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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辯論豈是「只可遠觀，本"

褻玩 J ?臺灣高中英語辦論教學

推廣研究之實施動機、歷程、成

放與省思

常紹女口*教授

國立薑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摘要

辯論在思考訓練、語言學習及公民素養培育上所具有之教育功能早已被

學者肯定，但辯論在國內中學英語教育卻一直未受到應有之重視。為彌補此

缺幟，筆者決定展開一個以高中為主的三年期「思辨與英語辯論教學推廣研

究」。該研究共分三階段，運用七大推廣策略，在全國北、中、南、東四區招

募近四十名種子教師，在「英語辯論競賽」、「英語辯論學」及「思辨與論辯

生活化行動」等面向下逐步推動思辨與英語辯論教學。本文除簡述研究各年度

進行之推廣工作外，並針對各推廣面向檢視其成果，同時亦就各推廣策略之執

于成效做出通盤檢討。整體而言，競賽面向下之推廣成果最為豐碩'相較之

下，課堂教學及論辯生活化等面向之推廣成呆則不如預期 o 在推廣策略研究

上， r教育訓練」為本計畫運用最成功之策略，而「外部溝通 J 策略之執行則

屢屢受挫。有鑑於此，在高中舉辦難度較高的英語辯論競賽不失為現今持續推

廣思辨與口語論辨的有效管道，而如何導正教育決策者對英語辯論內涵之認知

及整體教育環境是否有助於思辨與論辯之學習將是日後類似推廣能否成功之關

S建。

關鍵詞:英語辯論、臺灣高中、推廣研究

*本篇論文通訊作者:常紹如，通訊方式: t22028@ntn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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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nglish Debate in Taiwan a Dream or a
Reality? The Execu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a High School English Debate Promoti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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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me and again, debate has been proved to be an effective pedagogical vehicle

for critical thinking, language learning, and civil education. Yet in the past debate
had failed to garner much attention in high school English education in Taiwan.
To redress the si仙ation， a three-year promotion study was set out in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critical thinking and English debate to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o research
plausible means for such promotion endeavor. Encompassing three phases and
employing seven strategies, the study zeroed in on three different domains, which
include academic competition, in也lass instruction and everyday life argumentation.
Close to forty English high school teachers 企om all over the country were recruited
to undertake various tasks and provide feedback. It was found that promotion on
the “competition" domain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in contrast, the spread in the
domains of in-class teaching and everyday life was less satisfactory. “Teacher
development" was the strategy most successfully utilized; on the contrary,“external r-,

communication" was a strategy landing the least success. Given results as such, Y

holding competitive academic debates appeared to be an effective means of
promot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English debate among local high schools. Ultimately
it's the policy makers' conceptions ofEnglish debate and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s a whole that will decide the fu個re success of similar endeavors.

keywords: English debate, Taiwan high schools, a promoti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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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等教育季刊 2014年 12月所刊出名為「辯論不應在臺灣高中英語教育中缺席:

論未來高中英語辯論教學之宗旨目標、面向內涵、推動管道及預期效益 J (常紹如、

吳美貞， 2014) 之論文中曾提到，早已被英語系國家視為討論各類爭議性事務及訓

練批判思考最佳利器的辯論教學，卻仍少見於臺灣高中英語教育環境中。除了東方

文化中「高權利位差」意識及「強調修好關像對話模式」等不利辯論發展之文化結

構因素外 (Durkin ' 200缸， 2008b) ，教育政策應是造成國人輕忽辯論的另一因素。

2010年以前中等英語教育政策未見任何有關思辨或論辯能力養成之論述，英語教育專

業研究少有論辯教學之探討(僅偶見於「為何要上辯論課呢J (何慧玲， 1993 )、

“ Combination of speaking and writing in English teaching: From discussion to debate" (

Chi , 1996) 、「簡介英語辯論教學法 J (紀鳳鳴， 2000 )等文) ，而師培教育亦鮮

少涵蓋論辯課程或研習，造成一般高中英語教師欠缺此方面之涵養與知能，而教師辯

論教學之專業與信心不足，連帶導致本地高中生在思辨與論辯方面之訓練與經驗嚴重

不足 (Char嗨， 2008 ' 2009) 。

但此現象在2010年高中英語課程綱要 (2010 )首次加入「邏輯思考、判斷與創

造力」之能力指標後有了轉變與突破的契機。該能力指標正式將外語學習帶入了一個

新紀元，英語教學重點不再只是語盲表面構成元素的精熟，也是語言背後所傳遞訊息

的邏輯辯證。也因為此契機之出現，筆者毅然投身一項三年期的「恩辨與英語辯論推

廣研究 l 」'以「由下往上」的草根型運動方式，鎖定本地高中英語教師逐步進行推

廣。本文首先就國內外辯論與批判思考學習效益相關文獻及臺灣高中英語辯論現況做

J占要介紹，證明高中階段推行思辨與英語辯論教學確有其正當性與急迫性。之後並針
對一個以高中為主的思辨與英語辯論推廣研究之內涵與成效做出說明，希望本研究不

僅能為高中思辨與英語辯論教學，提供具體可用之資源與建議，同時亦為國內高中思

辨與英語辯論之後續推展，建構真參考價值之推廣模式。

l 核研究計畫名為「以全灣高中為主的多面向英語言合辯推廣計畫 J '為行政院科技部(J，軍國家科學委

員會)所通過及補助之研究計畫 (NSC 100-24 1O-H-003-082 ; NSC 101-2410-H-003-104-MY2 盯了

( II) )。

December, 2015 Secondary Education 63



貳、躊誼與批判性思考之關聯

在辯論的眾多教育功能中(例如Allen & Berkowitz' 1999 ; Bellon' 2000 ;

Malton & Keele' 1984 ; QCA ' 1998 ' 1999 ; Williams' McGee & Worth , 20∞01 ; Wood

& Rowlan吋1吋d

及，國內外皆不乏文獻顯示英語辯論對英語為母語、第二語吉或外語人士在批判思

辨能力之養成上都真相當正面之影響(女日Davidson' 1995 ; Ebada ' 2009 ; Freely &

Steinberg' 2013 ; Goodwin' 2003 ; Krieger' 2005 ; Nesbett ' 2003 ; Parcher' 1998 ;

Burek & Losos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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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教師在臺上唱「獨角戲」的傳統教學模式，辯論能促進同

儕間之互動，而同儕互動所營造的社會化過程有助於認知活動的發展(Vygots旬，

1978) ，其中亦包含高階認知如批判性思考能力之培養。其次，透過論辯，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可跳脫知識吸收與理解的範疇，進人應用、分析與評估的階段，也就是

「布魯姆認知分類表J (Bloom' 1956) 中較高層次的思考技巧。舉例而吉，辯士需

組織並檢驗所獲資訊，以鞏固己方論述並削弱對方立場，因此必須將資訊融會貫通且

加以評估，進而提升自身認知學習上的高層次能力。再者，辯論有助於培養後設認知

(亦為批判思考之一環) ，即學習者意識到自己的思維，並加以掌控。辯士在準備辯

論時，須跳脫自我思考框架，站在對方立場思索辯證策略即為一例。

許多實證研究亦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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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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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Louden (1995) 與 Allen

及Berkowitz (1999) 先後進行的研究，也再次驗證了之前的研究結果。他們比較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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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論與批判思辨之關條亦屢屢在ESL或EFL等課程中被證實。Johnston ( 1994)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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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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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複雜論述的英文篇章或吉談。 Stewart (2003) 也建議英文教師將論辯與內容本位

教學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結合，協助學生熟悉高階思考與學術論述如闡釋、

諭知、辨明、陳述、分類、論證、說服及評鑑等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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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son (1995) 在日本教授兩年英語辯論後發現，經過不斷練習，許多學生

不論在表達或辯護己身論點上皆有長足進步，在洞悉他人論點謬誤上所展現之能力更

不輸其教師。 Lee (2005) 針對國內一所大學英語系三年級學生進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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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研究學生普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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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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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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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考及口語論辯技巧之增進。上述研究在在顯示辦論無論其媒介語言或

施立學科為何，確實是訓練學生批判思辨之最佳利器。

藝、臺灣英語篇論教學實況調查

。 正因為英語辯論具有諸多教育價值，近年來亞洲各國家，包括英語非其官方語言

之國家，如中國、日本、南韓等地，不僅年年舉辦各級學校之地區或國際性英語辯論

賽事及辯士工作坊，同時為永續經營推廣英語辯論，各國亦早已成立多個學會或協會

等組織機構，專職英語辯論賽事或辯士培訓營之籌畫與舉辦。相較於上述國家，英語

辯論在臺灣的施行及發展向來非常有限。以本地一般高中為例，截至 2011年本推廣研

究開始前，校內或校際英語辯論教學及競賽等相關活動可說是少之又少。在多數老師

將辯論界定為一「高難度、僅適合口語程度極佳者從事之活動」的情況下，辯論課程

常只限語資班學生，或僅止於課堂上偶一為之的口語練習。就辯論比賽而言，為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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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舉辦的英語辯論賽事，當時較大型的跨校賽事僅限「臺北市西賽羅盃高中英語辯論

比賽 J '但該賽事在參賽隊伍數量上一直沒有明顯成長。至於為辯論指導老師或高中

辯士所舉辦之工作坊或訓練營，就筆者所知，在2011年以前，亦相當少見，只聽聞少

數高中(如北市中山女中和中正高中)和大學(如臺師大)舉辦過相關講座。就高中

校園的英語辯論社團而盲，更是屈指可數，以臺北市為例， 61所公私立高中(含補校

與進修學校) ，只有少數學校(如中山女中、薇閣中學等)有英辯社之成立。

肆、以臺灣高中為主的思辨與英語諦論雄廣研究

從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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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筆者決定以「邏輯思考與判斷力」之指標能力作為激發國內教師探索

英語辯論之興趣與動機，正式在國內高中展開一項三年期的「思辨與英語辯論教學」

推廣研究。

一、推廣面向

考慮、思辨與英語辯論能力在高中教育中所能發揮或應用之情境，本推廣研究鎖定

三大面向，即強調「思辨與辯論菁英培訓IJ 的英語辯論比賽，強調「基本思辨能力建

構」的批判性思考與口語論辯課堂教學，及強調「現代公民素養」的思辨與論辯生活

化行動。以下為各推廣面向下之目標:

(一)英語辯論競賽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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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生卻因為對英語辯論之陌生，而屢屢在許多國際辯論賽事中

缺席，喪失了與他國菁英相互切磋學習之機會。因此，本推廣研究目標之一即為喚起

國人對競賽型英辯之注意及興趣，培養學生之出賽能力，期望國內英語辯士有朝一日

終能達到國際級論辯水準，與他國辯士進行切磋交流。

(二)思辨與英語辯論課堂教學

在英語系國家，辯論是常見的課堂學習及師生交流模式而非只侷限於競賽場合。

故在面對「思辨與英語辯論課堂教學」議題時，任何推廣研究須討論的不是「該不該

。。 中等教育第66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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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而是「該如何教」。本研究冀望能澄清、扭轉英語教師對英語辯論的刻板印象，

激發其對辯論教學之興趣及嘗試意願，進而將思辨與英語口語辯論教學逐步帶入課

堂，以全面提升國內高中生之批判思辨與英語辯論能力。

(三)思辨與論辯生活化行動

辯論是民主社會的產物，透過辯論，人們得以最公開、理性的方式表達己見，聆

聽他人意見，同時也檢視彼此論點。正因如此，在民主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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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確實發揮辯論在強化公民意識及提升議

事能力上的功能，任何思辨與論辯教育之推廣就必須和學生日常生活結合。故本研究

亦期許高中生能認清論辯、民主社會及公民素養問之關聯，並於必要時，以適切的語

吉及論證技巧維護自身理念及爭取個人權益。

從上述三大面向及其目標來看，本推廣研究所倡導與推廣之英語辯論不再只是將

辯論狹義地視為「學術性辯論比賽 J '而是將其廣義地詮釋為一種有助於全方位語吉

學習及思考能力發展之工具，甚至是一種現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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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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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世態度。

二、推廣方法及策略

本研究因所涉層面甚廣、工作項目甚多，故以逐年分階段方式進行。任何「創

新」若要能傳播出去，讓大多數人採用， Rogers (1995) 主張要設立「變革代理

人 J (change agent) 0 Hall和 Hord (2001) 亦持相同看法，認為需要有「推廣者」

。( facilitator) 來帶領變革的過程，以提高成功率。為7讓「英語辯論教育」能傳播出

去，於一開始先在全國北中南三區招募共35名「種子教師 J '擔任所謂的採用者及推

廣者。而推廣流程大致採鍾明吉 (2011 )在「技職校院創造力教育推廣策略之探討」

一文中所採用的三階段推廣流程，即「第一年規劃期」、「第二年行動期于及「第三

年整合發展期」之方式進行，希望能循序漸進，逐一實現本推廣研究三大面向下的所

有目標。

將此三階段推廣流程與Hall和Hord所提出的推廣策略做一結合，則第一年「規劃

期」之推廣策略主要以「共享願景J (即筆者與種子教師分享本研究之緣由及各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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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教育訓練 J (即筆者為種子教師舉辦工作坊並協助購買相關書籍)、「諮

詢與增強 J (即筆者藉由架設之網路學習平臺提供種子學校教師諮詢管道)及「支持

性組織 J (即筆者依照種子教師之後欲聚焦之面向成立互助小組( support group) )

為主。在此階段，除全體種子教師共同參與的思辨與論辯工作坊及互助小組外，三大

面向下亦各有經驗較為豐富之教師，在筆者帶領下，參加思辨與論辯教材編賽工作

人為行動期之推廣工作預作準備。第二年「行動期」之推廣策略持續第一年的「教育

訓練」、「諮詢與增強」及「支持性組織 J '但因為此階段之推行重點在於種子教師

執行第一年所自行規劃之論辯教學企劃案，故多了「監督進度 J (即筆者監督種子教

師所執行各推廣工作之進度並做必要調整)。在此推廣階段，種子教師除持續參與思

辨與論辯工作坊之外，亦須就各自所屬面向下，於第一階段所產出之思辨與論辯教材

進行討論與測試。同時亦有近半數 (16位)種子教師在筆者鼓勵下，設計並執行其個

人的思辨與論辯推廣計畫。第三年「整合發展期」之推廣策略則以「外部溝通 J (即

筆者及種子教師分別對外接洽相關單位，針對「英語辯論活動常態化與制度化」和

「英語辯論教育體制他」之重要性，進行溝通遊說)及「散佈資訊 J (即筆者及種子

教師聯合或各自對外宣傳本推廣研究及其所催生之思辨與英語辯論活動與成果)。在

此最後階段，推廣任務主要落在筆者及種子教師中握有較多行政資源之老師身上，透

過外部接洽及推廣成果宣傳，本推廣計畫除將所產出之思辨與論辯教材付梓外，亦力

爭各界人物財力資源之支持，期望本推廣計畫所規劃出之英語思辨與論辯教學能持續

不綴。

三、種子教師回饋資料收集與分析

為掌握種子教師對每年度推廣工作及策略運用之看法，以作為其後推廣工作修

正、推廣策略分析及推廣成效評估之依據，本研究在第一和第二年度結束前，種子教

師須填寫一份分別包含六和仁大主題 3 、二十三和二十個子題的複合式(即包含非量~

2 35名教師中有8人自願參與「英語辨論指導老師手冊」之j編萃 '7人加入「英語教科書思辨與英語辨

論教案」之設計，另有2人投入「論辨生活化題材」之撰寫。

3 第一年閉路含六大主糊糊畫起始所杭州重點之看法、過去一年整體參與度、工作叫習
心得、 Moodie網絡學習平壹運作與使用、思辨與英語辯論教材之籌畫與編察、本推廣計畫之登體

規畫IJ .第二年間卷所含七大主題為過去一年昌在體參與皮、思辨輿論辦教材介紹工作坊、 Facebook及

Google網路學習平臺運作與使用、自編教材測試過程、教師個人因 T計畫執行成果、第二年計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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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型封閉式及半開放式問題)線上問卷，針對各推廣策略執行之成效，給予回饋及建

議。以「計劃整體參與度」為例，教師須依自己過去一年之參與度，從問卷中所提供

的三個選項( I積極」、「尚可」、「不積極 J )中勾選出適合答案，並說明原因。

抑或是在「網路學習平臺運作與使用」之主題下，種子教師須針對「平臺上所傳遞訊

息或討論分享對其在批判思辨或英語辯論專業知識養成有無幫助」之敘述，從「很有

幫助」、「有幫助」、「不確定」、「沒有太大幫助」及「完全無幫助」等五個選項

中，勾選答案及解釋原因，並針對該平臺存在之必要性及使用方式提出看法與建議。

第一年35位種子教師中共有 33位種子教師填答，填答率為 94.28% ;第二年36位 4

種子教師中共有 30位教師填答，填答率為 83.33% 。封閉式問題部分之答覆主要以敘

述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 方式進行分析。半開放式問題部分之答覆則以文本分析

(text analysis) 方式找出可作為歸類該題資料之主題項目(thematic categories) ，然

後在主題項目下重新組織所有回答。因本研究資料量多繁瑣，故僅以重點方式呈現，

且以量化數據為主，必要時輔以質性描述。文中雖未披露所有數據及證詞，但教師提

供之回饋皆經過統整分析，並為文中各項結論與建議之依據。

四、推廣研究之工作內容與執行成奴

(一)第一年「規劃期」

在考量多數種子教師因專業不足難以帶領同儕或學生進行思辨與辯論教學的情

況，本推廣研究第一年規劃期之重點設定為「師資專業培訓」及「個人推廣重點規

畫UJ 。師資培訓部分以教師觀念導正及能力養成為主，也就是由筆者先提供參與推廣

呵"究教師在各個面向上推廣思辨與論辯的可行方法，並帶領、協助老師建構其在某一

面向推廣工作上之執行能力，希望藉此建構、提升教師們的專業知能和自我信心，並

開始自我規劃、營造日後推動校內或校際思辨與英語辯論教學之契機。以下為本階段

推廣工作項目及執行成果概述。

作內容之其他成想，及第三年計童工作內容之建議。

4 人數不一致之原因為少部分老師因工作繁忙，故於第一年結束時要求退出計畫，亦有老師於第二年

初加入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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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募全國北、中、南、東四區英語教師參與英語辯論教學推廣研究

本推廣研究全國共招募35位高中老師，分別為北區16位，中區7位，南區7位，

及東區5位。有所謂的明星高中，也有一般社區高中，還有高級職業學校，學校特色

及學生性質皆真多樣性。故推廣內容及進行方式之「客製他」確有其必要。參加教師

中， 8位男性， 27位女性，平均年齡30歲。在未加入本推廣計畫前， 27位(75%) 曾修

習過英語辯論相關課程或參加過英語辯論相關活動， 8位 (25%) 無此背景或經驗。

2.培訓及提升種子教師之英語辯論專業知能

為提升教師專業知能，本推廣研究透過「思辨與英語辯論工作坊」之舉辦、核心

教材之印製'及三個推廣面向下思辨與英語辯論教材之當董與編饗 5 (各自編教材內

容介紹見附錄一) ，協助本研究所招募之種子教師在短時間內迅速累積專業知能。針

對「思辨與英語辯論工作坊」是否有效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出席該工作坊的25位老師

中，幾乎口徑一致地認為工作坊所傳授內容有助於對英語思辨或論辯能力與技巧的瞭

解。至於參與教材編賽對提升專業知識的幫助，更是獲得了全數(17位)參與編算老

師勾選極度正向的回應(3位勾選「非常同意 J ， 14位勾選「同意」有幫助)。

3.諮詢與互助小組之成立

為及時提供種子教師相關諮詢及互助管道，本研究透過Moodie網路平臺，在各推

廣面向下設立「教師專業養成團體及編輯小組J (即競賽面向下的「英語辯論指導老

師養成班」、教學面向下的「批判性思考與英語教學之教師成長團體」及日常生活面

向下的「思辨與辯論生活化推動小組J ) ，不定時上傳相關教材及討論問題，種子教

師彼此間亦可透過該網路平臺與所屬小組組員進行互動。不過老師們平臺使用情形並

不踴躍，而問卷調查結果亦顯示此工作項目之執行仍有進步空間， 21位( 63.64%) 認

為Moodie上所傳遞之訊息或討論分享之議題對自己有幫助，但亦有8位或近四分之一

(24.24%) 的教師勾選「不確定 J ， 2位 (6.06%)認為「沒有幫助」。另外，亦有iO

位( 30.30%) 教師認為須改變網路平臺運作模式，使其上之訊息或討論能更有效傳達

給所有種子教師。

5 經過半年密集討論與意見交換，三個推廣面向分別產出{沒在怕!第一次帶英語辯論就上千:政策

性苦辣論指導老師教戰手冊}、{我辨我辯我雙雙變:批判性思考融入課堂英語教學手冊}及〈嚕比

一夥人爭論的大小事:思辨輿論辯攻防科﹒笈}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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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年「行動期」

接續第一年各推廣面向下所進行的規劃與準備，在第二年行動期中，種子教師於

了解各面向工作重點、可用教材並評估自我教學現況後，各自選定重點推廣面向，展

開推廣工作之籌畫與執行。故本年度的推廣策略除延續第一年之重點策略(即「教育

訓練」、「諮詢與增強」及「支持性組織 J )外，亦針對種子教師所進行之教材測試

及其個人思辨與論辯推廣計畫加人「監督進度」之策略，由筆者及各面向負責老師採

分層監督方式，即筆者提醒各組負責老師，再由負責老師透過互動平臺，監督組內種

子教師。以下為本階段推廣工作項目及執行成果簡述。

1.擴大招募種子教師

因為本研究首年成果豐碩，種子教師反應頗佳，筆者決定擴大招募對英語辯論和

批判性思考教學有興趣的高中老師加入本推廣研究。最後在三個面向下共新招募了 10

位老師，讓參加本推廣研究的老師總數一度高達的位。若以地理區域劃分，分別是北

部地區 19位、中部地區 11位、南部地區 11位和東部地區4位老師。

2.重整諮詢與增強管道及支持性組織

為回應上年度種子教師們「加強教師問聯繫」之建議，本研究在第二年一開始

即修正「諮詢與增強」及「支持性組織」等推廣策略，在每一面向下設置所謂的「組

頭」與「副組頭」老師，故各組諮詢者除筆者外，亦增加兩位同儕可請益與給予協

助。為顧及溝通平臺本身之便利性與普及性，本年度一開始亦請各面向下所屬成員

各自設立該組專屬之溝通平臺(如臉書社團及 Google Group) ，取代第一年普及性有

限的Moodie平臺，成為主要諮詢與增強管道。此一修正與改變證明確實對成員在訊

心分享與教學資源互通有無上發揮了相當正面的功能，給予回應的28位老師中有26位

(92.85%)認為這些網路平臺上所傳遞的訊息或討論對其在批判思辨或英語辯論專業

知識養成上有所幫助 (8位教師勾選「才良有幫助J ， 18位勾選「有幫助J ) ，只有2位

回答「不確定」。除了「傳遞訊息互通有無」外，教師們亦肯定網路平臺在「彼此相

互加油打氣」等心理建設層面上所發揮的功能。

3.舉辦「批判性思考技巧學習站」教師體驗營

「批判性思考技巧學習站」教師體驗營是本年度行動期中「教育訓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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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項重點工作項目，藉由親自體驗六個思辨與英語辯論的「學習站 J 6 (learning

stations) 內容，種子教師更能清楚明瞭基本批判思辨技巧內涵與可行之教學活動。參

與跑關的29位教師在回饋問卷中一致認為「批判性思考學習站跑關遊戲」有助其了解

及應用批判性思考所涵蓋的一些技巧，絕大多數老師(只有一人圈選「沒意見J )亦

願意將此跑關遊戲推薦給同校其他老師及讓學生嘗試參與並學習。同樣地，全體老師

也認為此學習站跑關遊戲能幫助高中生在短時間內了解基本批判思考技巧。

4.測試與修訂思辨與英語辯論教材

第一年編摹教材之測試與修訂是本年度「教育訓練」策略下另一重要工作。<沒

在↑白，第一次帶英語辯論就上手:政策性辯論指導老師教戰手冊}(常紹如編著，

2014)一書因無對應課程或帶隊機會可實際測試，故改為北中南三區種子教師組成讀

書小組，定期聚會討論書中的各章節，並藉由Google Group的平臺與小組中其他成員

定期分享閱讀心得及內容修改之建議。《我辨我辯我變變變:批判性思考與論辯融人

課堂英語教學手冊〉因涵蓋遠東陳版、遠東施版、三民與龍騰等四個版本英文課本第

一、二冊共十六課課文之思辨與英語論辯教案，故測試時間長達一整學年。各組教師

按照課文順序進行試教與測試，並於測試完畢後將測試回饋單上傳於臉書，由筆者與

該小組之負責老師於臉書上回應教師所遇到之疑問與困難，最後再依照測試教師之建

議與回饋修改教案內容。至於《嚕比一夥人爭辯的大小事:思辨與論辯攻防祕笈〉之

測試過程則與思辨教案測試類似，亦由測試教師定期回傳各單元之測試結果。唯本祕

笈內容因與教科書無關，故教學與測試情境從必修課到選修或專題研究課、甚至是社

團課程，不一而足。參與教材測試並填答相關題目的22位教師，不分推廣面向，一致

肯定測試過程對其專業成長有相當助益(競賽面向下有4位教師圈選「很有幫助」、

4位圈選「有幫助J ，課堂教學面向下有2位教師圈選「很有幫助」、7位圈選「有幫

助 J '而論辯生活化面向下有3位教師圈選「很有幫助」、2位圈選 r;有幫助 J )。

但在「測試過程參與度」上的自評卻相對較低，9位 (40.90%)勾選「非常積極」

或「積極」參與、 2位 (9.09%)自認參與「不積極」、 11位 (50.00%)勾選「不確

定」。從五成參與教師針對自己在教材測試參與上給予「不確定」的回應來看，監督

6 學習站內容主要來自筆者任教之「英語辯論」課堂上名為「批判性思考活動設計」之作業， 61名美

苦苦~<大四學生針對六個事先選定的思辨技巧以一個月時間設計各學習站(學習站內容及施做說明見

附錄二)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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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之推廣策略在教材測試工作上的執行成效似乎不盡理想。

5.種子教師鑄畫、執行與發表個人推廣計畫

第二年行動期的重頭戲莫過於來自三面向下共十六位老師進行十三項教師自訂

的「高中職思辨與英語辯論推廣計畫 J '該 13項計畫分屬競賽面向下的「英語辯論

中區推廣活動策劃與實施成果」、「思辨、論辯與高中棋聯的結合」及「英語辯論

指導老師手冊讚書會經驗分享 J '教學面向下的 6個自編教案與測試，及生活他面向

下的「思辨與生涯規畫 UJ 、「思辨、論辯與畢業活動規畫」和「思辨與論辯教學與社

團活動」。教師個人推廣計畫之籌畫工作於第二年度上學期即己展開，由三面向下之

負責教師先提出數個可能之計畫提案供組內老師參考，有意參加者，須於寒假期間完

成提案，並由筆者與 3組負責老師給予回韻和修改建議。各計畫在下學期開學後一個

月內陸續展開，執行計畫之教師亦須於期末進行口頭成果報告與全體種子教師分享推

廣成果。 15位作答教師中，對於執行成果表示「滿意」或「尚稱滿意」之教師共有 7

位 (43.75%) ，認為成果「普通」者有 l位 (6.25%) ，對結果「不甚滿意」者有 4位

(25.00%) ，有3位( 18.75%) 教師未置可否。近五成教師未提供明確或正向答覆之

調查結果，可能亦與監督進度之推廣策略未在執行過程中發揮其應有功效有關。

(三)第三年「整合發展期」

本推廣研究之第三年(即最後一年)為所謂的「整合發展期」。本年度工作重點

顧名思義為「整合」與「發展」。在「整合」部分，本研究針對第一、二年期間所產

出之思辨教材與活動進行最後統整，同時就前兩年推廣策略(即「共享願景」、「教

育訓練」、「支持性組織」、「增強與諮詢」及「監督進度J )之規劃與執行成果做

伊向之分析與檢討。至於「發展」部分，如前所述，本年度推廣研究以「外部溝通」

與「散佈資訊」等推廣策略為主，冀求延續甚至擴大辦理各面向下其發展潛力之思辨

與論辯活動。以下為本階段重點工作項目與其執行成果之概述。

1.種子教師人數消長變化

在此階段，部分種子教師因為校務繁忙或個人生涯規劃改變等因素，漸漸喪失

對本推廣研究原有之熱情，而慢慢失聯或最終決定退出，最終堅持下來的共有36位教

師。以地理位置劃分，分別是北區16位、中區5位、南區12位及東區3位;以推廣面向

來分，分別是「競賽面向」下的17位老師、「課堂教學面向」下的12位老師、和「生

December, 2015 Secondary Education 73



活他面向」下的7位老師。

2.對外宣傳溝通並尋求支持

「散佈資訊」策略在本年度研究之運用與執行方式主要以「計畫說明書與成果

冊」之編輯與發送為主。推廣研究前兩年各面向下的所有推廣工作項目與成果一併彙

整為「以辨/辯應萬變一一以臺灣高中為主的多面向思辨與英語辯論推廣研究說明書

與成果冊」並寄送至各相關政府部門與民間單位。除了筆者對外與國教署接洽並申請

經費支援外，種子教師亦藉由校內現存相關計畫(如優質化或均質他等計畫)爭取後

續推廣契機。為擴大宣傳並廣納各界支援，本推廣研究外部溝通對象亦擴及民間企業

與機構(如教師會、教育基金會、文化協會及英書出版社) ，而外部溝通策略亦引人

「各企業發展仰賴國內學子批判思辨能力之提升」及「冀望企業界共同肩負提升國內

師生思辨與論辯能力之社會責任」等論點與修辭作為溝通基調與企業主進行對話，希

望民間企業組織亦能扮演思辨與英語論辯教學推手之角色。

3.對外散布自編思辨與論辯教材

第二年測試修訂完畢之「政策性辯論指導老師教戰手冊 J (常紹如編著， 2014)

及「思辨與論辯攻防祕笈J '前者已出版、後者亦即將出版(預計出版日期為2015

年) ，而「思辨與英語辯論教案」則已收錄於英語學科中心第99期電子報 (2014 )與

全國教師分享。冀望上述教材的對外流通與散布可延續本思辨與英語辯論推廣研究在

教學與生活面向上之後續發展。

4.整合區域賽事、舉辦全國英語辯論邀請賽

之前成功催生了臺灣中區與南區英語辯論區域賽事後，本推廣研究最後一年在

競賽面向下推廣工作的階段性句點即為藉由首屆「全國英語辯論邀請賽」 7整合北、

中、南三個政策性英語辯論區域賽事。

5.整併網路社團

經過規劃期的培訓與行動期的實做，種子教師多已對三大面向下的推廣重點有了 O

更深人了解，為幫助教師們能將思辨與論辯技巧適時應用於所有相關面向上，本推廣

研究將各推廣面向下原先成立的線上諮詢與互助小組整合為一名為「批判思辨:我們

/'

7 r 全國高中英語辯論邀請賽」為臺師大英語系及中部科學園區實驗中學聯合主辦，美國文化協會協

辨，目前已獲得政府相關部門承諾支持該賽事之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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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玩英文」之臉書社團，同時擴大參與者來源，即所有種子教師及對恩辨與論辯有

興趣人士皆可提出申請，並於審核通過後加人該社團 8 。社團成員可不定期上傳思辨

與論辯相關訊息及分享思辨與論辯教學經驗。

恆、綜合檢討與省思

本思辨與英語論辯教學推廣研究，當初雖以全國各區推廣為目的，但若細探推廣

工作、推廣策略及執行成果，即便將推廣情境限縮為某單一學校、教師團體甚或教師

個人，本研究仍有其意義及建樹。在綜合整理本推廣研究之執行成果與策略運用後可

得出以下結論及建議。

(一)推廣面向評估

就各推廣面向下之工作成效來看，競賽面向下之成果可謂十分豐碩'競賽面向下

除了有辯論指導教師教戰手冊之產出外，亦有臺中、臺南及高雄等地英語辯論營之舉

辦、中臺灣第一、二屆英語辯論比賽及南區首屆英語辯論比賽之辦理與參賽，不僅營

隊與賽事的推手為種子教師及其服務學校，就連各活動之參加者亦包含許多種子教師

及其所率領隊伍。推廣成果居次的是教學面向，該面向下除 7有思辨與英語辯論教葉

之產出外，亦有批判性思考學習站活動之設計與舉辦，及北部與中部三校思辨與論辯

選修課課程之規劃與開設 9 。相較之下，生活面向下之推廣成果較不似其他兩面向般

豐碩，除7思辨與論辯攻防祕笈之產出及四位教師個人推廣計畫外，不見教師在其他

生活面向有太多思辨與論辯訓練相關及有系統之作為。

此結果與當初預期有所出人。原本預期課堂思辨與論辯教學，因與教科書內容結

唔，無需花費太多額外精力與時間，應最易為教師所接受，相反的，難度高又費時費

力的競賽面向會最令教師怯步。但事實證明競賽面向下的種子教師反倒最為積極，是

故成果亦最為豐碩，相較之下，教學面向下的種子教師反應反倒較為冷淡旦有部分老

師於教材測試途中退出。追究可能原因有二，一為教師本身之投人程度與決心，正因

為競賽面向之推廣最為費力耗時，選擇此面向之教師在一開始可能就其備了比加入其

8 目前社團成員近 190人，以中學英語教師為主。

9 三校之還f參謀皆與英語辨論有闕，且為競賽面向下的種子教師所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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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面向之教師更多的教力與企圖心，也因此最為主動積極。另一原因則為當思辨教材

為附加在正規英語課程上時，因為是外加題材與考試無直接關聯，故當進度吃緊或學

生反應不如預期時，教師往往選擇屈服現況、放棄課堂推廣契機。此發現有兩點重要

做示，一、在高中推廣難度較高的英語辯論競賽不失為推廣思辨與口語論辯的有效管

道。二、若要在課堂推動批判思辨教學，則入學考試內容須清楚反映此一重點能力，

而當考題未做相關變革前，開設選修課或特色課程方式(即較無課程進度與人學考試

壓力之課程)介紹思辨技巧不失為可行之道。

至於思辨與論辯生活他面向之推廣成果有限之原因，或可歸諸於本研究人力有限

故未能照原定計畫提供參與該面向之教師及學生以生活議題為主之思辨與論辯活動，

同時因為該面向下可發揮之情境本就不似競賽活動或課堂教學般清楚明確，且因為與

英語學習無直接關係，種子教師除非有無比熱忱願意付出額外心力，否則要在正式論

辯活動或英語課堂外帶人思辨與論辯之學習實屬不易。日後之推廣研究或許無需特別

涵蓋生活面向，當教師能將競賽或教學面向下之賽事指導與課堂教學工作應付的遊刃

有餘時，相信其思辨與論辯能力及教學專業業已培養建立，屆時帶領學生將思辨與論

辯訓練延伸至其生活各層面或許亦是遲早之事。

英語辯論在學術競賽、課堂教學和日常生活上的應用與推展，表面上看似各自獨

立、可分開運作，但實際上卻因為三者背後所強調的都是批判思辨能力的訓練與培養

而息息相關、密不可分，此發現帶給我們的重要做發就是日後任何有關思辨的訓練與

推廣應將上述三個面向視為一體來進行，甚至可考慮從一般人認為難度最高、最具挑

戰性的學術競賽開始著手，因為當老師們因指導比賽而無退路，且須以最高標準要求

自己和學生時，反而能在最短時間內習得基本思辨技巧、提升自身思辨能力，當教師

們對批判思考為何不再戚到陌生和畏懼時，課堂教學與課外公民思辨訓練自然水到渠

成。誠如一位種子教師所吉:

當辯論技巧都內化為我們的一部份後， r批判性思考」就不會只是課堂的一個活

動，而是整個課堂的進行方式、整個帶班的模式，甚至是整個生活的方式...在批

判思考與辯論教學上，我們能幫到最多學生的方式之一，就是帶比賽，因為這是

讓我們最快熟悉辯論與思辨流程和技巧的方法，然後在課堂土，我們就能問對問

題，引導學生脫離四選一的選擇題思考模式，至11 更正確的方向上...辯論比賽只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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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讓自己準備好(更重要的，也有信心)在「每一堂」課都實踐辨論技巧

的第一步。因為我們帶了辯論比賽，我們「所有的」學生都受息了。(北市高中

Vivian老師)

(二)推廣策略檢討

本推廣研究在一開始將推廣對象鎖定在高中英語教師，而非學生，事後證明為

正確決定。任何創新教學(課程或教法〉嘗試，若要推廣有成，須從教學源頭也就是

教師本身開始。這種由下而上(即從教學第一線逐漸擴張影響力至學校行政部門甚至

是職司教育政策之主管機構)的推廣做法，雖然在推廣速度和普及度上不如由上而下

透過政府主導的政策推行來的迅速有效，但也正因為老師們是被自發性的使命戚所驅

動，故推廣成效相信會更深遠。此發現同時亦顯示了日後任何由政府主導的批判思考

教學推動計畫須將起始重點置於教師對批判思辨信念與能力之建構。

就推廣策略運用而言，各策略之執行成效不盡相同:

1. r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應為本推廣研究最成功之一環，除了種子教師在本研究前兩年回饋

問卷上給予各思辨與英語辯論工作坊一貫之高度肯定外，筆者所指導監督的思辨教材

研發測試與教師個人思辨與論辯推廣計畫之籌畫執行，更給予許多有心參與學習的教

師進一步熟悉思辨與論辯教學並親身實作之機會，下列教師心得分享可見一斑:

在撰寫手冊內容時，由於需確認內容的正確與過切性，亦需大量閱讀並多方諮

詢。這些過程中，都讓我自己無形中成長許多，而非僅是單方面的產出而已。

(北市高中 Allen 老師)

D 我很喜歡這個編慕小組...每次討論都有火花甚至成動.這一群人在寫作上並不大

而化之，雖然力求語氣活潑熱情有成染力，但在細節上卻一點也不馬虎，我讀

其他人的文字，一方面收穫良多，一方面也加深「有為者亦若是」的決心...過去

的實務經驗能夠在這裡與辯論專業知識結合，真是幸運到了極點...寫這樣一本手

冊，無非是期許自己能不斷學習，更希望能盡可能的風染多一點同葉，希望他們

也樂在學習新事物，再成染自己的學生、未來的世代。(北市高中Vivian老師〉

在規劃期與行動期累積大量經驗後許多種子教師皆可獨當一面，不僅在所服務學

校開設相關選修課程、舉辦營隊、辦理比賽、甚至與筆者同赴各地主講批判思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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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持英語辯論工作坊。此策略之成功運用，代表了日後推廣計畫中的教育訓練需同

時涵蓋強調「輸入喘」的工作坊或研習營及強調「產出端」的教材編賽與個人推廣計

畫之執行。唯有透過「現學現賣」的訓練方式，種子教師才能真正掌握思辨教學內涵

及實作技巧，並透過所產出之成果，強化其信心及對思辨與論辯教學之信念。

至於教育訓練內容順序安排亦相當重要，如何在教師們現有專業基礎上，將思辨

與論辯訓練內容規劃得更專精且循序漸進，是日後推廣思辨教學需審慎考慮的課題。

以本推廣研究為例，第一年規劃期階段的專業能力培養應以建構教師自身批判思辨能

力為主，在此考量下，本研究一開始所進行的「思辨與論辯技巧介紹工作坊」及第二

年所推出的「批判性思考闖關活動教師體驗營」等所謂「一般性 J (generic) 思辨與

論辯專業知能養成可做為一個起始，在第二年行動期階段，因訓練強調重點轉變為教

師之實際教學能力之培養，故可帶入辯論指導老師手冊或思辨與論辯教葉之閱讀、討

論和試教等與實際教學情境有關之教育訓練，而在最後一年的整合發展期則可就各面

向下專屬的思辨與論辯技能，協助教師做橫向整合性能力的培養，如競賽面向下的交

叉質詢技巧如何與課堂教學面向下課文教案中的思辨問答技巧連結，競賽面向下的資

料蒐集評閱能力又如何建構在生活面向下的時事判讀與媒體視讀素養上。

2. r 增強與諮詢」、「支持性組織」

相較之下， r增強與諮詢」與「支持性組織」兩個推廣策略之運用與執行成效則

相對地差強人意，主要原因在於教師彼此間之橫向聯繫與溝通不足。當初招募種子教

師之際，為克服招募困難，主要以筆者在各校服務之前任學生為主，故筆者雖與多數

教師熟識，但因教師間仍嫌陌生以致彼此主動尋求或提供協助之意願較低，加上中國

人韜光養晦的觀念，故即使在第二年己在三大面向下各自成立互助小組並指定負責老

師不定時上臉書社團或 Google論壇發文及邀文，但效果仍然有限。本推廣研究同時也

發現教師平日教學繁忙，似乎亦無太多時間定時上網互動，線上平臺的功能自然發揮

得有限。日後推廣計畫在「增強與諮詢」策略應用上，可能仍以實地參訪及面對面對可

話方式進行會有較大成效。另一有趣之觀察就是當研究進人第二年後半段起，來自同

一學校的種子教師，不論是開設選修課程、舉辦校際活動或在嘗試校內較大規模推廣

活動，會漸漸開始「聯手出擊 J '但只有單一教師加人本研究之學校則較少有後續推

廣動作。此現象在這兩項推廣策略上所帶來的重要敢發就是在推廣任何具挑戰性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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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陌生的教學法時，有來自同校熟識之夥伴相當重要，同校教師往往是最佳的增強與

諮詢管道及支持性組織，故於日後推廣計畫中，如何在參與學校數量與參與人數上取

得適當平衡是一重要決策考量。此外亦發現各小組負責老師之挑選對此二推廣策略執

行之成敗有決定性影響，信念堅定、充滿熱忱、會不斷主動分享的老師往往可激發整

組教師的熱情與嘗試的勇氣，本推廣研究競賽和生活化面向下的支援小組，一方面因

人數較少，另一方面也因為很幸運地由具備如此特質的兩位教師領軍，故該兩組教師

在第二年的教材施測過程中相對地有較多的互動與分享，教師們整體參與度亦較課堂

思辨教學小組高出許多。故諮詢與支援小組負責老師之角色實不容小觀。

3. r 分享願景」、「監督進度」

至於「分享願景」與「監督進度」恐為本研究至目前為止面臨最大執行困難之推

廣策略。在「分享願景」部分，因許多面向下的推廣工作皆為前所未有之嘗試，在無

前例可循之情況下，筆者往往只能於新年度研究開始前大概預告該年度推廣工作重點

及目標，但各項工作細部內涵與確切目標則須待實際執行前再做詳盡規劃'甚至在執

行過程中仍需不斷修正。如此做法雖為本推廣研究提供了即時反應現實之彈性，但卻

無法在第一時間提供種子教師該年度推廣研究完整真體之願景。相信有了本研究之經

驗，未來相關推廣研究，不論其性質為複製或後續，應可提供參與教師更明確具體之

推廣願景。在「監督進度」部分，如前述，因各組負責教師未有一般政府計劃中所賦

予之正式頭銜(如伙伴教師、種子教師或輔導教師等)及該頭銜下所伴隨而來之權力

與義務，故遇須監督進度之推廣工作(如教材施測時回饋單之繳交或教師個人園 T計

畫之規劃與執行) ，負責教師因恐破壞情誼而不便屢屢催促，在此情況下，監督各推

工作進度之重責幾乎全落於筆者身上，導致負擔沉重，成效亦相對有限。日後若由
J
政府出面策劃執行推廣工作，相信此情況將可避免。倘若仍維持由下至上的草根推廣

方式，則或許可從加強支持性組織著手，當小組成員彼此熟識且具高度向心力時，相

信需強力執行監督進度之必要性亦會相對降低。

在此須提醒， r監督進度」策略背後所代表的是任何思辨與論辯推廣研究所不可

或缺的工作項目，即鼓勵甚至規定種子教師須在學習過程中有所「產出 J '此經驗除

可幫助教師了解思辨與論辯教學並非遙不可及或曠日廢時的艱鉅任務外，更可訓練種

子教師在面對外界質疑理論與實際上之落差，或執行與技術面上的問題時，提供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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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或解決之道。也就是，為了深他種子教師對思辨與英語論辯教學之信念並強化其

規劃與執行力，個人推廣計畫之進行實屬必要。

4. r 外部溝通」、「散佈資訊」

最後，在「外部溝通」與「散佈資訊」二策略運用上，原以為有實質成效為佐

證的情況下，此二推廣策略應可發揮相當成效，不料在外部溝通過程中竟遭遇不少挫

敗，主要原因在於外界普遍對辯論仍持有嚴重之誤解與偏見，即視辯論為培養口才或

口語能力之小眾活動，而不願正視辯論為訓練普羅大眾思考論證能力之利器。在此偏

頗認知下，導致所散佈之資訊無法發揮預期效果。有鑑於此，如何針對社會大眾，尤

其是政府相關部門決策者，導正其對辯論內涵之認知並扭轉其刻板印象將是日後類似

推廣研究對外溝通之重點，也是本地高中能否廣泛運用辯論為訓練學生批判思辨教輯

工真之關鍵。

(三)整體檢討

就國內北中南東各區數十所高中推廣思辨與英語辯論之目的而盲，本推廣研究

在「行動期」階段之執行成果不若「規劃期」階段般令人雀躍，探究原因不難發現此

結果和種子教師之熱忱與參與度遞減有關(多數教師在行動期回饋問卷中整體及單一

工作項目參與度的自評上都給予「不確定」之答案) ，而造成此結果的原因追根究抵

和教師們在教學現場所遇到的困境有很大關聯，也就是說許多在規劃期因積極參與後

所建構的美好憧憬到了行動期即刻面臨了嚴峻考驗，在無法克服理想與現實間差距的

情況下，教師的理想逐一幻滅、熱情漸漸被澆熄，在不得不屈服於趕進度、考試領導

教學等現實情況下，挫折廠油然而生，甚至有種子教師到最後完全放棄先前願景，停

止教材測試、放棄個人推廣計畫、終至退出整個推廣團隊。故現今階段，若要全面推

動思辨與英語辯論教學，如何縮短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踐間之差距將是未來推廣研

究須正視的重要課題。在「整合期」階段對外接洽屢屢受挫的過程中，亦讓我們意識

到思辨與英語辯論推廣計畫若要有長遠發展，最終仍須回到政策面去解決推廣過程中 C

所遭遇之阻力，也就是應積極爭取教育決策者及主管機關對恩辨與英語辯論教學之支

持，並制定相關政策或籌劃有關活動以利其推行。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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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本思辨與英語論辯推廣研究是極度缺乏行政資源與大環境支持的草根型運動，

也因此在許多人眼中，參與此研究的種子教師所付出的時間與心力及所進行的推廣嘗

試，可能只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但回顧過去兩、三年，許多教師在經過一番摸索、

試探、衝撞後，已慢慢找到方向，也慢慢集結到推廣所需的人物力資源，而得以進行

規模更大、影響層面更廣的改造運動。雖不敢誇口這個草根型的思辨與英語辯論推廣

研究己產出如何令人眼睛一亮的成果，但筆者相信這三、四十位種子教師們在過去這

段時間因親身參與而內化的信念及累積的經驗，會讓他們持續不斷地濃起小小水花，

戚染也戚動周遭更多人加入推廣思辨與英語論辯教學的行列。只要水花不斷，相信終

有一天能積流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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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恩辨與英語躊諭推廣自騙我柯

1. (沒在↑白!第一次帶英語辯論就上手:政策性辯論指導老師教戰手冊》

本手冊集結了多名有數年英語辯論教學或指導辯論比賽經驗老師們的智慧結晶與

心得廠想，從認識英語辯論、招募辯士、訓練辯士、場上實戰到評判比賽，一步一步

帶領讀者了解各環節的內容重點與實做技巧。手冊以中文書寫，共含十二章，每章分

三大部分，以提點該章節重點於辯論中的角色開始，了解為何教師與辯士須特別注意

該環節，進而介紹該環節的基本內容架構，合以大量範例輔助理解，於章節末了亦有

相關延伸教材之介紹，供讀者參考。某些篇章，因性質所須，亦含有練習題範例。

手冊章節內容如下:

手冊章節 章節名稱 內容

捨我其誰 為何學習英語辯論、如何成為稱職英語辯論教師

2 循規蹈矩 辯論規則介紹

3 招兵買馬 如何招募辯士:透過何種管道與資源、辯士徵選標準

4 順理成章 認識辯論基本要素.核心議題、如何建構強而有力之論證

5 言之有理 訓練論述能力、加強邏輯性與理性思維

6 唇槍舌戰 訓練辯論即時應對能力、如何針對重點反駁

7 絕地反攻 訓練結辯之內容與語吉的完整呈現、附有完整辯論實例

8 引經據典 訓練資料蒐集技巧

9 流水記事 訓練如何完整並有效率地於辯論場上記錄有效的資訊

10 臨陣磨槍 如何透過舉辦友誼賽提供辯士辯論與教師教學經驗

II 亡羊補牢 如何有效地進行賽後檢討、辯士與教師應有的正確態度

12 說長道短
如何擔任稱職辯論評審、評選項目與技巧提點、附西賽羅比賽評分

表

本手冊共含三部分: (一)批判思考及口語論證技巧解析與教學提點， (二)

坊問四大教科書版本(遠東施版與陳版、三民、龍騰)第一、二冊共十六課(每版每

冊兩課)思辨與論辯教學單元， (三)常見教學問題。建議老師們可先閱續第一部份

的辯證技巧解析，籍以熟悉、各技巧內涵及特質。在課堂上使用各單元前亦可預先瀏覽

協助測試教師所提出的教學問題及相關回覆，做好課前準備。此十六課單元內容皆以

教授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及口語論辯技巧(ArgumentationDiscourse

Skills) 為主，將相關技巧導人課前暖身活動(Warm-up/ReadyTo Go) 、課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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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後延伸思考 (Thinking Zone/Thinking Corner) 。所聚焦的批判性思考技巧包括

「區別事實與個人意見」、「確認字詞意義」、「認識論述的基本架構」、「了解不

同論證類型(包括演繹法與歸納法)J 、「判斷理由強弱」、「認識常見謬誤J r認

識證據類型」、「測試證據」及「進行推論」。而英語口語論辯技巧則包含「徵詢與

表達意見」、「介紹與回應理由與佐證」、「表達同意」、「表達不同意」、「詢

問」及「使用免責聲明」。單元中各問題或活動會根據其內容標示出相對應之標的技

巧。除了大量和課程內容緊密扣合的問題與活動外，本手冊亦針對部分較複雜問題，

提供師生問答範例，提點老師如何進行回應與續問以釐清學生思緒並培養其檢視自我

思緒之能力。為節省老師課外尋找答案的時間，本手冊亦針對部分問題及學習單提供

解答。

手冊章節內容如下:

課程版本 冊數和課目 內容
，已

一一 民 BiLl A Recipe for a Delicious Friendship

三民 BIL6 引用tat is Written in the Stars

三民 B2L5 Blame it on the Brain

三民 B2L9 The Hero called Frankenstein
遠東施版 BIL9 The Value of One Day
追東施版 BI Ll I The Last Leaf
擅東施版 B2L6 Feeding the World in 出eFu仙re

這東施版 B2Ll2 The Power ofAdvertising
這東施版 BIL2 Country Music
撞東施版 BIL5 Skin Care

還東施版 B2L2 Communicating with Parents: An Impossible Mission?
擅東施版 B2L9 Earth Ride: Water on Earth

龍騰 BiLl Learn English, Go Global!

龍騰 BIL4 Do you treat left-handed right?

龍騰 B2L3 Is Your Diet Saving the Ea民h? .
龍騰 B2L9 Yes, You Can!

、
3. {嚕比一夥人爭論的大小事:思辨與論辯攻防祕笈〉

為了讓看似生冷的辯論主題更平易近人， (0魯比一夥人爭論的大小事:思辨與論

辯攻防祕笈》一書以「論辯生活化」的主軸出發，以甘草小人物穿插全文，呈現生活

周遭的荒唐滑稽的日常對話，間接介紹辯論的架構、原則與交鋒技巧，讓老師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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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辯論豈是「只可連觀，不可褻玩 J ?薑灣高中英語辯論教學推廣研究之實施動機、歷程、成效與省思

Is English Debate in Taiwan aDream or aReality? The Execution and Implications ofaHigh School E~glish Debate Promotion Study

嶺來彷彿置身其境，常能完爾一笑!

手冊以中文對話與講解為主，亦含部分英語對話。包含章節如下:

章節 說明

本章旨在建構基本思辨與論辯能力

I-I 瞭解論述結構=主張+理由+事證( Argument = Assertion + Reason + Evidence)

1-2 字義的澄清與解釋 (Clarifying meanjng or definition of words)

1-3 區分「強而有力」和「牽強勉強」的理由 (Distinguishing strong from weak reasons)

1-4 瞭解論述類型( Understanding 句pes of argument)

1-5 追離謬誤( Avoiding fallacies)

1-6 使用與評估事證 (Using and testing evidence)

1-7 駁斥與反駁 eRe臼ling)

2 本章提供論辯解析之基本練習

3 本章期盼讀者將自己生活周遭發生之論辯事例記錄下來後進行評析

附錄二「批判性思考按巧學習站」教師體驗營

本體驗營共包含六站，分別為 I Are You Ready: Argument Structure J 、 II

Came, I Think, I Conquer: Types of Argument J 、 I Tug of Word: Definition and Meaning

of Words J 、 I Hide and Seek: Detecting Assumptions J 、 I Busting Dubious Logic:

Reasoning and Common Fallacies J 和 I Call Me Dr. Henry Lee Jr.: Types and Test of

Evidence J 。此六站無一定先後順序，參與體驗營的師生可由任何一站開始或結束。

倘若活動時間有限，亦無需六站全跑，可任選符合師生興趣與需求?之學習站進行。

每一站由一至二位站主主持，站主人還以會帶動氣氛者為佳，主持前須先熟給該站技

♂之講解與活動內容，並盡可能事先排演，以求順利進行。每隊人數約四至六人，每

站二至四對。各站活動進行方式皆從十五分鐘左右的技巧內含講解(即各站腳本中

Tutorial的部分〉開始，在此部分站主會先就該站所鎖定的批判思考技巧之性質、功

用與內容進行講解，並確認跑站者對該技巧有一定之掌握與了解。之後隨即針對該技

巧之內涵，以二十至二十五分鐘的遊戲與競賽方式(即各站腳本中Activities的部分〉

測試跑站者之學習狀況。每站之遊戲各異，且依照英文難度分為中下與中上兩重版

本，站主可視跑站者英文程度選擇適合之版本進行。各遊戲進行方式則以兩隊搶答為

主(搶答方式建議如下)。遊戲結束後，約有三至五分鐘時間站主可快速回顧該站技

品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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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部做這三解答，鐵車日深跑站者印象並幫助其日後自行瀏覽複習各技

噱因各脖講義及學習單數量頗多，建議站主待使用某講義或學習單之前再將其發

下，其一次全部發給跑站者，以避免混淆。贏得比賽或表現較佳之隊伍可於該站結束

前可獲得數量二至三張之貼紙，表現次佳之隊伍亦可獲得一至兩張貼紙以茲鼓勵。在

所有跑站活動結束後，各隊可結算所累計之貼紙張數，數量最多之前一至三名可獲得

神祕小禮物。而所有隊伍亦有參加獎，肯定其跑站時所展現的學習精神。所有技巧講

解與活動內容都以英文書寫，但站主可視情況加入中文解釋，學生於必要時亦可以中

文回答部分問題。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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