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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生物科技的發展所衍生出生物倫理(Bioethics)的議題，探究其個人
背景變項對生物倫理的態度與生物倫理教學態度的差異性。問卷依據韓躍紅(2003)、蔡
超(2006)與鄭榮輝和林陳涌(2002)的研究觀點，編製出「生物倫理態度問卷」
。問卷信效
度，採專家效度，信度為『生物倫理態度』α值=.8352；
『生物倫理教學的態度』α值=.8074。
97 學年度高雄地區國中在職教師為研究範圍，但是不包括實習教師及代課教師，採便利
取樣(convenience sampling)總計發正式問卷 278 份，回收率 96％，有效問卷 256 份，可
用率 99％。研究發現約有八成教師不瞭解生物倫理或從未聽過生物倫理研究內容，認知
會影響對生物倫理態度與生物倫理教學的態度。教師自己覺得任教科目與生物倫理相關
性是影響是否願意教授生物倫理很重要的因素。八成以上國中教師同意生物倫理七項層
面問題(人體問題、生物安全問題、知情權的問題、隱私權和歧視問題、侵犯人尊嚴的
問題、專利問題、社會公正問題)。「理工醫農(有修生物)」教師生物倫理認知較高，「教
師兼行政」教師生物倫理行動願意度高於「教師兼導師」教師。女性教師生物倫理情意
優於男性教師。「20~29 歲」教師生物倫理教學的態度優於其他年齡層教師。「生物倫
理態度」與「生物倫理教學態度」間有顯著相關，故教師的生物倫理態度會影響生物倫
理教學態度。
關鍵詞:生物倫理、生物倫理態度、生命倫理、bioethics

一、前言
過去十年中，生物倫理學作為公眾對新科技關注的焦點之一。(Meredith Wadman
等著, 王乃粒譯,1997)。科學技術強大，而倫理學環境相關薄弱。生物倫理學發展必然
要面臨眾多的困難(高崇明和張愛琴,2004)。當我們面對生物科技快速發展的世界，在社
會上所引發社會大眾關注與爭論的相關議題時，經由基因改造的食物、所開闢的世界，
赫胥黎「美麗新世界」中勾勒出的柏拉圖式烏托邦世界，是否真的美麗？ Richard Clarke
Cabot(1868-1939)在其著作“
TheMe
a
n
i
ngofRi
g
hta
ndWr
ong
”
便指出「倫理和科學應該攜
手」(范建得和戴華,2004)。「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我們發展生物科技，而不應該忽略
了人性的本質。所以，生物科技應該成為生物倫理的載體，生物科技的發展迅速，對人
類社會帶來了是幸或不幸?生物科技發展，如同一把雙刃，不僅發展生物科技也需考量
到生物倫理；因為，生物科技所帶給人們的衝擊，取決於科學技術的主體-人；教師身
為教育的前線，面對的是未來做決定的公民。所以更突顯出教師在生物倫理的重要性角
色。台灣社會中，教師經常被視為高道德的象徵，學生對科學的觀點受教師及教科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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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很大，教師是影響學生的科學信念的重要來源。知識的傳授要從小培養，因此負責
學校教育的師資本身具備生物倫理的態度，值得我們關注。故本研究以國中教師為對
象，探究其個人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學歷、畢業學校類別、任教科目、服務年資、
擔任職務、婚姻狀態、族群、宗教信仰）對生物倫理的態度(認知、情意、行為) 與生物
倫理教學態度的差異性。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針對下列四項問題進行研究：
一、高雄地區國中教師個人背景變項與生物倫理經驗的現況為何?
二、高雄地區國中教師對生物倫理態度分析現況為何?
三、高雄地區國中教師對生物倫理教學的態度為何?
四、不同背景變項國中教師對生物倫理態度之差異情形為何?
五、生物倫理態度與生物倫理教學的態度之相關性為何?

二、生物倫理意涵與發展史
生物倫理學(Bioethics)詞源來自希臘字 Bio(生物)及 ē
t
hi
kē
(
倫理)，是應用倫學之一，
探討生物科技所衍生出的倫理議題。Van Rensselaer Potter 最早使用這一個術語的學者之
一，他在《進化倫理學概念》( Evolving Ethical Concepts)一書中寫到:『倫理學的價值不
能與生物學的事實分開』
。由於生物倫理(Bioethics)包含不少醫學倫理的內容，有人建議
將 “
生物倫理學”
改成“
生物醫學倫理學”(
Bi
ome
di
c
a
le
t
hi
c
s
)
。不過，有不少生物學家認
為，以人為研究對象的醫學只是生物學的一門特殊分學科，因此世界上大部份的學者至
今仍然繼續使用『 生物倫理學』這一個術語。(高崇明和張愛琴,2004)。UNESCO(2005)
認為關於幹細胞研究、遺傳檢驗、複製(生命科學方面的發展帶給人改善建康和控制全
部生物物種的發展過程提供出新的動力)衍生出社會、文化、法律和倫理議題，人們創
造出一個新名詞:生物倫理學 bioethics。生物倫理學乃集合多重專業(multidisciplinary)之
學術研究領域，參與者可包括醫學、生命科學、哲學、神學、法學、經濟學、心理學、
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之學者及研究方法，但是其本質與核心仍是屬於一種哲
學的探問(philosophical inquiry)(蔡甫昌，2000)。我們以下面一個圖解(圖 1)說明生物倫理
與其相關學科(邱仁宗，1987):

教育

社會科學

倫理學

哲學

醫學

生命科學

生物倫理

圖 1 生物倫理與其相鄰學科的關係
邱仁宗(1987)生物倫理與其相鄰學科的關係中，共有三個環節構成生物倫理學。研
究者思考著為何教師位於教育的第一線教育中，但是在三環中並無見到。但確可以看其
中生命科學與醫學。學生對科學的觀點受教師以及教科書的影響很大，教師是影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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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信念的重要來源。知識的傳授要從小培養，因此負責學校教育的師資本身具備生
物倫理的態度，將值得我們關注。所以研究者於社會科學旁加入『教育』。我國國科會
與基因有關的科學研究，主要由生物處負責，但在「一條老鼠跑過水溝，即歸農委會管」
的邏輯下，提及國家基因體計畫的人文議題，包過社會、法律、哲學等層面，均由人文
處負責 (台灣 ELSI 研究中心,2004)。國際上，1993 年 9 月成立「國際生物倫理學委員會」
，
當時它是由來自 32 個國家的 50 名成員構成，其中包括 4 位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獲獎者
以及律師、遺傳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人口學家、政治家和作家等 (高崇明和張愛
琴,200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2005 年通過『世界生物倫理與人權宣言』
。從
一般共同性的角度，現代生物技術中存在的具有代表性的生物倫理問題(韓躍紅,2003），
研究者整理如下，共有八項：
(一)、人體問題：生物科技對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安全問題，主要有：1.基因食品的人體
安全問題；2.基因治療、幹細胞治療、異種器官移植等臨床治療的安全問題；3.
人畜之間進行體細胞移植，會不會把畜體上疾病傳給人類；4.生殖性的複製技術
若應用於人體的安全問題:包括技術不成熟的條件下能否從事生殖性複製的研究
與應用?如果人為造成複製後代的殘障、發育異常、早衰等問題，該如何處理？
(二)、生物安全問題：生物科技對環境與生態系統的影響問題，主要有：1.經過基因工
程改造過的細菌、病毒等微生物流散到自然環境中，會不會對其它生物和環境產
生危害?產生新病源?對人類構成新的危害。2.大量的基因轉殖生物進入自然的環
境後，會不會降低了自然界遺傳的多樣性? 3.基因轉殖技術完全按照人類的需
求，短時間跨物種基因轉移，這樣會不會破壞生物界通過數億年演化的自然平衡。
(三)、知情權的問題: 使用生物科技產品使用者的知情權，主要有：1.如何保護消費者對
基因轉殖食品的知情選擇權? 2.臨床工作中如何實施病人與其監護人對基因治
療、輔助生殖技術、器官移植等治療手段的知情同意權。3.提供人體基因檢查或實
驗時的知情同意權。
(四)、隱私權和歧視問題: 使用生物科技產品使用者的隱私權和歧視問題，主要有：1.
要如何保護基因檢查或診斷時的涉及到個人隱私權? 2.基因訊息洩露會不會帶來基
因歧視?
(五)、侵犯人尊嚴的問題:生物科技研究所應用中有關侵犯人的尊嚴問題，主要有:1.人類
胚胎幹細胞的研究中，需要人為培養人類早期胚胎以提取幹細胞，並且最終將胚胎
毀壞，這是否對人類尊嚴的侵犯? 2.人的個體或器官可能成為實驗操作的對象和商
業獲利的手段，這是否對人類尊嚴的侵犯?
(六)、專利問題:生物科技引起專利制度的挑戰以及國與國之間的資源爭奪問題，主要有:1.
基因能否申請專利? 2.通過基因工程改造過的生物體能否成為專利品? 3.如果承認
上述的專利，將如何解決國與國之間為爭奪基因專利的問題? 4.基因專利後是否阻
礙科學家之間的學術交流?
(七)、社會公正問題:生物科技存在著社會公正問題，主要有:1.生物科技發展強調商業成
功，是否意味生物高科技成果只能供富人享用，而窮人因為支付能力有限而不能享
受? 2.若國家、地區將有限的研究經費投注於生物科技，影響到其它發展的技術研發
經費，對民眾是否公正? 3.組織器官工程實施後，意謂人的壽命與支付器官移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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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直接相關。4.生物科技廣泛使用，是否壓抑到其它有效的傳統治療法。
(八)、其他倫理問題:生物科技的研究發展中存有其它的倫理問題，主要有:基因改良的技
術是否助長基因歧視和新的種族主義?產生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依據韓躍紅(2003)、蔡超(2006)與鄭榮輝與林陳涌(2002)的研究觀點，
發展出研究目的與架構，依此形成問卷的內容架構後，編製出「生物倫理態度問卷」與
「生物倫理教學的態度問卷」作為資料蒐集的工具。問卷內容包括三部分背景資料、對
生物倫理的態度、對生物倫理教學的態度等。(一)背景資料:性別、年齡、學歷、畢業學
校類別、任教科目、服務年資、擔任職務、婚姻狀態、族群、宗教信仰。(二)對生物倫
理的態度:以生物科技領域中的基因所引起的生物倫理作為問卷主軸，問卷架構根據韓躍
紅(2003)、蔡超(2006)與鄭榮輝和林陳涌(2002)的研究觀點及參考其設計的問卷所發展，
對本研究對生物倫理的態度問卷內容分別為認知、情意、行動，在情意部份又分兩部份，
第一部份為生物倫理觀點與第二部份生物倫理七項層面問題(人體問題、生物安全問
題、知情權的問題、隱私權和歧視問題、侵犯人尊嚴的問題、專利問題、社會公正問題)。
(三)對生物倫理教學的態度:七個因素(個人因素、政策因素、學校因素、師資培育的過程、
學生因素、其它因素)。(四)問卷填答與計分方式:根據學者 Berdie(1994)研究經驗，提出
在多數情況下，李克特式量表(Liker-types Scale)五點量表(points)是最可靠的，選項超過
五點，一般人難有足夠的辨識力(吳明隆、涂金堂，2005)。本問卷於『對生物倫理的態
度』與『對生物倫理教學的態度』量表部份，採用李克特式五分量表。計分方式從五分
到一分，代表『非常同意』、『同意』、『中立意見』、『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分數
愈高者表示受試者對於該題目的態度認同程度較高，反之則較低。為瞭解『對生物倫理
的態度』中情意與行動有六題加入雙層式選擇題，以更深入瞭解受試者想法。
根據學者 Gay(1992)提出描述研究時，樣本數至少占母群體的 10%。(吳明隆、涂金
堂，2005)。本研究考慮到研究者人力及時間上的限制，以便利取樣(convenience
sampling)97 學年度高雄地區國中在職教師為研究範圍，但是不包括實習教師及代課教
師，總計發正式問卷 278 份，回收問卷 258 份，回收率 96％，剔除無效問卷 2 份，合
計有效問卷 256 份，可用率 99％。

四、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國中教師對生物倫理的瞭解並不普遍，約有八成教師不瞭解生物倫理或從
未聽過生物倫理研究內容。可見我國目前生物倫理教育，尚未有完整的規劃重視。生物
倫理知識來源，主要來自廣告、電視、報紙、網路等新聞媒體。國中教師的生物倫理認
知情形偏低，認知會影響對生物倫理態度與生物倫理教學的態度。教師自己覺得任教科
目與生物倫理相關性是影響是否願意教授生物倫理很重要的因素。九成以上教師對生殖
技術層面予正面肯定較多，並重視專家的評估。八成以上國中教師同意生物倫理七項層
面問題(人體問題、生物安全問題、知情權的問題、隱私權和歧視問題、侵犯人尊嚴的
問題、專利問題、社會公正問題)。對基因工程改造過的『生物體』能成為專利品的議
題有四成教師同意，也有三成教師持反對意見及三成教師持中立意見，故此議題較具有
爭議性，值得去深思。生物倫理教學方面，有八成以上教師願意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生
物倫理議題。 國中教師在學歷、主要任教科目、婚姻狀態、族群、宗教信仰在「生物
倫理認知」、「生物倫理行動」、「生物倫理情意」、「生物倫理教學的態度」等四生
物倫理教育態度之分層面，沒有顯著差異。「理工醫農(有修生物)」教師生物倫理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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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教師兼行政」教師生物倫理行動願意度高於「教師兼導師」教師。女性教師生
物倫理情意優於男性教師。「20~29歲」教師生物倫理教學的態度優於其他年齡層教師。
「生物倫理態度」與「生物倫理教學態度」間有顯著相關，故教師的生物倫理態度會影
響生物倫理教學態度。

五、結論與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五個待答問題而得到的結果與討論，分述如後：
(一)生物倫理瞭解與資訊來源
國中教師對生物倫理的的瞭解並不普遍，約有八成教師不瞭解生物倫理或從未聽過
生物倫理研究內容。可見我國目前生物倫理教育一環尚未有完整的規劃重視。生物倫理
知識來源，主要來自廣告、電視、報紙、網路等新聞媒體。而新聞媒體的知識以生物科
技商業性標題居多，較少見深層的生物倫理的思考。
(二)國中教師對生物倫理態度分析
國中教師的生物倫理認知情形偏低，認知也會影響對生物倫理態度與生物倫理教學
的態度。教師自己覺得任教科目與生物倫理相關性是影響是否願意教授生物倫理很重要
的因素。九成以上教師對生殖技術層面予正面肯定較多，並重視專家的評估。八成老師
認為發展生物科技時考量倫理因素與利弊是重要考量，八成以上國中教師同意生物倫理
問題。對生物倫理的專利問題層面有七成教師同意『基因』若能申請專利權，會影響科
學的進展與研究與基因申請專利權後，會阻礙科學家之間的學術交流。對基因工程改造
過的『生物體』能成為專利品的議題有四成教師同意，也有三成教師持反對意見及三成
教師持中立意見，故此議題較具有爭議性，值得去深思。八成以上教師將來願意在課堂
上與學生討論生物倫理議題，近七成國中教師認為生物倫理教育應使學生在面臨倫理困
境時能做自主判斷，但仍須符合某種共識（如法律）。
(三)國中教師生物倫理教學的態度分析
五成教師自己覺得自己不具備生物倫理教學的能力，而覺得自己具備生物倫理教學
能力的教師僅佔一成，所以應該積極提升教師生物倫理教學的能力。八成教師覺得政府
生物倫理議題的研究與探討較少，使教師瞭解不多，所以政府生物倫理教育政策的規劃
與執行佔很重要的影響性。五成教師不認為行政人員與同事會期望我教授生物倫理教
學，而且有六成多教師認為學校需要充實生物倫理相關的教學資料，以助教學。且師資
培育中增加生物倫理教學法訓練與課程會提升教師教授生物倫理的意願。七成教師覺得
生物倫理教學會增進學生對生物科技發展的認識與培養學生對生物倫理相關議題的責
任感。
(四)不同背景變項國中教師對生物倫理態度差異情形
女性教師對「生物倫理情意」的態度優於男性教師，且年輕教師較願意教授生物倫
理。「理工醫農(有修生物)」教師在「生物倫理認知」方面較高。其中以生物教師的生
物倫理認知顯著高於國文、英文、數學、地理、公民教師。雖然認知與主要任教科目、
生物倫理態度有顯著差異。教師自己覺得任教科目與生物倫理相關性是影響是否願意教
授生物倫理很重要的因素。
「生物倫理行動」在「教師兼行政」教師高於「教師兼導師」
教師，臺灣導師目前帶班的學生數較多、需處理學生及家長問題，可能會影響導師要另
外學習及教授生物倫理行動，此問題值得再深入探討。
(五)教育方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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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生物科技之發展認知普遍不足，沒有基本生物倫理概念，只相信媒體所言，
對未來的台灣教育將造成隱憂性問題。目前國內將生物倫理納入高中生命倫理的選修課
程，建議規劃生物倫理為必修課程，以提升國內科學發展的人文層面。師資培育中心應
該建立生物倫理的課程，鼓勵教師進修。生物科技蓬勃發展的時刻，科學教育應提供分
析問題、澄清價值之訓練，使教師能做理性且符合倫理之決策。政府與教育機構及教師，
規劃設計完整的生物倫理配套教育課程，包括生物倫理教材的編寫，及建議政府行政部
門整合，使政府機構人文處及生物處之間資源整合，真正提升生物倫理教育的成效。教
師多肯定生物倫理教育之重要性及願意教授生物倫理課程。學校可以提供多樣性教學資
源以提高生物倫理教學成效，學校定期舉辦生物倫理研習活動以鼓勵教師參與進修。生
物科技所帶給人們的衝擊，取決於科學技術的主體-人；教師身為教育的前線，突顯出
教師在生物倫理的重要性角色與媒體傳授資訊的客觀性。
(六)給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了解高雄地區國中教師對生物倫理教育的態度情形，由於影響的因素
極其複雜，而本研究對於教師性別、年齡、學歷、畢業學校類別、任教科目、服務年資、
擔任職務、婚姻狀態、族群、宗教信仰進行探討，建議可以質性訪談深入瞭解與探討。
研究的生物倫理認知題數六題，故若題數增加對生物倫理認知分析更準確。由於時間、
經費與人力的限制，只能針對高雄地區國中教師進行研究，故而調查之範圍及結果無法
涵蓋其他地區及其他領域，若能將範圍擴大及分層取樣，則其研究結果應當會有更廣的
應用性。本研究所採用的工具為研究者自編的問卷，經過項目分析信度及專家效度的考
驗，以符合本研究的需要，但仍有不周全之處，未來的研究可以發展更具信度、效度的
工具，以增加研究結果的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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