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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專業倫理-護理倫理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楊秋月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4 學期
Semester 2

課程大綱

一、課程名稱：護理倫理（護三乙）
二、學分數：2學分
三、授課教師：楊秋月( 3456)、劉玉雲( 3419)老師 
四、上課時間：每週一 第三、四節(10:10 ~ 12:00 )
五、課程概述及目標
本課程係針對護理學系學生所設計之專業倫理課程，以護理專業之觀點闡述生命倫理與專業倫理之重要概念
，使學習者瞭解倫理學的基本理論與原則，應用於專業領域中，並檢視護理專業實務中常見的倫理議題，以
案例討論、角色扮演或辯論方式培養學習者批判性思考及面對倫理問題之分析、判斷與作決策之能力。
六、課程進度
週數 日期 課程內容 教師
1 2/20 課程說明 劉
2 2/27 倫理學與倫理理論概說 ( ch1-3) 劉
3 3/6 生物醫學倫理原則與倫理規則 ( ch4-11) 劉
4 3/13 護理專業與倫理 ( ch15,19-20) 劉
5 3/20 臨床上常見的倫理問題 ( ch24-30) 楊
6 3/27 病人的權利義務與醫護人員的責任 ( ch12-13) 楊
7 4/3 春假 
8 4/10 碩士班考試全校停課 
9 4/17 護病關係：現實與理想 ( ch22-23) 楊
10 4/24 護理倫理問題的判斷原則 ( ch17-18) 楊
11 5/1 影片賞析與討論I 劉
12 5/8 影片賞析與討論II 楊
13 5/15 臨床案例解析報告與討論（一、二） 劉
14 5/22 護理倫理學之應用—小組報告 劉/楊
15 5/29 臨床案例解析報告與討論（三、四） 劉/楊
16 6/5 臨床案例解析報告與討論（五、六） 楊
17 6/12 期末考 劉/楊

七、授課方式：講授、影片賞析、案例分析討論與小組報告等(案例請以臨床實習實例為優先，報告前三週務
必先與指導老師確認案例並討論報告方向)
八、成績評量
1. 參與度：上課出席與分享 10%
2. 影片賞析報告（兩篇）20% (1500+500字，以稿纸書寫，請應用課堂所學習之倫理原則及概念來加以
分析，分別於5/8及5/15前繳交)
3. 小組口頭報告10%
4. 小組臨床案例解析報告與討論書面報告(老師評分與同學互評)  20%
5. 臨床案例省思心得10％（一篇，1500+500字，擇一案例並根據以下原則書寫(1)   由此案例分析討論
內容中，選出兩個主要倫理議題。(2)   你對這兩個議題在討論前之看法為何？(3)   在討論中聽到同學
或老師的發表，你的見解為何？(4)   經討論後你的看法是否改變? 理由是什麼?）
6. 期末考 30%

 
九、指定教科書   盧美秀 (2004) ‧醫護倫理學‧台北市:五南。

十、指定閱讀 
1. 南丁格爾誓詞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05/10
2. 中華民國護理倫理規範http://www.nurse.org.tw/ (進入資料查詢選項)
3. 病人權利 http://www.ncu.edu.tw/~phi/NRAE/newsletter/no25/5.pdf
4. 告知後同意法則 http://www.med8th.com/humed/2/20031115sltyszjd.htm
5.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http://www.hospice.org.tw/relax/list_main.htm

十一、參考用書 
紐則誠(1996)‧性愛、生死及宗教：護理倫理學與通識教育論文集‧台北：銘傳管理學院出版中心。
柳麗珍（1999）• 臨終之醫療倫理 • 台北：五南。
 曾珍麗等(1995 ) ‧護理倫理概論‧台北：華杏。
詹納著、譚家瑜譯（2001）• 醫院裡的哲學家 • 台北：心靈工坊。
詹納著、蔡錚雲、龔卓軍譯（2004）• 醫院裡的危機時刻 • 台北：心靈工坊。
謝博生（2000）• 醫療與社會 •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謝獻臣編著（1996）• 醫學倫理 • 台北：偉華。
戴正德、李明濱（2000）• 醫學倫理導論 • 台北：教育部。
嚴久元（1999）• 當代醫事倫理學 • 台北：橘井。
蕭宏恩（2002）‧護理倫理新論‧台北：五南。
Bishop, A.H. & Scudder, J.R.J.(2001). Nursing Ethics: Holistic caring 
practice.（2nd Ed.）. Boston: Jones and Bartlett. 
Burkhardt, M. A. & Nathaniel A. K. (2002). Ethics and issues in contemporary 
nursing（2nd Ed.）. NY: Delmar.
Edge, R. S. & groves, J. R. (1999). Ethicsof health care：A guide for clinical 



practice（2nd Ed.）. Albany, NY: Delmar.

十二、建議閱讀資料
杜敏世（1994）‧護理的困境與倫理‧ 於陳心耕、張博雅、陳月枝、杜敏世、沈宴姿、陳玟秀合著‧護理
學導論‧台北: 空大‧
派克著、魯宓譯（1999）• 誰來下手 • 台北：張老師。
黃丁全 (1999) ‧護理事故的理論與實例.台北市：永然文化
黃勝雄等(2000) ‧天使的眼睛: 台灣第一本基督徒醫療倫理的告白‧花蓮:門諾醫院.
楊文東（1996）• 山城杏話 • 台北：合記。
蔣欣欣（2001）‧由性加害者的照顧反思護理倫理議題‧護理雜誌，48 (2),33-36。
蔣欣欣、張碧芬、余玉眉（2001）‧從護理人員角色的創造探討護理倫理的實踐‧哲學雜誌，37，88-
103。
馬鳳歧(1990) ‧護理倫理、倫理困境與處理原則，護理雜誌，37(3), 5-10.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ing國際護理學會(1995). Ethics in Nursing Practice:
 A Guide to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Geneva.

參考學習網站： http://blog.xuite.net/yunyun9/nursingeth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