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 106 年度教學卓越暨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人才特色優勢共構計畫_特色及典範轉移) 

2017 第三屆「專業倫理」教學國際論壇 

一、 活動目的與說明 

中原大學教育理念以培養品格涵養與專業知識兼備之知識分子為目標。在「專業倫理品

格實踐」政策內容方面，呼應企業對人才品格的重視，塑造全人教育的優秀特色，提升畢業

生就業競爭力，落實品格與全人教育，奠立大學倫理教育永續發展之磐石。 

本校 102 學年度正式成立「專業倫理教學發展中心」，致力推動校內各學院發展倫理課

程與教材、培育種子師資與發展課程多元媒材，並自 104 學年度起，將「專業倫理」課程，

列為各學院之院通識必修核心課程。為推展各界對專業倫理課程的重視與參與，透過此次的

論壇，邀約國內外具專業倫理教學經驗的大學教授做一經驗交流，並與各大專院校共享。敬

盼各界踴躍參加，期許各種倫理關係的和諧與深度發展，帶動幸福的人生。 

二、 辦理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 

          (教學卓越計畫及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補助) 

2. 主辦單位：中原大學專業倫理教學發展中心、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 

3. 協辦單位：教務處教學卓越辦公室、教師教學發展中心、科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 

三、 活動地點：中原大學 國際會議廳 圖書館 1F(上午場)、領導力中心 維澈 9F(下午場)。 

四、 活動日期：106 年 12 月 6 日(三)。09:30-12:00(上午場)、13:30-15:00(下午場)。 

五、 活動議程：請參附件。 

六、 參加對象：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高中職教師及對倫理課程教學有興趣者。 

七、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2 月 5 日(二)24:00 截止。透過網路報名，「中原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網站」http://tle.cycu.edu.tw/index.do→活動報名→2017「專業倫理教學論壇」→

點選「我要報名」，填寫相關資料送出即可。大會備有餐點，請於報名時註明「葷或素」。

上午場與下午場分開報名參加。 

八、 活動費用：免報名費，由教育部補助。 

九、 交通方式：參中原大學路線圖及活動會場配置圖請參附件。自行開車者，可停於本校維 

澈樓地下停車場，研討會結束請向大會領取通行證。 

十、 聯絡方式：中原大學教務處 專業倫理教學發展中心 張慧穎小姐。 

 (03) 2652096  e-mail：huiying@cycu.edu.tw 

備註：凡全程參加本活動者，活動結束後由本校核發研習證明(活動後 1 個月內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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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06 年度教學卓越暨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人才特色優勢共構計畫_特色及典範轉移) 

2017 第三屆「專業倫理」教學國際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eaching Professional Ethics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中原大學專業倫理教學發展中心、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 

三、 活動時間：106 年 12 月 06 日(三) 09:30-12:00(上午場)、13:30-15:00(下午場) 

四、 活動地點：中原大學 國際會議廳(圖書館 1F)及領導力中心(維澈 9F)。 

五、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2 月 05 日(二)24:00 截止。 

六、 網路報名：上午場與下午場分開報名。 

專業倫理教學論壇(上午場)：https://goo.gl/Vzx3gP  

專業倫理教師座談(下午場)：https://goo.gl/DzkhU8  

七、 參加對象：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高中職教師及對倫理課程教學有興趣者。 

八、 活動安排： 

大會主題 專業倫理中的創新教學思維  

「專業倫理」教學論壇議程 

09:10-09:30 報到(地點：中原大學 國際會議廳 圖書館 1F) 

09:30-09:50 
開幕典禮 

音樂饗宴 

09:50-10:00  致詞：中原大學校長 張光正 

10:00-11:55 

10:55-11:05 休息 

大會專題演講：專業倫理與優生優死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ervice for Good Birth and Good Death  

(專題演講 100 mins、中場休息 10mins) 

 主講人：羅秉祥教授 Associate Dean, Professor LO Ping Cheung  

      (香港浸會大學 文學院副院長，宗教哲學系教授，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 

11:55- 午餐 

教師座談(引言、雙向交流) 

13:20-13:30 報到(地點：中原大學 領導力中心 維澈 9F) 

13:30-15:00 

座談主題：倫理可不可以教 

主持人：羅秉祥教授 

引言人/主題：1.中原大學 工業系 饒  忻老師(學務長)/品格與倫理 

             2.中原大學 數學系 高欣欣老師(校牧室主任)/科學與倫理~一場思辨之旅 

  3.中原大學 企管系 丁姵元老師(專業倫理教師)/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 

             4.中原大學 景觀系 連振佑老師(專業倫理教師)/環境與倫理的思辨 

交流：與會教師。 

15: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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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Title and Abstract 

 

Abstract： 

「專業倫理與優生優死」 

生與死，是人生最重大兩個里程碑。由於科技發達，甚麼是自然生殖、自然死亡，已日益模

糊。如何「優生」及如何「優死」，反而成為文明社會經常辯論的問題。「優生」包括買賣

優質卵子精子、基因設計嬰兒；「優死」包括安樂死、安寧死亡、自殺、協助自殺。 

這演講特別適合以下專業的關注：醫院及診所工作人員 、生物科技工作人員、生物醫學工程

師 、商業中介公司、基因設計師、教育工作者、法律工作者。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ervice for Good Birth and Good Death 

The debates on good birth (eugenics) and good death (euthanasia and assisted suicide) are frequent 

in advanced societies, as “natural birth” and “natural death” are becoming “old fashioned.” 

Advances in biotechnology and health care services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social values demand 

us to re-think these topics ethically.  Various kinds of professions in society also need to assess 

morally what kind of services they should offer. 

 

Dr Ping-cheung Lo biography： 

羅秉祥，香港出生，1978 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哲學系，在美國留學獲取兩個博士學位：道德哲

學（美國紐約州立大學，1982）、宗教倫理學（耶魯大學, 1990）。自 1990 年起任教於香

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現職該系教授，文學院副院長、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並曾

任系主任 7 年。研究領域包括中西比較生命倫理學、中西比較戰爭倫理學、基督教倫理學等。

出版中英文著作包括專著 10 本（作者），專書 9 本（編者），學術論文約 80 篇。 

Ping-cheung Lo (B.A. in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78; Ph.D. in Moral Philosoph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1982; Ph.D. in Religious Ethics, Yale University, 1990).  

He has been teaching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since 1990, and is now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Associate Dean of Arts Faculty, and Director of Centre for 

Applied Ethics, and was Head of Department for 7 years.  His research expertise is i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bioethics, Chinese-Western warfare ethics, and Christian Ethics. He 

has published 10 books as author, 9 books as editor, and about 80 academic papers. 

 



中原大學交通資訊 http://www.cycu.edu.tw/map.html 
(一) 自行開車 

 國道 1 號： 

1. 南下：「內壢交流道」（57K）→中園路→(右轉)中華路→(左轉)普義路→中山東路→(左轉)

幸福街→(右轉)中北路→中原大學校門 

2. 北上：「中壢交流道」（62K）（往中壢方向）→民族路→(左轉)環西路→環北路→普義路

→中山東路→(左轉)幸福街→(右轉)中北路→中原大學校門 

 國道 3 號：「大溪交流道」（62K）（往中壢方向）→永昌路→ (左轉)「66 號快速道路」→「中

豐路」出口→(右轉)中豐路→(右轉)環南路→環中東路→(左轉)中山東路→(右轉)幸福街→(右轉)

中北路→中原大學校門 

(二) 搭乘火車：至中壢火車站後，轉搭桃園客運 155 或 156(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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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場：領導

力中心 

維澈 9F 

上午場：

國際會議

廳 圖書

館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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