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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專業倫理-食品營養倫理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陳�堂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5 學期
Semester 1

課程大綱

輔仁大學九十五學年度食品科學專業倫理課程綱要

課程名稱 中文：食品科學專業倫理
 英文：Professional Ethics in Food Science
開課時段 星期　三 第　7-8 堂 學分數 上：２ 
授課教師 陳?堂教授等 人　數  60
開課對象 食品科學  組  三  年級
課程目標：
食品科學專業倫理課的課程以學生未來的職業（專業）範圍為出發點，
目的是為了幫助學生畢業後在社會工作時，能以較正面且負責的態度面對他們的職業
（或專業）生活；並且為了培養學生處理現代職業生活中倫理難題的能力，以因應他
們未來踏入社會後的需求，我相信此課程的設立對學生未來社會生活中，職業道德與
人生價值的培養均有正面的助益。希望學生畢業後都具有「關懷別人」、 「秉持正義」
、「肯定自己與別人的尊嚴與人權」。
一、導引專業倫理方面的認知，提昇專業責任感與道德感。
二、提高對倫理情境的能力及敏感度。
三、發現專業倫理問題，培養分析判斷情境與抉擇的技巧。
四、結合傳統倫理精神與現代科技的知識，解決倫理兩難的困境。
五、實踐專業倫理與能力。

課程內容：請參閱下頁。
1. 課程及內容介紹，分組（每組8－9人），
2. 倫理學各個重要學說，功利論與義務論/倫理價值、判斷及德行培育。
3. 專業倫理：理論、實踐與重要性。
4. 食品安全、衛生法規與食品科學專業倫理之關係。
5. 企業與專業工作之關係及可能產生之專業倫理問題。
6. 科技轉移與研發祕密之專業倫理。
7. 倫理個案分析—倫理決定的七個步驟。
指定教材：上課前發講義，無參考書。
授課方式：請參閱下頁。
課程要求：請參閱下頁。
成績評量：請參閱下頁。
參考書目：上課前發講義

 
輔仁大學民生學院食品營養系  食科  組  三  年級  上  學期
課程名稱 食品科學專業倫理 
(Ethics in Food Science) 學分  2
建議先修課程 人生哲學或倫理學  

課輔: 週五上午9:00~12:00可到EP304問問題
參加系上志工加分0-5﹪（至詹助教登記，分機：3710）
授課地點  NF 356教室 3:40~5:30p.m       *在NF 158教室 

測驗方式 期中考              40%
                分組表演、個案分析  30%
                期末報考            30% 
點名規定 隨堂抽點,每次缺席扣3 %。

課次 日 期 星期 課 程 內 容 及 預 定 進 度             教師
一   9月20日 三 課程內容介紹、分八組                  陳?堂教授
二 27日 三 專業倫理之理論、實踐與重要性          陳?堂教授
三   10月4日 三 科技研發之專業倫理                  陳?堂教授
四 11日 三* 基本倫理學                          黎建球校長
五 18日 三* 基本倫理學                          黎建球校長
六 25日 三 科技研發之專業倫理                  陳?堂教授
七  11月 1日 三 倫理決定七個步驟                  陳?堂教授
八  8日 三 食品科學之專業倫理兩難議題之分析  陳?堂教授
九 15日 三 期中考試（包括一至八週上課內容）  陳?堂教授
十 22日 三 倫理決定七個步驟，並以錄影帶輔助說明； 
                        錄影帶個案、個案分析之說明；          陳?堂教授
十一 29日 三 錄影帶個案、個案分析之說明；          陳?堂教授
十二 12月6日 三 分組表演案例之說明（註） 。          陳?堂教授
十三 13日 三 分組表演、進行正、反辯論、個案分析    陳?堂教授
十四 20日 三 分組表演、進行正、反辯論、個案分析  陳?堂教授
十五 27日 三 分組表演、進行正、反辯論、個案分析  陳?堂教授
十六 1月 3日 三 分組表演、進行正、反辯論、個案分析  陳?堂教授
十七 10日 三 分組表演、進行正、反辯論、個案分析  陳?堂教授



十八 17日 三 繳交期末書面報告（2人一組）
註：小組表演案例�網路、新聞媒體報導之食品科學倫理個案，個案議題供參考，
     個案討論前須表演或說明案例。
一、個案案例：
 1.分組表演案例：第一次繳交期限：95.11.29.16:00pm前（有加分）；最後繳交期限：95.12.6 
16:00pm。
   分組書面報告：第一次繳交期限：分組表演當天13:30pm前（有加分）；最後繳交期限：分組表演隔週 
17:30pm。
   2人組期末書面報告：第一次繳交期限：95.1.17 16:30pm前（有加分）；最後繳交期限：95.1.24 
16:00pm。
 2.注意事項：
   A. 食品、生物科技、保健或相關議題。
   B. 一年內報章雜誌之報導：剪報、影印報章雜誌或者可由網路下載並以attached file e-mail
至nutr1000@mails.fju.edu.tw繳交。
   C. 個案繳交需附－報導日期、原始刊登之出處及每組同學之e-mail、學號、姓名。
   D. 各組個案內容不得完全一樣：繳交24h後，請於你的e-mail或EP304門上查看你所繳交的個案是否
被接受。先繳交的個案有優先權。
   E. 網路查詢個案可由下列網站進入，所輸入查尋名稱參閱食品科學倫理議題之講義，例如農藥問題、基
因食品、食品添加物等。
　查尋網站：　　http://tw.yahoo.com.tw/ or  http://www.google.com.tw/
　電視台：
　　http://www.chinatv.com.tw/（中視）
　　http://www.cts.com.tw/（華視）
　　http://www.ttv.com.tw/（台視）
　　http://www.ftv.com.tw/（民視）
　報紙：
　　http://www.udngroup.com.tw/（聯合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中國時報）
　　http://www.munsangpoh.com/（民生報）
 3. 案例內容編幅—半張A4至三張A4。
二、書面分析報告：
 1.分組表演案例需確認繳交之個案被接受後，始得進行分組表演、書面分析。
 2.繳交期限日期以後，每天扣總分一分。
 3.分組表演報告、期末書面報告之繳交方式：一律以打字後，郵寄或e-mail方式繳交。
 4.報告內容－除了上課個案討論七項步驟及選擇方案之實踐方法之外，尚需寫200-300字的個案案例摘要
。選擇方案之優缺點及實踐方法為本報告之重點。
 期 末 報 告 內 容 

一、專業倫理個案分析內容
  1. 每二位同學組成一組。
  2. 台灣近五年所發生，與食品營養科學有關之倫理個案（參考A）。
  3. 可由網路、新聞媒體或報紙雜誌下載、轉印之倫理個案文章（需附原文、日期及出處）。
  4. 撰寫倫理個案之摘要（200-300字）及個案分析（倫理決定的七個步驟）書面報告：一律以打字後，
郵寄或e-mail方式繳交。
  5. 繳交日期：1月17日下午4:30前。
A、食品科學倫理個案議題：
  1.參考上課食品科學倫理議題之講義。
  2. 違反食品安全、衛生法規之食品科學專業倫理。
  3. 食品企業與專業工作之關係及可能產生之專業倫理問題。
  4. 食品或生物科技轉移與研發之專業倫理。
  5. 不實宣告之減肥食品、保健食品或其他特殊食品。
  6. 食品污染（養豬、食品工廠對河川污染）。
  7. 基因改造食品。
  8. 過量食品添加物。
  9. 米酒中甲醇中毒。
 10. 我國進入WTO後政府農魚業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