，如何在自己

的課程中融入能激發他們學習意願的議題並專心聽講，而思索合適的科

學倫理相關議題並轉化為切實可行的教學方案，則為本文所欲達成的

目標。

    在今日凡事講求實用和利益的臺灣社會環境中，學生們不斷地被教育

成一位「職業人」，大學被窄化為職業訓練所或發畢業證書的單位。我們

並不是說培養學生專長和職業不重要，而是整個大學教育過度強調這個面

向，對於整個民主社會將來的健全運作和長期發展畢竟不是一件好事。當

所有的公民都被教育成一種只在乎利益和實用價值的「物化存有」時，在

極度缺乏論辯說理、參與公共事物並與他人互動的能力下，他們如何能夠

擔負起民主公民的角色（方佳俊譯，2007；薛清江，2012）？

    姑且不論通識教育在整個大學教育中被邊緣化的現況與處境，相較於

過度重視典範知識傳授的專業系所課程，通識課程無疑是個比較可以啟發

人性的教學場域。依筆者長期在通識課堂的觀察，學生們對他人與外在公

共事務的無感，絕大部份源自於他們回應他人與外在環境能力的欠缺。舉

例來說，在上課的問答及作業的撰寫上，學生常常答非所問，或是只能答

出一些無厘頭式的句子（大部分是只有結論而無理由），完全無法針對問

答或問題的情境脈絡來回應（離題地書寫心得變成常態）；在分組討論

貳、一種喚醒學生「切題回應」 (relevant response) 能力之通識

    教學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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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於修課學生來自不同學院和系所，學生之間的合作常常發生摩擦，

有時則會陷入情緒性的不滿而不知如何跟他人互動與合作。更嚴重者，則

會出現情緒失控的惡意傷害情事，並每每登上新聞頭版。

    發生在 100 年 7 月的南投埔里〈男廁女屍案〉，讓筆者不得不重新思

考：究竟個人受電腦及網路世界操控而導致的行為失序脫軌，是否真的如

新聞所言只是「偶發的事件」，還是一項值得深入探究的現象？

    警方調查，簡XX（十九歲）是XX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學生，個性內    

    向，沈迷網路交友，透過網路「即時通」和國中剛畢業的十六歲「小

    鳳」認識，因在網上談得投機，他約「小鳳」見面。簡XX騎機車到

    「小鳳」住處巷口先載她到埔里國小，因校內學生多，轉載到中峰國

    小散步談情。簡牽著「小鳳」走到男廁，求歡遭拒且被反抗，憤而勒

    頸，待她意識不明，再撿石塊砸她的頭，見她鮮血濺地，已無氣息，

    再把她塞進管道間，清掃現場後離開（黃宏璣、葉英豪，2011）。

    該事件當時震驚社會，也在校園中引發許多討論。然而，跟許多社會

事件一樣，逐漸為人所淡忘了，至於為何家人師長口中內向害羞、在電腦

前十分乖巧的同學，會對一位初次謀面的女孩子下此重手，也沒有人進一

步去追問：兩個人根本沒有深仇大恨，為何簡同學一遇到女性的反抗便會

出現如此的暴力傾向？對方都已經意識不明了，為什麼還要砸死她？究竟

這是簡同學個人的問題，還是過度使用電腦與網路所造成的「真實世界」

與「虛擬世界」不分所致？

    借用美國當代哲學家 Nagel 在《人的問題》一書的話來說，簡同學欠

缺一種與他人「切題回應」能力（方以譯，2014）。Nagel 以《人的問

題》中〈性變態〉、〈戰爭與屠殺〉二篇文章來闡釋該論點。在〈性變

態〉一文中，他討論到性變態的最大判準為個人在性欲中缺乏與對象互動

的回應能力（包含心理與身體）；〈戰爭與屠殺〉則指在戰爭中，對於手

無寸鐵的平民或已投降的敵人的任何屠殺，不管基於什麼樣的理由，都無

法得到證成，因為戰爭中的武裝要針對的是對我們有侵犯性的對象（如敵

軍或軍事設施），而非沒有任何威脅性的平民。不同於效益主義只在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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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結果的證成行動的方式（例如：愈能提高利益、減少損害的行為就愈值

得去做，不必考慮我們面對的是什麼人，及跟這個形成什麼樣的具體關

係），內格爾關注的焦點在於「我們應該如何對待他人」的「人際互動」

關係。沒有人是座孤島，除非我們真的能夠完全離群索居，否則個人跟社

會再怎麼疏離，仍然必須面對他人，在面對他人時，我們總是會希望自已

的意見、情緒和態度的表達能夠為對方所了解，而不是一種答非所問或一

再誤解式的回應，這樣的回應除了讓人沮喪氣餒之外，更讓我與他人之間

的交流停滯，看不到一種真實的互動：對方能夠依據他對我的意見、情

緒、感受等外在的表達適切的理解和體會做出一種「切題的」回應，反之

亦然，我也必須以相同的方式來回應對方的表達。這樣的互動關係看來似

乎有點理想性，但是我們卻無法否認它的確隱藏在「別人對我們」和「我

們對別人的期待」之中。若要達到這樣的理想，至少需要具備下列三種先

決條件：首先，在做出切題回應之前，必須先放下自我中心的想法，願意

以一種「溝通」的方式去理解對方；其次，一個人要能走自我本位來想像

別人的立場或處境，他必須具備一種「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和想像力；最

後，要能判讀並精準掌握對方的情緒反應，個人必須對自己和他人的情感

有一定的敏感度（方佳俊譯，2007；廖婉如譯，2008；應奇、何松旭、張

曦譯，2015）。

    大學校園是外面社會的縮影，就人文通識教育的角度來說，培養學生

這種「切題回應」的能力，將有助於他們與同學之間的良善互動，更可強

化他們辨識科技產品世界中的「虛擬／真實」面向的能力。為培養學生上

述的能力，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學習）策略上主要從「道德推理式教學」

與「人性培育理念的落實」這兩個教學方向來重新調整：

（一）道德推理式教學：

    就通識教學的角度來說，倫理教學必須有別於傳統道德教育或哲學專

業教學；這除了因學生的屬性不同外，還跟倫理議題的複雜性有關，因

此，它所需要的教學方式也有所不同。晚近的相關倫理專書，在某種程度

上呼應到這樣的情況（程煉等譯，2006；樂為良譯，2011）。倘若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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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不再以知識學習為主而是著重於學生的倫理思辯力的啟發上，那

麼，如何精進教學方式來吸引他們的參與就顯得十分關鍵。所以，一方

面，我們打算從學生日常生活最常碰到的科學倫理道德困境或兩難的情境

開始，從一些微觀、切身相關的情境引入相關的倫理學說或原則來激起他

們關懷及解決該困境的思辨能力；另一方面，我們擬蒐集科學倫理的相關

倫理議題，並對這議題作分類整理，尋找可以與學生們日常生活經驗接

軌、對話的重要相關科學倫理議題 (Hsueh, 2013) 。

（二）人性培育理念的落實：

    以道德推理的方式來進行教學，我們的著眼點在於培育幾種跟道德有

關的能力，特別是自我倫理的覺知能力。身為一個人，除了有理性能力

外，還能判斷什麼事物具有價值，能根據情勢來作判斷，能按照不同的目

標來制定計畫（孫善豪譯，2010）。但這些理性能力常常受到人性中的情

感和欲望所干擾，如何在道德推理教學的過程啟發他們的覺知，必須透過

適切的教學策略。即便該教學成效難以評估，並不意謂它完全不可行或沒

有施行的必要，因為只要是人，就無法迴避許多價值判斷和道德困境（吳

四明、姬健梅譯，2012）。透過教學方式的調整、作業設計、課堂經營、

分組討論與專題製作，仍然可以看到同學在對話的意願、與他人「切題」

互動上的轉變；當然，如何來評估這樣的轉變，也是本文嘗試深入研究的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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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構思合適的科學倫理議題與融入哲學類通識課程之教學策略

（一）通識教育的理念

    以科學倫理融入通識課程，最大的挑戰在如何挑選相關的議題。就一

門哲學類通識課程而言，究竟那些主題是比較適合背景知識不足且學習意

願低落的學生呢？在參酙國內外相關的文獻與研究後（王秀雲等，2009；

何畫瑰譯，2008；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2004；劉靜宜譯，2001 ; 

Tavani, 2007），我們歸納出相關議題如下：

1. 科學專業的倫理議題（科學作為一門專業，有其本身的專業標準要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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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學中倫理行為的標準（誠實、審慎、自由、信譽、合法、尊重主體等

  等）

3. 研究的客觀性（錯誤與自欺、研究上的偏見、利益衝突等等）

4. 科學出版的倫理議題（出版品的客觀性、智慧財產權、審查制度的問題  

  等等）

5. 實驗室中的倫理議題（導生關係、性騷擾、雇用與招募上的糾紛、對人

  類主體的研究、對動物主體的研究等等）

6. 科學家的社會角色（法庭上的專家證詞、工業科學、軍事科學、公共出

  資的研究等等）

7. 新興科技對我們生活世界所造成的倫理衝擊（行動裝置對人際關的影

  響、過度沈迷於電腦導致人格未離線、網際網路中的虛擬性課題等等）

    為了概略掌握修課學生對於科學倫理議題的熟悉度，我們編製一份簡

單的問卷來施測。此外，考量到學生們長期缺乏問題意識的被動學習狀

況，我們在教學方式上做了大幅調整，將單向式的教師演講授課時數精

簡，強化道德兩難情境的對話互動。道德推理是一種關於行為對錯的推

理，它要求學生能夠去評估他們自身的倫理價值和社會問題的內容，並能

辨認各種情境中的倫理議題，且思考不同的倫理觀點如何可能應用到倫理

兩難上，並考慮各種可能的替代方案。

    接著，授課議題選出後，規畫出新的教學模組，實際應用在「哲學

與人生」課程中，並在課堂觀察它的教學成效。筆者開設「哲學與人

生」通識課程已有多年，一學期 2 學分 18 週的課程架構如下（薛清江，

2011）：

1. 導論：人生、繞路與哲學

2. 哲學是什麼 ？

3. 認識你自己

4. 洞悉生命的無常與死亡

表一：哲學與人生課程架構表

哲學專題 人生問題

對自己認識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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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識課程中，學習者在缺乏問題意識和知識背景不足的情況，常常

是帶著「事不關己」的冷漠心態進入教室。教學者若未能將該授課議題和

學習者生命經驗間的關連性強調出來，整個教學活動就很容易停留在一種

單向的知識傳授，而整個通識人文的培養因而變成遙不可理的理想。因

此，如何在課程內容的設計上拉近科學相關社會議題與學習者的切身關

係，並激發學生願意主動參與學習的意願，便成為人文素養是否能落實的

關鍵（黃俊儒、薛清江，2011）。以「科學倫理」融入通識課程，在教學

方式上做了大幅度的轉變：一方面，從科技所引發的倫理議題入手，透過

道德推理的方式來激發學生參與對話的意願；另一方面，則從科技作為一

種權力控制的角度來反省它對人性中各個面向的影響，其中包括個人情

肆、通識課程中的教學實踐與成效評估

    儘管筆者有多年的教學經驗，並將課程內容編寫成書和不斷修改增

補相關內容；但在實際授課的過程中，一方面除了發現學生們的學習意

願顯著低落外，另一方面則開始懷疑該課程的實際教學成效。有鑑於此，

本研究計畫將所選的科學倫理專題融入到「哲學是什麼？」專題中，並

探討它可能帶來的教學轉變與成效。「哲學是什麼？」分別介紹了哲學

的起源、字義、特質和功用，而在談到哲學的特質時，筆者特別提到哲

學具有區辨「真實與虛幻」的辯證特質，這部份的相關內容正好跟前面

所歸結出來的科學倫理議題有呼應之處。在實際施行上約需三週左右的時

間，第一週先作背景知識的舖陳，第二、三週則放入科學倫理議題來進行

授課。

哲學專題

5. 為什麼要遵守法律規則？ 

6. 誰在控制我們？

7. 藝術與人生

8. 宗教與人生

對外在環境的現實感不足

人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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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生活意義的追問及物化等等相關課題，啟發並協助學生在面對科學社

會相關議題上有更深刻的反省。為落實上述的教學理念，筆者以下述幾個

步驟來進行：

（一）選擇電腦網路科技所造成的「虛擬與真實切換的兩難」為融入的科

      學倫理專題。

    筆者在 102 學年下學期以兩個「哲學與人生」通識課程班級學生（每

班的修課上限為 55 人）學生為問卷填寫對象，從所回收的問卷看來，選

擇新興科技對我們生活世界所造成的倫理衝擊的人居多，佔百分之八十，

其他百分之二十的選項分別為「科學家的社會角色」和「實驗室的倫理議

題」。由於科大學生幾乎不具任何哲學與倫理學的先備知識，選修的學生

來自全校各系所，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在進入大學之前幾乎都無修習哲學

類課程（只有零星幾位修過本校其他教師所開設的哲學課程，但都不是倫

理相關課程），因此，在科學倫理議題的選擇上以較能貼近學生們的生活

經驗與激發問題意識為主要考量的話，電腦網路科技對人性與生活衝擊無

疑是比較合適的議題。學生們花了很多時間在使用電腦、網際網路和智慧

型手機，這些行動裝置為他們的生活帶來許多便利。然而就在這些便利的

背後，卻少有同學意識到這些科技背後所隱含的負面傷害與倫理衝突（張

劭聿譯，2012；Turkle, 2012）。

（二）教學策略的轉型：透過道德推理的教學進路來激發學生們對這些議

      題的認知與倫理意識的覺知。該轉型方式詳述如下：

    首先，使用道德兩難案例作為教學切入點。由於所選的案例貼近與學

生們的生活經驗，因此他們能夠很快地進入該倫理情境中，除了比較聽得

懂教師的舖陳說明和解析外，也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參與分組討論。

    其次，透過學習單的提問來引發更深入的倫理反思與自覺。我們邀約

學生們來反省他們使用電腦網路科技的經驗，並引導他們嘗試為他們的意

見提出論證，而非單純寫一些心得。由於學生在回答問題時常憑直覺來寫

感想，它們通常是只有結論而沒有任何理由的陳述！授課教師必須藉著分

組討論的方式來做這方面的補救教學，並激發他們為自己的想法提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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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和更細緻的敘事說明。

    最後，補充相關的文本資料，並透過 PPT 和相關多媒體的引導，深

化學生的倫理思辨。依筆者多年與學生的互動經驗與觀察，學生毫無問題

意識的主要原因，除了學習意願的低落外，缺乏相關的背景知識和能力常

常是他們對授課內容毫無反應的主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短時間內很

難翻轉這樣的學習生態，但若是先從某個專題入手，則仍可以在有限的時

間內把學生能力提升到至少可以參與對話討論的程度。

（三）為達成上述教學目標，因此，我們所採的教學模組如下：

（四）教學成效的評估：

    在哲學類課程中，如何來評估教學成效一直是件困擾許多人文通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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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科學倫理教學模組表

專題內容介紹

選取跟學生們相關的新聞事件報導來進入專題介紹，並從中挖

掘問題來激發學生思考。前述的某科大學生殺人事件就是一個

合適的案例。

議題提問

1. 剪報資料提到「虛實分不清，宅男變殺手」，請問你同不同意

    報導中的說法？

2. 我們怎麼來區別一個人虛實分不清?有什麼可供依循的判準嗎？

3. 當人們沈迷電腦網路和智慧型手機過久，會對他們現實倫理生

    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學習單的寫作
針對前面的議題提問，並扣緊補充文本與多媒體輔助說明內容來

設計學習單，督促並引導同學深入閱讀與思考。

分組討論

1. 將班上同學分組，每組 5 人，在分組討論中分享自己寫作單的

    觀點。

2. 請同學將自己的寫作單轉化成 3-5 分鐘的講稿，老師隨機抽同

    學上台口頭報告。

補充文本的導

讀與相關多媒

體資料的輔助

說明

1. 編寫《虛擬與真實切換的兩難》補充講義。

2. 以《啟動原始碼》電影相關片段來輔助說明。

3. 加入簡報資料來深入解析，並借助網路成癮、腦神經科學、心

    理學等跨領域知識探討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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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工作。然而，儘管無法全面地評估整個課程的成效，但若將評估的範

圍縮小至某一科學倫理相關議題，或許是條值得嘗試的進路。關於成效的

評估的方式，筆者參考「美國大專院校聯盟」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ttp://aacu.org) 行之有年的「倫理推理價值評量

尺規」 (Ethical Reasoning Value Rubric) 的方式，並以前測和後測的方式來

分析學生作業表現上的差異。該評量尺規提出了「倫理的自我覺知」

(ethical self-awareness)、「理解不同的倫理觀點與概念」(understanding 

different ethical perspectives/concept)、「倫理議題的認知」(ethical issue 

recogni t ion)、「倫理觀點與概念的應用」 (appl ica t ion  of  e th ica l  

perspectives/concepts)、「不同倫理觀點與概念的評估」(evaluation of 

different ethical perspectives/concepts) 五個評量向度，並提出「最佳、佳、

可、仍需努力」四個評量尺度。由於本次研究只評估某一個科學倫理專

題，而非一學期的課程，因此在面向的選擇上主要以考察「倫理的自我覺

知」和「倫理議題的認知」兩個向度的學習改變與成效為主。我們在評估

的面向主要是學生的作業表現，在參考相關研究後，茲將修改後的價值尺

規表列如下（呂維理譯，2004；黃淑玲譯，2013）：

表三：倫理評量尺規表

向度

程度
倫理的自我覺知 倫理議題的認知

參考

分數

最佳 90

學生能夠詳細地討論且分析他

們的核心信念與根源，並且該

討論具備更高的深度和清晰

性。

在提出一種複雜、多層次的情

境脈絡時，學生能夠認知到倫

理議題和這些議題間的交互關

連性。

佳 80

學生能夠詳細地討論且分析他

們的核心信念與該信念的根

源。例如：針對老師的提問，

能夠詳細分析自己的看法和理

由。

當議題出現在一複雜、多層次

的脈絡時，學生能夠認知到倫

理議題，但無法完整地掌握這

些議題間的交互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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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確立好價值尺規表後，筆者以兩班「哲學與人生」修課學生的 110 

份作業作為分析的資料。而為了評估學生在上完該科學倫理議題的前

後差異，在期初時筆者便將學習檔案中的問題讓學生先憑直覺和印象先

寫過一次，之後在期中上完該專題之後，又以相同的問題讓他們再寫一

次，然後利用表三中所歸結出的價值尺規來分析二次作業前後內容的

差異。

    筆者必須承認，上述的四點量表的描述仍然有某種程度的模糊性，而

在判定上很難以一種量化的方式來呈現（林淑馨，2010）。因此，在資料

與評定方式上，為確認資料分析的穩定性及一致性，在資料分析過程中，

除了筆者之外，另外邀請兩位編碼員協同編碼進行資料分析，求取評分者

的一致性信度，評分者間信度需達 .80 以上。信度之計算方法是在所有內

容碼中，三位編碼者各自達到一定的編碼數，即信度 = A / (A+B)（註：

A 為一致的碼數，B 為不一致的碼數）。實際進行步驟如下：一、隨機抽

取一份學生作業，由三位編碼員進行編碼，編碼員兩兩各自計算一致性係

數。若是係數超過 .80，則由研究者進行後續所有資料的分析；若是未達 

.80，則三位編碼員進行討論，以取得進一步共識。接著，再隨機抽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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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程度
倫理的自我覺知 倫理議題的認知

參考

分數

可 70

學生能同時陳述核心信念與該

信念的根源。例如：針對老師

的提問，在陳述自己的看法後

能提出理由來支持。

學生能夠認知到基本和明顯的

倫理議題，並且掌握（不完整

地）這些議題間的複雜性與相

互關連。

仍需

努力
60

學生能夠陳述他們的核心信

念，或是描述該信念的根源，

但無法同時做到兩者。例如：

針對老師的提問，在陳述自己

的看法後就提不出理由，或是

舉了一堆跟自己看法無關的理

由。

學生能夠認知到基本和明顯的

倫理議題，但無法掌握這些議

題間的複雜性與相互關連。例

如：針對上述剪報資料，可以

理解虛實不分會對個人生活發

生影響，卻說不出會有什麼樣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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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學生作業，由三位編碼員進行編碼，直到一致係數達到 .80 以上，顯

示三位編碼員有相當的共識，其餘資料才由筆者進行分析。筆者在評定 

110 份有效資料後發現，86 位同學在作業的表現上從「仍需努力」進步到

「可」，15 位同學從「可」進步到「佳」，9 位同學從「佳」進步到「最

佳」。

    在期末時，我們隨機抽樣十位學生，分兩組（每組五位）進行團體焦

點訪談，訪談時間為一小時半。訪談的問題主要有：針對本課程專題，你

認為最大的收獲有哪些？對於學習單的寫作，是否有助於同學掌握科學倫

理議題？對於本專題的授課方式，你覺得它是否有助於提升學習動機？等

等。之後再從訪談紀錄中來整理他們對此課程專題的認知與修課反思。因

為三位編碼員的一致性編碼已達 .80 以上，亦即三人在資料的分析上已達

共識。因此，達到 .80 之後所有資料皆由筆者進行分析。整理結果如下：

（一）有幾位同學談到了這個專題的學習強化了他們看待問題的深度，他

      們沒有想到一個簡單使用科技產品的習慣，會對一個人的人格和情

      緒造成這麼鉅大的影響。

    「看見其他人走在路上、課堂上一直持續不斷使用手機，嘴上儘管是

      笑著，但、內心真是充實愉悅嗎？」（064, 01-03）

（二）也有同學肯定作業的寫作有助於擴展他們的論證能力，能夠更清楚

      地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出來。通識課上課的方式讓他們比較能學到東

      西。

    「像我自己上專業課，有時候學到的東西會比通識課學到的還要少，

    就是可能通識課，不只老師教的這一門，還有其他通識課的老師教的

    東西雖然不是專業課，但是你就是會覺得學得到東西，就是有用，我

    們可以受益的。」（028, 05-06）

    不可諱言，將質性資料透過尺規轉化為量性的資料是質性研究品質重

要的關鍵，筆者在評量時除了根據研究者過去教學經驗以及在研究倫理議

題的研究力之外，還使用三角測定 (triangulatoin) （吳芝儀譯，1995），

加強研究設計，以確保研究之效度。本研究使用的三角測定包括資料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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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以為，面對當代新興數位科技的衝擊及台灣高教環境的急遽變

化，通識教學勢必有所回應才行；而「人性」和「倫理」相關素養的培育

並非只是大學教育中遙不可及的抽象理念，它還可能透過課程的教學實踐

來落實。本文透過「科學倫理」與「通識課程實踐」的跨領域研究來做通

識教學的轉型，試圖帶給學生「倫理的自我覺知」和「倫理議題的認知」

上的能力轉變。對於大多數學生對外在環境事物的無感、與他人互動缺乏

一種「切題性」、道德同理心的不足等等的現象，身為一位通識教師除了

消極地接受這一切外，其實在教學上還可以有更積極的作為。

    最後，限於筆者學力的不足，本文至少還有三個值得深化的方向：

（一）在科學倫理議題的選擇上，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後所決定的「新興

      科技對我們生活世界所造成的倫理衝擊」這個面向，其中主要考量

      學生先備知識上不足和缺乏問題意識下所做的抉擇。從這個角度來

      看，筆者在此研究中所採的「科學倫理」是比較廣義的用法，而就

      「科學倫理」所涉及的諸多議題來說，有許多相關的議題仍可再引      

      入教學內容之中，例如：「實驗室中的倫理問題」、「科學家的社

      會責任問題」等等，但限於篇幅，本文只能先針對一個議題來展

      開。希望將來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繼續開發相關的議題，讓本研究      

      的初步成果可以再延續與深化。

（二）關於成效的評估的方式上，本研究雖然參考了國外大學行之有年的      

      「倫理推理價值評量尺規」來製定，但由於本研究只聚焦於某一科

      學倫理議題的評估，因此在評量向度上只能限縮在「倫理的自我覺

      知」和「倫理議題的認知」上，無法含括其它相關面向，而這也提

伍、結論與討論

   

測定，研究中利用不同來源資料（作業及期末訪談資料）；研究者三角測

定（使用三位專業人員進行資料分析）；方法論之三角測定，使用兩種方

法（作業前後測以及期末團體焦點訪談法）進行倫理議題研究（謝志偉、

王慧玉譯，201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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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筆者，本文未能觸及面向中仍有許多值得再進一步研究，像是

      對學生「道德發展」和「倫理實踐」行為面向的評估等等。

（三）受限本身的哲學訓練，筆者必須承認，在學生成效評估的方法和工

      具使用上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雖然參酌研究法專書與諮詢相關領

      域專家學者，但跨領域研究的過程仍然困難重重，例如：倫理素養

      評估量表的信效度檢測、學生前後測量化統計分析、如何將個人教      

      學互動中的觀察轉為實證的資料來作為推論的前提、訪談紀錄更詳

      細的質性分析論述等等。就課程的實踐面，筆者可以明確地覺察到    

      學生的某些轉變；但就倫理素養的成效上，要在這麼短的期間精確

      地評量出學生們的改變及這些改變所代表的意涵，卻又超出筆者能

      力及這篇文章所能處理的範圍。只是，有鑑於國內通識教育在倫理

      素養成效評估研究上的極度不足，本文跨領域的方式提供一種可能

      的研究進路，僅提供給有志於倫理教學且不知如何評估成效的教師

      參考，並請各方先進不吝指正。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4(1)，43-64 59

參考書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方以（譯） (2004)。人的問題（原作者：T. Nagel）。上海：上海譯

文。（原著出版年：1991）

方佳俊（譯） (2007)。逃避人性：噁心、羞恥與法律（原作者：M. C. 

Nussbaum）。臺北市：商周出版。（原著出版年：2006）

王秀雲、李尚仁、周桂田、林崇熙、胡湘玲、張淳美、張淑卿、許全

義、陳世榮、陳政亮、傅大為、羅志誠 (2009)。科技渴望參與。臺

北：群壆出版。

何畫瑰（譯） (2008)。思索科技倫理（原作者： D. B. Resnik）。臺北

縣：韋伯文化。（原著出版年：1999）

何道寬（譯） (2010)。科技奴隸（原作者：N. Postman）。臺北：博雅

書屋。（原著出版年：1992）

吳四明、姬健梅（譯） (2012)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原作者：M. J. Sandel）。臺北：先覺出版。（原著出版年：2012）

吳芝儀、李奉儒（譯） (1995) 。質的評鑑與研究（原作者：M. Q.

Patton）。臺北：桂冠圖書。（原著出版年：1990）

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  (2004) 。科技渴望社會。臺北：群學。

呂維理、林文瑛、翁開誠、張鳳燕、單文經（譯） (2004)。道德發

展：研究與理論之進展（原作者：J. R. Rest）。臺北：心理出版社。

（原著出版年：1979)

林淑馨  (2010)。質性研究：理論與實務。臺北：巨流出版社。

林煜軒、劉昭郁、陳劭芊、李吉特、陳宜明、張立人（譯）  (2013)。

網路成癮：評估及治療指引手冊（原作者：K. S. Young、C. N. de

Abreu）。臺北：心理出版。（原著出版年：2010）

孫善豪（譯） (2010)。培育人文：人文教育改革的古典辯護（原作者：

M. C. Nussbaum）。臺北：政大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98）

張劭聿（譯） (2012)。人格，無法離線：網路人格如何入侵你的真實

人生？（原作者：E. Aboujaoude）。臺北：財信。（原著出版年：



60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薛清江    融入科學倫理於哲學類通識課程的實踐與評估

2011)

連廷嘉、鄭承昌 (2010)。網路心理與行為。高雄：麗文出版社。

程煉等（譯） (2006)。實踐中的道德（原作者：J. P. Sterba)。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原著出版年：2003）

黃宏璣、葉英豪（2011 年 7 月 9 日）。男廁女屍案。聯合報，A3 版。

黃俊儒、薛清江  （主編） (2011)。把理念帶進教室：通識教師實務錦

囊。高雄：麗文出版社。

黃淑玲（譯） (2013)。新手也能上手的學習成效評估（原作者：B. E. 

Walvoord & T. W. Banta）。臺北：高等教育出版社。（原著出版年：

2010）

廖婉如（譯） (2008)。二度崩潰的男人：一則精神分析的片斷（原作

者：D. W. Winnicott）。臺北：心靈工坊。（原著出版年：1989）

劉靜宜（譯） (2001)。控制權革命：新興科技對我們的最大衝擊（原

作者：A. L. Shapiro）。臺北：臉譜出版。（原著出版年：2000）

樂為良（譯）(2011)。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原作者：M. J. Sandel）。

臺北：雅言文化。（原著出版年：2010）

應奇、何松旭、張曦（譯） (2015)。利他主義的可能性（原作者：T. 

Nagel）。上海：上海譯文。（原著出版年：1979)

薛清江 (2011)。哲學與人生：人生、繞路與哲學。高雄：麗文出版

社。

薛清江 (2012)。正視公民與人性：納斯邦哲學思想研究。高雄：麗文

出版社。

謝志偉、王慧玉（譯） (2010)。混合方法研究導論（原作者：J. W.

Creswell & V. L. P. Clark）。臺北：心理出版社。（原著出版年：2007）

Hsueh, C.-C. (2013, Ju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in General

Education: Integrating the ethics of Science with 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philosophical Course. Poster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EASE International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4(1)，43-64 61

Conference 2013, Hongkong.

Tavani, H. T. (2007). Ethics & Technology: Ethical Issues in an Ag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SA: John Wiley & Sons, 

Inc.

Turkle, S. (2012).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USA: Basic Books.

Winston, M. E. (2006). Society, Ethics, and Technology. USA: Wadsworth.

Wolf, J. P. (ed.). (2003). Virtual Morality: Morals, Ethics and New Media.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Yudofsky, S. C. (2014). Fatal Pauses: Getting Unstuck Through. USA: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27.

28.

29.

30.

31.



62 薛清江    融入科學倫理於哲學類通識課程的實踐與評估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4(1)，43-64 63

Praxis and Evaluation of Integrating Science Ethics
with Philosophy Courses in General Education:

Focus on the Course of Philosophy and Life

Ching-chiang Hsueh

Abstract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Science seems to promise a wonderful world, but it also brings human into an 

uncertain future of perils. Except for the indoctrin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how to 

lead stud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adverse effect of science is worthy of educators’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the 

study focused on integrating the Ethics of Science in general education and intended to

engage students in the activities of discussion and reflection. It is expected to inspire 

students’ emotions, empathy, and ethic imagination to develop their ethical capacity from 

the learning of texts, multimedia, and assignment design. This study emphasized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scientific impact, and furthermore deepened into the ethical 

issues brought by science. To ensure a practical dimension, this article is stemmed from

the practices of a philosophical course design and teaching. it is hoped to offer a more 

active and practical aspect of general education.

Keywords: The Ethics of Science, Cultivation of Human Nature, General
                   Education, Socioscientific Issues, Relevant Response



薛清江    融入科學倫理於哲學類通識課程的實踐與評估64

薛清江 副教授：

【作者簡介】

    臺灣省雲林縣人，1970 年生，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

授。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學術專長為倫理學、政治哲學、道

德推理、生命教育、通識課程與教學研究。長期投入並熱愛通識教學，多

次榮獲教育部顧問室通識改進計劃補助，共有三門課程分別獲評為績優：

電影與道德推理 (961) 、政治哲學與當代思潮 (962) 、哲學與人生 (971) 。

97 學年度更榮獲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目前致力於哲普推廣與通識

教學研究，著有《哲學與人生：人生、繞路與哲學》（高雄：麗文出版

社，2011）、《正視公民與人性：納斯邦哲學思想研究》（高雄：麗文出

版社，2012）、《電影與道德推理：兩難困境的抉擇與出路》（高雄：麗

文出版社，2015）等書。


	2.融入科學倫理p43
	2.融入科學倫理p44
	2.融入科學倫理p45
	2.融入科學倫理p46
	2.融入科學倫理p47
	2.融入科學倫理p48
	2.融入科學倫理p49
	2.融入科學倫理p50
	2.融入科學倫理p51
	2.融入科學倫理p52
	2.融入科學倫理p53
	2.融入科學倫理p54
	2.融入科學倫理p55
	2.融入科學倫理p56
	2.融入科學倫理p57
	2.融入科學倫理p58
	2.融入科學倫理p59
	2.融入科學倫理p60
	2.融入科學倫理p61
	2.融入科學倫理p62
	2.融入科學倫理p63
	2.融入科學倫理p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