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護理倫理與法律知識 

編碼 BSN243  

學分 3  

必備科目 無 

副備科目 社 會 學  

時 間 第二年 第四學期 

  

教授方式 講 授  28 學 時  

 研 討  10 學 時  

 錄像及導修 7 學時 

  

評核 研 討 及 作 業  70% 

 測驗 30% 

 

序言 

這門學科包括兩個部分，倫理和法律。它的焦點放在將兩者在護理工作中統合使用，

亦涉及社會學和哲學中對護理的概念。第一部分將介紹倫理學、護理倫理及生物醫學倫理

相關理論，照護病人的基本倫理原則。為學生闡述倫理和道德的概念，啟發他們對道德觀

念的自我認識和承擔護理專業的角色義務，與學院“從人到仁”辦學思想的關係，介紹護

理倫理守則的內容及發展。科目中將會討論一些倫理的決策模式及常見的倫理爭議問題。

該門課程的第二部分將概述澳門法律制度，特別是澳門規範醫療衛生領域活動現有法律及

其發展狀況。強調醫院和護士在提供護理服務過程中的權利、義務和專業責任，以及如何

保障醫療服務消費者自身的權利和義務。 

透過對個案的小組討論與個人反思，深入探討倫理爭論中遇到的觀點和衝突。希望學

生在作臨床決定時，能綜合運用所學的法律和倫理知識作出合宜的決策。確立護理工作對

服務對象與護士本身的意義和價值，增強對護理專業的認同感和使命感。 

 

目的 

本科目結束後，學生能夠︰ 

1. 從哲學、倫理及法律的角度描述常見倫理學概念 

2. 舉例說明護理角色與專業守則的關係、價值和實踐 

3. 說出基本的生物醫學倫理概念、護理倫理理論和原則 

4. 運用倫理原則，合理分析及判斷臨床倫理個案 

5. 確認澳門法律並討論其在醫護領域中的意義 

6. 在臨床上，識別出與倫理及法律有關的事件，並作出綜合性分析以建立學生問題解決

的能力 

7. 對護理實踐負責，並能應用倫理及法律原則評判自身行為和判斷結果 

8. 增強對護理工作的專業認同 

 



 

大綱 

1. 倫理學原理及其在護理學上的運用 

1.1 倫理、道德、價值、仁、生命的概念及其在醫療領域、不同社會、文化的演繹 

1.2 在不同的情況下，護理專業的職責、權利與義務 

1.3 專業倫理規範的內容及研究進展 

1.4 護理倫理的基本理論和原則 

1.5 在倫理、法律、社會角度探討醫、護、患、家屬之關係 

1.6 生命倫理學原理及其在生命科學發展中的應用 

1.7 探討當代臨床常見倫理問題及其產生因素 

1.8 倫理決策程序 

1.9 護士素養與專業道德成長 

2. 法律常識及其與健康護理的關聯 

2.1 法律概述 

2.2 澳門居民的權利與義務 

2.3 民事法 

2.4 有關註冊、專業守則和責任的法律常識 

2.5 政府管制醫療衛生的有關法例  

2.6 探討衛生工作領域中常見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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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與互聯網 

中國醫學倫理學 

中華護理雜誌 

醫學與社會 

醫學與哲學 

護理雜誌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Nursing Ethics 

Nursing Philosophy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網頁內『仁愛境界』於

http://www.kwnc.edu.mo/student/digiboard/index.asp  

Bioethicsline at http://www.gerorgetown.edu/research/nrcbl/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Nursing Ethics Web site: 

http://www.freedomtocare.org/ian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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