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課程理念與教學實務Ⅱ

從社會案例反思「生物科技」
對「生命倫理」所造成的衝擊
文／張淑微

一、課程理念與目標

大葉大學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助理教授

導學生從不同角度與觀點切入進行主題分析，
讓學生能在修課的過程中，更深刻體會生命的

面對生物科技時代的來臨，人類是應該體

意義與價值，將對生命、自我提升的觀念，內

認到在不久的將來，正在享受科技文明的E世

化於自我人格上的塑造，讓生命教育仍然以接

代青少年們，亦將面臨生物科技所帶來的道

近德育的倫理教育為核心，與體育、群育及美

德、倫理觀念劇變的挑戰。所以，現代人不能

育融會貫通於一體，達成健全與完整的生命教

再忽略科學發展與科技發明對人類生活所帶來

育理念。未來更期待學生能在面對「如何使用

的影響，覺得科技文明應該是科學家的事，只

生物科技所帶來的成果」時，能以正確的態度

將生物科技當作一種醫療或滿足私慾的工具，

與倫理價值觀看待現代科技對於生命與自然環

反而應該更加重視生命倫理的教育，把生物科

境所造成的種種衝擊，甚至在面對往後現實生

技當作生活的一部分，儘可能對生物倫理議題

活中的各種壓力與困境的同時，能以更健全的

背後的基礎常識有所了解，並以行為本身所造

人格與無限的智慧與勇氣，迎接生命與職場的

成的客觀結果作為判斷的標準。因為一般的社

挑戰，擁有精采的人生。

會大眾往往在面對新聞媒體所報導的時事案例
中，常直覺性地以動機上的善惡決定道德上的

二、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

對錯，卻不去探究此案例可能是因為當事者，

整學期的課程活動設計乃是依照不同的主

未能及時善用生物科技相關技術與服務，而釀

題進行規劃，相對應的教學目標如圖一所示。

成難以挽回的悲劇；即使是高中職或甚至大學

但由於本課程的內容牽涉到很多「生物科技」

階段的學生，在缺乏專業背景知識的情形下，

的專業知識，而授課的對象又普遍缺乏專業背

亦容易受到大眾傳播媒體、書報雜誌或同儕的

景知識，因此整學期的課程主題安排，規劃以

影響，嚴重輕視生命的價值，甚至對生命倫理

一週一主題的方式進行，透過每週授課主題所

議題的判斷，也失去正確的獨立思考與思辨的

衍生之「生命倫理」相關爭議話題或時事案

能力，進而選擇性的產生偏見與誤解。

例，激發同學們學習的共鳴與動機，再引入相

所以一門課程的設計，若能夠配合社會上

關基礎理論提升專業學習的視野，進而透過分

所發生的相關時事案例為出發點，讓學生們能

組討論與小組分享等過程，讓同學們能從更多

在學習課本上基礎知識的同時，也可以透過這

元的角度去反思此議題背後所隱含的社會問

些「生物科技爭議議題」的探討，從淺而深引

題，未來若是在生活週遭遇到類似議題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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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能以更正確的道德判斷思維、態度與倫理
價值觀，看待現代科技對於生命與自然環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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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爭議篇III】試管嬰兒與「人工生殖法」議題之
解說與倫理省思

第12週 「關懷生命‧創造幸福～研討論壇」

造成的種種衝擊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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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週

【農業爭議篇】基因改造面面觀︰基因改造食品與生
命安全議題之解說與倫理省思？

第14週

對抗暖化，拯救地球大作戰─彰化資源回收站參觀與
服務

第15週

【環保爭議篇】人為的全球暖化vs.不願面對的真相之
解說與倫理省思

第16週

科學實作練習與成果分享──原來基因改造作物也是
可以複製的？

【醫學爭議篇IV】生物武器︰看不見的惡魔之倫理爭
第17週 議、解說與省思──生物科技與人種的戰爭時代即將
來臨……你相信嗎？
第18週

期末考週──「生命築願‧逐願實踐」期末成果發表
會

（二）教學設計與創意作業規劃
以引起社會爭議的「生物科技議題」為出
發點，配合圖解及簡易教學動畫等教學方式，

（圖一／「生物科技與生命倫理」課程活動
與教學目標對應圖）

為大家簡介生物倫理學的意義與重要性後，期
望透過一些因生物科技發展所引發之社會爭議
問題或案例，包括基因改造生物、試管嬰兒與

（一）每週主題安排

代理孕母、基因複製、生物武器及全球暖化
……等，由淺而深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與觀點

表一／每週主題內容
週次

課程內容

判斷的能力，再配合多元的學習活動設計，讓

第1週 導論

所有修課的學生們能用正確的態度學習科學、

第2週 生命意涵的體認與生命價值觀的建立

應用科學為世界、人類造福，而不致使科學成

第3週 基因科技世界的迷思與解碼

為危害我們幸福的工具。整學期的課程內容與

第4週 生物科技的技術與應用

活動規劃，分述如下：

第5週 生命、科技與倫理的衝突關係

1.心智繪圖DIY活動

身體自主權︰器官捐贈與生命價值之解說與倫理省思
第6週
──我擁有我的身體嗎？

為讓同學對上課的主題與內容能留下深刻的印

專題講座（一）句點之後～「當愛、超越悲傷」︰器
第7週 捐延續生命家屬心路歷程分享 台灣國際基督教會 曾
國榮 牧師
第8週

校外參觀活動─臺北市立動物園︰生命足跡探索與體
驗之旅

【醫學爭議篇I】基因複製人與生命意義之解說與倫理
第9週
省思
第10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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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進行主題分析，以培養其獨立思考及道德

【醫學爭議篇II】基因複製動物︰實驗動物與生命價
值之解說與倫理省思絕地重生──影片欣賞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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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課程中特別規劃心智圖或概念圖繪製練習
活動，協助同學利用圖像工具進一步表達個人
對單元主題所引發的獨特思維與見解，以「我
對生物科技應用與及衍生出倫理爭議議題的聯
想」為例： 請同學們思考一下生物科技與其
生活間的關係，再請他們動動手DIY將他們所
聯想到與生物科技相關的產品、應用或影響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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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等元素，利用串聯或並聯的方式，繪製成心

座活動中，最能引發同學們共鳴的往往是講者

智圖，使他們更深切體會生物科技並非遙不可

親身經歷的故事分享，以100學年度第2學期為

及，其實跟我們的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例，針對「器官捐贈」主題單元，特別邀請台
灣國際基督教會曾國榮牧師蒞臨演講（「能給
的人，最幸福」──器官捐贈延續生命家屬心
路歷程分享）。修課學生的心得回饋範例如
下：
曾晴真的是上帝派來的天使，她教會了好
多人難解的關卡，雖然曾晴離開了，但她並
沒有在這輩子白走，她給了好多人希望與勇
氣，讓我明白幸福快樂其實可以很簡單，我
更 珍 惜 我 的 朋 友 家 人 ， 謝 謝 曾 晴 的 故 事……
（F9733189）。
4.校內／外情境模擬教學法

（圖二／第八組心智繪圖作品）

除了平時上課的多元教學活動外，帶領學
生從校內（如科學實作活動）到校外實際體會

2.愛與感恩call-out活動

真實場域（如：動物園之生命足跡探索及資源

綜觀所有學習單活動中，反應最好的還是

回收站之拯救地球大作戰等）的情境，讓同學

衍生自「試管嬰兒」與「代理孕母」主題單元

們對於科技發展與大自然生態環境間的微妙關

的「愛與感恩call-out活動」，由於大部分的同

係，有更具體的體驗與感受，爾後若遇相關議

學都很少有機會感念母親的辛勞，親自向母親

題時，能以更多元的角度來觀察事物，有效提

表達感謝之意。藉由課堂上練習活動的機會，

升同學們的環保意識、科技人文氣質與倫理道

能將對母親的愛與感恩化為實際行動，不但有

德素養。

助於學習的記憶與效果，同時也讓同學們深切

（1）科學實作活動

的感受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雖然在活動進行

由於通識課程的大部分修課同學都來自於

的過程中，有些同學的媽媽，也許因為害羞都

不同領域，若課程傳授內容只單純以圖片、影

會說：「你又沒錢了嗎？」，讓大家哭笑不

片或校外參觀等方式輔助教學，很難讓學生對

得；但這中間亦有不少同學真情流露，邊與母

於上課內容有極深刻的體認，因此本課程特別

親通電話邊流淚的情景令人動容。

規劃簡單的科學實作──植物組織培養技術，

3.專題講座活動

讓同學們從親自動手作中實際體驗科學家們進

為增廣同學的見聞，於課程進行過程中，

行研究時的情境，並學習到如何善用科學方法

會定期邀請學有專精且長期研究探討醫療、生

與科技工具，以達成「做中學」知行合一的教

物科技與倫理法律相關的學者或專家蒞校進行

育目的。修課學生的心得回饋範例如下：

專題演講，將其所見所聞、研究心得與經驗提

在實驗室中要注意流程先後順序，並且遵

出來與同學分享討論，以開拓學生對於生物科

守實驗公安規則避免發生意外。（V9911025）

技領域認知方面的視野，對於社會上所衍生的

（2）臺北市立動物園：生命足跡探索與體驗

議題有更深切的體認。綜觀所有規劃的專題講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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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同學們能深切體認生命的珍貴價值，
本課程特別安排同學們到臺北市立動物園進行
生命足跡探索與體驗之旅，期能讓同學們從校
內走到校外實際體會真實場域的情境，本著尊
重生命與關懷自然的心，親身體驗科技發展與
大自然生態環境間的微妙關係，了解生命保存
與自然環境維護間的重要性，進而反思：「我
對生態／動物保育能有什麼貢獻？」，即使個
人的力量顯得渺小有限，但只要大家口耳相
傳，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所展現的成效絕對不容
小覷；同時藉由此活動，促進修課同學之間的

（圖三／教學活動情形）

互動交流。爾後若遇相關議題時，能以更多元
的角度來觀察事物，有效提升同學們的環保意
識、科技人文氣質與倫理道德素養。修課學生
的心得回饋範例如下：
去動物園可以學習熱愛生命……能從觀察動
物體認生命的可貴……（F0043027）
透過近距離的觀察了解動物們的習性和善
良 ， 也 加 深 了 我 對 動 物 們 的 愛 心 與 尊 重……
（V9911048）
（3）資源回收站之拯救地球大作戰

5.進用媒體作業
請以小組為單位，針對課程主題完成一篇
評論文章，並直接投書至媒體（競賽主辦單
位 、 報 章 雜 誌 或 網 路 新 聞 等 ） ， 如 ： Peopo
（撇步）公民評論文章競賽等，經媒體遴選並
公開刊登之作品，將給予獎勵並公開表揚之。
6.期末小組主題成果報告
請以小組為單位，自行選定課程中所探討
或思考的任一主題進行創意海報／短片等宣傳

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異常，導致世界

活動，除了根據主題之爭議議題觀點之文字描

各地災難頻傳，「環保」教育成為減緩災難的

述（簡報）之外，可透過廣告海報等圖像方式

有效方式，因此，本課程期望能直接帶領同學

呈現各組對主題之觀點、看法與省思，再由其

到資源回收站，讓同學們身體力行的參與資源

他各組給予適當的回饋與意見，以企圖激發學

回收工作，並從各自的親身體驗中，正視資源

生的創意與思辨能力。

回收再生的重要性，了解這樣物盡其用的表
現，也是疼惜地球的行為。修課學生的心得回
饋範例如下：

三、結論
「生物科技與生命倫理」這一門通識課

救助地球真的要靠大家一起守護～一起來

程，其實是我第一次嘗試將我腦海中的多元課

推廣～不要認為別人有做就好，不需要我的幫

程規劃模式，實際落實在缺乏專業背景知識的

忙，其實，就算懶得出來一起做～但，在自己

修課同學身上，除了納入基本科學概念外，更

個人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省下很多的資源～

強調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讓他們從生活週

（F9865020）

邊的一景一物中，感受生命的奧妙、付予關
懷，進而尊重生命、愛惜生命及肯定自我生命
價值，以了解每一條生命都是有其尊嚴的，理
當受到法律、社會的重視與保護，這樣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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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由於牽涉到的議題相當廣泛，因此也可以
透過不同專業領域間的整合，以協同教學或課
群的方式，有效強化同學們的知識承載度。例
如：「試管嬰兒」、「代理孕母」及「器官捐
贈」等議題，只要關係到「生命」就一定會有
糾紛，甚至變相成為買賣行為，所以一項符合
情、理、法的法律制定就顯得相當重要！另
外，課程與課程間的連結，也可以規劃一系列
教學與學習活動，如：課群聯合成果發表會、
課群研討會或校外參訪等，以提升課群所有修
課學生間的互動與交流，讓同學們能從更多元
的角度，深刻體會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有效培
養其倫理、民主、科學、媒體及美學等現代公
民核心素，以增進其在科技社會中調適、價值
判斷、問題解決和創造思考等基本能力。 Ⓖ
（100學年度第2學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績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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