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原發表於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之「2012通識教育學習成效與問

題/行動導向學術研討會」，2012年6月2日，感謝與會人員的提問與指教。另

外，也非常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建議與指正，本文已儘量納入修正意見。

謹以本文獻給文化大學曾參與此堂課程的同學，他們的熱情參與，是促成本文誕

生的重要動力。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Email: chuanweihu@gmail.com

摘要

關鍵字：問題導向學習、正反討論、公共爭議、相對主義

公共爭議與正反討論—
一個課程教學方式的反省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 二卷二期 頁75-100 2013年6月
南臺灣大學校院通識教育策略聯盟

75

＊

＊＊

（收稿日：2012年9月6日；接受刊登日期：2013年1月15日）

胡全威
＊＊

    以「正反討論處理公共爭議」作為課程進行方式，是否是一種好的教

學途徑？這種方式可能會動搖學生既有的道德信念以及加深同學們相對主

義甚至虛無主義的道德觀。本文則試圖為這種「動搖信念」以及「相對主

義」的指責提出反駁。首先指出「動搖信念」，事實上有助於糾正錯誤、

加強認識、更能貼近真理等優點。而正反討論是否會惡化相對主義觀點，

本文則認為正反討論也可以著眼於努力追求最佳正確判斷，並不必然反應

相對主義觀點。此外，透過聆聽對方論點，也是一種同理心、相互瞭解、

尊重的展現，這是朝向解決問題的開端，也不是只求各說各話而已。本文

並藉由課堂問卷與上課經驗，希望對於此一教學方式提供實務上的經驗分

享，並附加說明此種教學方式需注意之處。

＊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是當前國內通識教育中非常受

到重視的一種教學方式 。論者指出，問題導向學習可以激發學習者運用

既有的知識解決問題（訊息處理理論），建構自己解決問題的模式（建構

主義），以及透過反省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獲得更高一層的知識（後設認

知） 。若從實際教學經驗來看，問題導向的方式較有助於吸引注意以及

鼓勵學生融入課程，老師與同學之間可以有更多的互動關係等優點 。

    將問題導向學習，運用在哲學概論、道德推論、倫理教育、西洋政治

思想史等課程時，採用的方式，往往就是透過正反方立場的討論、質問與

辯護等，處理生活中常見的公共爭議問題或設想的道德兩難問題 。具體

參見黃俊儒：〈為什麼行動？解決什麼問題？──以行動或問題為導向的通識課

程，理念與實踐〉，《通識教育學刊》，6期，2010，頁9-27；辛幸珍：〈以問

題導向學習(PBL)整合跨領域學習於通識「生命與倫理」課程之教學成效〉，

《通識教育學刊》，6期，2010，頁89-107。鄭宇樑：〈問題導向學習的課程與

教學〉，《致遠管理學院學報》，1期，2006，頁77-195。
鄭宇樑：〈問題導向學習的課程與教學〉，頁179-180。
這是筆者的切身體驗。原本在中國文化大學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的通識課程

時（100學年度上學期），採用講授方式為主，縱使刻意講授許多政治思想史上

有趣的故事，但似乎效果不彰，同學們意興闌珊。但是，在學期末時，筆者讓同

學們上台作學期報告，針對實際政治、道德爭議問題發表他們的看法。在同學們

討論、爭辯、自主提問下，整堂課活起來了，趣味橫生，大部分的同學們也都開

始投入課程之中。這也使得筆者開始閱讀「問題導向學習」的相關文獻，並且在

下學期上課時改變教學方式，在扼要說明道德原則與爭議議題之後，就讓同學們

分組討論，然後派代表出來表達觀點，再讓不同觀點的同學相互論點交鋒，使得

課程進行得非常順利。大部分同學也都樂於參與學習，可以參見【附件一】的問

卷調查結果。

理論層次上的鼓勵討論這些爭議議題，例見謝世民：〈政治哲學如何與身處的社

會互動：一個台灣哲學家的嘗試〉，《思想》，13期，2009，頁224-225；Ronald 
Dworkin, 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 : Principles for a New Political Deb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47-150.在通識課程中討論這

類議題，並且撰文說明優點者，例見王冠生：〈「哲學概論」通識課程的設計、

執行與反思〉，《關渡通識學刊》，6期，2010，頁135-156；辛幸珍：〈以問題

導向學習(PBL)整合跨領域學習於通識「生命與倫理」課程之教學成效〉等。

壹、前言

胡全威    公共爭議與正反討論—一個課程教學方式的反省76

1

2

3

4

2

3

4

1



爭議，譬如是否贊成推動募兵制或維持徵兵制、贊成或反對代理孕母、死

刑、性交易合法化等議題。設想的道德兩難，好處在於避免一些枝節問

題，能夠針對核心價值作討論。譬如著名的電車事件，一個失控的火車要

撞上在原本軌道上工作的數個人，若你在旁邊可以控制分軌，你是否願意

選擇救四個人而犧牲在分支軌道上工作的一個人。又譬如船難時，是否可

犧牲一個垂危者性命，換作為大家能維繫生命的食物等等。

    但在實際帶領這類討論的過程中，遭遇到兩個層次的問題，以下進一

步說明，並配合課堂問卷佐證同學們的反應（問卷與詳細結果，詳見【附

件一】）。不過，因為沒有經過合理的統計抽樣，因此同學們的反應僅能

供作讀者參考，不太具有推論上佐證的效力。這是筆者須加以說明的 。

    首先，對於一些道德爭議，有的同學本來在既有認知中，具有根深蒂

固的「傳統」道德信念，譬如對於婚前性行為、性交易、大麻合法化、通

姦除罪化等議題的特定立場。可是當我們刻意討論這些爭議時，往往會

「挑戰」固有信念，有時甚至似乎「動搖」了同學們既有價值觀 。可

是，這種動搖的意義在哪？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從政治思想史的脈絡來

看，政治哲學的創始者蘇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會判處死刑，罪名也正是

「不敬神」與「腐化青年」(Apology 24b)，刻意討論這些議題是否只是重

蹈覆轍 ？

    其次，有些同學在討論的過程中，透露出「根本沒有正確答案」的想

法，而對於爭議問題的正反討論，似乎只是更加深學生們既有的「相對主

義」(relativism)傾向 。由於在討論時，教師往往會刻意替弱勢（聲音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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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醒這個問題。本文並將部分課堂問卷的結果，轉為註腳，

不再是本文主要內容。

全班51位填寫問卷的同學中有9位同學（佔17.68％，2位非常同意，7位同意）認

為這樣的討論確實動搖了他們的原有價值。

課程中有專屬的facebook討論社群（「100西洋政治思想史」），曾有以前的同學

在期末時留言：「下學期少了全威的腐化青年，完全讓人失去星期一起床的動

力....」雖然有些感動，但也有些尷尬，筆者雖以蘇格拉底作為典範，但還是會

擔心一些不良影響。

本班的問卷調查，有34位同學(66.67%)認為根本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有43同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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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1％)認為「一切都是相對的」，甚至有2位同學(3.92％)認為「一切可為，只

要不被抓到」即可。已故的芝加哥大學Allan Bloom在其暢銷書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的〈序言〉開頭即表示，「有一件事，所有的教授都能確認：幾

乎每個進大學的學生都相信或宣稱相信：真理是相對的(truth is relative)」。不過，

Bloom整本書即是反對這種相對主義的觀點。參見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p. 25.
譬如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 6; Leo Strauss,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in H. Gildin ed.,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Ten Essays by Leo Strauss (Michigan: Wayn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82;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p. 25-43.即持此觀點。

78

9

胡全威    公共爭議與正反討論—一個課程教學方式的反省

少）一方進行辯護，挑戰同學們既有的認知。可是，這是否會讓同學們更

認為所有爭議其實都是各說各話，根本沒有一定的答案。縱使教師表明並

非相對主義者立場，在各爭議議題討論後，適時提出個人價值判斷，但也

未必能說服在場同學。甚至刻意強調某一特定立場，反而引起同學們的反

感或進而更肯定相對主義的確切性。有論者認為這種相對主義觀，甚至時

常會滑落為虛無主義的道德價值觀，正是造成今日社會失序問題層出不窮

的原因之一 。那麼這種以正反討論公共爭議的方式，是否只是「惡化」

相對主義的價值觀呢？或者，反過來說，倘若相對主義立場是對的，既然

各方立論都有其道理，又何必大費周章的相互論辯，浪費時間，為何不從

事一些更有實際效果的工作呢？如果無法對於問題提出一個恰當的解決方

案，這門課程以「問題導向」方式設計，其意義又何在？

    本文嘗試從政治思想史的途徑及實際上課時同學們的反應與互動，對

上述問題提出分析與討論。若將此問題提升到更抽象的哲學層次，可能就

是一與多、絕對與相對主義的討論。本文不擬討論到這樣抽象層次，而是

以「民主政體中的公民教育」來思考這種以正反討論方式處理公共爭議議

題所帶來的利弊得失。一方面會比較具體；另方面，也希望替此種公民教

育的教學方式提供更具說服力的辯護。

    因此，本文第二節中將正反討論的負面效應進一步說明，第三節則是

採辯護的角度，說明為何這種討論方式事實上是利大於弊，有許多重要的

優點。在第四節中，回到實際的教學經驗，說明與補充關於前述討論的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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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Weber et al., Max Weber's Complete Writings on Academic and Political Vocations.
Edited by J. Dreijmanis and translated by G. C. Well. (New York: Algora Pub., 2008), 
pp. 42-43.筆者認為當前臺灣社會中大學裡的師生關係，已漸趨於平等，很多學生

都意識到老師提供的方案只能供參考，且也樂於挑戰教師的觀點。但是，基本

上，教師仍獲得主導發言的地位以及掌握批改分數的權力，因此，Weber提出的

觀點，仍有其意義。有一眼前的例子，本文所附的問卷調查，因為是在課堂中請

同學填寫，縱使表明無記名，同學們中有32位對課程「非常滿意」，19位「滿

意」，沒有任何人表示不滿意，加上具體建議中諸多美言。筆者雖然非常感謝同

學們的肯定，但這有些令人「好到難以置信」(too good to be true)，或許可以說

明在教室情境中，教師似乎確實有些優勢。

例見Michael J. Sandel,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pp. 27-30; Dworkin, 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 : 
Principles for a New Political Debate, pp. 147-150; 謝世民：〈政治哲學如何與身處

的社會互動：一個臺灣哲學家的嘗試〉，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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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第五節則是結論。

    公共爭議議題，諸如廢除死刑、墮胎、安樂死、代理孕母、同性戀婚

姻合法化等問題，這些不僅是事實判斷，更涉及價值選擇問題。討論這些

爭議，甚至做出正確判斷，對於任何希望經深思熟慮後提出一個較佳答案

的人而言，並非容易的事。而且，在民主社會當中，這些爭議往往涉及政

治立場、意識型態、政黨偏好等，教師若以提供標準答案的方式回應這些

問題，在應然面上似乎也並非是一個較佳的方式。譬如Max Weber就認

為，因為教室內學生與老師的關係並不平等，學生不易坦率地表達批判，

教師就不應藉此灌輸自己的信念與價值。因此Weber指出，想要作先知與

煽動家的人，「就該去街頭上，向大眾宣傳」，而非在課堂中 。

    因此，學者們鼓勵討論公共爭議問題，並非旨在提供答案，而多從公

民教育的角度著眼，希望藉由正反討論，培養學生成為民主政體中能夠獨

立判斷的公民 。但是，這種討論方式，是否會「動搖」學生們既有的道

德價值觀，似乎形同鼓勵為惡。譬如，在性交易除罪化議題上，血氣方剛

的大學生很容易以基本生理需求、性自主、工作權、身體自由、契約協定

貳、「正反討論」的弊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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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G. Myers & Helmut Lamm, ”The Group Polarization Phenomenon,”Psychological 
Bulletin 83.4 (1976), pp. 602-604.
有關「沉默螺旋理論」的介紹，可以參見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urbulances 
in the climate of opinion: Methodolog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 theor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1 (2) (1977), pp. 143-158.
David G. Myers & Helmut Lamm, ”The Group Polarization Phenomenon,”pp. 6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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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張，贏得同學們的支持與喝采。少數原本固守傳統價值觀的同學，則

很容易不得不順從、附和多數的主張。在社會心理學中，有所謂「團體極

化」(the group polarization)理論，亦即團體經過討論後的決議，往往比個

人的判斷更為極端，通常若為保守傾向則更為保守；若為冒險傾向，則更

偏好冒險(Myers & Lamm, 1976: 602-604)  。這裡面的機制，包括「團體

決定規則」(group decision rule)、團體認同與訊息性影(informational 

influence)等因素，以下分別說明之。

    所謂「團體決定規則」就是指多數決的機制，譬如團體偏好性交易除

罪化，累積個人偏好加總起來，團體的決策當然會看似更為「極端」，因

為「贏者全拿」，多數決只反應多數的看法。可是不僅如此，研究者進一

步發現，少數個人的偏好傾向也會改變成為與團體一致。所以，進一步以

「團體認同」來解釋，認為個人為了獲得認同感，會改變自己的立場迎合

團體中多數的決定。這也符合傳播理論中「沉默螺旋理論」(the spiral of 

silence)的說法，亦即團體中原本不同意見的少數聲音會越來越小，而主

流聲音則在相互支持之下，最後成為普遍性的觀點  。第三「訊息性影

響」，因為多數發言者表達對於特定立場的態度、例子與訊息，聽眾會因

僅僅接收到這些特定面向的訊息而改變認知。譬如，當多數發言者提到性

工作者辛苦地自食其力的謀生、某些人士必須透過性交易才能獲得基本生

理需求滿足等等，這些可能是許多同學過去未曾聽聞、未曾接收的訊息，

很有可能因此改變既有的認知，甚至轉而改變支持與否的態度 。

    因此，對於原本少數持「保守」道德價值觀的同學，透過團體討論的

方式，似乎反而動搖他們既有的價值。再以性交易合法化議題為例，有些

同學本來秉持固有道德判斷，在面對真實社會中的誘惑時，可以斷然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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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可是，課堂上的討論卻挑戰了這種傳統觀念，是否只是讓同學更容易

受到誘惑？換言之，當討論時高喊尊重性工作者權利、基本需求的人權，

是否也意味著，倘若我們自己從事性交易也就不是那麼不道德的事。又譬

如有些同學可能從未去想某些「毒品」其實應該可以考慮合法供一般民眾

使用，因為從小的衛教宣導，已經讓人們直覺地認為「毒品」就是不好，

連想都不用去想。可是，課堂中的討論，卻有同學提出「吸食大麻」其實

有許多好處、大麻沒有成癮性、也不會造成身體嚴重傷害等等。這些討論

是在玩火？或者是在邪惡邊緣遊走？

    從思想史的脈絡來看，古希臘的智者Protagoras是第一個提出：「每

個問題都有兩個相互對立的說法(in every question there are two sides to the 

argument exactly opposite to one another)」。Protagoras認為沒有客觀的唯

一真理，因此，同一道理，正面論述可以成立；反面論述也一定可以成

立 。這種觀點運用在實際的城邦生活當中，何時要運用正方、反方論

點，就端視說話者的判斷，而且往往是與個人利益有關。蘇格拉底對智者

這種運用兩面論證的方式，就曾嚴詞批判，蘇格拉底認為這種論證的方

式，因為運用了「可能性」，「可以使小事成為大事，大事成為小事；新

的成為舊的，舊的變成新的」 。亞里斯多德承繼這種批判，認為「濫

用」可能性論證，就如Protagoras所號稱可以「使弱道理變為強道理」

(making the worse appear the better argument)，亦即可以顛倒黑白。亞里斯

多德認為人們不喜歡這種強詞奪理的方式，而其它所有技藝都不會有這樣

的論證方式，只有「在修辭術與詭辯術中」才會出現而已 。

    不過，事實上，蘇格拉底本身也是以提出反問著名，亦即所謂「蘇格

拉底問答法」，質疑既有的信念。雖然，透過柏拉圖、色諾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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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nophon)、亞里斯多德等人的辯護，我們一般所理解的蘇格拉底似乎是

一個自我要求甚高、追求真理、極具道德感的哲人。可是，為何當時雅典

公民竟會判其死刑？喜劇作家亞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的喜劇《雲》

(Clouds)似乎更能反應當時「一般公民」對蘇格拉底的認識 。在《雲》劇

中，蘇格拉底就是一個智者、詭辯家的代表，主持「思想庫」，崇拜天上

的雲神，專事教人「歪邏輯」(Worse Logic)，可以顛倒是非，指黑為白；

質疑希臘當時的宗教、破壞父子倫理關係等 。Mary P. Nichols認為這是青

年蘇格拉底，還不知道哲學對社會的傷害 。Hannah Arendt也認為蘇格拉

底之所會被判死刑，其實就是一種誤會，人們以為他與一般智者相同，無

益於現實 。Leo Strauss則認為哲學對社會價值的破壞是具有普遍性的，

哲人追求真理，挑戰社會固有信念，會受到政治權威的迫害；但是哲人以

真理動搖傳統習俗價值，也確實會傷害社會的穩定運作 。

    因此，對於不清楚蘇格拉底真正教義者，看到的表象，也正是蘇格拉

底以「巧辯」的方式不斷質疑既有規範，令一般人感到不悅 。倘若不要

像Strauss從哲學與政治的必然性衝突這樣高的普遍性來看，單單從個人觀

點，這種探索真理時的質疑，很容易動搖人們的既有信念。原本相信的道

德價值，譬如不應有婚外情、不可性交易、不可吸食大麻等，可能從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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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在《自辯篇》(Apology)，也提到這個喜劇長期影響了當時一般人的認

知，他被認是「專研天空上與地底下事物的人，能使弱道理變為強道理」(makes
the worse argument the stronger)的詭辯家(Apology 18b)。見Plato, Apolog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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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轉為開始可以思考的對象。有些信念不去挑戰，說不定還可相

安無事，可是當真正開始思考時，整個世界價值體系好像開始崩解，個人

似乎失去了判斷的依據。

    這種失去判斷依據的發展，極端來說，甚至開始懷疑根本沒有一定的

對錯，也就是一切都是相對的。教師與同學對於正反立場，都可以提出頭

頭是道的觀點。事實上，被視為現代政治哲學奠基者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非常明白點出人們觀點歧異性的現實。他寫道：「人們不僅在

感官上，譬如味覺、嗅覺、聽覺、觸覺和視覺的判斷中有所不同，而且對

於共同生活的行為是否合理的判斷也多所差別。甚至同一個人也常前後不

一致。有時標示為善，隨後貶斥為惡；在另一個時候就又可能讚揚而稱之

為善。這樣就產生了爭論和爭執，最後就會醞釀成戰爭」 。霍布斯認為

這種差異，「利益」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因素，人們會因個人私利的差異，

而與他人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斷 。霍布斯更基於英國內戰的慘痛經驗，進

而以主權者的絕對意志作為最後裁量標準。霍布斯的解決方案，事實上，

在今日也是適用的。人們還是不得不聽從國家主權者的命令，譬如行政單

位的政策宣示、立法部門制訂的法律或者司法的最後判決等。不過，在當

代民主社會中，更多的爭議焦點正在主權者意志判斷之前，而這也是人們

激烈衝突之所在，甚至人們也知道透過民主程序，事實上主權者的意志並

非鐵板一塊，是有可能改變的。

    當代政治哲學家勞爾斯(John Rawls)也提出「判斷的負擔」(burdens of 

judgments)概念，他認為因為事實不明、權重不一、概念不清、經驗不

等、規範不同等理由，所以人們自然會做出不同的合理判斷，這是「合理

多元主義的事實」(the fact of reasonable pluralism)。換言之，「許多最重

要的政治判斷，因為牽涉的基本政治價值都是深受特定環境的影響，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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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 A Restatement. Edited by Erin Kell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2-38.
Leo Strauss,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p. 81.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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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歷經公開、自由的討論，具有良心與完全合理性的人們在運用他們的

理性能力之後，還是很難達到一致的結論」 。但是勞爾斯同樣也希望提

供解決方案，他提出政治自由主義的概念，將其「正義二原則」視為人們

可以從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中所體現的公共文化中所能達成的「交疊共識」

(overlapping consensus)，在此基本結構之上，人們得以建立憲法與對各種

爭議的判斷。但是勞爾斯的正義二原則，在諸多學者的討論爭議中，似乎

也仍只是印證了合理多元主義的「多元」，而無法成為最終解決之道。

    那麼，相對主義的立場是否才真正是最終的解答？雖然，同學們的態

度並非由本課程所塑造。但是，課程中強調「正反討論」的重要性以及很

難提出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判斷，這是否只是加深相對主義的立場而已。倘

若真如Strauss所擔心的，相對主義觀使「人們不再知道要什麼，亦即不再

相信可以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對、是錯」的處境 。而越以

理性判斷的人們，越會發現自己只是「盲目選擇」(blind choice)，所以真

正想清楚的人，「越培養理性，就越陷入虛無主義(nihilism)，越無法成為

社會的忠實成員」，Strauss認為這就是現代性危機的根源 。那麼本課程

採用「正反討論」的途徑，是否只是一種錯誤的方式？

參、為「正反討論」辯護

    蘇格拉底批評修辭家的兩面論證，但他本人事實上是一個兩面論證

的高手。譬如在Phaedrus篇中，這篇討論修辭的對話錄，蘇格拉底展現他

的修辭功力，先發表一篇講詞指責愛情；然後，緊接著又讚美愛情，號稱

糾正前述的錯誤 。事實上，熟悉蘇格拉底的人都知道，蘇格拉底自認為



以真理為依歸，因此他的正問或反問，都是為了彰顯事物的真正本質，這

是與智者為了自身利益而詭辯有很大的不同。在同樣的脈絡下，亞里斯多

德在《修辭術》中也提到，修辭與辯證法同樣需要從正反兩面論證，理由

不是要人們也要為壞事辯護，而是透過這種方式，充分理解「事物的真

正情況」以及當別人若用不正當方式辯護時，我們也可以比較容易知道他

論證的缺失 。

    因此，正反討論並不意味著就是相對主義的立場。相反的，對於一項

議題的相異立場探究，反而是為了更貼近真理，同時也比較容易因此破解

對方的詭辯。

    有關貼近真理的主張，自由主義大師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對此有非常精彩的闡釋。他推崇蘇格拉底的「反面質疑」，亦非常重視

「正反討論」的功用。他認為藉此可以讓人們「瞭解更多」以及「印象

深刻」。所謂瞭解更多，密爾認為通常某一特定立場，往往會夾雜著正確

與錯誤的地方，透過正反兩面的陳述，可以將這些正、誤之處說明得更

清楚，讓人們更明瞭事物的全貌，亦即貼近事物的真實面貌 。當代法理

學者Ronald Dworkin更進一步認為，青年學子透過理解爭議背後的來龍

去脈，除了擴大理解外，而且還會體認到他所提的兩項人性尊嚴的基本

原則：「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原則（亦即平等原則）與「個人責任」

(personal responsibility)原則（亦即自由原則）會是「美國社會的共同基

礎」 。雖然，我們沒有信心台灣社會能否照搬「美國社會的共同基

礎」。不過Dworkin的說法，也提醒我們，討論這類議題，事實上，也有

可能讓我們在爭議中，更能體會彼此對於善意對話之共識甚至具體的對於

人性尊嚴的基本原則，這些都與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的立場相距甚遠。

    另方面，密爾為何會認為正反討論，可以讓我們「印象深刻」？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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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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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非常生動有趣的名言，他說：「當戰場上沒有敵人時，教師和學習者

就會在崗位上睡著了」(Both teachers and learners go to sleep at their post, as 

soon as there is no enemy in the field.)。沒有反對聲音的真理，會讓人們視

為理所當然，反而輕忽了原本應該堅持的理由。而有反對聲音，才會讓人

們對真理印象更深刻 。

    以「吸食大麻合法化」為例，倘若同學未曾想過這一個議題，直覺視

「毒品」為毒蛇猛獸，唯恐避之不及，可是卻很少真正理解毒品的「效

果」。一旦有機會碰觸毒品時，譬如赴荷蘭旅遊時，看到可以合法吸食大

麻場所，可能更會認為過去在台灣是被騙了或者歸因於台灣社會過於保

守。但是，在課程中，透過正反辯論大麻的危害性時，譬如大麻是否有成

癮性，有人指出沒有成癮性；可是也有的人根據研究報告指出，大麻固然

沒有身體成癮性，但是會有心理成癮性，而且很容易成為嘗試其它毒品的

開端等等。這種正反討論，就像是打了預防針一般，讓心智產生更多的知

識抗體，勝過奠基於盲目教條式的認知 。事實上，社會心理學者稱此為

「預防接種理論」(Inoculation Theory)，他們透過心理學實驗，發現曾接

受過反面資訊的受試者，比較能堅持原有的觀點，較不會產生意見動搖或

者改變認知 。

    此外，當代政治哲學家Martha C. Nussbaum亦以蘇格拉底為典範，強

調這種善於提問的「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她指出有以下幾項優

點：首先是能夠質疑權威、同儕團體的觀點，可以避免集體的一廂情願。

放到民主政體中，就可以避免民主政體中的集體決策錯誤。其次，同樣的

標準也質疑自己的論點，避免主觀偏見。第三，能夠試著站在對方的角度

86

John S. Mill, On Liberty, pp. 41-52.
筆者在課堂中最常舉的例子，就是在過去威權政府時期，國內禁止左派或獨派的

言論，可是許多留學生到了國外反而成為左派或獨派。因為，他們會認為過去是

被騙了或對於所接受的三民主義教條式真理，根本無從捍衛起。一旦接觸到不同

言論時，反而更易改變原有的立場。

William J. McGuire & Demetrio Papageorgis, “Effectiveness of Forewarning in 
Developing Resistance to Persuas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no. 26 (1962), pp.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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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進而理解與同情對方的觀點，而這在今日社會中，特別是多元文化

的情境下，我們能夠藉此瞭解與尊重不同文化中人們的想法。第四，重視

論點的合理性，換言之，在陳述理由時必須注意事實、邏輯等，否則很容

易被駁倒 。

    筆者認為Nussbaum的論點，在我們支持「正反討論」的方法上，特

別有意義。為何教師要刻意站在聲音較少的一方進行辯護，就是希望同學

們仔細思考，是否多數意見真正經得起考驗，而不能人云亦云。而在辯護

各自立場時，要能作出合理的論證，數據是否正確、引用資料來源、邏輯

推理等等，都必須符合一定的規範，不僅是檢視別人，同時也適用在自己

的論證上。最後，當我們能夠試著從對方的角度論證時，這是一種同情、

理解、尊重對方的立場與主張。關於這一點，政治思想史家Quentin 

Skinner在歸納古典修辭傳統時，認為對於處理政治與道德爭議時，有一

個很重要的啟示，就是：「總是聆聽對方」(audi alteram partem, always 

listen to the other side)，才能協商彼此不同的直觀道德評價，透過這種交

談方式達到共同的認知與試圖解決爭議 。因此，無論是我們自己為對方

論證或者真正仔細聆聽對方，這才是一個試圖解決問題的最佳態度。而課

堂中的「正反討論」，正是朝此方向在努力。

    總結來說，回應上一節的質問，可以分為以下二點扼要說明：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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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ntin Skinner, 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5-16; 97-103.

37

    雖然課堂中刻意討論爭議問題，好像動搖了同學們的固有道德觀。但

是，倘若課堂中簡短的討論，就能動搖的道德判斷，一定也無法經得起日

後其他誘惑的考驗。相對的，在課堂中透過以理性、探索真理的態度，認

真思考一些敏感議題，讓我們有更多的理由可以支持或者反對。因此，動

一、「動搖」同學們的固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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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並非壞事，動搖後反而更能堅定。

    甚至，我們的直觀道德判斷是否只是人云亦云，所謂的「保守」道德

價值是否真的值得珍視？或者只是一種集體意識的盲從而已。課堂中的理

性論辯是讓我們檢視自己信念的最佳機會，透過同學與教師間的討論，應

有助於重新反省彼此的價值觀。因此，「動搖」未必是壞事，可以修正錯

誤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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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參見課程網站「100-2西洋政治思想史」，38

肆、課堂中的討論

    理論上的討論，還多只是紙上談兵。本節中，筆者以100學年度第2學

期在中國文化大學開設之「西洋政治思想史」作為教學個案。下文討論核

心仍以問題導向學習中「正反討論」的授課方式為主，分析同學們實際的

反應與說明上課互動時所遭遇的問題。不過，還是再次提醒，因為個案的

樣本數有限，無法據以合理推論一般學生的反應，只能算是個案的說明。

    本學期課程，以哈佛大學Michael Sandel教授的《正義：一場思辨之

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譯本）為上課用書。順著

書本的章節安排，每節課開始時，介紹相關的學說，然後討論議題。課程

進度可以參見下表 。

    透過對於爭議問題的正反討論，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事物的全貌，更貼

近真實，甚至找出彼此共同珍視的共識與基本原則。這些都不是相對主義

甚至虛無主義的主張。甚至，即使是雙方立論價值觀真的南轅北轍，可是

透過正反討論仍然可以點出「錯誤」、「謬論」、「虛假」等。因此，縱

使討論前與討論後，可能都無法解決彼此立場的差異，似乎是在作白工。

但是，透過這種彼此對話、交換意見的方式，除了可以修正錯誤外，也是

一種試圖理解、同情、尊重的表現，至少朝向解決爭議多邁進一步。

二、強化相對主義的價值觀？

38



表格一 課程進度

    根據回收的調查問卷顯示（全班60位選修同學，51位作答）。本課程

採用正反討論的方式，同學們一般認為是「有助於對爭議問題作判斷」，

共有31位(60.78％)同學「非常同意」，20位(39.22％)同學「同意」，無人

不同意。而這種討論方式，「有助於學習」，共有28位(56％)「非常同

意」，22位(44％)「同意」。比較具體的評語，許多同學認為有趣、有助

於學習，譬如：

      這門課非常有趣，因為在經過辯論的過程中學習到如何以反向的思考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 二卷二期 頁75-100 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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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tes.google.com/site/huquanwei2010/home/100-2xi-yang-zheng-zhi-si-xiang-shi。
課程部落格 「愛上西政思」 http://wpt2011.blogspot.com/
以及FACEBOOK的討論社群 「100-2西洋政治思想史」，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63639130375781/?bookmark_t=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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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單 元 進 度

第1週      課程介紹

第2週      如何處理公共爭議議題？

第3週      功利主義            ◎議題：電車難題、火車派對

第4週      自由至上主義        ◎議題：《桃色交易》（電影）

第5週                          ◎議題：美牛事件、徵兵制

第6週      康德的自由主義      ◎議題：代理孕母

第7週      羅爾斯自由主義

第8週      亞里斯多德的美德政治觀

第9週      期中考

第10週     社群主義

第11週     專題報告1           ◎議題：大學生是否有蹺課的權利？

第12週     專題報告2           ◎議題：大麻合法化＆性侵犯者應加重刑罰

第13週     專題報告3           ◎議題：性交易除罪＆火車上性愛派對

第14週     專題報告4           ◎議題：同性戀家庭領養小孩＆師大夜市

第15週     專題報告5           ◎議題：陸生來台＆廢除死刑

第16週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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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面對對錯的真理（編號10）。

      上課有趣，每個問題都很有思考的價值，老師很棒！讚！（編號16）

      非常有趣！增進思考能力（編號41）。

    而正反討論是否會「動搖原本的價值，使我們更困惑」。有2位同學

非常同意，7位同意，合計佔17.65％，30位不同意，12位非常不同意，共

佔82.35％。而在具體的意見上，有同學認為這種討論有助於訓練「思考

判斷力」，即使「每次的討論都顛覆我的價值觀」（編號5）。也有同學

認為透過這種方式，體認到：「大家的立場都不相同，因此不只可以互相

瞭解彼此的立場，也可以思考的更廣泛」（編號37）；「可以聽取自己沒

思考過的層面，八方吸收，再修正自己淺薄的看法」（編號48）。

        有的同學更明白指出正反討論的好處：

      這堂課教了很多對於相同一件事，並沒有一定的正確性，凡是任何一      

      件事，必定有優點，也必定有缺點，必須對一件事是更寬廣的視野，

      必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也同時必須有雅量接受和你不同

      看法的意見，培養「雖然我不贊同你的看法，但是我會誓死捍衛你說

      話的權利」（編號19）。

      正反兩面的思考讓我們未來在判斷事情時，學會用不同角度思考，而      

      不僅有單一面向，很喜歡：）（編號31）。

      我覺得這堂課相當特別，透過每一次可以聽到對方不同的回答，然後      

      再說服找出一個共識再來藉著發表能夠明白持相反意見們的理由和論

      點。然後去思考。我覺得相當的有趣（編號49）。

    因此，綜合來說，本班同學們對於「正反討論」公共議題的方式，普

遍持相當肯定的態度。除了少部分同學認為「顛覆既有價值，感到困

惑」。但是，既使如此，其中也有同學提到，肯定教師的教學態度、可以

修正自己錯誤、聆聽到不同的觀點、學會不同角度思考等好處。

    而至於這種教學方式，有助於哪些學習力？依可複選的情況下，在本

班中，有49位(96.08％)同學認為在「思考力」上有幫助；27位(52.94％)認

為在溝通力上；24位(47.06％)在聆聽力上；11位(21.57％)則認為有助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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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力；最後則是有38位(74.51％)肯定在「討論力」上有益。

    至於本文關心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同學們的相對主義觀點。當被問

及在特定時空中，會「一定有一個比較好」的主張，同意與非常同意者只

有17位(33.33％)；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則是前者的兩倍—34位(66.67％)。

而贊同「一定沒有正確的答案，一切都是相對的」則有43位(86％)，反對

者則只有7位(14％)。至於極端到認為「一切可為，只要不被抓即可」，

本文界定為虛無主義的立場，則只有2位同意(3.92％)，絕大多數人—49位

(96.08％)是反對的。

    除了問卷調查結果外，在課堂過程中，筆者希望另外提幾項正反討論

的優點：

    一、增加同學對課程參與的興趣，連帶也提升出席率。

    二、同學提出的討論意見，常常超越原先預設的選項。譬如，假設的   

                討論議題中，預設急診室裡，醫生面對急救一人或急救另外四人

        的取捨問題。本來設定這是一個典型功利主義的比較問題，但是   

        就有同學提到應以「誰先進來看診」的程序來判斷，就提供不同

        的衡量標準。

    三、同學可以提供更具說服力的說詞。當課程中討論電影《桃色交                

        易》中，是否願意以伴侶的一夜春宵換取富商的一百萬元美金。

        有同學能提出非常精彩的理由，譬如愛情應該是包括肉體與靈

        魂，兩者不能區分開的說詞等等，相當成功地說服了在場的同學                

        與教師。

    簡而言之，筆者透過正反討論的上課方式，真正體會「教學相長」的

喜悅，特別是同學們從各種不同角度或學科背景提供理由，豐富了整個討

論的廣度與深度。不過，在課程進行中，也曾產生一個問題，供大家

參考。

    這是在討論同性戀議題，有同學上台報告時表明自己的同性戀身份，

然後說明他支持的立場。可是，在後來的討論中，有同學對於同性戀家庭

是否可以領養小孩表達異議。討論尚屬溫和、理性。不過，當晚我即收到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 二卷二期 頁75-100 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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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同學的電子郵件，他表達在討論過程中感到同學們的敵意，並且提供

一個影片連結，為同性戀家庭領養小孩的權利作辯護。隔週上課，我也依

其要求，在課堂上播放這段影片，讓大家有一個更清楚的成功例證。但是

那位同學後來就缺席兩次，直到期末考才來應試。

    記取此次教訓，後來在討論前，我都會先跟同學說明，建議在討論時

先以理性客觀的第三者態度討論，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否則，不能預期

接下來的討論是否會造成傷害。又有一次，有同學提出分組報告題目，想

要分析陸生來台的問題。由於班上有陸生，這就必須徵詢陸生是否願意接

受討論這個題目。因為這種身份是無法隱藏的，教師也無法確保在討論過

程中不會傷害到他們的情感。經進一步詢問，原來這組正是唯一有陸生的

小組，他們認為有優勢討論這個題目，我最後也就只有尊重他們的選擇。

因此，在討論議題與學生身份上，值得審慎處理。因為這是一個學習空

間，要確保有一個善意的討論環境，才能讓同學願意暢所欲言。否則，有

同學因為感受有敵意的討論氣氛而不願發言甚至不來上課，就不是本課程

原先設計的宗旨。

伍、結論

    「正反討論處理公共爭議」，是否是一種好的教學途徑？這種方式是

否可能會動搖學生既有的道德信念以及加深同學們相對主義甚至虛無主義

的道德觀？本文試圖為這種「動搖信念」以及「相對主義」的指責提出反

駁。首先指出「動搖信念」，事實上有助於糾正錯誤、加強認識、更能貼

近真理等優點。而惡化相對主義的觀點，本文則認為正反討論也可以著眼

於努力追求正確判斷，並不必然反應相對主義觀點。此外，透過聆聽對方

論點，也是一種同理心、相互瞭解、尊重的展現，這是朝向解決問題的開

端，也不是只求各說各話而已。本文並藉由課堂問卷與上課經驗，希望對

於此一教學方式提供理論與實務上的經驗分享，並附加說明此種教學方式

需注意之處。  



    本文利用課堂問卷，主要是希望能讓本文的論理能有較為具體的個案

說明，但不具普遍推論佐證的效力。日後希望透過利用不同的方法論或者

與其他學者合作，利用較大規模的問卷，討論同學們的價值觀，這應是非

常有趣，而且值得探索的議題。此外，也可以利用準實驗法，來評估正反

討論是否會影響同學們的判斷。事實上，正如本文曾提到，社會心理學家

已經做過類似的實驗，進而得出「接種免疫理論」。但是，在不同議題

上、測試時間、學科背景、性別比較等，還有許多可以發展的空間。筆者

認為都是未來研究值得進一步嘗試的。

    綜合來說，問題導向的學習方式運用在「西洋政治思想史」（或其他

哲學、倫理學）課程當中，「正反討論公共爭議」是一個非常值得推廣的

教學方式。相信透過本文的說明，教師們在面對動搖價值、相對主義等質

疑時，應可以有更多的信心回應。當然，社會科學沒有百分百的準則。本

文認為教師可以在事前坦率與學生溝通，一方面強調這種討論的好處；另

方面，也提及可能的弊端。這也等於是讓學生有心理準備，要開始進入一

個自由的理性思辨空間，當然可能會有危險之處、有不舒服的地方。但這

也正乎應了康德在〈何謂啟蒙〉中所言：「Sapere Aude！（拉丁文：勇於

求知！）『勇於運用你自己的理解能力』，而這就是啟蒙運動的格

言」。相信對於學生，這會是一場值得挑戰的冒險，而教師運用正反思辨

的教學方式，將會是一個最佳的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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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政治思想史課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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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無記名，有效問卷：51份）

變數 百分比（％）人數選項

性別
男

女

20
31

39.22
60.78

系級
1-2年級

3年級以上

45
6

88.24
11.76

學科別
人文、社會

理工

44
6

88.00
12.00

上課發言次數

0次
1-2次
3次以上

21
19
9

42.86
38.78
18.37

修課理由

興趣

同學介紹

網路介紹

不得不

31
11
3
8

60.78
21.57
5.88
15.39

二、學習力

增進學習力
思考力

（％）
溝通力

（％）
聆聽力

（％）
閱讀力

（％）
討論力

（％）

贊同（複選） 
49

（96.08）
27

（52.94）
24

（47.06）
11

（21.57）
38

（74.51）

三、同意、滿意度

問卷題號
非常同意

（％）

2. 助判斷
31

（60.78）

同意

（％）

20
（39.22）

不同意

（％）

0
（0）

非常不同意

（％）

0
（0）

3. 助學習
28
（56）

4. 動搖價值
2

（3.92）

22
（44）

7
（13.73）

0
（0）

30
（58.82）

0
（0）

12
（23.53）



胡全威    公共爭議與正反討論—一個課程教學方式的反省

5. 定有答案
5

（9.80）

6. 相對主義
21
（42）

12
（23.53）

22
（44）

28
（54.90）

5
（10）

6
（11.76）

2
（4）

7. 虛無主義
0
（0）

8. 課程滿意
32

（62.75）

2
（3.92）

19
（37.25）

27
（52.94）

0
（0）

22
（43.1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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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意、滿意度（9. 你對於本課程有什麼建議？或者評語嗎？）

問卷題號 建議、評語

編號4 可以不要開這麼早的時段XD。

編號5

謝謝老師的認真教導，這門課很有趣，把他放在通識真的太可惜了，

其實我覺得思考判斷力是比我們去死背課本上的知識來的重要。雖然

每次討論題目都理不清哪個結論是最好的，每次的討論都顛覆我的價

值觀，還是很感謝老師如此盡力的教導，從老師滿頭大汗的面容就可

以知道老師有多盡力了：）

編號14
這堂課採用讓同學上台發言的討論方式，令人覺得很有趣也有收穫，

對課程也有更多參與空間。這類思考型、理論型的課本若只是聽老師

講解2節課可能會太乏味。

編號8 給老師一個讚

編號19

這堂課教了很多對於相同一件事，並沒有一定的正確性，凡是任何一

件事，必定有優點，也必定有缺點，必須對一件事是更寬廣的視野，

必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也同時必須有雅量接受和你不同

看法的意見，培養「雖然我不贊同你的看法，但是我會誓死捍衛你說

話的權利」。

編號16 上課有趣，每個問題都很有思考的價值，老師很棒！讚！

Hell not!編號9

我感到很滿意，沒有其他建議。編號18

這門課非常有趣，因為在經過辯論的過程中學習到如何以反向的思考

來面對對錯的真理。
編號10

老師上課很有趣，可惜時間太短，學不到更多。希望就算課程結束

了，facebook上的社團老師偶爾也能說一些議題來思考討論
編號15

目前沒有編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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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題號

編號20
修這堂通識真的很有收穫！（比起一堆沒用的營養學分）真想要一直

選修這堂課：—D
編號21

編號22

我真的覺得這堂課很好！

編號30 老師可以提一點自己的看法！！

編號23 我覺得可以多看影片，比較能吸引，不會打瞌睡，也較好理解。

編號31
正反兩面的思考讓我們未來在判斷事情時，學會用不同角度思考，而

不僅有單一面向，很喜歡：）

這堂課非常有趣，一點都不像課堂名稱一樣死氣沉沉的，反而比較像

辯論學，老師很可愛喔！反應生動又活潑，這堂課是我星期一來上課

的動力喔！

編號24 老師好⋯課程好⋯

編號25 參與時事討論越多越好，讓大家可以多關注社會議題。

編號26
我覺得老師很棒！很願意為我們收集很多公共議題的資料，而且在課

堂上開放同學討論，不但刺激了我的思考能力，同時也讓我的課堂上

收穫良多，我覺得這是我這學期選的三門通識課最收穫良多的課。

編號28

老師上課的方式很好，人長的帥又幽默，我非常喜歡。也是有同學告

知老師的課很好玩，很趣味，才來選的。事實上，我的感覺亦是如

此，如果有機會可能會繼續選修老師的課。P.S.只是時間不要早八

就好。

編號40 很喜歡上課方式，有更多想法被激發。也可學習聆聽他人不同意見。

編號41 非常有趣！增進思考能力。

編號35 很有趣

編號37
因為大家的立場都不相同，因此不只可以互相瞭解彼此的立場，也可

以思考的更廣泛。

編號32

非常喜歡這堂課，還有點後悔前幾堂沒出席。上課內容好時事、好活

潑，讓我對政治思想更有興趣了。而且老師的教學網站上有非常多內

容和一些書單能讓我更容易從書本著手探討議題。Anyway, I like this 
class super much and really worthy to sit here and thinking is right n wrong.

編號39

問有誰要作支持or反對派時能先問有沒有人要自願。第一次上課能沒

人自願，所以用隊伍順序問。下次上課再問就較有可能有人自願。多

次後會較多人願意上台說。以免有人想上台卻因是隊伍順序問而使上

台機會下降。

編號38
老師人很可愛；討論中也可聽到別人的意見可再重新思考，不會被自

己的井底之蛙想法困在那裡。

建議、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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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42

編號44

編號45

能夠用討論的方式上課真的很有趣，是高中以前沒體驗過的。

編號50
課程內容還蠻有趣的，對於時事的討論讓課程更加好玩。偶爾可以多

穿插一些影片來輔助上課會更好。

編號47 沒有一切都很好

我覺得很好，可以聽取自己沒思考過的層面，八方吸收，再修正自己

淺薄的看法

Advise：同組的人頭腦好像不太好，對時事一無所知，統整小組的力

量差，記憶力也差，想法也很天真，有點無奈。

編號48

我覺得這堂課相當特別，透過每一次可以聽到對方不同的回答，然後

再說服找出一個共識再來藉著發表能夠明白持相反意見們的理由和論

點。然後去思考。我覺得相當的有趣。

編號49

老師有正確的去實踐讓我們瞭解到所謂的西洋政治思想是什麼？現今

的社會議題到底對我們或者不是大學生還有社會大眾的影響如何？這

堂課非常棒！！

編號51

我認為上台發言應該從每組派出一個到每個人都上去一次！發表

機會。

一開始修這門課，想說一定又是背書課。但老師常用討論及帶入時事

讓我注意力會保持在課堂上。

編號46 這堂課可以啟發我們許多想法及提升溝通討論的能力。在其他的課堂

上甚少遇過，所以我不會蹺課。

問卷題號 建議、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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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it a good way to teach by discussing a controversial issue with pro and 

con arguments? This way might shake the original moral beliefs and promote 

the ideology of relativism and nihilism of students. This paper tries to defend 

against the above critics. First, I will point out that so-called shaking beliefs in 

fact help to correct errors,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pproach the truth closer. 

Second, whether the pro and con arguments might lead to relativism or 

nihilism, I contend that this way might aim to focus on the truth but through 

different ways. Furthermore, while we listen to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we 

respect their thinking, opinions and try to empathy others. This is a beginning 

to solve the differenc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uses survey to collect the 

response of students and their comments and hope to make the pro and con 

arguments to be a good way of teaching.

Keywords: pro and con arguments, deliberation, relativism, nihilism, 

teaching

To argue pro and con:
 A Reflection on a way of teaching

Chuan-wei Hu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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