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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中，為了維繫社會秩序的正常運
作，因而產生各類型的社會規範，包括法
律規範、道德及宗教。在這之中，以道德
及法律之界線最容易混淆及界定，往往出
現違反道德卻不違法，或為基於道德卻不
甚違法的情事出現，道德跟法律，之間的
界線我們該如何去拿捏呢？ 

一、主旨 



透過新聞賞析解讀、問題討論、日常生活
經驗分享、學習單等方式，協助學生認清
道德及法律的異同，並藉由實際案例討論
及反思，建立正確道德及法律之界線及認
知。  

二、教學方式 



兩節課（100分鐘）配合： 

第二章第一節：教育、道德與倫理 

第二章第二節：基本法律制度的認識。  

三、時間 



第一節課 



■活動時間：10分鐘 
（一）引發動機：教師先說列舉下列何者行為是違

法？何者並沒有違法？ 
■考試作弊   ■酒駕肇事 

■和尚偷吃肉  ■借錢不還 

■搭車不讓座  ■偷看限制級電影 

為何都是不該做的行為，怎麼有的違反法律，有的
卻無違法之虞，其差別在哪裡？ 
主要在於上述行為源自道德與法律的差別。有的僅
是違背道德良知，但不到違法程度，但有的卻已是
達到違法的程度了。  

活動一：我這樣做會怎樣？ 



（二）道德及法律之內容、制裁效果之異同 

在人類的團體社會中，因為彼此互動密切，因而需
要一些準則來約束眾人行為，避免衝突師序現象發
生，這些準則包括道德、宗教、風俗及法律，一般
通稱為社會規範。 

活動一：我這樣做會怎樣？ 



內容層次上的差異： 

■道德： 

在某一個社會中因長久的共同文化信念，所產生對
人的行為品德的要求。道德往往因文化差異而出現
標準及內容不一，某地認為違反道德的行為，可能
在另一文化中被視為理所當然或允許的行為。 

■例如： 

臺灣人習慣詢問親友之工作酬勞、感情狀況以示關
懷，西方人認為此舉侵犯個人隱私，相當不道德。 

活動一：我這樣做會怎樣？ 



內容層次上的差異： 

■法律： 

透過立法程序制訂，且以國家權力為後盾，強制實
行的社會規範，各國法律內容不盡相同，但只要是
違反法律內容，都必須接受制裁。 

■例如： 

各國法律皆認為強盜行為是犯罪，犯罪者必須接受
刑事制裁。 

活動一：我這樣做會怎樣？ 



作用方式上的差異： 

■道德： 

約束內在的良心或信仰，違反者受良心譴責，或受輿
論批評，但不受到公權力制裁。例如：高中老師與學
生談戀愛。 

■法律： 

約束人外在的行為，法律具有強制力，違法者必須受
公權力制裁。 

活動一：我這樣做會怎樣？ 



■實例分享：玻璃娃娃案件 

■分享時間：10分鐘 

■實例主旨： 

為了實踐道德，卻違法被告，道德與法
律真的互相違背？ 

活動二：實例分享 



玻璃娃娃案（或稱景文高中玻璃娃娃事件）
是2000年9月13日於台北市景文高中所發
生的一場意外事件。該案民事程序於二審
判決時，透過新聞報導而受到公眾的矚目
並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也引發了「好心是
否也需量力而為」的爭論。 

活動二：玻璃娃娃事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C%9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AF%E6%96%87%E9%AB%98%E4%B8%AD


本案的二審判決引起了媒體的廣泛報導，輿
論一片撻伐。許多人擔心，如此判決以後讓
人怎敢協助身心障礙者，這將會造成寒蟬效
應，使社會大眾不再勇於拔刀相助，協助弱
勢族群，導致這個社會變得更冷漠。 

中華玻璃娃娃社會關懷協會理事長鄭淑勻更
發表口頭聲明說，日後若有人因協助玻璃娃
娃不慎受傷或致死，家屬將不予追究，希望
社會大眾對玻璃娃娃持續伸出援手。 

活動二：玻璃娃娃事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92%E8%9F%AC%E6%95%88%E6%87%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92%E8%9F%AC%E6%95%88%E6%87%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B%E7%92%83%E5%A8%83%E5%A8%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B%E7%92%83%E5%A8%83%E5%A8%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B%E7%92%83%E5%A8%83%E5%A8%83


在另一方面，本案判決也造成老師們個個人心
惶惶，擔心稍有不慎就必須要吃上官司，甚至
面臨刑事追究。還出現過老師做出要弱勢學生
簽切結書等希望能夠自保的行為。 

活動二：玻璃娃娃事件 



而對於本案，前總統李登輝曾表示：「做好事的
人沒有好報，反而被判賠償，遭受這樣的待遇，
顯示社會價值已經喪失。」，國民黨立委徐中雄
更激烈的表示：「做出這種判決的法官必定是來
自『黑暗星球』，才會扼殺人類文明的善良面，
應該被判處的不是陳同學，是判決的法官。」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活動二：玻璃娃娃事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8%BD%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7%99%BB%E8%B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9%BB%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5%A7%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4%B8%AD%E9%9B%84


腦力激盪： 
1.你對此事件有何看法？ 

2.日後還會幫助玻璃娃娃症的同學嗎？為什麼？ 

活動二：玻璃娃娃事件 



■題目：我為了落實道德卻違背法律？（5分鐘） 

■分組討論： 

請同學討論，哪些狀況可能是實踐道德卻違反法律的？
並請同學發表討論結果。 

 

■例如： 

窩藏犯罪的家人、為了救親人違法輸血、為了緊急送
醫卻闖紅燈撞傷人。 

活動三：動動腦時間(一) 



■實例：邱小妹事件（10分鐘） 

■實例主旨： 

此事件說明，為了遵守法律，卻延誤就醫時機，
有違道德。 

活動四：實例分享 



邱小妹事件是一起發生於2005年1月10日，因為
醫療機構的疏失與怠慢，以及台北市災難應變指
揮中心的指揮調度失當，最終導致一條幼小的生
命就此葬送之事件。 

活動四：邱小妹事件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E6%9C%8810%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1%E6%9C%8810%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1%E6%9C%8810%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1%E6%9C%8810%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C%9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1%BD%E9%9B%A3%E6%87%89%E8%AE%8A%E6%8C%87%E6%8F%AE%E4%B8%AD%E5%BF%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1%BD%E9%9B%A3%E6%87%89%E8%AE%8A%E6%8C%87%E6%8F%AE%E4%B8%AD%E5%BF%83&action=edit&redlink=1


當時該事件遭媒體揭露時，台灣輿論一片譁然。首先
兩位醫生被批評缺少「醫德」，其在值班時間內擅離
職守，未親自對病人加以診斷就決定轉院，致使病人
錯過了急救的最佳時機。不過如果追查實際情況，醫
生是做出正確診斷，錯誤的是制度及資源不足，輿論
不就整體醫療制度及資源不足加以改善，只會對醫師
做出錯誤的要求，無助於提升整體醫療品質。事後，
台北市醫師懲戒委員會曾開會討論懲處辦法，聯合醫
院仁愛院區神經外科主治醫師劉奇樺被停業三個月，
總醫師林致男被停業六個月，二人均需接受20小時的
醫學倫理教育。 

 

活動四：邱小妹事件 



另外一個受到關注的焦點是，作為台灣醫療資源最豐
富的大台北地區，竟發生了腦神經外科病房遍尋無著
的現象，且經台北區醫療網緊急應變中心調度未果，
致使重傷病人遭到四處轉送，最後在150公里外的中部
濱海醫院才得以就診開刀。時任台北市議員的李文英
以仁愛院區1月10日的患者登記簿為據，指出院方有多
個急診的床位可以緊急調動。另外，李文英、藍世聰
亦對市府方面的調度提出了質疑，指出市府亦可在市
立聯合醫院萬芳等院區為邱小妹提供安置。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 

 

活動四：邱小妹事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6%96%87%E8%8B%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7%8D%E4%B8%96%E8%81%B0


■分組討論時間：5分鐘 

■分組討論： 

請同學討論，哪些狀況可能是沒有違反法律規範，卻
有違道德？並請同學發表討論結果。 

 

■例如： 

搭車不讓座、先生對妻子說謊、買電影票插隊 

活動五：動動腦時間(二) 



■討論時間：5分鐘 

■討論規則： 

老師列舉案例，由學生判斷哪些屬於實踐道德卻違反
法律、哪些是有違道德卻無違法，前者為黑，後者為
白，學生依老師列舉案例依序回答。 
 

■例如： 

窩藏犯罪的家人、為了救親人違法輸血、為了緊急送
醫卻闖紅燈撞傷人。搭車不讓座、先生對妻子說謊、
買電影票插隊。 

活動六：道德法律黑白配 



■討論時間：5分鐘 

道德與法律皆是社會規範，然而事實上，兩者
也有相互矛盾抵觸之處，最好能兼顧道德與法
律，但若遇到兩者有相抵觸之時，同學們該如
何抉擇，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活動七：觀念澄清 



第二節課 



■電影欣賞：姊姊的守護者(10分鐘) 

■觀後老師說明： 

基於道德，妹妹理應在不犧牲生命前提下，
委屈自己救姊姊，但妹妹卻基於法律，決定
捍衛自己身體自主權，但也引來媽媽的不諒
解。 

■書寫影片學習單（5分鐘） 

 

活動一：電影欣賞 

01(02分26秒) 02(01分11秒) 03(03分13秒) 

04(07分21秒) 05(10分43秒) 06(01分47秒) 

姊姊的守護 



■進行方試： 

老師列舉法律與道德相衝突之案例，同學兩相
考慮後決定如何做？決定要拍賣掉什麼？ 

■例如： 

1.家人病重缺錢，是否鋌而走險偷錢？ 

2.自己感染不治重病（愛滋），家人卻急需自己
捐血急救？ 

3.家人久病厭世，要求自己拔掉呼吸器。 

 

 
 

活動二：道德法律拍賣會 



■討論時間：15分鐘 

■討論規則： 

一、老師給同學1分鐘思考，後詢問要拍賣道德
的同學請舉手，並點名同學說明理由，說
明完後老師敲槌喊”成交”！ 

 

二、詢問要拍賣法律的同學請舉手，並點名同
學說明理由，說明完後老師同樣敲槌喊”
成交”！ 

 

 

 
 

活動二：道德法律拍賣會 



■分享時間：10分鐘 
■實例背景： 
湯英伸（－1987年5月15日，鄒族名字迪亞），是
臺灣原住民鄒族人，他父親湯保富的叔叔為湯守仁，
為當年臺灣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湯英伸曾就讀嘉
義師專，後因故休學。1986年初，為負擔家計，從
阿里山鄉特富野（當時稱吳鳳鄉）前往臺北市謀職，
他根據報紙上的西餐廳徵人廣告前往應徵，但不料
該餐廳的真面目是求職介紹所，誤入求職陷阱的湯
英伸被介紹到洗衣店工作，並且欠下了介紹費三千
五百元，又遭到僱主扣留身份證，還被迫超時工作。 

 

 
 

活動三：實例分享湯英伸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4%92%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AF%E5%AE%88%E4%BB%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7%99%BD%E8%89%B2%E6%81%90%E6%80%96%E6%99%82%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98%89%E7%BE%A9%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98%89%E7%BE%A9%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9%87%8C%E5%B1%B1%E9%8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實例背景： 
1月25日，工作九天後，湯英伸酒後與僱主發生衝
突，情緒失控之下殺害了僱主一家三口，湯英伸犯
案後前往警局自首，因殺人罪被判處死刑定讞。 

因此案涉及原住民遭到漢族欺壓、歧視和剝削等敏
感問題，而引發社會各界加入聲援湯英伸行列，並
且向總統蔣經國請願，希望能夠「槍下留人」，但
由於黨外人士參與其中，觸犯到中國國民黨的政治
禁忌，最後仍於1987年5月15日執行槍決，湯英伸
成為臺灣最年輕死刑犯（19歲）。執行槍決時他拒
絕法醫為他施打麻醉藥，因為他說「自己罪有應得、
所以必須接這個刑痛」。 

 

 

 
 

活動三：實例分享湯英伸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BB%E5%88%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4%A3%E7%B6%93%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A8%E5%A4%96


■實例背景： 
當年時任教東海大學的蔣勳說：「湯英伸的案件，
絕不是單純的刑事案件，多年來，達邦的曹（鄒）
族背負了謀殺吳鳳的歷史罪名。謀殺吳鳳的歷史罪
名，是這一個種族幾乎生下來就註定了《原罪》，
長期來，在屈辱、犯罪的歷史情結下所受的壓抑，
應該從文化、社會的觀點，重新省視湯英伸的案件。
曹（鄒）族沒有殺吳鳳，如果湯英伸判死刑，便是
『吳鳳殺人了』。」 這個案子當年很轟動。引起相
當大的關注。同情兇手的人很多，不少人聯合登報
呼喻特赦。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活動三：實例分享湯英伸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5%B7%E5%A4%A7%E5%AD%B8_(%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4%A3%E5%8B%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B3%E9%B3%B3


■腦力激盪： 
1.你對此案有何看法？ 

2.你同情湯英伸嗎？ 

3.如果你是湯英伸，你會怎麼做？ 

 

 

 
 

活動三：實例分享湯英伸案 



■反思時間：10分鐘 
■反思題目：遵守道德是否可能逼迫犯罪？ 
■例如： 
每個人在家庭中，或職場上，都會謹守家庭或工作
倫理。但是，若基於孝順父母親理由，被父母慫恿
去做犯法行為，如運毒、賣淫，此時就涉及犯罪。
另外，為遵從長官命令，從事貪污、詐騙等犯罪行
為，雖是遵守道德，但亦是違反法律，必需付出代
價。 

 

 

 
 

活動四：老師導引反思 



■活動時間：5分鐘 
■觀念澄清及結論： 
德國法學家耶林涅克說：「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
德」，許多法律都納入道德觀念，透過法律的強致
力，才得以讓道德實踐。雖然生活現實中，仍有許
多時候道德可能與法律衝突，以致為了落實道德卻
做出違法情事，但法律終究是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
線，況且，違背道德，雖個人良心、名譽會遭到譴
責，但代價不大，不若違反法律可能造成更多人的
利益損失。因此，當遇到道德與法律衝突，面臨兩
難時，仍須以遵守法律為優先考量，而道德與法律
之間的漏洞，唯有透過修法予以彌補。  

 

 

 
 

活動五：老師觀念澄清、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