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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音樂系專業倫理課程概要
課程名稱 專業倫理 學 分 數 2 授課教師 蔡 淑 麗
註：本課程大綱於開學後將會不定期作小幅度修正，請同學密切注意！
壹、教學目標
一、突破同學對共同必修科的偏見，進而將「專業倫理學」這門知識視為人生道上的好朋友。  
二、讓同學瞭解「專業倫理學」是一門與每個生命個體相當貼切的學問，它教我們如何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
安身立命，以活出生命的意義。
  三、培養同學們正確的價值觀，獨立思考及判斷的能力，以利日後協助自己在職場上面對與處理兩難之倫
理情境。
  五、讓學生明瞭一位有良好專業道德素養的專業人員應具備之條件，作為自己日後在專業領域裡努力的
指標。
貳、課程綱要與進度表
教學目標及授課重點                                                                                                                           
一、課程簡介
1.專業倫理的存在意義；開設「專業倫理」課程的意義及目的。
2.學生學習型態分析與檢視。
3.全學期課程全貌及學生應如何配合已達良好學習成效。
4.專業倫理與倫理學的關係。
二、倫理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1. 何謂倫理？為什麼需要講求倫理及倫理的存在意義為何？
2. 倫理學的基本概念：何謂良知（心）及為人處事該依循何種良心？
3. 「倫理」與「道德」的區別。
4. 何謂「權利」與「義務」的關係，及「權利」與「義務」的衝突問題。
5. 何謂「效益論」、「義務論」及「德行論」及這三種基本倫理學理論與專業倫理的關係。
三、專業倫理的教育及基本概念
1. 專業倫理的意涵與發展趨勢。
2. 專業倫理的特色、構成、定義、定位及功能。
3. 專業倫理守則的形式、結構、定義、及重要性。
4. 法律是他律性的道德，專業倫理守則是自律性的道德，專業倫理守則的約束力比法律還大。
5.利潤與倫理的關係，同時由美國「商業普立茲獎」環觀台灣之企業倫理。
6.消費者主義之發展與消費者權益之保護。
7.良好專業道德素養的專業人員應具備之條件。

四、社會正義與職業道德
      1何謂「正義」、「分配正義」及「交換正義」；社會責任就是伸張社會正義，而社會正義就是肯定
進而維護人性尊嚴及價值。
      2.何謂「人性尊嚴」及「公益」；「人權與公益的關係」及「人性尊嚴與社會進化」的關係。
        3.在個人的專業領域裡須以「誠信」為原則，並具備「保密」、「尊重別人隱私權」及「取得當
事人的知情同意」的職業道德。
4.何謂職業道德、在專業領域裡專業人員基本的職業道德有那些及專業人員對雇主（上司）有那些責任。
5.當專業人員與雇主（上司）起衝突時該怎麼辦，做為日後入職場時之參考。
五、著作權法與營業密秘法
1. 著作權法及營業密秘法之相關規定，以免學生日後在職場上因無知而誤觸法網。
2.透過對著作權法裡著作人格權、著作財產權、著作利用之強制授權及營業密秘法裡營業密秘的歸屬權之
了解，以學習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
六、倫理判斷與倫理情境之分析技巧
1.道德成熟人必須具備的七個條件
2.情緒對判斷的影響。
3.倫理判斷與原則。
4.「亞瑟安德森情境分析七步驟」之理論，並落實為日後在職場上對專業倫理兩難情境的分析與解決之
能力。
七、藝術倫理   
1. 藝術的本質為開顯人的知、情、意之生命特質。
2. 藝術與倫理的關係。
八、音樂專業倫理
    
1.一對一音樂教學倫理 2.音樂教室專業倫理3.個人與樂團表演倫理
 
九、有關音樂倫理方面的個案分析
      
 十、小組個案分析與討論
     （一）.教學目標：
        1.讓學生學習處理專業領域裡的倫理兩難情境，作為日後工作處境之依據。
        2.讓學生學習將一般倫理原則及專業倫理知識應用於自身專業領域及倫理議題上。
     （二）.個案主題：
1. 音樂專業人員應如何面對與主管（雇主）之意見衝突
2.音樂專業人員應該如何執守誠信原則       
3.音樂專業人員應如何維護營業密秘與著作財產權
十一、課程進度表
序號 日   期 課   程   內    容 備註
1 2月21日 認識彼此與課程簡介 
2 2月28日 放假 
3 3月7日 倫理學基本概念與理論 
4 3月14日 倫理學基本概念與理論 
5 3月21日 專業倫理教育與其基本概念 
6 3月28日 專業倫理教育與其基本概念 
7 4月4日 放假           
8 4月11日 專業倫理教育與其基本概念 
9 4月18日 社會正義與職業道德 
10 4月25日 社會正義與音樂專業道德 
11 5月2日 音樂著作權法與營業秘密法 
12 5月9日 專業倫理情境之分析技巧 
13 5月16日 倫理判斷與音樂倫理個案解析 
14 5月23日 藝術倫理 
15 5月30日 音樂倫理 
16 6月6日 音樂倫理 
17 6月13日 期末考 
註︰進度將視課程需要作彈性修正。
參、授課方式
一、 訂定「上課倫理」，明確規範教師與學生的權利與義務，讓學生明瞭自己的角
    色扮演。
二、 教師針對每個單元的內容先行加以講解後，再導引同學加以思考所提出的問題。
三、 以問題為導向，協助同學們藉著解答問題以掌握重點。以個案討論為基礎，在討論過程中凸顯相關的
理論。
四、 落實「課程屬於師生所共有」之理念，在課堂上重視師生之間的互動；尤其是具體設計一些議題，讓同
學們以個人思考方式及「探究團體」共同思考的分組報告方式，表達所思考的結果。同時教師將在課堂上隨
機個人或團體思考結果帶回批改，並將錯誤解析給全班同學知道，同時優良的思考結果，分享其他同學。
五、 讓同學欣賞與課程相關之影片，並針對影片內容加以討論。
肆、上課教材
    無固定教科書，以老師所編講義為主，同學分組報告所收集資料為輔，參考資料標示於每個單元講義之
參考資料部分。
伍、成績考核



    1.出席狀況及學習態度：10分
    2.課堂上分組討論與師生互動情形：10分
3.平時作業與分組報告：50分
4.期末考：30分
陸、溝通管道
 為縮短認識大家及方便聯絡，請將自己的相關資料、一張照片，繳交給各組組長，組長彙整後於三月底前繳
交老師，相關資料如下：
1.姓名  2.系級  3.聯絡電話  4.對本學期課程的期望  5.照片
柒、上課倫理
1.老師方面：
   ? .明確告知全學期上課概要，包括課程設計、評分標準及同學應盡之義務，讓同
       學得以整體掌握全學期課程全貌，及自己應如何配合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 .除盡力做好課前準備外，授課時能清晰且有系統地表達，並於下課前告之下次
       上課範圍，俾便同學們作課前預習。
   ? .維持課堂秩序，讓同學們擁有安靜的學習環境。
2.學生方面：
   ? .把心帶到課堂上仔細聆聽並積極參與，以不枉費自己的時間和金錢。
   ? .課堂上不喧嘩，以免影響他人上課情緒，若有影響的情況發生，老師和其他同
       學均有糾正的權利和義務。
   ? .遵守課程規範，若因未遵守導致成績不及格，必須自行負責。
.不能到課時，須向老師請假，以免造成曠課而扣考；曠課三次及請假時數總計不能超過全學期上課時數之三
分之一，以免遭學校扣考。
.若未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個人資料，則扣平時分數。
.若全組同學平時出席狀況佳，學期末將加全組同學之平時分數。
3.師生關係方面：
       落實「課程屬於師生所共有」之理念，共同經營與創造本課程。
捌、對學生建設性的建議
 以「存而不論」的方法，先將自己對共同必修科偏見與排斥擺一邊，並踏踏實實
 配合老師所設計之課程，積極參與，讓「專業倫理」能真正發揮「營養」學分的
 滋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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