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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國內高中英語辯論教學之催生請命，論文首先闡述圍內外文獻所提及有

關「英語」辯論之學習效益，並介紹東亞地區包括中國、日本、韓國與我國等

地之英語辯論現況，籍以證明高中英語辯論教學之正當性與急迫性。論文次

節提出以「外語社會化理論」為依據架構英語教育中之辯論教學，即將英語辯

論教學視為幫助學生達成三種與辯論相關之社會化過程，包括強調「辯論菁英

培訓IJ 的「英語辯論比賽」、強調「辯論基本知能發展」的「課堂英語辯論教

學」、及強調「辯論生活化」的「辯論與現代公民養成」等三大目標與類型。

論文最後針對臺灣中、高等教育之人物力現況提出高中英語辯論教學之可能推

行方式，並就高中英語辯論教學所將帶來之效益與貢獻做一綜合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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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en the multifarious educational benefits of English debate and its long
absence in local English curriculu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ebate ought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un-ent high school English cuniculum in Taiwan. To do so, the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pedagogical merits of debate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English debate in secondary schools in non-English-speaking Asian
countries just to illustrate that English debate has not received the attention it
duly deserves in Taiwan. Using the theory of language socialization as a program
designing framework, this paper then argues that English debate in Taiwan should
include (1) competitive debate training to enable elite students to compete i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forensics events, (2) debate-like classroom discussion to equip
all students with basic ability to engage in oral English argumentation, and (3)
citizenship training to help students to live up to thei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y as e)
member of a modern society. Possible forms of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e above three domains are then proffered. The paper finally ends with a discussion
of estimated benefits English debate training can bring about for loc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ultimately,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keywords: English debate instruction, Taiwanese high schools, purposes, content,
education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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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司 l首

自古希臘羅馬時代至現今二十一

世紀，辯論能力在許多西方國家中一直

受到相當程度之重視，不但常被運用於

政治圈、學術界或日常生活中藉以討論

各類具爭議性事務，更被視為是追求事

物真相或真理之最佳利器。英美等英語

系國家普遍支持辯論教學，並早已將其

融人各層級學校諸多課程中(賴亦恩、

林照真， 2013 )。反觀臺灣教育圈，由

於文化、語言及其他現實因素，國內之

英語教學，不論在實務或研究層面上，

皆鮮少涵蓋與英語口語辯論有關之課

程、研習或研究，學生或老師也因而常

欠缺此方面立學習機會及知能(Chang ,

2008;2009)。在當今國內高中英語教育

不斷強調提升學生英語口語傳衰能力、

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能力及整合聽說讀寫

四技學習的同時，卻遲遲未見英語辯論

教學的推動，著實讓人不解與扼腕，也

讓人意識到在高中階段推動英語辯論教

學之急迫性。本論文即主要針對此一

缺儡'為國內高中英語辯論教學請命。

文首節先就國內外與辯論學習效益相

關之文獻及亞洲國家(包括臺灣)高中

階段之英語辯論現況做一統整介紹，以

證明在國內高中推行英語辯論教學之正

當性及迫切性。次節則就國內高中英語

辯論教學之宗旨目標做一陳述說明。其

後就高中英語辯論教學可涵蓋之面向及

該面向下之教學內涵與活動做出相關規

劃，同時針對現行教育體制之特色與運

作模式，提出在推展英語辯論教學時可

能進行之方式與可運用之機轉與人物力

資源。本文最後亦就英語辯論教學對本

地高中師生及國家未來發展所可能帶來

之效益做一綜合推估。

貳、推行英語辯論教學之

正當性及急迫性

一、辯論之一般性教育價值

長期以來，國外學者專家真不力

倡辯論的教育價值(例如: Allen &

Berkowitz. 1999: Bellon. 2000: Malton &

Keele, 1984; QCA, 1998, 1999; Williams ,

McGee & Worth. 2001: Wood & Rowland

Morin , 1989) ，許多實證研究也顯示曾

參與過辯論賽事的學生，之後在學術

表現、企業界、政府公職、法律專業

及教育行政人員等多方面有較高成就

(Barfield, 1989; Colbert & Biggers, 1985;

Church, 1975; Pollock, 1982; Schroeder

& Schroede~ 1995) 。此現象證明辯論

確實是真高效益的教學工真，有助學習

者累積各領域的知識，同時可培養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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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之學習技能。文獻中有關辯論之教育

功能可大致區分如下: (一)培養學生

批判思考的能力; (二)增進學生口語

溝通技巧; (三)精進學生寫作能力;

(四)提升學生對公共議事之興趣與能

力; (五)其他學習效益。以下各節將

就辯論之各個效益分別論述。

(一)辯論與批判性思考

辯論和批判思考能力間之關聯可

從三方面得知( Tumpos旬， 2004) 。首

先，相較於傳統教師在臺上授課唱「獨

角戲」的教學模式，辯論能促進同儕

之間的互動。而根據Vygotsky (1978)

的學習理論，同儕互動所營造的社會他

過程有助於認知活動的發展，其中亦包

含高階認知如批判性思考能力之培養。

其次，透過辯論教學活動，學生在學習

過程中，可跳脫知識吸收的範疇，進人

應用與分析的階段，也就是「布魯姆

(Bloom) 分類法 J (1956) 中較高層

次的思考技巧。舉例而言，交叉質詢可

以訓練提問的技巧，讓辯士從問答的過

程中獲得重要資訊，同時強化分析能力

(Bellon, 2000) 。由於辯士需組織並檢

驗所獲資訊，以鞏固自己的論述並削弱

對方的立場，因此必須將資訊加以評估

且融會貫通，進而提升布魯姆認知學習

分類上最高層次的能力。故課堂辯論亦

可幫助學生學習檢驗日常生活的各類資

訊 (Bellon， 2000) 。再則，辯論有助於

培養後設認知，此為批判思考的一環，

指的是學習者意識到自己的思維，並加

以掌控。準備辯論的時候，必須跳脫自

我思考框架，站在對方的策略，找出彼

此論點的漏洞。許多文獻也提出實證，

說明辯論與批判思考確實密不可分。早

在 1949年， Brembeck便發現接受過辯

論訓練的學生，在批判思考的表現上，

明顯優於未受過辯論訓練的對照組。

Colbert (1987) 亦摳出，不論是文獻探

討或其個人實驗結果，皆顯示辯士於批

判思考測驗的分數，遠高於非辯士的分

數。 Allen 、 Berkowitz & Louden (1995)

及Allen & Berkowitz (1999) 先後進行的

研究，也再次驗證了先前之研究結果。

他們比較實際參與辯論比賽以及修習口

語溝通課程對批判思考能力影響之差

別，結果發現，雖然任何溝通技巧的訓

練(如演講及辯論課程〉多少都可提升

批判思考能力，但最能增進批判思考能

力的方法就是參與辯論比賽。

(二)辯論與口語溝通技巧

辯論亦能強化口語溝通技巧。辯

'- J

論結合了演講及質詢，參與辯論比賽的

人，賽前須準備令人信服之辯稿，而比

賽中亦須能迅速、清楚地回應駁斥對

方，故不同於形式較單純之公眾演講。

Carleton早在1949年既表示 r辯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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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一個人的自信、儀態、風度、節奏

鼠，讓人能控制說話的聲量、語調、張

力及速度，兼顧形式與內容、語言與思

維，同時收放自如，真切傳達自己堅定

不移的信念;以上都是一場出色演講不

可或缺的元素。 J (p.703) 0 Semlak

與Shields (1977) 也發現，辯士的溝

通技巧「分析、表達及組織能力」明

顯優於沒有辯論經驗的同儕。Pollock

(1 982)更針對辯論對國會議員的議事

溝通技巧進行研究，並做出以下結論:

經歷過多種辯論場合，磨練過口語溝通

技巧的議員，在參與小組討論時，常會

得到其他議員的高度評價。這些研究均

證實jColbert & Biggers ( 1985) 的看

法，也就是辯論訓練可以提升人際溝通

技巧、增進公共演說能力。

(三)辯論與寫作能力

辯論亦能增進寫作能力( Jackson,

1973)。由於架構切題易懂的書面論

述，是準備辯論不可或缺的一環。參與

辯論因此亦可提升個人寫作能力，即以

清晰、有條理又簡潔的文字傳達要旨

(Sheckels , 1983) 。其中，辯論採用

的結構與方式，特別有助於學生撰寫論

說文體。透過紮實的辯論訓練，學生的

閱讀、思考及組織能力都會有所精進，

無怪乎許多有辯論經驗的人皆指出辯論

訓練確能提升學生的論說文寫作技巧

(C缸， 2002 )

(四)辯論與公共議事行為

除上述優點外，辯論在教育上仍有

其他潛移默他的效果。辯論讓學生接觸

許多重要社會議題 (Bellon， 2000; Harvey

& Woods ‘ 2008) ，而在高中或大學接

受辯論訓練，可以引導學生開始主動

思考與公共事務有關之爭議(Carleton ,

1949)。一般而言，即使是社會學科領

域的學生，通常也只有在主動投入辯論

比賽後，才會深人探討具爭議之教育、

社會或外交政策。辯論比賽的議題相當

廣泛，學生準備的過程中，藉由分析議

題(即分析現行制度的問題、問題重要

與否、是否為制度本身固有、所提計區

能否解決問題、計畫可能的缺失等議

題) ，往往可對時事有所掌握，而藉由

了解議題背後所牽動之個人或團體權

益，學生將更懂得關心公共事務，不再

置身事外。 Jerome & Algarra (2005) 在

調查倫敦中學生辯論的經驗後，也實證

紀錄了此項優點。

辯論不但協助學生培養實用的

技能，用以提倡個人理念或促進公共

對話，本質上也是民主社會之一環

(Zompetti , 2008) 。誠然，若民主的真

意是傾聽民眾的聲音，那麼民眾便應有

權為自己發聲。民主制度若要發揮其影

響力並且走得長遠，就需要建立一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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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從事實依據、邏輯脈絡及合意程

度等層面，仔細檢視不同的「聲音」。

辯論訓練除了著重口語技巧，亦教導如

何提倡個人理念，並透過議事辯論的機

制加以落實。辯論可說是一項工其，民

意代表利用辯論，行使質詢政府官員的

權利;候選人利用辯論檢驗對手的政

見;公民利用辯論了解公共議題，同時

表達自己的看法。是故，隨著愈來愈多

民眾對政治冷戚，地方政治又充斥著相

互指控、抹黑等情事，自辯論訓練所習

得的倡議能力，便有助喚起民眾對社會

議題的重視，進而刺激公民的參與，於

臺灣締造健全的民主社會。

(五)辯論與其他教育價值

學生在準備辯論的過程中，不僅

吸收了大量新知，更能培養其學術研究

各項必備技能，例如蒐集資訊、大量

閱讀、客觀評估資料的參考價值、記

筆記、彙整資料等。而辯論若促進學生

主動進行研究，亦代表「培養學生自

學能力」之教育目標的實現( Jackson ,

1973)。辯論除認知能力之養成，亦可

幫助學生達成與學習有關之情境目標。

學者 Fine (1999) 曾針對紐約數百位

參加「城市辯論聯盟J (Urban Debate

League) 之高中生進行研究，結果發

現，辯論確實可以加強學生毅力、訓練其

專注力，讓他們不畏艱難向目標邁進。

二、辯論與英語文學習

正因辯論有諸多教育價值，當該

訓練或活動與ESL或EFL等英語課程結

合時，將有助學生同時學習英語聽說讀

寫四技及該語言所反映之文化價值與行

為。 Johnston (1994) 針對母語為中文

的學生寫了一本辯論教材(The Logic &

Language of English Debate: A Practical

Guide for Chinese Students of EF吟，並

於前吉中指出，英語辯論至少能在三方

面促進EFL的教育。首先，英語辯論可幫

助中等程度以上的EFL學生培養閱讀及

聆聽時的批判能力，以處理真有複雜論

述的英文篇章或言談;第二、英語辯論

能加強學習動機，符合溝通式語盲教學

觀，因為學生在準備過程中有機會探索

自己有興趣的主題，而透過競賽機制，

學生也會努力達成有效溝通的目標;第

三、英語辯論涵蓋的多種句型和語彙都相

當實用，可供學生於論述說理時參考。

辯論對提升非英語母語人士的學

術英語能力亦有相當助益。Beltran &

Lowrie (2002) 主張辯論能幫助學生學

習許多做學問之技巧，例如:閻明白夜

立場、以理服人等等，但在ESL課程中

卻往往不受重視;因此，該二位學者呼

籲美國所有「城市辯論聯盟」應大力推

廣辯論比賽，讓更多學習英語中或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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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有限的學生皆有機會參與。 Stewart

(2003 )也建議英文教師將辯論與內容

位教學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結

合，協助學生熟悉學術論述所運用的技

能，包括闡釋、論知、辯明、陳述、分

類、論證、說服及評鑑等，以幫助學生

從容應付在美國大學的課程學習。許多

實證研究亦印證英語辯論對提升ESL與

EFL學生整體英語能力之效益。舉例而

言， Iverson & Hoerer (2001 )於一為期

六週的暑期移民教育課程中，把辯論當

作全語吉教學工具，結果發現，辯論確

實強他了學生的研究能力、組織能力及

批判閱讀的能力，同時改善他們的閱讀

記憶力，甚至能培養自我認同戚。另一

項研究同樣印證了辯論於ESL教育上的

價值: Huang (2002) 讓加拿大一所大學

的ESL學生運用辯論進行課堂討論，一

開始Huang先指導學生用非正式的辯論練

習表達自我看法及分析辯題的正反方論

點，幾回合過後，竟發現學生運用語彙

的質與量均有提升。 Byron 、 Goldstein 、

Murthy & Roberts ( 1993) 則在一項針

對香港某大學英語預備課程的調查中發

現，將社會上具爭議性的話題融人教材

中讓學生進行辯論式討論，確實能加強

學生在專題討論課堂上之口語論述能

力，因此極力鼓勵教師將辯論納人英語

語吉課程。 Chi (1 996) 針對臺灣一所大

學英語系大一學生進行英語辯論教學對

學生英語口說與寫作能力之探討。而研

究發現，學生雖在意見表達及字彙應用

上遭遇困難，但一致給與課堂之英語辯

論活動正面評價，學生同時在其英語語

言能力上亦有明顯成長。同樣地， Lee

(2005 )亦針對國內另一所大學英語系

三年級學生進行了一項英語辯論教學研

究調查。研究中，學生被分成「先接受

六週辯論訓練後接受六週討論訓練」之

實驗組及教學順序互調之對照組，研究

結果雖無法證明辯論比其他口語活動可

在更短時間內提升學生口語表達能力，

但卻發現實驗組相較於對照組學生，在

其口語能力上有較大幅度之進步。學生

亦反應辯論所提供之訓練不僅可提升其

演說能力與自信，也對其批判性思考、

反駁、組織及研究能力有相當助益。

Lustigova (2011) 在捷克大學生命科學

系實施英語辯論教學後亦有類似發現。

在使用簡易的英語辯論模式帶領學生進

行迷你課堂辯論後，Lustigova發現辯論

不僅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更有助

於增進其口語溝通及批判思辨能力。

Lustigova因此進一步建議將英語辯論教

學提前至高中階段實施，以幫助學生在

各類議題上及早學習陳述、申論己見。

而筆者 (2009)先前針對參加臺北市西

賽羅盃英語辯論比賽之本地高中生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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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調查亦指出多數參賽者認為學習

英語辯論確實有助於其整體英語能力、

溝通技巧、批判性思考及口語辯論技巧

之增進。上述研究與發現在在顯示辦論

無論是ESL或EFL的英語課程，辯論都有

助於訓練語言技巧、提升溝通動機、培

思辨能力、及增進研究與組織能力。

辯論因本身即為一項可有效刺激

是學生主動學習各種課程內容之學習活

動 (Maloy， 1993; Snider & Schnurer,

2006) ，故當其與「內容本位語吉教學

法 J (content-based language instruction或

CBI)結合時，更有助於學生積極主動並

深人學習英語課堂上所討論之不同議題

(Stewart, 2003)。這是因為最適合「內

容本位語吉教學法」的題材往往是具爭

議性的題目 (Brinton ， 2000) ，而辯論之

題目正符合此一要求。此外，該教學法

在討論議題時所要求之學術語吉技巧，

如敘述、解釋、澄清、證明、說服、評

斷等，亦為準備及進行辯論時所強調之

語言能力。基於上述原因，辯論對加強

學生在不同議題上之英文背景知識及專

業字彙等等學習效益亦無庸置疑。

辯論當與英/外語教學結合時，

亦可幫助學生領略所修習語吉背後之

文化信仰與價值 (Bellon， 2000; Dam &

Volman, 2004;Gee, 1994;Street, 1994) 。

辯論在英美澳紐等英語系國家所受之重

視及其被廣泛之運用所反映的正是該些

國家「低權力差距」及個人主義之文

化價值。此種真基於低位差階級權利

社會型態之「正面交鋒式辯論行為」

(wresting debate) 是強調「修好關條

對話模式」的「高權利差距」及集體意

識強烈之東方儒家文化所嗤之以鼻，並

竭力避免的溝通或學習方式(Durkin ,

200缸， 2008b) 。辯論所代表的另一個文

化現象就是英美等西方文化對追求事物

真理的信仰與執著。相對於此，儒家文

化價值所強調的則是和諧關係之維護。

學生在學習及從事英語辯論技巧的同

時，亦將可領略語言及修辭表象下之深

層文化意涵，比對他我文化之異同，以為

日後學術辯論或跨文化人際溝通做準備。

有鑑於上述之教育價值，就不難了

解為何辯論這項古老的教學法仍普遍納

人西方國家的學校課程及課外活動中，

以及為何近年來愈來愈多亞洲國家也紛

紛跟進。下一節將檢視亞洲英語辯論實

施的現況，包括中國、日本、南韓及臺

灣等地。

三、「東亞地區高中英語辯論施

行」之現況調查

排除英國殖民地背景對該國中學英

語辯論實施所可能帶來之影響，本文調

查重點將以英語非為官方語盲的幾個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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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國家為主。

(一)中國

中國教育當局因視英語辯論為教

育改革及培養獨立思考之利器，故在其

中、高等英語教育中相當重視學生英

語辯論能力之培訓，此重視可由學生

參與辯論賽事之數量、層級及規模來檢

視。以中學為例，許多位於南海、寧

波、上海、北京等地的中小學在 2010年

時已開始派隊伍參加在香港舉辦的「第

九屆香港校際網上實時埠際辯論比買」

(The 9th Hongkong Inter-City School Real

Time Debate on Net' http://www.jsi t. net/

debate-9/e叩hedule.htm) ，其中許多學校

當面對香港英語教育體系出身之隊伍，

甚至能晉級至準決賽或決賽，由此可見

英語辯論在部份的中國中小學英語教育

中亦已漸漸開始萌芽。而自2011年起，

國際辯論教育協會 (IDEA International

Debate Education Association) 更在南京

舉辦了為期一週的第一屆中國全國高中

英語辯論大賽，首屆即有來自南京、成

都、天津、杭州、澳門及香港共三十二

支隊伍參賽， 2012年參賽隊伍數更成長

至五十二隊。

1997年回歸中國的香港，因其英

國殖民背景，使得英語辯論在各層級學

校皆有相當蓬勃之發展，而此發展顯然

的亦因香港回歸後漸漸擴及至中國本土

並刺激了諸多內地高中及國際學校英語

辯論之發展。以2009年為例， r 菁英

社香港分社J (English Speaking Union

[ESU]-Hong Kong) ( h仇p://www.esuhk.

org) 在菁英社總部「語吉教育及研究常

會 J (Standi月 Committee o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r SCOLER) 之

策劃協助下，邀請來自倫敦的英語辯論

隊伍為八十多所香港中學學生進行辯

論教學及演示，同時亦為教師舉辦工

作坊名為: Persuasive English: Debating

叭forkshop 2009 - Teacher Training

Workshop' 此一系列活動成功地將英語

辯論介紹給更多教師，也推廣至更多學

校。有五十二支隊伍參賽的第二屆中國

全國高中英語辯論大賽，將境內一般中

學與國際學校、香港、澳門等高中區隔

開來，並將一般中學視為競賽主軸的1

事規定，更證明了即使是全國性比賽亦

無須憑藉著國際學校或殖民地區中學撐

起整個賽事。英語辯論在中國中等教育

中逐漸興起可見一斑。

(二)日本

籍由許多大學英語辯論聯盟的成

立，英語辯論近年來亦漸漸在日本高

校擴展。一名為「全國高校英語辯論

聯盟J (All Japan High School English

Debate Association) (http://henda.jp/

outline5.aspx) 於2005年成立至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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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過五次全國高中英語辯論比賽，

All Japan High School English Debate

Tournament在過去五年中的規模不斷穩

定成長，參賽者由2005年的二十六所學

校四十支隊伍一百六十人、2006年的

三十八所學校五十二支隊伍二百零八

人、到2007年的五十所學校仁十六支隊

伍二百五十七人報名參賽。因為參賽隊

伍與人數逐年攀升，為求賽事順利進

行，該聯盟於2007年將參賽隊伍數量上

限訂為六十四校六十四隊(即一校一

隊) ，雖是如此，但欲參賽之隊伍與人

數仍不斷成長， 2011年增加至七十三支

隊伍共三百二十一人報名參賽，而2012

年更激增至八十七支隊伍共三百五十七

人報名參賽之規模。另值得一提的是，

截至2009年，該賽事之參賽學校遍及日

本四十三縣中的二十九縣，其後幾年亦

一直維持全國過半以上縣市參賽之規

模。由此可見，英語辯論於日本高校的

普及程度可說與日俱增。

(三)南韓

如同日本，英語辯論在南韓的逐

漸普及和過去五、六年英語辯論學會、

聯盟、社團在南韓接二連三成立有很大

關像。「韓國辯論聯盟」即為一例，該

聯盟以韓國高中為推廣重點，負責制定

英語辯論規則程序，甄選參加國際辯

論大賽之韓國高中生代表，及增進與

全球辯論社群之合作。而「韓國辯論

學會 J (Korea Debati月 Association)

亦與International Debate Education

Association (http://www. idebate.org.

events.member_events.php?event_id=463 )

攜手合作舉辦一年一度的「韓國高中辯

論比賽 J (Korea High School Debating

Championship) 。南韓高中生的英語辯

論實力，可由其參加國際大賽之排名略

見端倪。以「世界高中辯論大賽」為

例，在短短兩年內，南韓高中參賽代表

由2004年排名第二十五名，於2006年快

速晉升至第八名，並在該年比賽中打進

前四強，而南韓亦於次年成為「世界高

中辯論大賽」之主辦圈，吸引來自二、

三十國好手至其首都首爾一較高下。

在2011年，南韓更在「世界高中辯論大

賽」所有非英語為宙語之參賽隊伍中獲

得ESL Award (及英語為第二外語獎)之

殊榮。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參加南韓國

內賽事之高中生多來自境內之外語學校

(如名為Academy of Foreign Studies 或

Foreign Language School之高中) ，韓國

本土高中只占少數。雖然英語辯論在南

韓之普及性不如許多其他亞洲國家，巫
因長期舉辦各種辯論比賽及學生亮眼之

比賽成績，英語辯論在南韓業已漸漸吸

引愈來愈多學生及家長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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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

相較於前述幾個亞洲國家，英語

辯論在臺灣高中之施行及發展著實非常

有限。在多數老師及學生將辯論界定為

「高難度、僅適合口語程度極佳者從事

之活動」的傳統觀念下，辯論課程實施

之場域通常只限語資班，或僅止於課堂

上偶爾為之、好玩性質居高的純口語練

習。就辯論比賽而盲，為高中生舉辦的

英語辯論賽事，在 2012年以前較具規

模者僅限「臺北市西賽羅盃高中英語辯

論比賽 J '該賽事自 2003年舉辦至今，

雖屢獲參賽師生及評審之好評，但參賽

學校及隊伍數量卻始終無法有明顯、快

速成長。 2012年臺北歐洲學校與「英基

學校協會」聯合發起了名為「亞太地區

學生中英雙語辯論邀請賽 J '該邀請賽

以雙語辯論及跨區賽事為號召，雖然吸

引了之前從未參加過任何英語辯論比賽

的本地師生參與，但隊伍數仍是屈指可

數，而當該賽事移往亞洲其他地區舉辦

時，臺灣又再度缺席。 2013年中部科學

園區實驗中學首度舉辦中臺灣英語辯論

比賽，嘗試將英語辯論觸角伸向中臺灣

各縣市，首屆比賽雖吸引 12支隊伍參

賽，但整體賽事水平卻因多數師生仍不

熟悉英語辯論規則及內涵而差強人意。

同年，南科國際實驗高中舉辦的「世

界高中辯論賽 J (World Schools Debate

Championship) 選拔賽，亦因本地高中師

生對賽制不熟悉，導致參加選拔人數不

甚踴躍。

至於為指導老師或高中辯士所舉

辦之工作坊或訓練營，2012年以前聽聞

過，僅有臺北市中山女高在2005年為臺

北市高中教師舉辦的為時共九小時之英

語辯論工作坊、臺師大於2009年為增進

高中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英語知能所

舉辦的「英語辯論」研習課程、北市中

正高中於2009年為臺北市高中生舉辦之

為期三天的英辯訓練營、及臺中二中

在2012年為臺中市英語教師舉辦的英語

辯論工作坊。近一兩年，英語辯論工作

坊似有漸增之趨勢，如復興高中、中部

科學園區實驗中學、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和國立鳳山高中在2013年寒暑假各自分

別為臺灣北、中、南三區高中生舉辦一

至數目英語辯論及批判性思考工作坊，

但從參加學校和學生人數可看出，英語

辯論相較於其他英文口語活動(如:演

講、短劇、說故事、模擬聯合國、外交

小尖兵種籽隊伍選拔等)仍屬於極小眾

活動之事實不變。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以前所

舉辦的高中英語辯論研習活動多為以個

別獨立作業方式進行，並無整體或長遠

規畫。 o 2012及2013年在中部及南部所舉

辦的高中英語辯論比賽、教師英語辯論

December, 2014 Secondary Education 63



工作坊及高中生英語辯論營，超過半數

為筆者個人主持之多年期國科會計畫 l所

間接催生之產物，筆者雖一再與籌劃、

舉辦各活動之計畫內教師強調每一活動

持續進行之重要性，但因各比賽與研習

並非公部門所交辦，故一旦負責主辦之

教師或學校無意爭取經費、持續該區英

語辯論之推廣工作，看似逐漸興隆的多

項英辯比賽及活動隨時都可能面臨夏然

而止之命運。

在面對課程與課外雙雙缺乏推廣管

道的現實情境下，高中校園的英語辯論

社團亦寥寥可數。以臺北市為例， 61所

公私立高中(含補校與進修學校) ，據

聞只有中山女高、薇閩中學和復興高中

有英辯社乏成立。

從上述「亞洲地區高中英語辯論施

行」之現況調查可明顯看出英語辯論在

臺灣的推行及發展遠不及許多亞洲鄰近

國家，在我國不僅少見提供學生學習或

展現英語辯論能力的校內及校際比賽，

亦欠缺推動英語辯論之校園或民間辯論

組織，且從過去到現在，大部分的英語

辯論活動，其舉辦模式亦只是零星、游

盒式的，沒有規劃、整合，也欠缺前瞻

性。在國內許多教育政策制定與未來發

l 從2011 到 2014年筆者得到圈科會研究計主編

助，得以進行一名為「以臺灣高中為主的多面

向英語言命辨推廣計畫 J 並招募全臺各區英語

教師力。入推廣行列。

展都不斷強調與世界接軌或向世界級

水準邁進的同時，我國的中高等英語教

育中，卻獨獨少見向來被稱為「訓練批

判性思考利器」及「最能反映英語系國

家學術及公共議事文化」的英語辯論活

動，著實令人不解與扼腕。但希望亡羊

補牢，為時不晚。隨著普通高級高中英

語課綱 (2009 )中加入「邏輯思考、判

斷與創造力」等核心能力，期望能激發

國內師生、學者對英語辯論的興趣及探

索的慾望，以英語辯論為一教學策略來

達成語吉、思考、文化、公民訓練等不

同面向之學習。

參-汞來臺灣高中英語辮

論教學之宗旨目標

不同於其他亞洲國家以推動學術

性英語辯論競賽為主，我國之「英語辯

論教學 J '如欲徹底發揮辯論之教育功

能，應突破英語口語競賽之單一焦點，

而包含其他面向之學習。也就是說，我

國須推動之英語辯論教學，應旨在培

養國內「英語為外語 J (EFL) 學習者

之論證技巧、邏輯推理、組織及研究等

能力，並藉著準備與參與辯論過程，促

進英語四技整合，增進對特定議題之認

識，和認清辯論精神與民主制度及文化

價值間之密切關連。在此宗旨之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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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育中之辯論教學之架構亦應採多面

向之英語學習理論。而第二外語學習

(second/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理

論中的「外語社會化理論J (theories of

econd language socialization) 即為架構未

來英語辯論教學之最佳理論基礎。

不同於「外語習得理論J (即語

言是「習得J (acquired) 的「產物」

(product) (Doughty, 2003; Doughty

& Long, 2003; Celce-Murcia, 1985) )

「外語社會化理論 J (Duff, 1997; 2002;

2003; Harklau , 1994, 2003; Lave & Wenger,

1991; Rogoff, 1990) 可視為第二語言習

得較新立觀點。持外語社會化理論觀點

之學者認為語吉本身不僅僅是學習的

「最終產物 J '更是語吉學習過程中的

「必要媒介 J (a medium necessary for

learning) 。換言之，學生不僅學習標

的語吉 (target language) ，更須透過

使用該語言學習成為標的文化中之一份

子。外語社會化理論同時亦強調學生須

有能力參與各項存在於該標的文化中之

所有活動，且該些活動須能反映該語言

之文化特色。如此一來，學生既能學習

標的語吉，同時也可經由參與此活動而

學習該活動之文化概念和活動規則。此

外，外語社會他理論還包含兩個重要概

念，那就是活動本身真有的動態特質

(dynamic nature) 及活動參與者之彼此

互動(co-constructed) 。也就是透過內容

與形式皆不斷改變的活動，外語學習者

不僅習得使用該語盲的知識、技巧與情

意，亦同時建構反映自我和對方角色與

定位的互動模式。

運用此理論建構臺灣未來英語辯

論教學之理由有三:首先，英語辯論本

身即為一項深具英美文化特色之口語活

動，學生在學習與參與該活動時，除標

的語言能力之養成外，亦需習得該活動

參與者所需具備之知能與情意，才能真

正掌握活動精隨，順利達成活動目的。

此學習要點明顯符合外語社會化理論所

強調之社會他過程。其次，儘管辯論有

規則可循，但其辯論內容、策略使用、

質詢方式以及結論推導，都需靠辯論中

所有參與者共同建構。而外語社會化理

論一向將學習視為「參與者共同建構的

過程 J '故能適切地反映出辯論中的互

動與共構特色。最後，進行英語辯論

時，學生需同時整合語吉、主題知識、

辯論規則及思辨能力，並根據自己及對

方辯友之論證不斷修正、調整自己的論

點及策略，因此，能夠用來定義存在於

EFL情境中之辯論活動的理論必須能呈現

該活動之動態特質，而外語社會化理論

亦具備此特色。

在以「外語社會他理論」來支持及

架構臺灣未來英語辯論教學的前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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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辯論廣義地定義為「標的文化中

一項參與者彼此高度互動、共同建構認

知系統之社會活動」。透過此活動，學

生不僅能學習辯論語言及邏輯推理，同

時更能在過程中檢視修正彼此論點，並

學習潛在於辯論活動中之標的文化價值

觀(即維護民主自由、伸張個人權益及

強調理性論述)。奧克斯 (Ochs ， 1988)

將這種動態歷程統稱為「社會化過程」

(socialization) 。此大大有別於本地生

母語習得歷程的外語社會化過程，於標

的文化中卻俯拾即是，不僅常見於國會

議事殿堂，更廣泛運用於教學場域及日

常生活之人際互動。在立基於「外語社會

他理論」中的「社會化」觀點下，本文後

續將論述未來臺灣英語辯論教學應如何幫

助學生藉由辯論活動幫助學習，並達成三

種英英文化中與辯論息息相關之社會化形

式，即「參與學術競賽」、「體驗課堂學

習」及「落實公民養成」。

肆、未來臺灣高中英語辯

論教學之油蓋面向

為達成上述之社會他之目標，臺灣

的英語辯論教學亦應規劃為三個面向，

即首先強調「辯論菁英培訓」的英語辯

論比賽;進而強調「辯論知能發展」的

英語辯論課程;及強調「世界公民養

成」的英語辯論生活化。以下分別就每

一教學面向之內涵與操作形式，作扼要

說明。

第一個面向的英語辯論教學以「提

倡競賽型英語辯論」為主，即所謂的

r Debate and Competition J 。我國歷年來

和英語口語有關之競賽莫非就是英語演

講比賽、英語說故事比賽、英語劇本朗

讀比賽和英語短劇比賽，唯缺英語辯論

比賽。在東亞各國紛紛推廣英語辯論，

鼓勵學生參加區域甚至國際性英語辯論

比賽及從事文化交流之際，我國學生卻

因對英語辯論之陌生而缺席於許多國際

辯論競賽舞臺，喪失了諸多與他國菁英

相互切磋學習之機會。因此，英語辯論

教學自標之一即為喚起國人對競賽型英

語辯論之注意及興趣，培養學生之出賽

能力，期望國內英語辯士有朝一日終能

達到國際級辯論水準'與他國辯士進行

切磋交流。為協助學生參加國際性辯論

比賽，辯論教學在此旨在培養辨士之競

賽知能、團隊合作及國際觀。

在此面向下，我國未來的高中英

語辯論教學應包含「英語辯論菁英之培

訓」。有眾多菁英聚集之學校應鼓勵妥
生成立英語辯論社團，並仿效美國高

中，聘任英語辯論專職教練，負責指導

學生。社團成員在培訓後，亦應盡可能

參與國內外各類英語辯論賽事，與他隊

。。 中等教育第6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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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他國菁英切磋學習，以求在其語吉、

思辨、辯論及議題掌握能力上，更為精

進。此外，英語辯論或其相關技巧亦可

納人現存英語口語賽事(例如:將辯論

與「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伍選拔賽」

結合成為競賽項目之→，將思辨與辯論

技巧融入英語演講比賽成為指定題演說

後之即席問答〉或讓英語辯論能力成為

其他學科競賽(如:兩岸高中生物理競

賽)評分項目之一等等，皆是未來高中

英語辯論教學在競賽面向下可能之發展

途徑。總之， r培訓辯論菁英」的英語

辯論教學，因以培養我國各領域之英語

辯論及議事長才為主，故在內容上，不

論是辯論技巧或議題，都將具一定難度

與深度;在形式上，則將以參賽訓練、

參賽過程學習為主。

第二個面向的英語辯論教學將以

「推廣課堂英語辯論教學」為主，既所

謂的 r Debate and Curriculum J 。多數

國人對英語辯論之傳統印象一直環繞在

其高困難度(涉及太多高層認知能力及

英語口語能力)與低實用性(只限於正

式比賽場合)之特色上，但英語辯論並

非只見於正式比賽場合，在英語系國家

許多課堂學習及師生交流模式，常以辯

論方式進行。而在日常生活中，辯論更

常被視為是解決爭議之最公開與公正之

方式。同理類推，英語辯論教學亦非只

限比賽流程、辯論技巧之研習，或只適

合於英語口語能力上乘之學生，而應該

包含針對全體學生在邏輯思考、語言表

達、議題分析等課題上之教學活動。本

文因此建議臺灣高中英語辯論教學亦應

藉由一般課程與課堂學習，培養全體高

中生思辨與英語辯論之基本知能。故在

面對「英語口語辯論教學」一議題時，

國內英語教育專家須討論的不是「該不

該教」或「要教誰J '而是「該如何

教」。為此，國內英語辯論教學之目標

二即在能澄清、扭轉英語教師對英語辯

論的刻板印象，引燃其對辯論教學之興

趣及嘗試意願，進而漸漸將英語口語辯

論教學帶人課堂，以全面提升國內高中

生之思辨與英語口語論證能力。

針對此一面向，我國未來高中階段

的英語辯論教學應包含「課程中英語辯

論基本知能之傳授」。此類英語辯論教

學之教學重點在於培養一般學生基本英

語辯論技能。英語辯論在此應主要被視

為一思辨能力與吉談行為的養成訓練，

而非競賽活動。而教學內容則可涵蓋論

點架構、邏輯推理、英語辯論言談特色

及資料收集、分析與統整。同時因為是

針對一般高中生，故此類英語辯論教學

內容，應盡量淺顯易懂，並貼近學生生

活。在形式上，可融入正規英語課程，

即針對原有教科書中之課文加人基本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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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元素之學習、辯論對話之示範及辯論

型討論之進行。同時因辯論議題常涉及

不同學科與專業，故亦可結合英語與其

他學科(如:公民、現代科技等必、選

修課程) ，以跨科跨領域的多元學科學

習方式呈現。不管是單科或跨科教學，

老師皆須在課堂上教授講解基本論證、

提問與反駁技巧，並給予學生實作練習

之機會。當然，一旦英語辯論教學納入

一般高中課程，學生的學習成效，亦應

透過口筆試、課外相關學術競賽或其他

更有創意之評量方法予以檢視。

英語辯論教學實施的第三個面向

將以「辯論生活化」為主，即所謂的

r Debate and Community J 。無疑地，

無論以何種語吉進行，辯論是民主社會

的產物，而其最終目的亦為維護及強

化社會各層面民主機制之運作。透過辯

論，人們得以最公開、理性的方式表達

己見並聆聽他人意見，同時也檢視彼此

論點。藉著辯論，雙方皆對自身擁護之

理念或應享之權益做一公開宣示。而論

點勝出之一方，更可期待該論點後續所

受到之關注及與該論點有關之個人或團

體權益之維護或伸張。正因如此，在許

多英語系國家中，辯論與公民權益之維

護及公共政策之制定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條。英語辯論教學因此應視辯論為學生

日常生活中使用標的語言，或在標的文

化中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傳表及辨證工

具，藉此協助高中生熟悉重要本土、標

的國及國際議題，明瞭不同社群、團體

所持立場及論述，培養我高中生以英文

解說或辯論不同議題之能力，同時也協

助其認清辯論、民主社會及文他價值間

之關聯，並於必要時，以實質行動向他

國人士或國際社會爭取、維護自身及他

人理念和權益。

在此目標下，我國未來的高中英

語辯論教學應包含「世界公民素養之建

立」。當東西方強權之文他政經制度全

面影響世界各國、當地球村時代將全球

變成一生命共同體時，英語辯論教學所

呈現的另一樣貌，應以體悟民主價值與

辯論精神，及探討全球性議題為主。此

部分之英語辯論教學，應將英語與辯論

知能主要視為一學習及傳衰工具，最

終目的是幫助學生接收、統整與全球性

議題有關之大量英語資訊，形成立場，

並在其後適當時機中，透過不同管道，

以英語表明立場，適時爭取自身、特定

團體或國家社會之權益。故教學內容可

包含議題背景知識、發展沿革、特殊詞

彙說明及相關衍生議題之英文論述與討

論，並鼓勵學生針對該議題表達論述自

身立場並檢視他人立場。而此類教學之

實施則可透過正式課程以外之聯課活動

(如:班、週會)或網路社團以口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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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形式進行。因為議題本身之複雜性

不一，故學生在表述或檢視多元聲音時

使用的媒介語吉亦須適時調整，除標的

語外，亦可彈性搭配運用學生母語進行

討論或意見抒發。

從上述三大教學面向來看，本文所

倡導之英語辯論與亞洲許多國家目前所

推動的英語辯論之最大不同，在於此處

提倡的英語辯論不單單只著眼於舉辦英

語辯論競賽，亦涵蓋了課堂英語辯論教

學，及將(英語)辯論知能落實於個人

日常生活中，藉以建構日後於標的文化

中求學或職場所需之溝通應對能力，並

實現現代公民伸張個人理念及維護個人

或團體權益之目的。也就是說，在如是

型式之英語辯論教學中，辯論不再只是

被狹義地視為「學術性辯論比賽 J '而

是廣義地被詮釋為一種有助於全方位語

言學習及思考能力發展之工具，甚至是

一種世界公民訓練及生活態度之展現。

辯論也不再只是唯有學術菁英分子或

國、議會代表才有能力、有資格參與之

口語活動，而是普羅大眾皆可投入、也

皆須具備的思考表達能力及遇事態度。

恆、未來臺灣高中英語瓣

諭教學之推動管道

未來臺灣英語辯論教學若要有效

推廣、徹底落實，首先必須從政策面著

手。當上層決策者能將辯論能力融入課

程綱要，實務面之教學自然會反映出此

特色。在目前各級英語教育課程綱要尚

強調辯論教學的情況下，普通高級中

學必修科目「英文」課程綱要加入「邏

輯思考、判斷與創造力」之核心能力，

實為當今在高中階段推動英語辯論教

學不可多得之契機。藉由強調辯論與思

辨之關聯，英語教育專家可在巡迴座談

與研習時引薦英語辯論，強調其為訓練

邏輯思考判斷不可多得之利器。日後修

正課綱或加人其他課程補充說明時，再

將英語辯論知能正式納入英語口說能力

中。

可以想見，當國內許多英外語學系

未提供完整辯論課程的情況下，即使英

語辯論教學正式列入課程綱要中，眾多

老師對英語辯論為何仍可能毫無頭緒、

無所適從。故根本解決之道就是從現有

英外語學系課程中做改變，英語口說課

程除了原有之發音、會話、演講及口語

發表外，亦須加入基本辯論訓練，當未

來高中英語教師對英語辯論有一定之瞭

解與實作經驗，而達政策要求須實施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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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教學時，自然會有較高意願配合並能

確實落實辯論教學。

「英語辯論教學」在臺灣雖非「今

日不做，明日後悔」般之急迫，但國人

亦不應再繼續漠視推誤。以國內目前現

存與英語辯論相關之人物力資源來看，

如何就現有資源做最充分之運用與最有

效之整合，應為當務之急。中等師資培

訓因屬高等教育之業務，故在談論高

中英語辯論教學之推行方式時，無可

避免地須上溯至高等教育課程之籌畫。

在高教部份，就人力資源而言，可鼓勵

對英語辯論有過接觸或有所研究之老師

或學者在相關科系或通識課程中開設英

語辯論課程，在原有之英語口語或大學

一、二年級共同英文課程中加入辯論單

元與活動，抑或至相關學生社團(如:

英辯社、中辯社、國際事務研習社或模

擬聯合國)介紹英語辯論。美國十多年

前所倡導之的「辯論融入跨領域課程」

(Debate Across the Curriculum, DAC)

(Bellon, 2000; Cronin, 1990; Snider &

Schnurer, 2006) 亦可在國內大學階段

推行，與目前政府所推行之「全程化

英語教學 J (English as the Instructional

Means , ElM) 結合，在不同學門、學科

中納人英語辯論，使之成為一常態學習

活動。亦可鼓勵與資助大學英語辯論社

團為高中生定期舉辦英語辯論工作坊及

小型跨校賽事或與高中英辯社進行師資

交流。就物力資源而盲，可在學校內部

現有之英語學習資源或校際學習網中加

入英語辯論教學資源，如:採購英語辯

論書籍、辯論影帶光碟或搜尋國外辯論

組織機構網址(通常該類網址亦會提供

許多有用資訊) ，以供教授英語口語課

程之老師或對英語辯論有興趣之學生參

考、自學。大專院校中現有的校內或校

際英語辯論比賽，可持續並擴大辦理，

如:增加參賽隊伍或學校。

在高中教育的人力部份，針對課

堂教學面向，職司教學研發的英語學科

中心可提供種子教師思辨與英語辯論之

相關訓練，並鼓勵教師開發思辨與辯論

教察和各地教師分享。各高中英語科每

學期為增進教師專業知能所舉辦的教師

研習可將思辨與英語辯論教學納人專業

成長課程之選工頁，並廣遨有相關教學或

研究經驗之大學及高中教師分享教材與

教學法。曾接受英語辯論課程訓練之現

職教師，可鼓勵其開始思考並嘗試將基

-辯論概念流程與現有英語課程結合，

或可依照辯題內容與其他學科(如公民

教育、生命科學等)之教師合作，藉由

該科教師將該學門與辯論或辯題有關之

專業素養直接融入英語課堂辯論中。而

這些受過辯論訓練的高中老師，更可在

其服務學校或所在縣市地區組成英語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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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以

論教學小組或聯盟定期聚會、舉辦講

座、彼此腦力激盪、設計教材教法、共

享教學資源。在競賽面向上，北、中、

南各區現有的高中英語辯論比賽，可從

各區承辦學校主動申請辦理改為由各縣

市政府甚或教育部國教署委託辦理，並

就英語辯論師資之供給與培訓進行更完

整之規劃與提供必要之協助。而為落實

英語辯論教學中「辯論生活他」及「世

界公民養成」之第三類目標，教育部或

縣市教育局辦理的學生赴外參訪團，亦

可視出訪性質、目的及國家將英語辯論

納人團員出訪行前訓練，藉此證明英語

辯論與世界公民素養二者問密不可分之

關連。而各校亦可透過週會等全校性活

動，邀請專家學者到校，以仿哈佛學者

Michael Sandel r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系列講座或其2012年來臺期間所進行之

互動式演講方式，帶領全校師生就特定

議題進行思辨訓練與辯論討論，將批判

與辯證具體落實於日常生活的討論與反

思中。

當辯論知能正式寫人十二年國教

重點政策中、當教學第一線教育工作者

亦意識到批判思辨是二十一世紀公民不

可或缺之能力時，英語辯論教學自然能

常態化、普及他。而政策之落實與教學

現場之需求，亦將帶動英語辯論教材之

研發與辯論教學研究之成長。當政策、

實務、研究三環節的良性互動就此歐動

時，臺灣英語辯論之蓬勃發展亦將指日

可待。

陸、未來臺灣高中英語辮

論教學之預期貢獻

臺灣「英語辯論教育」

本文建議之方式規劃、推展，相信對學

生在英語語言與文化學習、國內與國際

重要議題掌握、思辨與辯論能力養成和

公民議事知能及情意提升等方面，將有

諸多貢獻。首先，在準備英語辯論過程

中，參與者必須閱讀大量英文資料，撰

寫英文辯稿，以英文進行演練。而在正

式辯論過程中，參與者則須清楚流利

地以英文陳述論點、質詢及反駁，並理

解、記錄及統整對方之英文論點。故英

語聽說讀寫等四種基本能力得以在此單

一活動中，以最短時間、最自然有效之

方式達到整合及提升之效果。

無疑地，英語辯論教學之最主要

目的即為普遍提升本地高中生思辨與英

語辯論知能，儲備其日後在不同場域與

外籍人士溝通及議事能力或處理還析多

方訊息與多元聲音。藉由辯論課程所提

供的英文論證方式、思、辨技巧及辯論語

盲，學生將學會如何清楚且即時地表達

己見並回應他人意見。而邏輯推理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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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能力更可幫助學生面對網路時代的來

臨，對所接收之大量訊息進行必要之檢

視與辨證。

英語辯論教學因為辯論主題常涉及

本土或國際問高度爭議性之議題，故學

生對該類議題之熟悉、度亦會連帶提升。

為求對議題本身有更深人之掌握，參與

辯論者不但須研續與正反兩方論點有關

之資訊，亦須多方涉獵與議題有間接關

連之知識，這也是為何有研究競賽型辯

論之學者指出，辯士一季比賽所涉獵之

資訊與撰寫學位論文所研潰之資料實不

相上下 (Fine， 2001 )。也正因如此，英

語辯論教學可有效幫助學生整合英語及許

多其他科目(如公民、史地、科技、經濟

等)之學習。當學生具備基本辯論議事能

力，亦對特定議題有一定程度掌握後，相

信其公民參與度亦將隨之提升。

當國內政壇充斥著意識型態主導之

爭辯及情緒性辯論語言，英語辯論教學

將可藉著介紹與示範辯論之真諦及其在

英語系國家所肩負之功能，幫助學生內

他辯論所代表的價值與信仰，也鼓勵學

生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辯論的精神。即在

處理具爭議性議題時，以公開、理性之

辨證與討論取代叫囂謹罵及無稽指控，

並藉由參與辯論看清自身立場之盲點及

認識尊重多元聲音。藉由英語辯論教學

所發展出的理性議事精神及行為相信將

有助於國家未來民主政治之正常發展。

當英語辯論教學與菁英教育結合

時，英語口語及思辨能力上乘之學生將

有另一提升自我能力之機會及展現語吉

和辯論常才之舞臺。透過校內課程及校

際競賽，學生英語辯論經驗及實力將可

迅速累積，國內英語辯論水平與國際辯

論社群接軌，將指日可待。而藉由參與

國際辯論賽事所磨練出之英語辯論技巧

及對國際事務之熟穗，不僅對學生個人

日後發展有所助益，亦對儲備國家未來

外交政經、法律等人才有直接或間接之

貢獻。

藥、結語

因為國人對辯論之陌生或受其刻

板印象之影響，英語辯論教學一直未體

現於高等教育以下的英語教育政策或實

務中，但近幾年藉由零星的英語辯論營

隊、比賽及英語辯論實證研究，證明本

地高中生不但有興趣也有實力學習、參

與英語辯論。在親身見證此遺儡後，筆

者願向各層級之教育工作者大聲疾呼:

是該推動國內高中英語辯論教學的日

候了。教育是百年大計，任何教育政策

的制定及實施，皆須續密策劃、審慎評

估，在英語辯論教學上，筆者不希望衝

動躁進，但希望第一線執教者能盡快正

視辯論與思辨融入高中階段英語學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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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並於最短時間、在自身權限與

能力範圍內，開始為建構本地高中生英

語辯論知能與情意盡一己之力。當然，

我們更希望政策制定者與專家學者能齊

聚一堂，從政策面、制度面與實務面三

管齊下，共同商討如何有系統、有規

劃、有組織地推動國內英語辯論教學。

唯有如此，英語辯論教學才可能常態

化，也才能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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