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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的基本觀念 

(一、什麼是論辯) 

游梓翔 

 

什麼是辯論？ 

一 、論辯 

    (一)講理 

    (二)不講理 

    (三)不講理 

二 、人際辯論 

    (一)出現異議  

    (二)溝通異議 

    (三)探究是非 

    (四)接受挑戰 

三 、正式辯論 

    (一)明訂辯題 

    (二)明訂辯方 

    (三)明訂規則 

    (四)中立裁決 

 

 

要學辯論，先要弄清楚什麼是「辯論」。 

先讓我們從中國書裡找答案。在中國第一本按部首編排的字典—漢朝許慎

編撰的《說文解字》裡，「辯」與「論」兩個字都被收錄其中。 

有趣的是，根據《說文解字》，「辯」字原來代表的是 「治理」或「管理

監獄」之意，而非「辯論」。當時的「辯」字寫作「辡」（音「扁」），其定

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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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按：音「最」，同「罪」字）人相與訟也，从二辛。 

許灝在《段注箋》裡這樣解釋：「訟必有兩造，从二辛，猶二辛（按：即

兩個涉罪之人）也」。而且因為「兩造則必有一是非」，因此「辡」指的就是

今天的辯論。只是後來典籍中都改用「辯」而不用原來的「辡」。 

至於「論」，《說文解字》說它是「議也」，即透過言語發表議論。《段

注》則解釋：「凡言語，循其理得其宜謂之論」，指合理合宜的談話。  

由此可見，從漢語的字源來為辯論下定義，必須具備兩項要件：兩造+講理。

這麼說來「辯論學」就是研究兩造如何講理的一門學問了。 

不過，當代有關辯論的大規模系統研究，主要是由美國為主的西方學者所

開展的。美國許多大學都設有「口語傳播」（speech communication）或「溝

通（傳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系，轄下開設辯論學（argumentation 

and debate）的分科。因此，要了解辯論，不能不知道西方辯論學者是如何為

辯論下定義的。  

英語中有許多詞彙可以被用來表示近似「辯論」的意涵，而且經常混用。

然而對辯論學者來說，卻需要更明確的定義。 

參酌辯論學文獻，辯論一詞至少牽涉三個不同的概念，分別以

「argumentation」、「arguing」以及「debate」來代表。以下我們將分「論

辯」、「人際辯論」以及「正式辯論」三個單元來一一說明。 

 

一、 論辯 

 

辯論學中最基本的概念是論辯（argumentation），論辯指的是一種人類特

殊的溝通方式或話語行動。我們與他人溝通可能是為了各種不同的目的，例如

發抒情緒的表情目的、促成行動的工具目的等。論辯同樣是人類溝通行為的一

種，只不過這類溝通行為主要是為了「證立」（to justify）的目的，也就是

透過理由使他人相信某種看法或主張是成立的。 

當你發動論辯時，要的並不是他人單純的「順服」（compliance）──不

管他是不是認為你是對的，只要照你的方法做就好了；你要的是「信服」

（adherence）──他必須認為你是對的。說得更簡單一點，他必須「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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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理 

和其他溝通行為相比，論辯的關鍵特色就是「講理」（reason giving）。

論辯者會先採取某種立場，再提出某種理由來說明為何這樣的立場是對的，而

他知道在進入論辯之後，自己的發言必須接受理性原則的檢驗。在進行論辯時，

雙方都期待對方是個「講理的人」（reasonable person）。 

在文明社會，「講理的人」是受人尊敬的。一方面是因為要讓別人「順服」

通常比讓人「信服」來得容易，因此選擇走講理的路代表這個溝通者至少具有

一定的風度與耐心；二方面則是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的影響，許多人相信透

過論辯作出的決策將擁有較佳的品質。 

當然，希望作為講理的人不等於就一定不會無心違反講理的規則，而在論

辯中途因為喪失風度與耐心而故意違反規則的人更是所在多有。因此，教論辯

經常就是在教講理，無論無心還是故意，論辯的學習者都應該儘量避免違反講

理規則，換言之，就是要避免不講理或不夠講理。 

 

(二)不講理 

違反講理規則的方式很多，但最常見的一種不講理就是在溝通當中使用理

性以外的訴求。運用理性以外的訴求經常能使人順服，也就是口服（嘴上服從）

人服（身上行動）但心卻不服；而且其決策過程往往只是一人要另一人聽他的，

欠缺理性檢驗的品管過程來保證決策品質。 

在溝通當中常見的非理性訴求有四種，可以簡稱為「權. 力. 人. 情」 。

首先，不講理的人可能選擇講權（power）。權指的是更高的官位或地位，以及

因為更高的官位或地位而伴隨著的賞罰能力。當某人表示：「你必須聽我的，

因為我的官比你大」或是「你必須聽我的，否則這個月的獎金就沒了」，他講

的就是權，而不是理。  

其次，不講理的人也可以講力（force）。力指的是暴力或武力，這是以威

脅他人的人身安全來迫使其接受自己的看法。 當某人表示「你必須聽我的，否

則我就打你」，或是暗示「如果不聽我的就要你好看」，他用的就是力，而不

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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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力是傳統男性文化中較偏好的訴求方式。受到男性文化影響的人如果

不講理，將比受到女性文化影響者更偏好講權與講力。  

對於權大力大的人來說，能夠將自己的權力放下，與對方平起平坐進行論

辯，是相當難得的。而也正因為這種人很難得，在與權大力大者論辯前，最好

先弄清楚他是真的能將權力擱在一旁。以免講理講到一半，他的權與力就出招

了。  

不講理的人可以選擇的第三種訴求是講人（people），也就是用人的關係

作訴求。當某人表示「愛我就聽我的」或是「如果你挺我就不要反對」，這就

不是在討論他的立場是不是對的，而是在討論你要不要對他好，只講了人，而

沒有講理。  

第四種訴求是講情（emotion），也就是透過激發情緒來影響他人的行動。

例如情緒激動地表示「你怎麼能懷疑我說的」，或是運用「一哭二鬧三上吊」

的方式使人接受自己的看法，都是在講情而沒有講理。  

有趣的是，傳統男性文化偏好權與力，但傳統女性文化則偏好人與情。受

到此種女性文化影響的人如果不講理，人與情的訴求就會冒出頭來。  

對於重人重情的人來說，能夠將關係與情緒暫時擱置，而冷靜平和地進行

論辯，是相當難得的。因此在與重人重情者論辯前，最好先弄清楚他是真的能

將論辯與人情分開，以免講理講到一半，關係與情緒的傷害就造成了。  

 

(三)和自己講理 

論辯主要是一種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理性話語溝通行為。 

不過，論辯可不可能發生在個人內心呢？根據溝通學者的分類，除了人與

人之間進行的所謂「人際溝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外，自己與

自己也可以進行溝通，稱為「自我溝通（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而

自我溝通的媒介是一種無聲的、精簡的內部訊息，稱為「內部口語」（inner 

speech）， 一般認為內部口語是我們將周遭他人的外部口語「內化」到內心的

結果。  

由此種角度看來，論辯雖然被界定為一種人際間的話語溝通，屬於外部口

語，但其原理原則同樣可以被應用到內部口語或自我溝通當中。由於論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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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外部口語的內化而成為我們內心對話的一部份，一個具有論辯能力的人除

了可以和別人 講理，也可以和自己講理。善於論辯與善於思考在相當程度上是

重疊的，這或許說明了為什麼許多辯論高手會被冠上「很聰明」（喜歡他的人）

或「很狡猾」（討厭他的人）的形容詞。 用「辯才」評斷「腦才」是現代社會

常見的現象。  

 

二、人際辯論 

 

與「argumentation」相似的一個概念是「arguing」，只不過「argumentation」

偏重的是某人為達成證立目的的溝通「行動」（act），而「arguing」偏重的

則是兩個或更多的人相互進行「argumentation」的一起溝通事件（event）。

因此「arguing」最適當的翻譯應該是人際辯論或「人際論辯」，它指的是當人

們對某項議題意見不同時，同意透過說理來相互說服，以使對方接受個人意見

的人際溝通過程。  

另外，「arguing」也可以寫成名詞「argument」，因此「I had an argument 

with him」與「I argued with him」表達的是相同的意思。不過一般來說，辯

論學相關文獻中如果出現「argument」一詞，通常代表的不是人際辯論，而是

「論證」，即提出根據透過推論證明主張的一種論辯分析架構。為了釐清這兩

個「argument」的不同，伊利諾大學的歐基夫（O'Keefe, 1977）還曾經在《美

國辯論學會季刊》上發表專文來區分他所謂的「argument 1」和「argument 2」，

前者代表論證，後者則代表人際辯論。因此「argument 1」是可以提出的，而

「argument 2」則是可以參加的（頁 121）。 



二、論辯巧智－有理說的清的技巧 

- 6 - 
 

 

論辯能力量表：評估對方 

回憶最近發生在你與同事、同學、朋友或家人之間的一次論辯，並根 據

「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沒意見、「4」同意以及「5」非常

同意的標準，回答以下問題： 

 

     1.他能將論點推導到明確的結論。 

     2.他運用了有效的說服策略。 

     3.他是可信的。 

     4.他改變了我的立場。 

     5.就對方與我的關係而言，他運用了不恰當的說服策略。 

     6.他的話合乎邏輯。 

     7.他未能切實引述我的（或其他人的）話。 

     8.他令人感到厭惡。 

     9.他企圖阻止我表達我的觀點。 

    10.他試圖藉著攻擊我來贏的論辯。 

    11.他既傲慢又自大。 

    12.他在論辯過程中戲弄我。 
    13.他為自己的論點提出充分的證據。 
    14.他使我認識到他的觀點。 
    15.他一直打斷我。 
    16.他的論點相當連貫。 

    17.他試圖貶低我。 

    18.他的意見是針對我個人而非我的論點而來。 

    19.他將事情說明的很清楚。 

    20.他扭曲事實來為自己辯護。 

 

 

來源：Trapp，R.& Yingling，J. M., & Wanner， J. (1987). Measuring argumentative competence. In P.R. 
van Eemeren， R. Grootendors, J. A. Blair, & C. A. Willard (Eds.). Argumentaion: Across the lines of 
discipline (pp. 253-261). Dordrecht， Rolland:F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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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溝通行為一樣，不同的人參與人際辯論的「溝通能力」也有高低不

同。為了檢驗人們在人際辯論中的溝通能力，辯論學者崔普（Robert Trapp）

等人設計了一份「論辯能力量表」，讓人際辯論參與者可以從「有效性」及「適

當性」等兩 方面來評量自己與對方的論辯能力（Trapp, Yingling ＆ Wanner, 

1987）。 

人際辯論至少因為四項條件而與其他的溝通事件有所不同：(1)兩個以上的

人發生異議、(2)他們願意透過溝通化解異議、(3)他們以探討「誰是誰非」作

為化解異議的主要標準，以及(4)他們允許對方對自己講的理提出質疑與挑戰。 

 

(一)出現異議 

首先，人際辯論要發生，先決條件是要出現異議（disagreement）。如果

某人發表了他的看法，另一人雖然不同意，卻選擇不說或是假裝同意，那麼異

議就沒有出現，人際辯論也就無從發生。當然選擇不說或是假裝同意並不會使

心中的異議消失，但只要不表達出來，問題就還屬於「自我」溝通而非「人際」

溝通的層次。  

因此，要發生人際辯論，至少要有兩個參與溝通的人，而且其中一人選擇

透過話語表達了他在某件事或某項「議題」上的立場，例如「我覺得她一定會

當選」或是「這部電影真難看」，再加上另一人選擇透過語言或非語言方式表

達對此種立場的不接受（例如「為什麼呢？」）或不同意（例如「我認為她會

落選），缺一不可。 

正是因為異議，使人際辯論與一般談話（conversation）有些不同，一般

談話通常必須遵守「同意規則」（rule of agreement），但人際辯論的前提─

異議，就代表同意規則被暫時違反了。 

 

(二)溝通異議 

如果在溝通或談話中出現異議，雙方可能的處理方式很多，通常我們希望

化解異議，但有時雙方也可能決定維持異議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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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異議狀態可能是經過雙方溝通而形成的一種協議，這就是所謂的「同

意保持異議」（agree to disagree），用的是擱置（postpone）的方 

論辯能力量表：評估自己 

回憶最近發生在你與同事、同學、朋友或家人之間的一次論辯，

並根 據「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沒意見、「4」同意

以及「5」非常同意的標準，回答以下問題： 

 

     1.我能將論點推導到明確的結論。 

     2.我運用了有效的說服策略。 

     3.我是可信的。 

     4.我改變了他的立場。 

     5.就我與對方的關係而言，我運用了不恰當的說服策略。 

     6.我的話合乎邏輯。 

     7.我未能切實引述對方的（或其他人的）話。 

     8.我令人感到厭惡。 

     9.我企圖阻止我表達他的觀點。 

    10.我試圖藉著攻擊他來贏的論辯。 

    11.我既傲慢又自大。 

    12.我在論辯過程中戲弄對方。 
    13.我為自己的論點提出充分的證據。 
    14.我使他認識到我的觀點。 
    15.我一直打斷對方。 
    16.我的論點相當連貫。 

    17.我試圖貶低對方。 

    18.我的意見是針對對方個人而非他的論點而來。 

    19.我將事情說明的很清楚。 

    20.我扭曲事實來為自己辯護。 

 

來源：Trapp，R.& Yingling，J. M., & Wanner， J. (1987). Measuring argumentative competence. In 

P.R. van Eemeren， R. Grootendors, J. A. Blair, & C. A. Willard (Eds.). Argumentaion: Across the 

lines of discipline (pp. 253-261). Dordrecht， Rolland:F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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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如一方說「我覺得她會當選」，另一方說「我認為她會落選」，但最後

雙方都同意不需要證明誰比較 對，而是擱置爭議，由選舉結果來揭曉勝負。然

而，維持異議狀態也可能是不經過任何溝通而形成的結果。如果當異議出現，

一方或雙方便選擇不再就此一話題交換意見，採取迴避（withdraw）的溝通態

度，那麼異議自然就無從化解了。  

因此，人際辯論要能發生，最基本的條件是雙方都願意透過話語溝通來化

解異議，而不是選擇將其擱置或迴避爭議。兩人之間的辯論至少要有舌戰或筆

戰的符號溝通形式，冷戰是不構成辯論的。 

 

(三)探究是非 

 

要形成人際辯論，光有異議與透過溝通化解異議的意願還不夠，接下來還

要雙方願意以探討「誰是誰非」作為化解異議的主要標準。  

有時化解分歧的雙方並不關心爭論是非曲直的「證立」目的，他們採取的

是一種對話（dialogue）的態度──發現異議時不堅守立場，而是先設法了解

對方採取某種立場的原因，再邀請對方了解自己採取特定立場的原因。在對話

中，「理解」的目的比「證立」的目的重要，「懂不懂」比「對不對」重要。

支持對話方式的人相信「人」與「情」不應被排除而應該被理解，而相互的理

解與同情經常有助於發現彼此同意的立場（有時並非雙方的原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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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另一種較不關切誰是誰非的化解分歧方式是對壘（bargain-ing）。

在對壘中，重要的是你能給我什麼，而我又能給你什麼，即所謂「有得有失」

（give and take）。我接受你的立場是因為你告訴我接受的「得」與不接受的

「失」。對壘雖然仍具備溝通的形式，但更像是權與力的折衝。 

～ 辯論文獻選讀 ～ 

美國著名的辯論學者，西北大學的澤瑞夫斯基（Zarefsky,1989）在《傳播

學國際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中談到

了辯論學的幾項重要哲學基礎： 

1.它假定人類多數事務是不確定的與因時因地改變的，無法透過絕對知識或實

證測量來決定。辯論學強調透過論辯來解決這類問題。 

2.知識是社會透過論辯建構的產物。只有當議題經得起仔細的探究與辯證，才

能背辯士視為真實。因此論辯可以被視為一種檢驗以議案方式呈現之假設的

方式，用來檢驗其概然真實。 

3.辯論學強調對意念的嚴謹探究，透過正式傳統－如立場堅定的辯士、完全且

自由的討論機會，以及由無利益的第三方來宣判爭議結論。 

論辯能力量表：記分方式 

論辯能力量表是從兩個層面來評估人們的論辯行為：一是

有效性、二是適當性。有效性是在測量正面的論辯技巧（提號

1、2、3、4、6、13、14、16 與 19）；適當性則在測量不當的

論辯行為（提號 5、7、8、9、10、11、12、15、17、18 與 20）。 

論辯能力量表總分的計算是將「有效性」分數減掉「適當

性」分數後所得出的結果，可能介於-10 到 44 之間。 

 
來 源 ： Trapp,R&Yingling,J.M.,&Wanner,J.(1987).Measuring argumentative 
compet-ence. In F. H. van Eemeren, R. Grootendors, J. A. Blair, & C. A. 
Willard(Eds.). Argu- 
Mentaion: Across the lines of 
discipline(pp.253-261).Dordrecht,Holl-and: F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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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論辯與表達自由的理論有緊密關係，都是為促進真理和正義而經過精心設計

的系統。基於對提出主張的縝密探究，以及亞里斯多德真理在本質上勝過其

對手的假定，我們相信真理會從這樣的意見互動中出現。因此論辯是民主政

治的重要元素。（頁 193） 

在人際辯論中，證立的目的是最重要的，因此雙方是透過講理來對辯一一

你同意我是因為我是對的，我反對你是因為我 不認為你是對的。至於權力人情

都被我們擋在辯論的舞台之外了。 

 

(四)接受挑戰 

除了要有異議、願意溝通、強調講理，人際辯論還有一項 重要特色:在一

方對另一方說明了自己是基於何種理由支持某 種立場，以及為何此種立場比其

他可能立場更合理後，他必須接受或甚至是歡迎對方對他的說法提出挑戰。簡

單地說，沒有相互批評（criticism），就不算人際辯論。 

因此辯論不是你講給我聽，看我是否同意這麼簡單而已。如果只停在你勸

說我的層次，那只是演講或說服而不是辯論。辯論是你講完之後我可以批評你

講的，然後你再批評我批評你的。套用辯論學的專有名詞，你講的就是你的「辯

論方案」或辯案（case），我對你的辯案的批評就是我的攻擊（attacks）或駁

斥（refutations），你對我批評你辯案的反擊就是你的防禦（defenses）或回

駁（rebuttals）。 

 

三、正式辯論 

 

最後要來談談「debate」。雖然在日常英語中，「debate」經常與「arguing」

混用，例如「I just debated with him」，但在辯論學中，「debate」卻有不

同於「arguing」的明確定義。在辯論文獻當中，「debate」指的是一種明訂辯

論題目、辯方角色、 辯論規則與裁判方式，因此「正式性」（formallity）更

高的辯論活動（Pfau， Thomas & Ulrich，1987）。可以中譯為「辯論會」或

正式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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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相信透過辯論而達成的決策經常具有更高的品質，加上憂心在面對重

要公共議題時，人民可能因為權力人惰的介入 而捨棄講理，多數民主國家都會

透過某種法令規章來將正式辯論制度化，強制要求在特定議題上產生異議的各

方，必須經由辯論途徑來化解分歧。 

在各種正式辯論中，最常成為民主制度一部份的有三類：司法辯論

（judicial debates）、議事辯論（parliamentary debates）以及競選辯論

（campaign debates）。這三類辯論都具有四項特色：明確的辯題、明訂的辯

方、明文的規則與中立的裁判。有趣的是，這三類正式辯論剛好與民主制度的

三大部門－司法、立法與行政有關。 

對不少辯論活動參加者而言，學習辯論的一項可能的就業方向，就是投身

與法庭辯論、議事辯論與競選辯論有關的專業。 

 

(一)明訂辯題 

正式辯論具有明確的辯論焦點。這個明確的辯論焦點一般稱為「辯題」代

表著「有待解決的爭端」。由於解決爭端在英文中寫作「resolve」英文中最常

被用來代表「辯題」的字 就是「resolve」的名詞「resolution」。既然正式

辯論之所以被制度化，就是以解決爭端為目的，因此明訂辯題成為正式辯論的

基本要件。 

在法庭辯論中，明確的辯題是「所控之罪」（刑事庭）或 「所控之侵權行

為」（民事庭）或「所控之不當行政」（行政庭）是否成立。 

在議事辯論中，明確的辯題是「某項法案（或提案）」、「某條條文」或

「某種修正」是否應該通過，成為人民團體或政府法令規章的一部份。 

在競選辯論中，明確的辯題則是「誰是最好的人選」這是在決定哪一個候

選人真有最佳的條件，足以擔任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長。在美國，競選辯

論也經常用在同一選區只產生一位當選人的參眾議員選舉中，不限於總統或州

長選舉。 

因為具有明確的辯題，正式辯論往往要求參加者必須鎖定單一辯題，而且

辯論內容不可以脫離這個單一辯題。人際辯論就不是如此了;在人際辯論中，同

時辯論兩、三個議題是很常見的，辯題也經常是模糊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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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訂辯方 

除了有明確的爭議焦點，正式辯論中也有明確的辯方（或持方）－辯論的

參加者都明白誰是辯題的支持者（正方），誰是辯題的反對者（反方），而且

正反角色不能輕易放棄、妥協或替換。為了激發最深入的辯論，以提高決策品

質，正反雙方被設計成一種「你贏我就輸」、「我贏你就輸」的零和關係（Pfau，

Thomas & Ulrich， 1987）。然而在人際辯論中，辯方的轉換則司空見慣。 

在法庭辯論中，支持辯題的一方稱為「原告」或「控方」，反對辯題的一

方則是「被告」或「辯方」。隨法庭類型的不同，原告可能是檢察官、律師或

當事人，被告則由律師或當事人擔任。除了「認罪協商」等例外狀況，兩造必

須堅守立場，辯護律師如果發表傷害當事人的意見，將受到終身吊照的嚴厲處

分。 

在議事辯論中，支持辯題的除了法案或提案的原始「提案人」外，還包括

發表意見支持該案的人。至於反方則是發表意見反對該案的人。在各國國會，

支持或反對法案往往與政黨立場有關，於是提案的主要政黨成員就是正方，另

一主要政黨則成為反方。發言符合政黨立場是原則，違反政黨立場則被視為例

外。 

在競選辯論中，正方通常是現任的執政首長。如果首長任滿則通常會有一

位指定接班人，而他將扮演正方角色。反方則是行政職位的主要挑戰者。即使

在雙方差距懸殊的選戰中，挑戰者仍須監守反對立場，以形成最激烈的辯論。

當候選人在三位以上時，為了避免出現既非正方、也非反方的攪局者，參與辯

論基本的門檻規定是相當重要的。在美國，民調支持度低於百分之十五者是不

會受邀參加辯論的，因為此人的勝選希望渺茫。 

 

(三)明訂規則 

為了確保辯論的順暢舉行，正式辯論通常訂有明確的規則，決定發言順序

與發言規範，這與缺乏明文規則的人際辯論不同。  

法庭辯論的規則一般以「程序法」的方式呈現，例如「刑事訴訟法」、「民

事訴訟法」與「行政訴訟法」，規範原告與被告的發言與舉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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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議事辯論，各國國會或議會會自訂「議事規則」，而民間團體通常也

會採取該國通用的議事慣例，例如美國的《羅伯式議事規則》（Robert's Rule 

of Order），就是一般團體組織會眾最常依循的議事規範。孫中山先生於 1917

年綜合多本西方 議事著作而完成的《民權初步》一書，就是以提供國人一套可

循程序為目標。 

競選辯論的制度化程度不如法庭與議事辯論，因此各國的競選辯論規則通

常是由參加的各方在主辦單位的協調下協約議定。  

 

(四)中立裁決 

正式辯論的第四項特徵是中立裁決。在設計上，正式辯論希望透過正方與

反方依據規則就明訂辯題進行激烈辯論，來產生最佳的辯論過程，以便由中立

的第三方來裁定勝負。設計者相信，這樣的裁決結果將造就最佳的決策品質。 

在法庭辯論裡，中立的裁決者通常由一位法宮、多位法官，或是賠審團來

擔任。在議事辯論裡，裁決者則由保持中立的議員或是會場外的輿論者來擔任。

而在競選辯論中，選民手中的一票則將扮演中立裁決者的角色。 

無論是哪一種正式辯論，正反雙方及其辯論的過程所扮演的只是工具，目

的在讓裁決者作出更好的裁決。但在人際辯論中，辯論者中的一方往往也是辯

論勝負的裁決者，「球員兼裁判」是常見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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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的基本觀念 

(二、什麼是競賽論辯) 

游梓翔 

 

什麼是競賽辯論？ 

一、 認識競賽辯論 

(一) 競賽辯論具有明訂的辯題 

(二) 競賽辯論具有明訂的正反雙方 

(三) 競賽辯論具有明訂的規則 

(四) 競賽辯論是一種帶有教育目標的遊戲 

(五) 競賽辯論的勝負油評判人員決定 

(六) 競賽辯論是一項口語說服活動 

二、 認識質詢式辯論 

(一) 申論 

(二) 質詢與答辯 

(三) 結辯 

(四) 其他規則 

三、 為什麼要參加競賽辯論 

(一) 提升民主參與的能力 

(二) 孕育社會的領到菁英 

(三) 培養求知的能力與興趣 

(四) 接觸與整合多元知識 

(五) 提升批判思考的能力 

(六) 提升口語傳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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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中，可以找到「舌戰」一詞，描述蜀國軍師諸葛

亮與東吳群臣闊的論辯。其中「舌」字指的是辯論的主要媒介－口語；「戰」

字則富有生動的譬喻意義， 將兩造交鋒的激烈程度與沙場上的兩軍對陣相提並

論。因此在中文世界，許多人習慣將人際辯論與正式辯論都稱之為「舌戰」。 

有趣的是，「舌戰」不只見諸中文，英文中也有類似的說法。舉例來說，

代表辯論的常用詞彙「debate」就與「battle」系出向門，都來自拉丁字

「battuere」（具有「打」的意涵）。美國貝茲學院（Bates College）的辯論

學者布蘭罕（Branham, 1991）便這麼寫道：「辯論長期以來均被視為一種語言

戰爭（verbal warfare），發生在以理性與證據武裝起來的戰士之間」（頁 5 )。  

在今天的華語世界，除了代表人際辯論與正式辯論，「舌戰」還有一種更

常見的用法－用來代表主要在校園，部份在社會團體間進行的競賽性辯論活動。 

由於同樣擁有明確的辯題、辯方、規則，而且也是由中立的第三方進行裁

決，競賽辯論是一種正式辯論，不同於人際辯論。不過，由於競賽辯論具有濃

厚的教育性與競賽性，這又將它與實質的正式辯論（如法庭辯論、議事辯論與

競選辯論）區分開來。本章要介紹的就是競賽辯論的基本特色。 

 

一 、認識競賽辯論 

 

競賽辯論（competitive debate）在辯論文獻中更常見的名稱 是校園辯論

（academic debate)，不過由於「校園辯論」容易使 人誤解它只能在校園舉行，

因此筆者改以「競賽辯論」或一般所稱的「競賽辯論」來替代。 

本書是這樣為競賽辯論下定義的:  

正反雙方根據明訂的題目與規則，以具有勝負決定權的裁判人員為對象，所進

行的口語說服競賽，其主要目的在訓練參加者的辯論技巧。 

針對這個定義，我們可以詳細說明競賽辯論的六項重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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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競賽辯論具有明訂的辯題 

競賽辯論在賽前會由主辦單位或參賽雙方選定辯論焦點，所有的辯論都須

圍繞著這個焦點進行，稱為辯題（resolution）或「命題」因為所有辯論都圍

繞著它來進行，因此辯題通常是辯論涉及的所有議題裡邏輯層次最高的一個。 

隨著比賽的性質不同，辯題種類可說是五花八門，下面是幾個辯題的例子： 

◆ 人性本善 

◆ 時勢造英雄 

◆ 儒家思想可以抵禦西方歪風 

◆ 我國普通刑法應廢除死刑 

◆ 我國應繼續興建核能電廠 

有些競賽辯論，特別是美國的競賽辯論或是師法美國的競賽辯論通常只寫

出一個辯題，可以稱為「單題制」(single resolution) 。在單題制下，辯論

以辯題為核心，不是支持辯題、肯定辯題成立，就是反對辯題、否定辯題成立。

支持方與反對方的「對抗」（adversarial）關係因此建立。 

另一些競賽辯論則習慣寫出兩個辯題，稱為「雙題制」（ doulbe 

resolutions）。在雙題制下，場上有甲、乙兩個命題並存，參與辯論的人要嘛

支持甲命題，要嘛支持乙命題。由於兩個命題是「互斥」（即相互矛盾）的，

肯定甲命題的人不可能同時肯定乙命題，肯定乙命題的人也無法同時肯定甲命

題，同樣存在著對抗關係。 

 

(二)競賽辯論具有明訂的正反雙方 

單場的競賽辯論通常允許兩個辯論隊伍（debate teams）參加，各隊隊員

人數一般在 1人到 4人之間，稱為辯論選手（debaters），簡稱「辯手」或「辯

士」。 

兩個辯論隊伍在辯論中處於一種對抗關係。在單題制下，一隊支持辯題，

稱為正方（affirmative），一隊則反對辯題，稱為反方（negative）。舉例來

說，在以「公益彩券應該停辦」為題的競賽辯論中，正方的基本立場就是辯題

所揭櫫的「公益彩券應該停辦」，反方的基本立場則是反對辯題，主張「公益

彩券不應該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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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雙題制下，一隊支持甲命題，稱為「甲方」，一隊支持乙命題，稱為「乙

方」。不過因為正反方的說法比甲乙方更符合辯論的習慣（為展現對抗關係），

雙題制辯論的主辦單位通常會以甲方為正方，乙方則是反方。至於哪一隊當正

方、哪一 隊當反方，多數辯論競賽都是由雙方在賽前商定或抽籤決定。正反方

一旦指定，辯論選手必須堅守到底，不能在辯論中途轉變立場。  

按照登台發言（申論）的時間先後，正方辯手依次稱為「正方一辯」（正

方第一位辯手）、「正方二辯」、「正方三辯」及「正方四辯」，反方辯手依

次為「反方一辯」、「反方二辯」、「反方三辯」及「反方四辯」。 

 

(三)競賽辯論具有明訂的規則 

和棒球、籃球等運動比賽一樣，競賽辯論也有一套明訂的規則和程序。競

賽辯論的規則與程序通常稱為「辯論制度」或賽制（debate format）。 

就像多數規則都不是世界統一的一樣（例如棒球比賽的投手可能自行擔任

打擊或另覓指定代打），在不同的賽制下，各隊辯手人數、發言時間及發言次

序的規定也會有所出入。某項錦標賽要採用何種賽制通常是由主辦單位決定，

再通知參賽隊伍。不過少數主辦單位也會尋求參賽隊伍對特定規則的同意。 

由於設計的不同，有的賽制具有高度的趣味性，但在理性辯論能力的訓練

上則略遜一籌。有的制度十分強調選手的臨場反應；有的則比較重視證據資料

的使用。一般而言，最能有效完成主辦單位預設目標的就是最好的賽制。 

在各種辯論賽制中，最受台灣辯論界歡迎的是所謂「奧瑞岡式」，由於納

入了類似英美法庭律師質問證人的「質詢」（交互詰問）階段，參與此種辯論

的辯手通常可以培養出更好的邏輯推理能力。有趣的是，這套源自美國的賽制，

在台灣歷經數十年發展後，其面貌已經於原制大不相同了。下一節將對「奧瑞

岡制」作更詳細的介紹。 

至於在中國大陸，最流行的賽制是「新加坡式」，因為納入了雙方辯手你

一句我一語交替發言的「自由辯論」階段，使參與此種辯論的辯手可以培養出

較佳的機智與幽默能力。你可以在本書第 11 章找到有關新加坡式的簡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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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競賽辯論是一種帶有教育目標的遊戲 

競賽辯論是一種寓教於樂的「遊戲」（game）。遊戲舉辦的目的一方面是

希望能在重大公共與哲學議題的正反方「角色扮演」（role-play）過程中，培

養參加者講理與論辯的能力；二方面則希望保有競賽活動的競爭性、刺激性與

趣味性。 

也就是因為競賽辯論是一種角色扮演，辯論正反方是由抽籤而非辯手的真

實立場來決定。因此，主張廢除死刑的隊伍可能為「死刑不應廢除」而辯，堅

信「人性本惡」的辯手也可能替「人性本善」作辯護，這與實質辯論中，參與

者是代表自己真實立場的情形不同。 

用抽籤決定立場是否有違道德呢？包括美國老羅斯福總統（T. Roosevelt）

在內的部份人士，曾經對這種做法提出質疑（Nichols， 1937）。不過，根據

海內外多年來競賽辯論的舉辦經驗，以抽籤方式決定立場至少有以下兩種好處： 

◆ 培養辯手「延遲判斷」（suspend judgment）的態度，也就是先深入思考問

題，再作出「明智」（informed）判斷，不要遽下結論。 

◆ 培養辯手「將心比心」（decentering）的態度，也就是即使不同意對方的

立場，也要學習從對方的角度觀察問題。 

要知道，為了競賽的公平性，多數辯題都是正反皆言之成理的。要辯手在

此類問題上延遲判斷與將心比心是相當合理的要求。正因為辯論可以培養這兩

項基本態度，因此對達成訓練「批判思考」 （critical thinking）的教育目

標很有幫助。 

另一方面，辯論的競賽本質使它一向有「知識界的運動」（academic sport）

之稱。因此，被體壇人士奉為圭臬的「運動家精神」也經常被推廣到競賽辯論

當中。辯手們應該展現的「運動家精神」包括遵守各項比賽規則、保持良好的

發言與詢答風度（例如稱對手為「對方辯友」）、虛心接受評判人員的裁決（例

如「感謝評審老師的指導」）等等。「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同樣

是辯壇中人應該追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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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競賽辯論的勝負由評判人員決定 

正式辯論的一項特色是，參加辯論的各方人馬通常不會以說服對方為目

標。因為他們知道，在制度設計上，對方是「不能也不會」被他們說服的，他

們要說服的是「中立的第三方」－觀看議事辯論的公眾、欣賞競選辯論的選民，

以及聆聽法庭辯詞的法官或陪審團。 

競賽辯論也是一樣。坐在會場另一端的對方辯友不能也不會被我們說服，

我們要設法說服的是坐在觀眾席前方、具有勝負裁定權的評判人員（judge）。

在不同國家或地區評判人員的稱號並不相同，有些稱裁判、有些稱評審、有些

稱評委，但他們的職責都一樣：負責評定辯手的個人分數以及裁定辯論隊伍之

間的勝負。 

除了評判人員以外，多數辯手也會將「現場聽眾」（live audience）視為

說服的次要對象－尤其是在現場聽眾人數眾多的場合。說服現場聽眾的一項策

略性原因是：獲得較多聽眾掌聲與喝采，或許能影響評判人員（特別是非專業

評判）作出「尊重民意」的有利判決。  

在聆聽比賽過程後，評判人員一般會各自填寫評分單，並對誰勝誰負作出

裁定，獲得較高票數的一方將成為比賽的勝方，可以稱為「獨立裁決制」

（independent judges）。不過也有少數競賽讓評判人員先行開會（如同英美

法庭的陪審團），以產生全體的「一致意見」，或至少是「多數意見」與「少

數意見」，可以稱為「委員會裁決制」（committee judges）。為了避免出現

正反同票，造成平手或兩派意見相持不下，評判人員的人數通常會維持在單數。

由 3 位、5 位或 7 位評判來組成評判團是台灣競賽辯論最常見的做法；美國則

經常在初賽安排 1位評判人員。 

 

(六)競賽辯論是一項口語說服活動 

在競賽辯論中，辯論選手們比的是口語說服，而不是書面論述。如果不能

透過口語，清楚有力地將論證與立場表達出來，縱使擁有再充分的書面證據，

也將無法贏得評判人員與現場聽眾的支持與青睞。 

在競賽術語中，辯論選手這種以口語清楚表達論證與立場的責任，就是所

謂的溝通責任（burden of communication）。溝通責任與我們將在第 3章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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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舉證責任」及「反駁責任」，是辯論隊伍及辯手在比賽中必須善盡的三項

重要義務。 

舉例來說，如果某位辯手用機關槍一般的速度說話、咬字含混不清，或是

天馬行空，發言內容結構混亂，就是未能滿足溝通責任的表現。此時評判人員

不應該替辯手完成溝通責任，猜測其發言的可能內容，而應該將無法理解的發

言排除在裁決的範圍之外。  

正因為競賽辯論是一種口語說服活動，美國競賽辯論的參與者向來與各大

學的「口語傳播」（speech communication）或「溝通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科系與教授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各大學負責督導辯論隊伍組訓的辯論

總監（Director of Forensics）經常由口傳系教授兼任（辯論總監有時也同時

兼任辯論隊伍的教練員）。而「辯論學」（argumentation and debate）傳統

上被視為口傳系的重要進階課程。例如在筆者任教的世新大學口傳系，辯論學

就是大三上學期 2學分的必修課目。 

 

二、認識質詢式辯論 

 

前面曾經提到，台灣競賽辯論最常用的賽制是奧瑞岡式（Oregon style），

這個賽制其實就美國辯論界所稱的質詢式（cross-examination debate），奧

瑞悶式是這個賽制早期的通用名稱。 

奧瑞岡式與其他賽制的最大不同，是在比賽中加入了模仿自英美法庭，由

律師詢問對造證人的「質詢」或「反對詢問」階段。這麼一來，雙方辯論選手

除了可以在自行發表意見的「申論」與「駁論」中盡情發揮，還能有機會與對

方進行即問即答的當面對質，大幅提升了比賽的趣味性與刺激性。美國辯論學

先驅艾寧格與布羅凱特（Ehninger & Brockiriede， 1960）這麼指出： 

除了達成傳統式辯論可以達成的許多價值，交互質詢式辯論擁有 獨特的長

處。因為擔憂自己將面對可能使自己難堪的問題，辯論選手更有動機作謹慎準

備。提問與答問可以幫助學生培養應變力更高的即席說話風格。有效提悶和答

問本身就是一項具有價值的能力，特別是對那些未來預期將參與真正法庭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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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而言。最後，質詢式辯論通常能引起聽眾的興趣，這是因為論證的直接

交鋒富有高度的戲劇性。(頁 320 )  

美國的奧瑞岡式是在 1970年前後隨美軍傳入台灣，其間經過多次修改，各

界流傳的版本甚多，包括早期的「新制奧瑞岡式」（由李念祖律師等人引進）、

1980 年代初期的「青商會奧瑞岡式」（由青商會劉湘安先生及一群學術界人士

推動)、1980 年代後期的「正統奧瑞岡式」（由溫偉群教授和我引進），以及

1990 年代初期的「奧瑞岡標準式」（由張正男教授和我共同推動）等多種版本。

本書附錄中的奧瑞岡 A. B. C 三式辯論規則，是在 2002 年由「世新大學口語傳

播系辯論規則研發小組」（成員有溫偉群教授、楊迺仁講師，我擔任小組召集

人）擷取各種版本精華編製而成。這三套規則都將條文大幅縮減，以降低奧瑞

岡式初學者的進入障礙。 

奧瑞岡式不僅在台灣廣泛流行，近來中國大陸也有不少學校修正原有的「新

加坡式」，加入了類似奧瑞岡式的「質詢」（大陸更普通名稱是「盤問」）階

段，例如北京大學推動的「北大質詢式」，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表 2-1】在

奧瑞岡 A. B. C三式中，台灣辯論界最常使用的是 A 式。接下來我就將以 A式

（隨後簡稱奧瑞岡式）為基礎，簡要說明本賽制的重要規則。在奧瑞岡式中，

正反雙方各有三位辯 手，每位辯手都要擔任一次「申論」、一次「質詢」與一

次 「答辯」的工作，而且三位辯手中還有一位將兼任該隊在該場比賽中的結辯。 

表 2-1 北京大學質詢式的發言程序                   

正方一辯發言 

反方四辯盤問正方一辯 

反方一辯發言 

正方四辯盤問反方一辯 

正方三辯發言 

反方二辯盤問正方三辯 

反方三辯發言 

正方二辯盤問反方三辯 

自由辯駁 

反方總結陳詞 

正方總結陳詞 

3分鐘 

2分鐘 

3分鐘 

2分鐘 

3分鐘 

2分鐘 

3分鐘 

2分鐘 

正反輪流發言每隊總計 3分鐘 

4分鐘 

4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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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論 

申論（constructive speeches）在英文中的原意是「建設性發 言」，也

稱「立論」。 

在美國質詢式賽制的原始設計中，申論的主要功能是「蓋房子」（建設），

也就是讓雙方辯手表明己方立場，說明辯案與主要論證。辯手以正反交替方式

各申論一次之後，質詢式還會安排一個駁論（rebuttals）階段，每位辯手還有

機會再上台發言一次，不過這次的發言就必須以攻擊對方立場與補強己方立場

為核心，因此是針對蓋好的房子，進行「拆（別人的）房子」與「補（自己的）

房子」的工作。 

不過，由於台灣的奧瑞岡式刪除了駁論階段，因此原本應該由駁論扮演的

攻擊與補強角色，改由二辯與三辯的申論來取代。因此辯論選手在前面的申論

中，如果已將立場作了清楚說明，就應該開始將申論當駁論用。 

申論不是奧瑞岡式的專利，幾乎所有賽制都有讓辯手立論的發言階段。例

如在中、港、新地區慣用的新加坡賽制中，也有「立論陳詞」階段的設計。 

在奧瑞岡 A式中，申論是由正方一辯開始，其次輪到反方一辯，再由正二、

反二、正三、反三依序進行。申論的時間通常是 5分鐘，主辦單位會在 4分整

時按鈴一響，4 分 29秒及 30 秒時各按鈴一響（因此等於是在 4分半時按鈴兩

響），4分 58 秒、59 秒及 5分整時各按鈴一響。5分整的那一響會以 3秒鐘長

鈴方式顯示，辯手必須在此時結束發言。但如果辯手的申論時間少於 5分鐘，

屬於自願放棄權益，因此不會受到任何懲罰，不過老經驗的辯手往往設法讓自

己的發言剛好在 5分整時結束。 

 

(二)質詢與答辯 

根據奧瑞岡式的規定，在每位辯手的申論結束後，就必須進入質詢

（cross-examination）階段，接受對方辯手的詢問。擔任詢問角色的是所謂的

「質詢者」，答覆詢問的則是「答辯者」。質詢階段是由質詢者主導，奧瑞岡

式規則中明定： 

質詢者控制質詢時間，得提出任何與題目有關之合理而清晰之問題，並得隨時

停止被質詢者之回答（A 式第 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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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極少數例外狀況，規則明定答辯者必須回答質詢者提出的所有問題： 

答辯者應回答質詢者所提之任何問題，但問題顯然不合理時，被質詢者得說明

理由，拒絕回答（A 式第 11條）。  

其中不合理問題的最常見狀況，是提出與辯題無關的隱私問題。 

在質詢中，質詢者的權力雖然很大，但並非毫無限制。美國的奧瑞岡式沿

襲法庭辯論習慣，要求質詢者將質詢時間完全用來詢問，不得自行申論或在短

暫詢問後針對質詢結果進行評論。這項要求過去曾經遭到部份台灣辯論界人士

反對，但現在已經形成共識。根據奧瑞岡式規則： 

質詢時間內，質詢者應詢問問題，不得自行中論或就質詢所獲之結果進行引中，

否則視為違規（A 式第 10條）。 

同樣的，答辯者也應該謹守答覆問題的分際，不能喧賓奪主，反問質詢者，

這就是規則中說的「答辯者不得對質詢者提出詢問，否則視為違規」（A 式第

10條）。答辯者反問質詢者的違規行為稱為「反質詢」。  

請注意反質詢是以「間意」而非「問號」來判定的－只要答辯者要質詢者

提供某種資訊，就是反質詢，語句本身是否以問號結尾並非關鍵。因此「對方

辯友請您向大家說明」也是反質詢。不過這項規定有一個例外，就是當質詢者

的問題含混不清時，答辯者可以要求其重述。但答辯者不應將要求重述作為策

略干擾手段，規則中明定「答辯者得要求質詢者重述其質詢，但不得惡意為之，

否則視為違規」（A 式第 11條）。 

如果質詢者違反規則自行申論或引申，或是答辯者提出反質詢時應如何處

理呢？美國的奧瑞岡式曾經仿效英美法庭的「即席抗議」制，讓權益受損的一

方直接向主席（或評判人員之一）提出申訴，並由主席即時裁決。但台灣奧瑞

岡式的做法則是，讓權益受損方在對方作出違規行為後「自力救濟」，自行要

求對方停止，這樣可以阻止違規行為持續，造成更大的傷害，並達成提醒評判

人員應該以扣分或「排除違規利益」（即將達規發言刪除在判決依據之外）方

式來懲罰違規者的效果。規則規定： 

質詢者自行申論或引申發言時，答辯者得要求其停止（A式第 10 條）。 

答辯者提出反質詢時，質詢者得要求其停止，並拒絕回答（A式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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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瑞阿式中，正反雙方六位辯手恰好形成三組質詢答辯的對抗關係，分

別由正一對反二、正二對反三、正三對反一【圖 2-1】。也就是說，正一完成

申論後由反二來質詢他，反二完成申論後則由正一來對他提出質詢，其餘則依

此類推。質詢時間一般是 4分鐘（或 5分鐘）。計時方式與申論相同，質詢者

會在時間屆滿前一分鐘聽見一聲提示鈴，前 30 秒聽見兩聲，時間屆滿聽見三聲

（包括最後要求即時結束詢問的一長聲在內）。  

 

(三)結辯 

在六位辯手的申論及質詢（即「第一階段」）都進行完畢之後，通常會有

3 至 5 分鐘的休息時間，接下來由雙方事先推派的代表上台結辯（即「第二階

段」）。 

前面說過，台灣的奧瑞岡式將原制的駁論刪除，駁論攻擊防禦的功能由後

半段的辯論選手申論所取代；而駁論的另一項功能－對辯論過程作摘要總結，

則由特別設立的結辯（summary）時段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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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結辯也不是奧瑞岡式的專利，許多賽制都設有讓雙方隊伍總結論

辯過程的發言階段。例如在新加坡賽制中的「總結陳詞」階段。 

為了使雙方辯手將結辯運用於摘要總結的目的上，奧瑞岡式規定擔任雙方

結辯的辯手「不得提出新論點」。規則中說： 

結辯人員應就已方論點及雙方交鋒情形加以整理陳述，不得提出任何申論及質

詢階段未提出之論點，否則視為違規。（A 式第 13 條） 

換言之，雙方結辯只能就申論質詢中的論辯交鋒加以整理分析，不能另啓

戰端，提出第一階段未曾出現過的證據與論證。結辯的時間規定一般是 4分鐘。  

雙方結辯上台順序的決定方式有二。台灣辯論界長期以來都是讓雙方結辯

在賽前或兩階段之間的休息時間抽籤決定誰先誰後，但這其實是違反美國辯論

賽制的慣例的－多數辯論學者相信，應該由開啟辯論的一方來結束辯論。因此

本書附錄中的奧瑞岡式規則，就是以先反後正的方式來規定結辯順序的。 

 

(四)其他規定 

從指導老師、教練員或其他人那裡獲得任何協助；而一旦上台發言，就連

隊友也不能幫忙了（除非是由發言辯手主動要求傳遞資料）。規則是這樣說的： 

出賽辯論選手於比賽間始後，不得從己方辯論選手外之他人獲得 協助；發

言辯論選手於發言計時開始後，不得從其他出賽辯論選手獲得協助，否則視為

違規，但經發言辯論選手主動要求傳遞資料證據者不在此限。（A式第 8條） 

表 2-2 奧瑞岡式的發言程序                   

正方一辯申論 

反方二辯質詢正方一辯 

反方一辯申論 

正方三辯質詢反方一辯 

正方二辯申論 

反方三辯質詢正方二辯 

反方二辯申論 

正方一辯質詢反方二辯 

正方三辯申論 

5分鐘 

4分鐘 

5分鐘 

4分鐘 

5分鐘 

4分鐘 

5分鐘 

4分鐘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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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一辯質詢正方三辯 

反方三辯申論 

正方二辯質詢反方三辯 

反（正）方結辯 

正（反)方結辯 

4分鐘 

5分鐘 

4分鐘 

4分鐘 

4分鐘 

其次，辯手在發言中可以使用俗稱「道具」的「發言輔助品」 （speech 

aids），例如張貼海報、展示物品等，但不能使用具有話語聲音或動態影像的

道具。而一旦某方在發言中使用了道具，對方將可以在他的發言中借用。規則

明定： 

發言辯論選手得於發言中使用平面或實物道具輔助發言，但不得使用有聲

或錄像道兵。道具一經使用，他方亦獲使用權利。（A式第 7條） 

第三，辯論選手在引用證據或資料時應該仔細查證，確認引述符合事實，

不可以出現捏造（fabrication）或扭曲（distortion）證據的情形。捏造是無

中生有，扭曲則是曲解歪曲，兩三項行為都觸犯了競賽辯論中的大忌。 

既是大忌，罰則當然不輕。根據奧瑞岡式規則，辯手如果發現對方捏造或

扭曲證據，而已方手上又擁有該份資料的原件或影本時，可以在辯論所有發言

結束後的 10分鐘內，出示反證向主席提出抗議。被抗議的一方也可以用書面方

式提出答辯。最後評判人員將會個別根據雙方書面意見作出抗議裁決。如果情

節重大，原本獲勝的隊伍可能因此輸掉比賽（A式第 14、 15、16 條）。 

 

三 、為什麼要參加競賽辯論 

 

前面說過，競賽辯論是一項教育性活動。對參加者來說，競賽辯論可以帶

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他們的辯論能力將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長足的進步。

但不可否認的，參加這項活動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這使得許多人擔心：競

賽辯論是不是會影響參加者的課業，並且對他們的未來前途造成負面影響呢？ 

我認為，這種擔心似乎是多餘的。雖然無論活動本身的立意多麼良善，都

可能有人因為過度沈迷而造成不當結果；不過整體而言，競賽辯論對參加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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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及未來事業的發展都有相當的價值。根據歐美的經驗，除了提升辯論技巧

外，參加者還可以從競賽辯論中得到六項重要收穫，包括提升民主參與的能力、

孕育社會的領導菁英、培養求知的能力與興趣、接觸與整合多元知識、提升批

判思考的能力以及提升口語傳播能力等。 

～ 辯論文獻選讀 ～ 

中國早期的辯論研究者費培傑在他所編譯的《辯論術之實習與學理》一 書

中，曾經提到中國人的三項「毛病」。這些毛病使辯論在中國長期受到輕 視，

也說明了今天我們學習辯論的重要，這三項毛病是： 

一、不善於批判性思考： 

……凡遇一件事，古人怎麼說，他便怎麼信。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他

也說：「敬鬼神而遠之」。不管究竟有沒有鬼神，不管鬼為什麼應 敬，也不管既

是應敬，又為什麼要「遠之」。他人說的話，不知道拿來詳細 分析，找出一個

所以然，只管囫圇吞棗糊糊塗塗的過去。因而許多問題沒有 一個澈底的解

決……造成這種習慣的原因，最大的有兩件：1.中國論理學不發達、2.中國辯

論術不講究。 

二、讀書人輕視辯論： 

……所謂舌辯之士、蘇張之徒，乃是儒雅君子所不樂為。孟子雖辯，還要

說：「予豈好辦哉，予不得已也」。辯字好像是一個不乾淨的東西一般，非到萬

不得已，不敢沾染。這種風尚，愈傳愈厲害，加以誤解「巧言令色鮮矣仁」之

類的話，對於辯論術，不准不敢徹底的研究，並且不敢提及。 

三、退一步海闊天空： 

事事主張退讓。以少管閒事少惹是非為妙。因而真理泯沒，是非顛倒，很

少有人去管它。有些人心之其然，不過因為辯正是犯難的事，遂甘心屈服，讓

人佔勝。有些人心知其然卻以為真者自真，偽者自偽，他人儘管會說，儘管能

以辭亂理，但於真理依然無損，我何必要去與他辯。 

 

來源：費培傑（V.A.Ketcham 著）（1912）《辯論術之實習與學理》。上海：商務，

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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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民主參與的能力 

民主社會是一個透過理性辯論來形成決策的社會。在民主社會中，某種意

見之所以成為多數，是由於在充分辯論後仍屹立不搖，獲得眾人的支持。而居

於少數地位的意見，也由於公共論域的自由開放，而保有爭取成為多數的表達

空間。 

作為民主社會的成熟公民，不僅要認識並尊重這種理性辯論的過程，更應

該培養以理服人的能力，為自己認同的意見挺身辯護。而在競賽辯論中加強個

人說理技巧的辯論選手，當然有更寬廣的民主參與機會（Freeley & Steinberg， 

2000）。 

任教於台灣師大國文系，對辯論活動有深入研究的張正男教授，在他的《辯

論遊戲》（1980）一書中也發表了類似的看法。他說： 

民主制度下，人人有發言權；要推展民主制度，必須使人人能利用發言權。

辯論遊戲，既可增加辯論人口、磨練辯論技巧、提高辯論水準，就可使人人敢

於發言，能有條理的發言，進而加速民主制度的推展。（頁 9） 

能言善辯，在四場表現出色的電視辯論後擊敗強敵尼克森（Richard Nixon）

當選美國總統的約翰．甘迺迪（John F.Kennedy），同樣相信競賽辯論對民主

社會的貢獻。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強調：「透過辯論來檢驗意念，是民主的精

髓，我希望未來能在我國校園中見到更多的辯論活動」（Freedom & Union，1960，

頁 7）。 

 

(二)孕育社會的領導菁英 

證據顯示，經過了競賽辯論的洗禮，許多參加者不僅成為民主制度下的成

熟公民，更成為社會上出色的領導菁英。 

以美國為例，在一份以國會議員、州長、最高法院法官及白宮幕僚官員等

160 位重要領導人物為對象所進行的著名調查中發現，這些領導菁英當中竟然

有 100位，也就是高達 62.5% 的人在大學時期曾經參與競賽辯論。而當這 100

位前辯手被問到比賽經驗是否對他們後來的事業成功有所幫助時，其中 90 人 

選擇了「非常有幫助」或「有無法估計的幫助」這兩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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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未曾參加過競賽辯論的 60 位受訪者中，也有 26 人表示他們感到

「後悔」（Freedom and Union, 1960）。 

台灣競賽辯論的風行程度雖然遜於美國，但在當代社會領導菁英中，曾經

此時辯壇的健將處處可見。如果以校友的表現來比較，少有大學能與這所「德

貝多學校」（debate school）相抗衡。德貝多學校的傑出校友，在政壇有台北

市長馬英九、高雄市長謝長廷、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商界有曹興誠；杏壇有台

灣大學教授彭文正、政治大學教授鄧中堅、邵玉銘、朱新民；文壇有作家劉墉

與王文華；媒體界有趙少康、周玉蔻、方念華、李晶玉；法界有李念祖律師……，

不勝枚舉。擁有競賽辯 論經驗的人才廣泛分布在各個專業領域，憑藉其卓越辯

才扮演 著意見領袖的角色。 

 

(三)培養求知的能力與興趣 

競賽辯論的第三項價值是，培養參加者求知的能力與興趣。競賽辯論是一

項講理、講證據的活動，要想在比賽中有卓越表現，辯論選手們需要充分的證

據與資料為後盾，圖書館與網際網路因此成為辯手們的第二個家。所有資料來

源，包括書籍、期刊、報紙、參考書、政府出版品與網路資訊，都是辯論選手

們搜尋有力證據的範圍。有的辯論選手還會對了解辯題的學者專家進行訪問，

以獲得資料蒐集方向的導引。在密集的準備過程中，許多辯論選手因此學會了

蒐集、分析與整理資料的技巧。 

而在隨後運用資料的過程中，辯論選手們更將發現，證據資料使他們在辯

論場上的戰力大幅提升。舉例來說，如果主張廢除死刑的一方根據個人意見主

張「死刑沒有嚇阻犯罪的能力」，但反對廢除的隊伍卻擁有國內外的犯罪學研

究反證，前者就好像是以徒手對抗後者的機槍坦克，獲勝的希望微乎其微。想

想看，還有什麼方法比發現知識就是力量，更能培養參加者求知興趣的呢？ 

由為數眾多辯論選手後來獲得更高學位的事實中，我們可以約略看出競賽

辯論對求知能力與興趣的提升效果。根據辯論學者基利與麥特龍（Keele & 

Matlon，1984）對美國全國辯論錦標賽歷年選手所進行的調查，發現其中有高

達九成的人後來至少獲得碩士學位。台灣雖然缺乏類似的統計數字，但在受邀

擔任裁判的前辯論高手中，擁有碩士以上學歷者的比例也正明顯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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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觸與整合多元知識 

除了提高求知的能力與興趣以外，競賽辯論也提供參加者一個接觸與整合

多元知識的機會。大學教育在過去經常被批評分科太細，學生在本行以外幾乎

沒有接觸其他領域知識的機會，使科際的交流與整合難以進行。為了改善此種

現象，許多大學設立了通識課程，規定學生必須以相當數量的學分修習其他領

域的科目。 

與通識課程比較起來，競賽辯論似乎是學生接觸與整合多元知識的更佳途

徑。台灣競賽辯論的常見辯題，範圍就廣及法學、政治學、教育學、社會學、

經濟學、心理學與自然科學（例如核能辯論）；中國大陸及新加坡的辯題則可

能牽涉到文、史、哲等人文領域，對參加者的視野開拓很有幫助。 

更重要的是，對多數辯題而言，單一領域的知識是不夠的。辯論選手們必

須將相關學科的知識整合起來，才能構築出強而有力的論點，這等於是一種科

際整合的訓練。辯論學家佛里萊與史騰伯格（Freeley & Steinberg，2000）說

得好： 

對多數學生而言，校園辯論是他們第一次；而且是最重要、最有 價值的科際整

合研究經驗。（頁 24） 

以「安樂死應合法化」的辯論為例，雖然表面上這是一個「法律」題目，

但一位法律系學生將很難只靠自己的本行應戰。要想在競賽辯論中取勝，除了

法學以外，他可能還必須接觸醫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甚至神學的知識，

並且將這些知識整合在一起。試問，有哪種通識課程可以達成這樣的效果呢？ 

 

(五)提升判斷思考的能力 

競賽辯論的第五項價值是提升參加者的批判思考能力。近年來，美國有愈

來愈多的大學將訓練「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列為重要的教育目標。

而什麼是「批判思考」呢？美國高等教育研究學會的克菲斯（Kurfiss，1975）

這樣定義： 

批判思考是探索問題或情境、整合各種相關資訊、擬定解決方案 或形成假設，

並且為該項立場提供理由的能力。（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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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克菲斯的意見，批判思考能力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接收論證的

能力，包括判定證據類型、評估論證品質、判斷證據與論點間是否有關聯等；

第二類則是提出論證的能力，包括選擇有力證據為個人立場辯護、為問題擬出

最佳解決方案、預期對方的反對論證以及提出高品質論證的能力等。 

由上面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競賽辯論與批判思考的密切關係。筆者的

指導教授伍德博士便會指出，批判思考是有效辯論的「先決條件」，透過競賽

辯論的訓練，參與者的批判思考能力將可以獲得有效增進（Wood & Goodnight，

1995）。而在辯論學者柯博特（Colbe 此，1987）以辯論選手及一般學生為對

象進行的比較研究中，的確發現辯論選手在批判思考測驗中的分數，明顯地比

非辯論選手來得高。 

 

(六)提升口語傳播能力 

傳統上，競賽辯論向來是教導口語傳播的老師相當鼓勵的一項活動

（Pearce, 1974）。原因很簡單，辯論與其他口語傳播活動，例如演講與說話

的共通之處很多，競賽辯論可以幫助參加者提升其口語傳播能力。 

根據學者的研究，辯論選手在三項口語傳播能力上明顯地超過非辯論選手

－分析能力、表達能力以及組織能力（Semlak & Shields, 1977）。分析能力

高的人懂得如何抓住要點說話：表達能力好的人能夠有效運用語言與非語言管

道，強化自己的說服力；組織能力強的人則知道如何使自己的發言結構井然有

序。 

競賽辯論不同於事先擬稿的演講比賽，可以準備好稿子，照本宣科。除了

正方一辯的第一次發言外，其他的發言及詢答都必須依靠臨場反應，這種訓練

可以加強辯論選手的反應能力。而由於不確定對方的立場、發言以及質詢內容，

競賽辯論的挑戰性也相當高，這對參加者勇氣的建立也有幫助。 

最後，競賽辯論也有助於傾聽能力的增進。根據溝通學家尼柯斯與史帝芬

斯的研究（Nichols & Stevens, 1957），一般聽眾僅僅接收到溝通來源四分之

一的訊息而已。如果這份研究的說法為真，辯論選手顯然必須在傾聽方面加倍

努力。想想看，如果辯論選手僅僅記住對手發言的四分之一，他還有任何取勝

的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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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的基本觀念 

(三、辯論的題目) 

游梓翔 

 

辯論的題目 

一 、辯題的三大類型 

    (一)事實的辯題 

    (二)價值的辯題 

   (三)政策辯題 

二 、推定和舉證責任 

    (一)人際與正式辯論中推定與舉證責任 

   (二)辯論競賽中的單一推定與舉證責任 

    (三)辯論競賽中的整體推定與舉證責任 

三 、初步舉證與反駁責任 

    (一)單一議題的反駁責任 

   (二)整體辯題的反駁責任 

 

 

要使競賽辯論的正反雙方能相互對抗、彼此競爭，必須有一個爭議焦點。

這個爭議焦點可以由主辦單位選定，或是在雙方協議後採用，但一定會以明確、

公開的方式呈現出來，使所有參加者都了解正反雙方的爭議核心為何。  

這個爭議焦點就是所謂的「辯論題目」，簡稱辯題（resolution）。辯題是

競賽辯論中雙方最核心、邏輯層次最高的辯論焦點，受到邏輯學的影響，很多

人習慣將辯題稱為「命題」。辯題的英文「resolution」，與議會中的「提案」

用的是同一個字，顯示出競賽辯論與議會辯論之間的深厚淵源。 

或許正是受到議會的影響，傳統上，競賽辯論的辯題多與某種具體可行的

政策有關，稱為「政策辯題」。例如「我國應設立賭博特區」、「我國應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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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等。台灣的競賽辯論沿用此種習慣多年，導致不少辯手、辯論指導

者，甚至辯論研究者，產生了「只有政策辯題才適合用在競賽辯論中」的錯誤

觀念。  

其實，無論是今日流行於英國、美國或是中國大陸、新加坡與香港等地的

競賽辯論，以事物存在與否為辯論焦點的「事實辯題」以及以事物評價方式為

辯論焦點的「價值辯題」，流行程度都與傳統的政策辯題不相上下。因此，作

為競賽辯論的 參與者或指導者，不能不對三類辯題都有基本的認識。 

 

一、辯題的三大類型 

 

我們在第 2 章曾經說過，在辯題的形式方面，多數競賽辯論採用的是「單

題制」，只寫出一個辯題，因此正方是辯題的支持者，反方則是反對者；不過

也有少數競賽辯論選擇採用「雙題制」，因此會同時寫出兩個彼此矛盾的辯題

（通常是同 一問題—的兩個對立立場），讓正方與反方各擁其主。 

支持「單題制」的辯論學者，其原因大多是：如果正方是「A」，反方是

「非 A」，那麼基於邏輯的「排中律」（law of excluded middle，指同一思維過

程中排除第三種可能的邏輯規律），雙方等於是涵蓋了同一問題上的所有面向，

並未排除任何可能立場。例如你不是贊成「人性本善」，就是反對「人性本善」。 

支持「雙題制」的人士主要是從公平性來著眼。如果正方是「人性本善」，

反方只要反對「人性本善」即可，那麼反方將因此獲得至少兩種彈性立場：（1）

人性本惡、（2）人性本無善惡，佔據了先天的有利位置。因此雙題制的支持者

相信，主辦單位應替辯論雙方排除了「人性本無善惡」的立場。 

還有些時候，辯論的主辦單位會在辯題旁邊加上一個「附帶定義」

（Parameters），以便將辯題的意義說得更清楚，例如： 

辯題：我國應廢除死刑 

——定義:辯題中之死刑指普通刑法中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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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形式上是否寫成雙題，或是有沒有加上附帶定義，這些都只是書寫

形式的問題，就其內涵，辯題其實還是圍繞在一個議題上的。我們可以依據這

個爭議焦點的性質，將辯題區分為事實、價值與政策三大類。 

 

(一)事實的辯題 

事實辯題（resolution of fact）是在探討與某種人事地物有關的某種客觀現象

是否存在或發生的辯題，例如「這杯咖啡是苦的」、「吸菸會導致癌症」、「聯

考是造成升學壓力的主因」、「昨天他殺了人」等。 

事實辯題通常包含有「事項」與「判斷」兩部份。從語言結構來分析，事

項在詞類上通常是「名詞」，在語法上則可能是「主詞」或「受詞」，判斷則

通常是「動詞」或「形容詞」，在語法上的主要功能若不是在說明主詞的狀態

或類別，就是在描述主詞與受詞之間的關係。由此可見，主詞（主語）是事實 判

斷的「對象」，動詞、形容詞和受詞則是事實判斷的「方向」。 

有的事實辯題中沒有受詞，例如「這杯咖啡（事項／主詞）｜是苦的（判

斷／狀態）」。有的事實辯題則包含主詞與受詞兩個事項，例如「吸菸（事項

／主詞）︱會導致（判斷／關係）｜癌症（事項／受詞）」。 

根據作出事實判斷的時問不同，我們可以將事實辯題區分為「過去事實」、

「現在事實」與「未來事實」三種（Cronkhite，1966）。例如「乾隆是漢人」

討論的是過去事實：「這杯水是甜的」討論的是現在事實；「中國必將統一」

討論的則是未來事實。 

然而，並非所有事實判斷都是適當的辯題，辯論學者艾寧格與布羅凱特

（Ehninger & Brockiriede，1960）便認為，可以透過直接觀察而獲得驗證的事實

判斷，例如「蔣經國先生曾經在立法院說過十大建設『今天不做，明天就要後

悔』」或是「這杯水的溫度是攝氏 60 度」，是不需要花時間辯論的。只有無法

直接觀察，必須透過間接觀察來「推測」的命題，才適合用來辯論。 

事實辯題是在由大陸和新加坡每兩年輪流主辦一次的辯論大賽——「國際

大專辯論會」中常見的辯題類型，以下就是該項比賽曾經使用過的幾個事實辯

題（該項賽事採用雙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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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 

反方：溫飽不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1993﹞ 

正方：愛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 

反方：愛滋病不是醫學問題，是社會問題。﹝1993﹞ 

正方：真理越辯越明； 

反方：真理不會越辯越明。﹝1997﹞ 

 

(二)價值辯題 

價值辯題（resolution of value）是探討與某種人事地物有關的某種主觀評價

應屬正面或負面，或是為兩種人事地物排定優劣或重要順序的辯題。換句話說，

價值辯題不是在評價一個對象，就是評價兩個對象，再根據評價結果排定其優

劣高低。例如「吸菸是不良嗜好」、「儲蓄是良好習慣」、「經濟發展重於環

境保護」等，都是價值辯題的例子。  

價值辯題中同樣包含「事項」及「判斷」。和事實辯題一樣，價值辯題中

的事項在詞類上通常是「名詞」，在語法上則可能是「主詞」或「受詞」。不

過價值辯題的判斷，則以帶有評價或比較性質的「形容詞」為主。 

有些價值辯題只含有一個事項與一個判斷，而判斷可能是正面評價或負面

評價，例如「儲蓄（事項／主詞）｜是良好習慣（判斷／正面評價）」、「吸

菸（事項／主詞）｜是不良嗜好（判斷／負面評價）」。有些價值辯題牽涉到

兩個事項，其中的判斷就是兩者的比較結果，可能包括「A＞B」、「A＜B」

或「A＝B」，雖然說要兩個事項之間的評價是「A＝B」，經常是很困難的（被

要求二選一時該如何回答呢？）。例如「經濟（事項／主詞）｜重於（判斷／

大於）｜環保（事項／受詞）」就是典型的價值比較。 

在辯論活動剛引進台灣時，比較的價值辯題一度相當流行，例如「為增進

人類幸福，健康與財富孰重？」但這類辯題在 1970 年代奧瑞岡式傳入後，就被

政策辯題所全面取代。不過此類辯題在英、美兩地的辯論賽事中，仍受歡迎。

例如美國的質詢式辯論學會（Cross Examination Debate Association，簡稱 CEDA）

錦標賽，多年來一直以使用價值辯題為傳統。以下是該項大賽曾經使用的三個

價值辯題，依其類型分別是負面評價、價值比較與正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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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外國投資的趨勢對美國而言是不利的（1989-1990 下半季）。 

改善與祿聯的雙邊關係比增加美軍的軍備更重要（1986-1987 上半季）。 

後冷戰時期美國以軍事介入，支持民主國家的做法是適當的（1993-1994 下

半季）。 

當評價或比較的對象是某種行動或政策時，價值辯題將與政策辯題相當類

似，辯論學者將此類辯題稱為準政策辯題（resolution of quasi-policy）。這麼看

來，前面舉出的三個 CEDA 錦標賽的辯題其實都是準政策辯題。 

國際大專辯論會（及其前身亞洲大專辯論會）也經常以價 值辯題作為辯論

主題，例如： 

正方：發展旅遊業利多於弊； 

反方：發展旅遊業弊多於利。﹝1986﹞ 

正方：知難行易； 

反方：知易行難。﹝1995﹞ 

正方：以成敗論英雄是可取的； 

反方：以成敗論英雄是不可取的。﹝2001﹞ 

在美國，使用事實與價值辯題的競賽辯論被稱為非政策辯論（non-policy 

debate），以與傳統上使用政策辯題的「政策辯論」區分。 

 

(三)政策辯題 

政策辯題（resolution of policy）也可以稱為「行動辯題」（resolution of action），

是探討某個個人或團體是否應該採取某種特定行動的辯題。從語言結構來分

析，政策辯題包含「主詞」與「動詞」兩部份：主詞是採取行動的個人或團體，

一般稱為主事者（ageet）；動詞則代表主事者預備採取的「行動」（action）。

主詞與動詞之間再由一個「助動詞」——「應該」 或「應」字連結起來。例如

「你應該唸醫學院」、「公共場所應全面禁菸」、「我國應繼續興建核能電廠」，

都是政策辯題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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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辯題的層級關係  

辯論學者告訴我們，事實、價值及政策辯題間存在著一種層級關係（Mills，

1968）——討論價值辯題時會牽涉事實辯題，討論政策辯題則會涉及價值辯題

【圖 3-1】。例如要證明「我國應全面禁菸」，支持者必須先證明「吸菸大幅提

高肺癌發生率」（事實辯題），再據以主張「吸菸是不良嗜好」 （價值辯題），

最後才能以「吸菸是不良嗜好」為基礎，進一步主張「我國應全面禁菸」（政

策辯題）。 

由於辯論政策辯題同時涉及三種辯題的論辯技巧，具有教育意義，再加上

它與公共議題的聯繫較為密切，具有社會價值（Decker & Morello,1990），因此

長期以來受到台灣辯論主辦者的喜愛。 

圖 3-1 三種辯題間的層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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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校際的「全國辯論錦標賽」（National Debate Tournament，簡稱 NDT）

以及日本的辯論活動也多採政策辯題。以下是台灣各項辯論賽事近年來使用過

的政策辯題： 

公益彩券應該停辦 

投票年齡應該降低  

高中聯考應力口計在校成績 

我國應繼續興建核能電廠  

但政策辯題也有兩項缺點。首先，政策辯題涉及政策的主事者（政府）及

特定政策法令系統，較不適合跨國性辯論大賽使用；其次，政策辯論涉及許多

細節問題，需要大量的資料佐證，往往造成參加者的沉重負擔。但即使如此，

政策辯題還是偶爾會成為國際大專辯論會的指定題目，例如： 

正方：愚公應該移山； 

反方：愚公應該搬家。〔1995〕 

正方：各國政府應該全面禁菸； 

反方：各國政府不應該全面禁菸。〔1997〕 

正方：綱際網路應該受到管制； 

反方：網際網路不應該受到管制。〔1997〕 

 

強制認可權 

使用政策辯題必須了解一項重要規定——強制認可權。在辯論政策時，重

點是辯論這項行動是否應該被採行，是「應」（should）的辯論，而不是討論這

項行動是否真的會被採行的「會」（would）的辯論。 

要知道，應做不等於會做；在辯論中證明己方政策較佳的一方不等於擁有

足夠民意代表能使其立法通過。為了避免反對政策的一方以是否真能立法來質

疑政策的支持者，使辯論成為一種「數人頭」的比賽，美國的競賽辯論設計了

強制認可權（fiat）的特殊規定，賦予雙方將任何政策立法並付諸實施的權 力。

除了立法，任何修憲動作也可以被強制認可，因此雙方的辯論焦點還是應該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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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不應修憲」（修憲的利弊因由）而不是「會不會真的修憲」（是否能掌

握足夠票數）上。  

換句話說，在競賽辯論中，我們的決策是百分之百理性的，只要是好的政

策就視同必然實施——「應」就等於「會」。對方如果要以「不會立法通過」

來否定某項政策，就是觸犯了將視不會為不應的謬誤（should-would fallacy）。 

不過強制認可權的使用僅限於立法與修憲，不能用來迴避對政策利弊得失

的舉證與說明責任。因此推動政策的一方不能強制認可政策的好處，也不能透

過強制認可消除政策的壞處。例如正方主張「公益彩券應該停辦」，反方認為

「停辦將導致民怨，因而滋生地下彩券」，正方是不可以透過強制認可權來 駁

斥民怨之說的。 

 

二、推定和舉證責任 

 

在介紹了三種基本的辯題類型之後，這一節我們要來談談與辯題密切相關

的兩個重要的辯論學概念：推定及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和前面說過的溝通責任，

加上下一節要討論的反駁責任，經常被合稱為競賽辯論中辯手應該善盡的「三

大責任」。 

 

(一)人際與正式辯論中的推定和舉證責任 

推定（presumption）是辯論開始前我們在某項爭議問題上的既定立場。如

果此一立場沒有被足夠的證據與理由給駁倒，我們就會維持對此一立場的支持

（Whately，1828/1963）。推定某事是對的與它是否真的是對的並沒有必然關係，

我們之所以支持它，是因為迄今沒有證據讓我們不支持它。 

在某些問題上，我們的推定是有方向的——支持某個主張或反對某個主

張，例如你相信「念研究所比直接就業更有利於個人前途」，只要反對這個想

法的人沒有提出足夠的道理，你就會繼續這麼相信。不過在其他問題上，我們

可能會採取「零推定」，例如對於「人性本善或本惡」，你的推定可能是「不 知

道」或「人性本來既不善也不惡」，因此在主張「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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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一方說出足夠的道理打敗你的「零推定」（即中立推定）前，你還是保

持中立。 

推定的觀念被納入了許多制度化的正式辯論中。法庭辯論中有所謂「無罪

推定」，意思是任何人都是無罪的，直到有人先證明其有罪：議事及競選辯論

則有所謂「現狀推定」，在新政策或新人選證明其優於現狀前，我們寧可保持

不變。 

既然推定在被成功挑戰前，將繼續維持現狀，那麼確認了推定也就等於確

認了要由誰來發動挑戰。所謂的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指的就是挑戰推定

的一方所必須擔負的證明責任。無論你參加的是人際辯論、正式辯論還是競賽

辯論，也無論你所辯論的是什麼問題，弄清楚推定與舉證責任的歸屬都是很重

要的。 

擔負舉證責任的一方要做到什麼程度才算滿足舉證責任的要求，因此推翻

了推定呢？至少反對推定的理由要勝過原本支持推定的理由。如果舉證完畢後

仍是五五波，那麼多數人仍會選擇維持推定（因為改變是要付出額外風險的）。

挑戰推定的一方要打成六四波，或至少是 51 對 49，才能贏得這場「反推定戰

爭」。 

 

(二) 辯論競賽中的單一推定和舉證責任 

在競賽辯論中，有兩種常見的推定，因此產生了兩種相應的舉證責任。一

組推定與舉證責任與辯題有關，可以說是關於辯論中那一個「大爭議」的推定

與舉證責任；另一組則與辯論許多的具體議題，或是「小爭議」密切相關。我

們先討論後者——即「單一」推定與舉證責任，再介紹前者——即「整體」 推

定與舉證責任。  

對於辯論中出現的任何爭議話題，評判人員可能都擁有個人的推定。而他

的個人推定經常可能不是「零推定」。例如某位辯手主張「人有好賭的天性」

（正立場），評判人員的個人推定或許剛好與辯手一樣，但評判人員也可能相

信「人沒有好賭的天性」（負立場）或是「我不知道人有沒有好賭的天性」（零

立場）。 



二、論辯巧智－有理說的清的技巧 

- 42 - 
 

由於在競賽辯論中，評判人員被要求要保持「中立」（參見第 9 章），因

此無論他在特定議題上的個人推定為何，都必須採取「零推定」。換句話說，

就算他原本就相信「人有好賭的天性」，但率先提出此一主張的辯手，還是必

須負起足夠的舉證責任，來推翻評判人員的零推定。  

因此，在競賽辯論中，最基本的舉證原則是凡主張者須負舉證責任，也就

是所謂的單一舉證責任（a burden of proof）。理由很簡單，只要挑戰了零推定，

就得提出零推定應該被推翻的充分理由。如果主張者負起的舉證責任不足以推

翻零推定，評判人員在最後裁決時就應該維持零推定的立場。 

但這樣的原則有兩項例外： 

首先，如果甲方辯手的主張，乙方辯手在辯論中表示同意，這樣雙方就等

於在此一議題上達成共議（agreement），即使這個共識違反了零推定，仍然應

該成立。這是評判人員為保持中立而採取的「共識不受質疑」原則。 

其次，如果某位辯手的主張，雖然挑戰了零推定，但卻屬於評判已知（judicial 

notice）。評判已知是競賽辯論中少數不以零推定為起點的事項，因此是一種正

推定或反推定。故而辯手的主張如果與評判已知的推定方向一致，是不用舉證

的；希望在採取正推定或反推定的評判已知上保持中立的辯手，反而要負起舉

證責任。  

競賽辯論中常見的評判已知有二：（1）周知事實（common facts）：人人

都知道的事實，或者所有與辯手同一教育程度者都應該知道的事實，例如「地

球是圓的」、「辯論的地點是台二三市」等；以及（2）經驗法則（common truth）：

人人都相信的原理原則，或者所有與辯手同一教育程度者都應該相信的原理原

剖，例如「虎毒不食子」、「除非特殊理由，人會選擇趨利避害」等。 

為了維護辯論競賽的公平性，評判人員應該將評判已知的範圍縮減到最低

限度。否則辯手將發現，自己經常是在和評判人員的個人推定辯論。 

 

(三) 日辯論競賽中的整體推定與舉證責任 

對於競賽辯論的焦點——辯題，評判人員在辯論開始前也可能擁有個人推

定。例如在「公益彩券應該停辦」的辯論中，評判人員的個人立場可能是支持、

反對或保持中立，但為了比賽的公平性，評判人員同樣應該排除個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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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同樣要排除個人推定，不過在整體辯題方面，推定與舉證責任的分配

方式與單一議題不同。一般來說，整體推定與舉證責任的分配有兩種主要派別，

可以稱為「論辯型」與「競賽型」。前者的主要代表是美國及仿效美式辯論的

國家與地區，後者的主要代表則是中國大陸及其他著重辯論活動競賽性 的國家

與地區。 

 

論辯型的整體推定與舉證責任分配  

美國的競賽活動是論辯教育的一部份，不是為了競賽而競賽。因此在設定

辯論規則時會參考實質的人際辯論與正式辯論，希望達到教育效果。筆者將美

國整體推定與舉證責任的分配方式稱為「論辯型」（argumentative approach），

就是因為它主要是參考推定與舉證責任在實質辯論中的運作而來。 

前面曾經提到，在個別議題上，很可能出現正反雙方都無法舉證推翻零推

定的狀況。這時評判人員應該在此一議題上維持中立立場。舉例來說，既然正

方無法證明「人天生好賭」，反方也不能證明「人天生不好賭」，評判人員只

好在「人天生是否好賭」後面打上一個問號。  

但在整體辯題上，評判人員就不能這麼做了。如果正方沒有證明辯題的立

場成立，反方也沒有證明與辯題矛盾的另一立場成立，評判人員選擇維持零推

定，那麼該由哪一方獲勝呢？ 

由於正式辯論是一種制度化的決策方式，因此不能容許雙方都輸的。正式

辯論解決雙方都舉證失敗的方式是，將推定的利益賦予其中一方，當此種情況

出現時，就由擁有「整體推定」的一方獲勝，而反對推定——因此擔負整體舉

證責任（the burden of proof）的一方將因此落敗。  

前面說過，在刑事法庭，擁有整體推定利益的是被控告的一方，必須負起

整體舉證責任的則是檢察官;而在議會辯論與競選辯論中，擁有整體推定的是現

行政策與現任人選。可以說是一種現狀（status quo）推定。 

仿效正式辯論的做法，美國的競賽辯論會將辯題設計成違反現狀（against 

the status quo）的形式（參考資料 3-1）。因此正方就是現狀推定的挑戰者，也

就是整體舉證責任的擔負者。如果正方無力讓評判人員對現狀推定產生懷疑，

評判人員只好維持現狀推定——因此由支持現狀的反方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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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由美國辯論學界發展出來的整體推定與舉證責任分配 方式，因為將推

定利益給了反方，經常被質疑為對正方有所不公。 

不過「論辯型」的這套做法，雖然在初期給了正方較重的責任，但只要正

方在事前有足夠準備，能夠在開始的發言中就 完成「初步舉證」（參見本章第

三節），撼動了現狀推定，責任就將回到反方身上，不致於構成正方的沉重負

擔。 

為了避免因擔負整體舉證責任而造成正方不利，競賽辯論的主辦單位與評

判人員應該採敢以下兩項配套措施： 

1.辯論要由正方來開啟，並且由正方進行最後一次發言。這其實是質詢式賽制

以及新加坡式賽制已經採取的做法。  

2.其次，評判人員不應將完成「初步舉證」的門檻設得太高。由於多數辯題都

具有高度的爭議性，挑戰現狀的難度理當在合理範圍內才對。 

 

 
參考資料 3-1：違反現狀的辯題設計 

美國的競賽辯論通常會將辯題設計成違反現狀的形式，但是在具體做法上，還是有

一些應該注意的事項。 

首先，對政策辯題而言，現狀指的就是「現行政策」，判定起來比較容易，例如現

行法令如果將安樂死視為非法，我們就可以將辯題訂為「安樂死應合法化」。 

然而，對於非政策辯題，判定上就比較困難了。常見的做法是將特定社會中多數人

的信念或態度——即多數人的推定視為現狀。例如，如果相信「經濟比環保重要」的人

比相信「環保比經濟重要」的人多，後者就比前者更適合作為辯題。 

在非政策辯題上，辯題設計者也可以用政府（當權者）的信念或態度為推定，再由

辯題來挑戰當局的王流觀點。例如「新聞報導比地震救災重要」的辯題，就與政府認為

「地震救災比新聞報導重要」的態度不同。  

另一種更常出現的狀況是：事實與價值辯題的現狀其實是「零推定」這時無論以正

立場或反立場為辯題都符合了違反現狀的原則。例如現狀是「人性既非本善亦非本惡」，

那麼辯題無論訂為「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都符合了違反現狀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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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辯論競賽的長期統計結果，正方與反方隊伍在大型錦標賽中的獲

勝比例是相當接近的（甚至正方還比較高）這至少說明了只要運用得宜，論辯

型的整體推定與舉證責任分配未必使正方居於先天劣勢。 

不過論辯型的做法在採用書寫兩個辯題的雙題制下，可能會發生一些困

難。關於這一點請讀者參閱（參考資料 3-2）。 

 

誼賽型的的整體推定與舉證責任分配  

相較於論辯型為了使辯論競賽在維持公平性的前提下接近實際論辯的狀態

而費盡心思，競賽型的擁護者會認為論辯型想太多了。  

競賽型的看法是，正反雙方各自負有各自的責任，必須說服評判人員相信

其觀點是比較好的。如果雙方都無法推翻零推定，評判人員也不必因此就以為

維持零推定為裁決結果，而應該退而求其次，從兩個「輸家」當中挑選一個「相

對贏家」，有挑選的標準就是哪一支辯論隊伍的整體辯論與表達技巧更為 主色。 

因此從辯論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觀點其實是「敘事典範」（narrative paradigm）

以及「技巧典範」（skill paradigm）的綜合體。此種觀點像支持敘事典範的辯論

我在本書中討論的論辯型整體推定與舉證責任分配，主要是采用單題制的辯論

競賽為對象。對採用明確書寫出反方立場的雙題制辯論而言，必須就以下三種情況

作補充說明。 

第一種情況是，雙題制中正方辯題支持的是違反現狀的立場，而反方辯題支持

的則是維護現狀的立場，這時單題制下論辯型的推定與學證責任分配方式將可完全

適用於雙題制。 

第二種情況是，雙題制中正方辯題支持的是違反現狀的立場，反方辯 題支持

的也是違反現狀的立場。這時評判人員仍然可以參考美國的做法。 美國雖然採用

單題制，但還是常有反方選擇不為現狀辯護，而另行挑選一 個既不同於辯題也不

同於現狀的立場這時美國的評判人員會設法評估正。 

反雙方的立場中哪一個「距離現狀較遠」、然後將推定利益給予改變程度比較

小，與現狀較為接近的一方。  

最麻煩的是第三種情況O就是當正反方辯題均違反現狀，又難以分辨何者距離

現狀較遠時。例如，如果我們認定「人性不確定是本善還是本惡」 的立場是現狀，

那麼無論是正方的「人性本善」還是反方的「人性本惡」 就雙雙挑戰了現狀，此

時推定要分配給誰？誰又該負擔舉證責任？這時論  

辯型的分配方式就遭遇了障礙，只有求諸競賽型了O 

參考資料 3-2：體制下的論辯

型態整體推定與舉證責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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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士一樣，將競賽辯論當成一種說故事比賽，正反雙方相互競爭，看誰提出

的故事版本更能說服評判人員。不過當雙方故事相持不下時，競賽型分配又不

像敘事典範那樣，還是將「哪一個故事更接近當代普遍接納的故事」考量在內，

故事打平之後，它就退回到「說故事」（narrating）的技巧上，用辯論技巧決定

勝負。 

競賽型分配方式的壞處是，被視為論辯研究核心概念的「推定」與「舉證

責任」相當程度被忽視了以競賽角度來看這麼做或許更簡單公平，但如果我們

將辯論活動視為論辯教育的重要舞台，那麼它的教育功能顯然因此受到傷害。  

根據美國辯論競賽的長期統計結果，正方與反方隊伍在大型錦標賽中的獲

勝比例是相當接近的（甚至正方還比較高） 這至少說明了只要運用得宜，論

辯型的整體推定與舉證責任分配未必使正方居於先天劣勢。  

不過論辯型的做法在採用書寫兩個辯題的雙題制下，可能會發生一些困難。

關於這一點請讀者參閱（參考資料3-2）。 

 

誼賽型的的整體推定與舉證責任分配  

相較於論辯型為了使辯論競賽在維持公平性的前提下接近實際論辯的狀

態而費盡心思，競賽型的擁護者會認為論辯型想太多了。  

競賽型的看法是，正反雙方各自負有各自的責任，必須說主評判人員相信

其觀點是比較好的。如果雙方都無法推翻零推定，評判人員也不必因此就以為

維持零推定為裁決結果，而應 該退而求其次，從兩個「輸家」當中挑選一個

「相對贏家」。 

有挑選的標準就是哪一支辯論隊伍的整體辯論與表達技巧更為主色。 

因此從辯論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觀點其實是「敘事典範」(narrative paradigm)

以及「技巧典範」(skill paradigm)綜合體，此種觀點像支持敘事典範的辯論界人

士一樣，將競賽辯論當成一種說故事比賽，正反雙方相互競爭，看誰提出的故

事 版本更能說服評判人員。不過當雙方故事相持不下時，競賽型分配又不像

敘事典範那樣，還是將「哪一個故事更接近當代普遍接納的故事」考量在內，

故事打平之後，它就退回到「說故事J (narrating)的技巧上，用辯論技巧決定勝

負。  

競賽型分配方式的壞處是，被視為論辯研究核心概念的「推定」與「舉證

責任」相當程度被忽視了。以競賽角度來看這麼做或許更簡單公平，但如果我

們將辯論活動視為論辯教育的重要舞台，那麼它的教育功能顯然因此受到傷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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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步舉證與反駁責任  

    談完了推定與舉證責任，接下來要探討的是辯論選手必須善盡的第三項

關鍵責任一一「反駁責任」和舉證責任一樣， 反駁責任也可以區分為「單一

議題的反駁責任」以及「整體辯題的反駁責任J ，而兩者又都與另一概念「初

步舉證」密切相關。我將先分別說明兩種反駁責任，以及它們和初步舉證之間 

的關聯。 

  

(一)單一議題的反駁責任  

    前面說過，在競賽辯論中，最基本的舉證原則是「凡主張者須負舉證責任」

如果主張者迴避或無法完成舉證責任，那麼推定──通常是零推定就必須維持。

那麼即使他的對手並未採取任何回應，這位辯手在這個單一議題上仍將落敗。  

    不過，如果這位辯手確實負起了充分的舉證責任，也就是完成了基本的、

初步的舉證，達到使此一議題原有的推定受到搖撼的程度，就等於是在辯論的

戰場上掃了旗子築起了一座「惆堡」，此種惆堡一般稱之為「論證」 (參見第4

章)  

    這樣的論證碉堡一旦隨著某個隊伍初步滿足了單一舉證責任而建築起來，

原有的推定利益便消失了。這時這座調堡將在實質上成為新的推定，如果另一

個辯論隊伍不設法加以摧毀，碉堡就將屹立到比賽最後。從辯論學的角度來看，

這種落到對方的新的舉證責任，一般稱為駁論責任(burden of refuting/refutation)

或交鋒責任( burden of clash)。  

    在辯論競賽中，辯論隊伍回應對方論證調堡的主要策略選擇有四種。其中

第一種是同意( agree) ，也就是表示對對方立這丟了支持，例如「我方也同意人

天性好賭」 ，第二種是忽略(ignore) ，也就是不理不睬；第三種駁回( dismiss)，

這是不對碉堡作正面回應，說它並不重要，例如「人天性好不好賭與我們的討

論沒有關係」這三種方式都等於是放棄了對論證碉堡的正面進攻，接納了對方

的論證。  

    要滿足單一的反駁責任或駁論責任，搖撼對方的論證碉堡，你必須使用第

四種策略選擇──交鋒( clash) ，也就是明白表示不同意對方立場，並說明理由。

如果你提出的理由不夠充分，無力撼動對方，你就未能完成駁論責任，在調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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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奪戰敗北；但如果你透過充分舉證成功奪取調堡，那麼駁論的責任又會再度

回到你的對手身上。一場精采的競賽辯論，就是我完成我的駁論責任，你再完

成你的駁論責任，雙方你來我往、充分交鋒。  

    不少美國的評判人員甚至認為，在某一辯論隊伍完成了特定單一議題的初

步舉證責任後，對方必須在「第一機會」 (first oppurtunity) ，也就是質詢除外

的第一個發言(中論或駁論) 時間中與其交鋒，才算滿足駁論責任。如果在第一

機會中選擇忽略，就視同接受這項論證。  

 

(二)整體辯題的反駁責任  

在整體辯題方面，如果採用的是論辯型的推定與舉證責任分配，正方將會

是挑戰現狀的一方，這時正方有責任提出充分的理由來使評判人員對現狀產生

懷疑。更重要的是，按照美國競賽辯論的習慣，這個動搖推定的責任，必須在

正方一辯的申論中完成。辯論學者借用法律辯論中的說法，認為正方一辯必須

在申論中提出所謂的初步舉證( prima facie case)或「初步成立辯案」。 

    要完成初步舉證，簡單地說，就是要提出光靠其自身即能提供採納辯題之

充分理由的辯論方案，這代表著辯手必須在事實、價值與政策辯題的主要「核

心議題」上表明基本立場並舉出理由支持這些立場。  

    在正方一辯申論中完成初步舉證看起來有些困難。但試想，在對方還沒有

機會上台說一個字以前，完全由正方一辯自己唱獨角戲；而這個獨角戲的簡單

要求是：如果辯論在一辯申論結束時便告結束，正方一辯要能給予評判人員足

夠的理由來判定正方獲勝。  

    理想上，在一場競賽辯論中，正方一辯將可以在申論自時完成初步舉證，

這時正方的立場將取代現狀而成為新的推定。如果辯論停在這裡，正方就將獲

得勝利。此時挑戰新推定的責任便落在反方頭上，如果反方能夠成功地將「整

體反駁責任」或 簡稱反駁責任( burden of rejoinder/rebuttal)擔負起來，再次使評

判人員對正方的立場產生懷疑，這樣反駁責任就又回到了正方身上。  

除了在單一議題的立場上你來我往，進行「戰術」或「戰 鬥」層次的近身

肉搏，更重要的是在整體辯題上來回交鋒，進行「戰略」層次的兩強相爭【圖

3-2】。也就是因為反駁責任的你來我往，對延長戰線、進行深入辯論而言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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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此也叫「挺進責任J (burden of going forward) 。  

    當然，如果正方在一辯申論時就無法完成初步舉證'或是在正方完成初步舉

證後，反方無力完成反駁責任，他們之間的比賽便無法高潮送起，註定將成為

一面倒的態勢了。  

 

 

 

 

 

 

 

 

 

 

 

 

 

 

 

 

圖 3-2 完全交鋒的競賽辯論 

  

正方 反方 初步舉證 

反駁責任 
 

反駁責任 

反駁責任 

現狀推定 

現狀推定 

新推定 
 

新推定 
 

新推定 

新推定 

比賽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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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的基本觀念 

(四、辯論的題目) 

游梓翔 

 

論證的使用 

四、 斷言、主張與議題 

(七) 斷言 

(八) 主張 

(九) 議題 

五、 認識論證──圖門模式 

(五) 主張、根據、推論 

(六) 佐證、強度、駁論 

六、 論證的五大類型 

(七) 舉例論證 

(八) 類比論證 

(九) 跡象論證 

(十) 因果論證 

(十一) 權威論證 

 

    影評人與棒球球評看電影與看棒球的方法和一般人不同。影評人不僅欣賞

電影，同時也解讀導演的運鏡手法；球評 一面觀看球賽，一面又分析投手的

配球及球隊的攻守策略。他們觀看電影與球賽時的別具慧眼，是來自他們對電

影語言與棒球語言的有效掌握。因此是「內行看門道」。  

    因此，想從單純地看熱鬧成為一個看門道的辯論高手，除了要認識賽制與

規則外，更重要的是要能掌握辯論的過程，培養快速解讀辯論內容的能力，以

便在對方提出辯案或發動攻擊時，能迅速洞悉其手法與弱點。 

    怎樣才能掌握辯論過程呢？辯論專家的建議是從拆解辯論開始。就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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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某個對手的產品之設計與製作方式，會先將產品買來大卸八塊一樣。將

論辯過程拆解為零組件也是辯論初學者學習論辯的第一步。 

在這一章裡，我將介紹幾個論辯過程的重要零組件。首先是「斷言」、「主

張」與「議題」 ；其次是「論證」的要素；最後是論證的類型。你將發現認

識這些概念對個人辯論功力的提升有莫大幫助。 

 

一、斷言、主張與議題  

 

    擔任辯論選手，你的基本責任是上台說話。  

    「把話說好」牽涉到許多基本的語言能力，你必須能使用正確的語音、掌

握足以表達意思的語彙，你也必須懂得語法。如此你上台說出來的話才能成為

一個具有溝通功能的「語句」( sentences )  

    在辯論中，你的部份語句是為了「禮儀」或「表情」的目的而說的，例如

「各位好」、「對方辯友您好」、「很高興有機會參加這項比賽」、「對方辯

友你實在太令我失望了」等等。不過可以預期的，你在論辯中表達的多數句子

應該都是以「講理」為目的一一希望使人相信你說的是真的，是成立的。這類

語句通常以一種名稱來代表一一「陳述」 (statements)。  

    為講理而說的語句或陳述又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什麼是真的」 (什麼) ；

二是「為什麼這個『什麼』是真的」(為什麼) 。例如「我沒殺人，我那天到高

雄出差了」。『我沒殺人』就是「什麼」，『我那天到高雄出差了』就是「為

什麼」。  

    把與「什麼」有關的語句從論辯內容中抽離出來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以

講理為目的的溝通中最核心的要素，這牽涉到三個概念：斷言、主張與議題。 

 

(一) 斷言  

 

    在辯論中，辯論選手希望使評判人員與聽眾相信很多的「什麼」，

其中有的牽涉某種事實敘述、有的與某種價值判斷有關、有的則關於行

動方向，例如「核能電廠有輻射外洩風險」、「說謊是不對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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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出國留學」等。 

    如果辯手只表達了要大家相信的「什麼」，卻沒提供「為什麼」應該相信，

他所發表的陳述就是斷言(assertion) 。套用辯論學的術語，斷言是缺乏證明的陳

述，提出者只發表了他的意見，卻沒有提出支持意見的理由或證據。要知道，

光在法庭 大喊「我沒殺人」，無論喊得多大聲、喊了多少次，使人相信的效果

終究是有限的，因為這仍是欠缺證明的斷言。  

    斷言並不是一定沒有使人相信的機會。在人際辯論中，如果斷言的是眾所

周知的事實與經驗(大家都相信)、與聽眾原本相信的事一致(原本就相信) ，或

是斷言者具有高度的個人威信(相信你) ，斷言仍可能被他人接受。但在競賽辯

論中， 由於評判人員必須將個人意見以及對辯論選手威望的認識排除在裁決內

容之外，僅考量雙方的發言內容，斷言的證明效力便相當有限了。一般而言，

只有關於眾所周知事實與經驗的斷言才會被評判人員接受。 

    在競賽辯論中，許多辯手習慣以「我們都知道」為前奏來引出斷言，例如

「我們都知道安樂死是一種尊重生命的制度」、「我們都知道死刑沒有嚇阻犯

罪的能力」等，想以「眾所周知」的模樣矇混過闊，其實，上述兩個陳述都不

是眾人都知道、都同意的。即使評判人員沒有在第一時間察覺，只要對手簡單

一句「我就不知道」，這位辯手還是得面對「為什麼」的 問題。 

 

(二)主張  

 

    雖然斷言與主張在形式上都是語句，但有一項根本不同，必須從其他相關

語句找線索。斷言只有「什麼」而沒有「為什麼」，主張卻既有「什麼」也有

「為什麼」 。如果辯手不僅表達了某項意見，也提供了支持這項意見的證據

或理由，他所發 表的陳述就成為一個主張( claim) 。簡單地說，主張就是我們

透過講理希望使人相信的結論。 

    和辯題一樣，主張也可以依據其表達看法的事態類型，區分為事實主張、

價值主張與政策主張。事實主張宣稱某種客觀現象存在；價值主張宣稱某種主

觀價值判斷；而政策主張鼓吹某種行動。 

    在一場競賽辯論中，每個隊伍都會發表許多主張。主張不是彼此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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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主張都是用來支持其他主張的，因此構成一個綿密的邏輯架構。不同的主

張可能位於不同的邏輯樓層。有的主張樓層較高，有的則樓層較低。 

    其中邏輯層次最高──即最「上位」的主張就是辯論隊伍有關辯題的立場。

例如在「公益彩券應停辦」的辯論中，正方在辯題上的立場就是「公益彩券應

停辦」。為了證明此一立場，正方會提出許多理由，這使得「公益彩券應停辦」

是一種主張而非斷言，因為在被問到「為什麼」時，正方辯手會提出「公益彩

券破壞社會風氣」及「公益彩券未能照顧弱勢」等兩項理由。 

    「公益彩券破壞社會風氣」及「公益彩券未能照顧弱勢」雖然是用來支持

辯題立場的理由，但它們本身也需要其他證據或理由支持，否則就成了斷言。

這時正方辯手如果提出「媒體報導許多人翹班買彩券」以及「研究指出公益彩

券多數是窮人在輸錢」等兩項證據，則這兩句話也是主張，只是它們的邏輯樓

層更「上位」而已。當然接下來「媒體報導許多人翹班買彩券」以及「研究指

出公益彩券多數是窮人在輸錢」也可以被檢驗一下其背後是否有理由支持。 

    上一章提到三種辯題的層級關係，也跟這裡說的邏輯層次有關。在辯論中，

你將發現上位的政策主張常常必須依賴下位前價值主張來支持，而上位的價值

主張則要靠下位的事實主張來支持。  

    因此，在競賽辯論中，雙方是用許多主張來構築一個邏輯的金字塔。這個

金字塔的樑柱中藏著愈多的斷言，其基礎就愈空虛；要構築穩固的架構，靠的

是說話有根據，靠的是提出主  

 

(三)議題  

 

    了解了斷言與主張後，「議題」便不難理解了。所謂議題 ( issue)指的是正

反雙方在辯論中持不同立場的問題，例如在「核能電廠是否安全」的問題上，

正方主張的是「核能電廠安全」 (正立場) ，反方主張「核能電廠不安全」 (反

立場)則雙方的主張(或斷言)都將圍繞著「核能電廠是否安全」的話題進行，而

議題指的就是這個交戰的核心一一「核能電廠是否安全？」 。  

    要形成議題，不一定非要靠正立場對反立場，正立場對零立場同樣可以形

成交戰核心，例如正方主張「核能電廠安全」(正立場) ，反方可以透過表示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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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方式來與其會戰：「是嗎？請對方提出證明」(零立場)  

    由此可見每一個議題都涉及支持、反對和不支持等三種基本立場。 

    當然問題經常不是那麼簡單的。如果正方主張「核能電廠安全」，反方可

能拒絕採取任何立場，而提出「請對方說明何謂『安全』」，這時正方便有責

任將安全定義清楚。當然雙方在「安全」定義的議題上，還是可能採取不同的

立場。 

    理性辯論的一項重要原則是，辯論雙方都能鎖定同一議題進行論辯。如果

反方主張「核能電廠不安全」，正方卻說「台灣需要電」，雙方就不是在辯論

同一議題。有時雙方看似在辯論同一議題，其實議題在其中被偷偷轉換了，例

如雙方原本在辯論某位行政首長做得好不好，因此議題是某位行政首長「施政

表現是否稱職」，但這位首長的支持者竟以「他真的打從內心對人民好」，就

是將「施政表現是否稱職」的議題偷換成了「內心是否對人民好」。在辯論中，

議題自身必須保持前後一致，符合邏輯學中所說的「同一律」 (law of identiity) ，

不能一下辯這個，一下辯那個，使辯論失去焦點。 

    在辯論中，可能成為議題的話題未必真的會成為議題( Rieke & Sillars， 

1993 )。例如「死刑應廢除」的正方提出「刑罰教育犯罪者的功能非常重要」，

反方可能表示同意，只不過他們相信「刑罰嚇阻犯罪的功能比教育犯罪者更為

重要」，那麼「刑罰教育犯罪者的功能是否重要」就並未成為雙方辯論的一項

議題，「刑罰嚇阻犯罪的功能是否比教育犯罪者更重要」才是真正的交戰點。 

    和主張一樣，議題也有邏輯樓層高低的不同。在不同樓層的議題中，辯論

學者最感興趣的是位在辯題之下(辯題是最上位的議題) ，卻比所有其他議題都

上位的爭議焦點。他們試圖解答：有哪些主要議題是大部份辯論都會牽涉到的

呢？這一類多數辯論都會遭遇的主要議題，就是辯論學上所說的「核心議題」。 

    美國的辯論教練員在指導辯手準備辯論時，經常透過「核心議題」來強化

準備的效率，因為核心議題預測辯論中可能議題的準確度比盲目的猜測要高。

我們將在下一章介紹核心議題的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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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論證──圖門模式 

 

    現在你已經比閱讀本書以前懂得更多的辯論術語。你知道辯論是在特定議

題上採取立場或主張，與持有不同立場或主張的人交鋒，而且你知道主張與斷

言不一樣，主張的背後要有證據或理由來支持。因此辯論學中最關鍵的一個概

念一一論證，可以在此時登場。 

    當你提出對於一項議題的主張，並且提供支持主張的理由，也就是既有「什

麼」也有「為什麼」時，你就是提出了一個論證( argument) 。在辯論中，所謂

的立論經常就是在提出論證，所謂的駁論經常就是在拆解對方的論證，或是提

出另一個論證來取代對方的論證。 

    論證在傳統上是邏輯學關切的主題。因此打開中文辯論著作，多數都是從

邏輯學角度來切入的。但是對辯論學文獻有一定認識的人都知道，二十世紀中

期左右，幾位歐洲的思想家對形式邏輯在分析辯論行為上的適用性提出挑戰

(Perelman & Olbrechts- Tyteca，1969； Toulmin，1964 )。受到他們的影響，多數

的辯論學者在探討論證時，都放棄了傳統形式邏輯的分析架構，改採由英國哲

學與辯論學家圖門( Stephen Toulmin)所提出的圖門模式( Toulmin Model )【圖4-1】  

    根據圖門模式，論證是由六項要素所構成，分別是主張、根據、推論、佐

證、強度與保留( Toulmin，1964；Toulmin， Rieke，Janik，1984；Rieke & Sillars， 

1993) ，其中前三項是所有論證都具備的基本要素，後三項則可以在比較複雜

的論證中發現。 

    論證第一項要素是主張(claim) ，又可以稱為「宣稱」，主張是提出論證

的人希望他人相信的陳述，也就是「什麼」的部份。要有效分析辯論過程，首

先要能明確指出主張何在。在建構己方論證與解構對方論證時，辯手應該設法

回答：什麼是這個論證希望建立的？例如在「我國應繼續興建核能電廠」的辯

論中，「核能電廠可能發生重大災難」就可能是反方希望說服評判人員接受的

一個主張。 

    論證第二項要素是根據( ground) ，或是圖門曾經使用過的另一個名稱一一

「資料」 (data) 。根據是提出論證的人希望他人相信其主張的憑據。根據可能

是某項事實、研究報告、統計數字、專家意見、我們與對方先前達成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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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其他主張。例如在「我國應繼續興建核能電廠」的辯論中，「美國三哩島

發生核能災變」的例子就可能被用來作為「我國核能電廠也可能發生重大災難」

的根據。 

    根據只是證明主張成立的「為什麼」當中的一部份，要證明主張成立，除

了根據以外，經常還需要一個將根據與主張串聯起來的合理過程。這個過程就

是論證的第三項要素一一推論(warrant) ，或者直譯為「保證」 。例如如果某位

辯手以「美國三里島事件」為根據，來證明「我國核能電廠可能發生重大災難」，

兩者之間的邏輯橋樑將是：「美國會發生，我們也會發生」。  

    因此證明主張成立的「為什麼」經常包括根據與推論兩部份。雖然在辯手

的發言中，經常將推論過程隱藏起來，並不明白呈現，不過這個藏起來的部份

往往就是論證發生問題的主要來源。因此每位辯手都應該培養迅速體察對方推

論，並即時提出挑戰的能力。我們將在後面對如何破解推論的瑕疵作更深入的

描述。 

 

(二)佐證、強度、駁論  

 

    前面提到的三項要素是所有論證中都找得到的，無論是不是明白地在話語

中呈現，但接下來這三組要素就未必是所有論證都有的了。 

    論證的第四項要素是佐證(backing) ，也可以直譯為「補強」。最常見的一

種佐證是，當論證提出者預期自己的推論過程可能遭到對方挑戰，為了補強推

論而提出的證據或理由。因此佐證的來源可能與根據十分相似，包括事實、統

計、專家意見等等，只是兩者在論證中扮演的功能並不相同。 

    例如在「應繼續興建核能電廠」的辯論中，為了預防對方對「如果美國核

能電廠會發生重大事故，台灣的核能電廠當然也會發生重大事故」的推論提出

質疑，反方辯手可能會提出證據說明「兩地核能管理政策、管理人員與電廠設

計十分相似」，這時這份證據就是論證中的佐證。 

    因此佐證可以說是一種論證中的論證；它等於是以推論作為主張的一種根

據。 

許多論證可能擁有的一項要素是強度( qualifier) ，指的是論證提出者在論



一、辯論的基本觀念 

 - 57 - 

證中所呈現出來的對主張成立的信心。強度通常展現在兩方面：(1)適用範圍一

一主張適用對象的涵蓋範圈愈大，強度愈高： (2)可能高低一一主張的成立被

賦予更高的概然性( probability) ，強度愈高。在語言表現形式上，論證的適用

範圈可能從所有、大多數(部份)、多數、部份、少數到極少數：論證的可能高

低則從一定、極可能、很可能、可能、有可能，一直到有些微可能。 

由此可見，當辯手主張的是「核能災變將會發生在『所有』核電廠，而且

『一定』會發生」時，他所提出的將是強度極高的主張，因此證明的難度也就

相當高。不過，如果主張「核能災變將會發生在『部份』核電廠，而且『有可

能』會發生」便足以達成效果，辯手也未必要向過高的強度挑戰。 

部份論證可能包含的另一項要素是保留( reservation) ，或是圖門曾經用過

的另一個名稱「駁論」 (rebuttal)。如果論證提出者意識到某種例外情況的出現，

將可能影響論證的可信度時，經常會透過「除非」(unless)一詞主動將例外情況

納入論證之中，因此保留也可以譯為「但書」。例如在「應繼續興建核能電廠」

的辯論中，反方如果要以「美國三哩島事件」來論證「台灣核電廠也可能發生

重大災難」，一項可能的保留是「除非我國將採用比美國更加嚴格的安全標

準」 。  

你可能會感到好奇，為何論證提出者要自暴其短，自行提出論證可能的例

外狀況呢？有時這是為了「先發制人」，在對手可能發動攻擊前先下手為強，

經常可以降低對手攻擊的效果，因此反而強化了論證。也有時跟在「除非」後

面的是鮮少發生的狀況，例如「如果十點有人在咖啡廳看到他，他是不可能在

十點半到公園殺人，除非他會飛」，因此保留反而強化了 論證成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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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文縣選讀◎ 

立論的方法 

    根據奧瑞岡州立大學的奈普( Trischa Goodnow Knapp)及波特蘭社區 

學院的葛利略( Lawrence A. Galizio)等兩位辯論專家的建議，在辯論中提 

出論證─即「立論」，可以依循四個重要步驟，即：提出、說明、舉證、 

作結。  

       1.提出(state)：以簡單明瞭的方式說明你的主張。例如「我們認為政

治人物是欠缺誠信的」  

       2.說明(explain) ：說明提出主張的原因或呈現論證的推理基礎。例如

「觀察過去25年來政治入物的言行，我們將可找到數不清的案例來證明

政治人物的誠信為何是不可信的」  

        3.舉證( support)：提供證明主張的明確證據。例如引用報紙報導，

列舉幾個政治人物言行不一的實例；  

      4.作結( conclude)：為論證收尾，並且說明論證在整個辯論方案中的

影響效果。例如「既然政治人物欠缺誠信，任何以政治人物的誠信為基礎

的法案也不會達到效果」。  

 

來源：Knapp, T. G. & Galizio, L. A. (1999). Elements of parliamentary 

debate: A guide ot public argument, New York: Longman.  

 

三、論證的五大類型  

 

了解論證的基本要素之後，接下來我們要來談談論證的幾種常見類型，以

及不同類型的論證經常出現一一因此必須加以檢驗的可能弱點。如果你是論證

的提出者，應該透過自我檢驗防範對手可能對你的論證提出的攻擊；如果你是

論證的挑戰者，也可以利用這些檢驗原則來檢視對手的論證，以找出其中之瑕

疵。 

參考辯論學者的意見，我們可以依據論證所運用的不同「推論」方式，找

出五種最常見的論證類型，分別是「舉例論證」、「類比論證」、「跡象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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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論證」與「權威論證」 (Rieke & Sillars，1993；Toulmin，Rieke，Janik，

1984；Zarefsky，1996 )  

 

(一)刊舉例論證  

    如果你試圖透過舉出一個或許多個例子，來證明多數類似事例間存在著某

種通則，也就是設法「以個案證明通案」峙，就是在使用舉例論證( argument from 

example)或「舉例推理」 (reasoning by example) 。  

我們在學術研究報告中，經常見到過程嚴謹的舉例論證。研究者先從某個

具體界定的「母體」 (population)中，透過隨機抽樣或其他科學程序找出一定數

量具有代表性的「樣本」( sample) ，再對樣本進行研究，最後則以對樣本研究

所獲得的結果來對母體進行推測。民意調查使用的也是類似的推論統計方法。

因此，當辯論選手引用了透過此類方法取得的統計數字或研究發現時，也等於

是用到了舉例論證。 

    辯手在辯論競賽中更常使用到的舉例論證，通常不像統計數字或研究報告

那樣舉出大量的個案，但或許正因為列舉的個案數量較少，因此對個別例子的

描述較為詳細，經常可以發揮更大的證明效力。例如在辯論「安樂死應合法化」

時，正方辯手可能舉出部份植物人病患及家屬的例子，來論證「植物人病患及

家屬承受極大照料壓力」，又如在「應設立賭博特區」的辯論中，辯手可以透

過全世界賭博特區經營的成功個案，來論證「賭博特區能為城市獲取可觀經濟

收入」的通案。 

    下面是另一個舉例論證的成功運用。在辯論「人類和平共處是可能實現的

理想」時，一位正方辯手這麼表示：  

 

    我想，現在象徵冷戰的柏林圍牆已被拆除，而華約和北約也由

軍事集團轉為政治集團，這整個不正是在說明求西方關係在走向緩

和嗎？ 

  

    因此「柏林圍牆拆除」、「華沙公約組織轉型」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轉型」這三個個案都被用來作為證明通案「東西方關係走向緩和」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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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論證的檢驗  

    檢驗舉例論證的方式很多。你可以查證一下所列舉的個案是否正確。柏林

圍牆真的拆除了嗎？華約與北約是否真的已經轉型，根據發生錯誤的可能性還

是有的。 

    不過最主要的檢驗對象是「推論」的部份。舉例論證要符合辯論學者所建

議的理性論辯原則，它的推論過程不能只是「個案證明通案」，還必須符合三

項條件。 

    首先，個案要能證明通案，個案的數量必須足夠。因此舉例論證的第一項

檢驗規則，就是「舉例數量必須足夠」。但要舉多少個案例才算夠呢？一般而

言，如果對方並未拿出例外來挑戰你的通案，那麼兩、三個例子通常就足夠了。

不過，如果希望證明的主張強度很高，或是你的主張與評判人員已知的事實或

經驗相去甚遠，那麼就需要更多的例子來支持。假使你要證明「大部份性暴力

犯罪的女性被害人，都會在偵訊過程中充分合作」，不僅違反一般人的認知，

你的強度又是以「大部份」為目標，手上若是沒有三、五個例子或是某種統計

數字， 恐怕難以服人。  

    其次，個案要能證明通案，所舉出的少數個案必須與未舉出的多數個案類

似，因此能夠反映未舉出個案的狀況，這就是有謂的「代表性」。因此舉例論

證的第二項檢驗規則就是「所舉辦事例必須具有代表性」。如果在調查「大學

生是否滿意自己有選擇的學校與科系」時，只詢問國立大學學生而不問私立大 

學的學生；或是在論證「死刑遭到大部份民眾反對」時，列舉出的反對意見大

都來自「人權團體」，就可能出現了所舉個案欠缺代表性，因而無法反映通案

的狀況。 

     最後，除非你要論證的是涵蓋範圍包括所有對象一一即邏輯學上所說的

「全稱」 (universal)主張，否則必然存在著例外，也就是與通案不符的個案。

正因為如此，你不必擔心例外將會重創舉例論證的效力，只是例外的數量不能

太多，而且你最好能說明它與其他個案有何不同故而無法反映。例如在有關東

西方冷戰關係緩和的論證中，辯論選手必須說明在東西方和害的大趨勢下，例

外狀況很少(如美伊戰爭) ，而且例外狀況持屬特例，並不具有代表性(如美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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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是海珊的個人因素所達成)  

 

(二)類比論證 

    當辯手試圖透過比較兩個相似的事物，並基於兩者之間的相似性，主張其

中之一成立時，另一事物也將成立，也就是「用甲案證明乙案」時，就是在使

用類比論證( argument from analogy)或「類比推理」 (reasoning by analogy)。  

雖然世上的大小事物從某種角度來看都是獨一無二的，不過人類還是經常

根據事物的相似屬性來將其分門別類，類比論證就是以事物的相同面為出發點。

在使用類比論證中，辯手便是基於某些甲案與乙案可被認知的相似屬性，將兩

者視為相似的事物，因此在甲案身上成立的事，在乙案身上也可成立。而且通

常甲案是聽眾比較熟悉的，於是可以幫助建立聽眾比較不熟悉的乙案。 

    許多國家的法律辯論制度中，都有類似「援引前例」 (stare decisis)的規定，

如果過去曾有與眼前案件相近的案例時，要求法官應該參考先前判例來進行裁

決，這等於是將類比論證的運用制度化了。 

    類比論證在競賽辯論中也很常見。舉例來說，在「應設立賭博特區」的辯

論中，某位辯手如果從「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的平均犯罪率並未比美圓其他城

市高」，推論到「台灣設立賭博特區的城市其犯罪率應該不會高於其他城市」，

就是在使用類比論證。又如在201年的國際大專辯論會中，一位正方辯手在辯

論「以成敗論英雄是可取的」時，便提出了以下的論證：  

 

    有可取之處就等於這個東西是可取的嗎？封方同學的西服上也

有白色的地方就是胸前的校徽，可是我們能夠說對方同學的西服就

是白色的嗎？ 

  

    這是一個典型的類比論證，其中的「甲案」是「西服上有白色校徽不等於

西服就是白色」，而乙案則是「一個人有部份可取之處不等於他是可取之人」 。  

    在使用事實與價值辯題的非政策辯論中，有一種類比論證相當常見，稱為

歷史類比( historical analogy) ，也就是「以史為鏡」，由歷史事件和情境來預測

當前事件的發展結果，例如指出「孫中山先生革命十次才成功，我們不過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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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兩、三次，怎能不繼續努力呢」，就是歷史類比的運用。 

研究類比論證的學者經常將類比區分為「同倫類比」 (literal analogy)與「不

倫類比」 (figurative analogy)兩種(Rieke & Sillars，1993)。前者是以「相對上」屬

於同類事物來進行比較 一一例如賭博特區類比賭博特區、社會行為類比社會行

為；後者則是以「相對上」類別相差甚遠的事物來進行比較一一例如從「彈簧

遭遇較高壓力將會產生較大的反彈」推到「成績差的學生與好學生同班會比成

績相近的學生分在同班獲得更多的進步」就是不倫類比。同倫類比的證明效力

比不倫類比要來得高。 

    不過，同倫類比與不倫類比闊的區分仍有許多灰色地帶。例如以國家比國

家雖然可以說是同類比較，但是如果被拿來作類比的是政治、經濟、社會狀況

相差懸殊的已開發國家與末開發國家，是否仍屬同倫類比呢？這就見仁見智

了。 

    許多辯論學習者經常會將類比與「比喻」(metaphor)弄混。簡單的區別是，

類比是一種論證，目的在證明某事成立，但比喻是一種修辭手法，目的在增進

理解。如果某人引用《意林》的話，強調「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

方則方」， 這時他並不是在用水的特性來對人性作類比論證(因此是「水  

這樣，所以人也該這樣」) ，而是在了解人性之後，以水的特性來加以說明(因

此走「人就像水一樣」) 。  

 

類比論證的檢驗  

    同樣的，在檢驗類比論證時，你應該先查證一下所舉出的 「甲案」是否正

確。如果「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的平均犯罪率並末比美國其他城市高」的根據

不正確，那麼無論類比的品質 如何，該論證的可信度就出現了問題。 

    如果根據是正確無誤的，那麼檢驗的重點就在推論過程上。類比論證要符

合辯論學者所建議的理性論辯原則，它的推論過程不能只是「甲案證明乙案」

而己，還必須符合兩項檢驗條件。  

    首先，類比論證要具有證明效力，基本條件是「被用來類比的甲案與乙案

必須儘量相似」，或至少必須是從某種合理標準來觀察下的「同類」事物。甲、

乙兩案之間的相似性愈多、相似之處愈關鍵，也就愈能使人相信類比論證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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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證明的主張。類別差異很大的事物或許可以用來作為比喻使用，但當作類比

則將成為「不倫類比」，其證明效力是不高的( Ziegelmueller， Kay & Dause， 

1990) 。  

    請注意甲案與乙案是要「相似」，但不必「相同」，因此甲案、乙案具有

部份差異是不會摧毀類比論證的。所以類比論證的第二項檢驗標準也很重要一

一「甲案與乙案的差異不能發生在關鍵事項上」，意思是說，兩件事物的差異

不能與類比的重點有所關聯。舉例來說，當我們用美國拉斯維加斯來類比台灣

的賭城時，兩個賭城的地理位置差異未必會傷害類比效果， 除非對手能證明地

理位置的差距影響了類比的重點一一犯罪率高低。 

 

(三)跡象論證  

    另一類經常在辯論中出現，但比較少被傳統辯論書籍提及的論證類型，是

所謂跡象論證( argument from sign )或「跡象 理」 (reasoning by sign) 。這是透

過某些觀察到的跡象或徵候，來證明跡象背後存在著更大的現象或狀態的論證

方式。套用常見的「冰山一角」說法，跡象論證可以說是一種「用一角證明冰

山」的論證。其推理基礎是一一根據過去經驗，只要觀察到水面上的「一角」，

水面下藏著的那個巨大「冰山」就是 可以推測的了。 

跡象論證在法庭辯論中十分常見。如果法庭無法找到判定某位嫌犯是否從

事犯行的「直接證據」 (direct evidence) ，可能會依賴某些「間接證據」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作為判決依據。例如某位搶嫌在搶案前幾天對友人說他

將「幹一票大的」、案發時他無法舉出不在場證明、案發後他逃避警察臨檢主

在賭場大肆揮霍……，雖然上述跡象沒有任何一個可以直接言明犯行，但往往

足以使法官或陪審團相信，這些「一角」足以證明犯行的「冰山」確實存在。 

    醫學也是高度依賴跡象論證的一個領域，醫師對疾病的判定往往是根據不

同的跡象一一發燒、腹瀉、頭痛、疲倦等來作成的。在「非典型肺炎」 (SARS)

流行時，醫療人員也是透過妻燒、乾咳、身體酸痛等跡象來判斷疑似病例。另

外像經濟學者以失業率及通貨膨脹率作為經濟景氣的指標，也是跡象論證的例

子。  

    對多數人來說，跡象是否真能透露某種背後存在的現象，與常識和經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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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關係。某些跡象與現象的聯結關係是人人皆知的，例如「一葉知秋」、「蛛

絲馬跡」、「外顯行為反映內在情緒」、「互動冷暖反映內心態度」、「是否

具有公德心又映人民文化素質」等，不需要另外加以證明。但有些跡象與現象

間的聯結則需要辯手提出例證來加以建立，換句話說，此類跡象論證的「推論」

需要補強和佐證。 

    競賽辯論中也不難找到跡象論證的運用。例如在「死刑應廢除」的辯論中，

正方主張無期徒刑的受刑人必須在改過後才可能假釋出獄，反方很可能會質疑

出獄者未必真的改過了。這時正方經常會以受刑人的人際互動、心理測驗分數，

以及心理輔導人員的訪談等跡象來論證他已經改過向善了。 

    跡象論證最廣泛的使用時機是在辯論事實辯題一一特別是過去的事實辯

題時。例如要論證「慈禧太后會讓義和團鬧大，是明知其為假，蓄意借刀殺人

而非真的信以為真」的歷史觀點，支持者便需要舉出慈禧明知義和團是騙局的

種種跡象。  

 

跡象論證的檢驗  

    檢驗跡象論證前，同樣要先弄清楚根據的可靠性。是否有證據顯示跡象真

的被觀察到了呢？如果連跡象的出現與否都仍有疑問，用跡象來進行的論證當

然是欠缺可靠性的。 

    若是真有可觀察的跡象，那麼「一角」是否能證明「冰山」 ，至少還要通

過以下三項檢驗。首先，你要證明跡象與現象間存在著可靠的伴隨關係，這一

方面是要說明跡象能反映某種現象，二方面則是要排除跡象代表其他現象的可

能。舉例來說，受刑人良好的獄中表現，為何能代表他真的改過向善，而不是

他的偽裝功力更上層樓呢？發燒為何能反映感染「非典型肺炎」 (SARS) ，而

非一般感冒？  

    正因為許多跡象都不只反映了一種可能現象，因此跡象論證最好能符合第

二項檢驗標準：「I可觀察到能反映某種現象的許多跡象」。如果同時有多種跡

象指向某種現象的存在，跡象論證的可信度將大幅提高。像是受刑人不只是表

現良好，還通過催眠與心理測驗等科學檢驗；病患不只是發燒，還同時出現許

多，「SARS」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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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如果除了顯示某種現象存在的跡象，還可以同時觀察到部份顯示該

現象不存在的跡象一一即例外跡象，它將傷害跡象論證的效力。因此跡象論證

的第三項檢驗標準就是「沒有矛盾的跡象，或是矛盾的跡象可以解釋」。作為

跡象論證的提出者，你必須說明為何會有看似矛盾的跡象出現。你說某人改過

向善了，為何還有他近日與人發生肢體衝突的紀錄呢？你說某人是「SARS」的

疑似病例，為何他沒有出現咳嗽的症狀呢？  

 

(四)因果論證  

    在跡象論證中，我們要證明的主要是兩事物間的相關性，並不涉及因果關

係的問題。要知道，就算兩者經常伴隨出現，最多只顯示了它們可能有某種關

係，但距離證明因果關係還有很長的距離。如果辯手不只希望證明兩件事相關，

還希望建立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就會運用到囡果論證( argument from causality )

或「因果推理」 (reasoning by causality) 。  

運用因果論證時，我們有時關心的是某種因將導致某種果，因此主張「前

因帶來後果」，例如「你不唸書，期中考會不及格」。有時我們關心的則是某

種果是由某種因所造成，主張「後果來自前因」，例如「你期中考不及格，我

想是因為你沒唸書吧」。這兩種主張雖然方向不同，都是以「前因導致後果」

或是「甲事導致乙事」為論證目標。  

    要將「甲事」與「乙事」串聯起來，說「甲事」是前因， 有「乙事」是

「甲事」的後果，需要提出一些根據。而在根據與主張中間所反映的就是因果

論證的基本推論過程。要善用因果論證，認識這個推論過程是很重要的。 

    參考辯論學者建議的理性論辯原則，要讓人相信「甲事」與「乙事」間具

有前因與後果關係，需要證明至少四點：(1)甲先於乙、(2)甲能導致乙、(3)甲、

乙緊密相伴，而且(4)能夠排除 其他前因後果。 

    首先，「甲事」與「乙事」要有因果關係，甲必須先於乙。讓我們以某個

教練和他的球隊為例子。如果這位教練在接任職位前球隊就是個爛隊，只要他

上台後球隊戰績沒有變得更爛， 你就很難說他是造成球隊這麼爛的原因，最多

只是他未能有所去善而已。 

    其次，「甲事」與「乙事」要有因果關係，甲必須能導致乙，也就是甲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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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乙的過程是可以解釋、可以理解的。如果某位教練確實在球隊戰績變差之前

到任，你還是要證明他究竟做了什麼，才導致球隊變差的後果，是任用私人呢？

還是不夠投入？或是專業不足？  

    另外，「r甲事」與「乙事」要有因果關係，最好能證明甲與乙長期緊密相

伴，這一方面要證明「有甲就有乙」，二方面要證明「沒有甲就沒有乙」。  

    有甲就有乙就是所謂「求同法」 (agreement) ，也就是設法證明在相同的

果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因( Toulmin，Rieke，Janik， 1984) 。如果你能證明只

要是被這位教練帶過的球隊(有甲) ，戰績就會變差(有乙) ，就顯示兩者關係密

切。 

    而沒有甲就沒有乙是所謂的「求異法」 (difference) ，也就是設法證明只要

原因不出現，後果就傾向於不出現。如果你能證明在這位教練離開了某些球隊

後(沒有甲) ，他們的戰績就回升了(沒有乙) ，就顯示兩者關係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數論辯中，要證明「有甲就『必然』 有乙」 (套用邏

輯學用語，這時甲是乙的「充分條件」)或是「沒有甲就『必然』沒有乙」(這

時甲是乙的「必要條件」) 將很難做到。但辯手還是應該儘可能證明「有甲就

『經常』有乙」，或是「沒有甲就『經常』沒有乙」，來強化兩者的因果關係。  

    最後，要證明「甲事」是「乙事」的原因，最好能排除同樣可能造成「乙

事」的其他原因；同樣的，要證明「甲事」會帶來「乙事」的結果，最好能排

除「甲事」可能造成「乙事」 以外的其他結果。當其他的可能都被排除之後，

剩下的因果關係也就更可信了。舉例來說，如果除了教練以外，某個球隊無論

球員素質或經營狀況都很好，找不出造成球隊戰績變差的其他原因，就強了你

希望建立的因果關係，這就是一般所謂的「排除法」(residues)。  

 

因果論證的檢驗  

上面提到了建立因果關係必須設法證明的四個條件，在辯論中，同樣的方

法也可以用來檢驗因果論證的品質。如果你是因果論證的提出者，應該儘量讓

你的論證過程符合這四項檢驗標準。 

    而如果你是因果論證的挑戰者，這四項標準也很有參考價值。要摧毀因果

論證，你可以反向操作，如果能證明： (1)甲並未先於乙、(2)無法解釋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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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乙、(3)甲、乙之間欠缺緊密相伴的關係，以及(4)無法排除其他因果，便經

常可以有效折損因果論證的效力。因此，如果你是那位被歸罪的倒楣教練，可 

以採取下列方式為自己辯護：  

 

    1.在我到任之前，球隊的戰績就已經是聯盟中墊底的了，不是

我來了才使它成為一支爛隊〔甲並未先於乙)；  

    2.認為是我造成球隊戰績不住的人，並沒有辦法說明我到底做

錯了什麼〔無法解釋甲如何導致乙〕。  

    3.過去有好幾支球隊因為我的加入而大幅提升戰績，也有幾支

我離開後戰績就大幅滑落〔甲、乙之間欠缺緊密相伴的關係〕。  

    4.對一文主力球員相互排擠、不聽教練指揮的隊伍來說，戰績

當然很難好得起來〔無法排除其他因果〕。  

    比起其他四種類型的論證，因果論證可能是難度最高的一種，

考驗著辯論選手的思維是否清晰，以及是否能透過清楚的論辯來加

以呈現。 

 

(五)權戚論證  

我 們 要 討 論 的 最 後 一 種 論 證 類 型 是 所 謂 的 權 威 論 證 ( argument from 

authority )或權威推理( reasoning by authority )。權威論證是由來源的權威性與可

靠性來決定可信程度的論證。由於現代社會的分工日趨複雜，我們在許多領域

中都必須依賴專家的意見，這使得權威論證的使用無法避免。 

    權威論證的推論過程是：由於權威人士在某個領域中的專業背景與訓練，

因此他們所發表的意見可以用來提升主張的可信度。 

    權威論證在人際辯論與正式辯論中都相當常見。許多正式辯論會將擔任證

人的人依背景區分為「專家」與「非專家」，並賦予專家證人的證詞更高的可

信度。例如在法庭辯論中，專家證人(鑑定人)被允許發表意見，如「我認為他

是典型的精神分裂患者」，但非專家證人則只能報告觀察事實，如「我看見他

的說話方式與正常的他不一樣」。而在議事辯論中，也經常舉辦「公聽會」聽

取專家對法案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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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界是使用權威論證最頻繁的地方。學者所撰寫 的書籍

與論文，如果完全根據個人意見，缺乏參考權威人士的意見， 其作品的學術價

值將遭到懷疑。  

    權威論證在競賽辯論中也很常見。例如在辯論「公益彩券應停辦」時，某

位辯手指出：「中經院的研究員胡惠玲表示，彩券並不具有實質的生產力」。

又如在2001年國際大專辯論會中，主張「金錢是萬惡之源」的辯手指出：  

 

    面對金錢造成的駭人聽聞的一切，如果對方同學還能告訴大家

錢不是萬惡之源的話，我只能用巴爾扎克的一句話來與對方同學共

勉：金錢無孔不入地滲透我們的社會中，它控制了政治、控制了經

濟、控制了法律、控制了道德，當我們的一切都為金錢所控制的時

候，我們將何去何從？ !  

辯論文獻選讀 

權威人士的條件 

    根據圖門(Stephen Toulmin)、瑞奇(Richard Rieke)與詹尼克( Allan Janik)等人的建

議，我們所引用的權威人士具有愈多的下列條件，他的意見可信度也就愈高：  

1.資訊充分：這位權威人士在近期內仍充分接觸與論證主題有闊的資訊。  

2.身份明確：我們在引用權威人士時明確指出他的身份，而非以「某位專家表示」

含混其詞。  

3.資歷完整：權威人士在討論主題方面擁有足夠的教育程度、專業訓練或實務經

驗。  

4.權威公認：權威人士的權威性為向領域的其他專家所公認。 

5.傑出表現：權威人士過去的表現獲得尊敬。 

6.嶄新即時：權威人士的專業經驗是近期取得的。 

7.內行發言：權威人士之發言未超出期其專門領域之外。 

8.參酌異見：權威人士能將個人意見與其他持不同意見的專家做比較。 

來源：Toulmin, S. E. Rieke, R.D., Janik, A.(1984). An introduction to reasoning(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p.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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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可以被視為權威的人數量很多，再加上權威意見的應用範圈相

當廣泛一一權威意見可以用來證明某項事實、擁護某項價值，或是鼓吹

某種行動。為了避免權威論證在辯論競賽中遭到濫用，辯手必須注意兩

方面：一是權威的資格問題，二是權威意見的引用方式。 

    首先是權威的資格問題，並不是所有有名望、有權力或有專業的人都可以

是所有議題方面的權威。在資格方面，權威人士至少必須符合三項條件：(1)具

有足夠的專業背景，包括受過某種專業訓練，或是具有豐富的實務經驗：(2)其

發言是可靠的，包括發言引用自可靠來源(如這位權威的著作或論文)，而且其

發言沒有利益衝突問題：以及(3)發言的議題並未超出其專業背景的範圍之外。 

    其次是權威意見的引用方式。在運用權威論證時，許多辯手採用的是最簡

單、也最不精緻的引用方式一一「某位專家發表某種意見，因此某種意見是對

的」。這在表面上雖然具有論證形式，但其實它的根據是以「專家斷言」為基

礎的。在被問到「專家為何這麼說」時，辯手往往以「我也不知道，反正專家

就是這麼說的」來加以回應，十足的斷言態度。 

    於是在部份辯論競賽中，權威論證被批評為是一種「特權式的斷言」，只

因為發表斷言的人其有某種權威資格，其斷言就可以被接受，但辯手的斷言卻

不被採納，令人心生不平，甚至有人建議評判人員不應接受專家斷言式的權威

論證。  

    在引用權威意見時，筆者認為辯手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採用「某位專家發

表某種意見，它的理由是如此這般，因此某種意見是對的」的形式；不要只說

權威支持什麼，也要說明白他為什麼支持這個什麼。特別是當某位權威的意見

是同行中的少數意見時，更需要說明他為何持此種看法( Rybacki & Rybacki， 

1996 )。  

    但如果辯手還是只引用專家的結論，只要這位專家符合專業背景、發言可

靠、議題內行的條件，這樣的權威論證雖然品質不高，其證明效力還是高過辯

手的斷言。無論你是否滿意，這是專業分工社會的特徵。  

    對付只以類似的權威斷言來辯論的隊伍，與其期待評判人員不予採納，不

如自己準備一些持相反意見的權威斷言，先與對方打個兩敗俱傷，再透過提出

更高品質的論證來求勝。要知道，辯題都是社會中具有高度爭議的話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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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是不可能都站在對方那一邊的。  

 

權威論證的檢驗  

    前面提過的三項權威資格條件一一專業背景、發言可靠、議題內行，可以

作為檢驗權威論證的三項標準。 

    首先，「所引權威必須具有專業背景」。這位權威是否具有相關學術或專

業訓練？在相關領域的實務經驗如何？更常被忽略的則是，這位權威是否已經

取得權威地位太久了，因此缺乏新的資訊與研究呢？  

    檢驗權威論證的第二項標準是「所引權威發言必須可靠」。我們應該避免

引用可能發生利益衝突或「偏頗」 (bias)的專家意見。怎樣判斷專家的意見是

否會發生偏頗呢？這就要看專家是否在討論主題上牽涉到過大的利益。舉例來

說，一位留學美國的核子工程專家當然有足夠的權威發表有關核能發電的專 

業看法，但是如果他受雇於台灣電力公司，那麼他所發表的就很可能是有所偏

頗的意見。 

    最後，權威只有留在他是權威的領域裡才算權威，偉大的領袖並不在所有

領域皆偉大，諾貝爾物理學獎也不能使某人成為醫學家，因此權威論證必須通

過下面這項檢驗一一「權威的專業背景確實與他所發表的意見有關」。 



二、論辯巧智－有理說的清的技巧 

 - 71 - 

論辯巧智─有理說的清的技巧 

引論 

【荷蘭】弗蘭斯‧H.凡‧愛默倫 

弗蘭西斯卡‧斯‧漢克曼斯   著 

 

 

引論 
 

    本書把論辯當作是消除意見分歧的手段。不僅在個人生活中與他人接觸時

會產生意見分歧，而且在工作及所有其他的公共生活中都會產生意見分歧。這

些分歧有時舉足輕重，有時則微不足道。人們不僅可以通過會話或會議來闡明

自己的觀點，還可以寫評論或對在報紙上所讀到的東西作書面回應。在所有這

些情況下，進行論辯是解決意見分歧的合理途徑。進行論辯實際上意味著，說

話者或作者在與那些不同意他的立場的人進行討論。這種論辯性討論在社會生

活中佔有重要地位。  

    論辯是一種言語活動，既能通過口頭表達，也能通過書面表達。同時，論

辯也是一種社會活動：在進行論辯時，一方借助于某些定義直接針對其他人。

此外，論辯還是一種理性活動，目的是要用這種方式為某一立場作辯護，使其

對於持理性態度的批判者來說是可接受的。在論辯過程中，說話者或作者是從

這樣一個(或者正確的或者錯誤的)假定出發的：在他與昕者或讀者之間存在著

意見分歧。通過提出能證明爭議的立場是正確的命題，說話者或作者企圖使昕

者或讀者接受這一立場。下面這個論辯定義就同時具有上述特點： 

 

    論辯是一種言語的、社會的、理性的活動，其目的是通過提出

一個或一個以上能證明該立場為真的命題來使理性的批判者接受該

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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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定義不僅是指提出論證的活動，還指由論證所引出的長短不一的語篇。

在這裡，論辯既涉及提出論證的"過程"，還涉及論證的"結果"。 "論辯"這個詞

包含了這兩者。在論辯理論中，不僅像根據邏輯的傳統那樣看待論證，把論辯

看作是理性推理過程的產物，而且還把它看作是發展中的交際過程和交往過程

的一部分。  

    在論辯的純邏輯方法中，許多言辭因素、語境因素、情景因素以及影響論

辯性交往的行為與結果的其他語用因素都沒有被考慮到。確切地說，論辯是用

什麼方式來表達的，它們事實上是針對誰的，究竟是在什麼情境下提出來的，

是否需要考慮先前的話語傳達了什麼信息，等等。這些或其他"語用"問題，邏

輯學家們通常是不會考慮的。他們所關心的是抽象的"論證形式"或"推理模式"，

並將其放進一個標準公式之中，使得結論從一組前提中推演出來。對於邏輯學

家來講，重點是如何區分"形式上有效"和"形式上非有效"的論證形式。為了能

做到這一點，他們抽掉了現實論辯中對恰當處理論辯必不可少的語用屬性。相

反，論辯理論關注的焦點則是，在現實生活中，某人企圖使他人相信某一立場

的可接受性而提出 的論辯。  

     那些使用論辯的人們──無論是顯性還是隱性──總是訴諸於某些合理性

標準。這當然並不總是意味著每一論辯都確實合理。日常實踐中的論辯，常常

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毛病。研究論辯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發展一種評判在什麼程

度上論辯符合理性討論所要求的標準。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論辯理論有一個規

範維度。但是，論辯還有一個描述維度，因為論辯理論所使用的技術術語原則

上與現實中論辯性語話的傳達方式以及可能發生的實踐問題是緊密相關的。本

書介紹了論辯分析、評價和表達的方法，並把上述兩個維度系統地整合在一起。  

    我們是從實際論辯開始的地方展開我們的論辯理論的：意見分歧是論辯的

起點。第1和第2部分所介紹的所有術語和概念，對意見分歧的識別都是非常重

要的，同時也清楚表明了這些意見分歧可區別為不同類型。為了說明只能在滿

足特定先決條件的論辯性討論的幫助下解決意見分歧，這個模型表明：理想的

論辯性討論必須經過幾個階段，且主要要素是論辯的恰當性。  

    在論辯所關注的意見分歧中，如果概念不是清晰的，我們就不可能對論辯

作出恰當的分析，更不用說完成論辯評估的任務了。例如，有必要用一種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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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來正確判斷：哪些論據被顯性地舉出，哪些論據被隱性地使用，以及在話

語的某一部分是否被認為是論辯性的還不完全清楚時，應該怎麼辦呢?所有這些

問題在第3部分中都得到了回答。特別是，為了洞察論辯中未表達的要素，瞭解

日常會話中通常要遵循的規則是很有幫助的。這樣，就能更容易地識別間接的

論辯形式與未表達的立場了。我們打算在第4部分對此提供必要的說明。接下來，

對所提出的論辯進行分析，並展示其結構，這是最重要的。第5部分所提供的正

是這種方法。  

    論辯分析是論辯評價的起點。在第6部分，我們討論了論辯評價的各個方面。

重點給出了在論辯實踐中為立場作辯護時所使用的各種論證圖式。每種論證圖

式都需要問一些批判性問題。在第7部分和第8部分，我們討論了為了理性地進

行論辯性討論必須遵守的10個規則，同時簡要地說明了違背這些規則所發生的

謬誤。在這兩部分中，除了給出違背規則的例子外，還提及了有關謬誤的一些

專業術語。  

    第9部分和第10部分是關於書面論辯和口頭論辯表達的。在這個過程中，我

們在處理意見分歧的識別、論辯的分析與評價時，各種各樣的洞察力都是必不

可少的起點。首先關注的是書面論辯，然後是口頭論辯。在寫或重寫一個論辯

性語篇時，在先前獲得的理解之幫助下寫出一個論辯性語篇的分析框架是一個

很好的起點。處理口頭論辯性演說所關心的是學生對論辯性討論的參與，以及

如何準備和表達一個完整的論辯性演說過程。  

    本書遵循著這樣一種教學方法：一步步地教給學生較好地分析、評價與恰

當地表達論辯的洞察力，以及能夠思考在論辯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之能力。每部

分開頭有一個簡短的主要內容。每部分後面都為學生安排了大量的思考與練習，

以幫助讀者掌握這種工具，還列出了一些供究者進一步深入研究的理論參考文

獻。此外，我們還安排了更貼近本書內容的補充練習。本書的最後部分是詳細

索引，包括討論規則、謬誤以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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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辯巧智─有理說的清的技巧 

6.論辯可靠性 

 

 

【主要內容】 

在評價論辯時，我們首先必須檢查它是否存在邏輯不一致和語 用不一致，

然後逐一評價其中單個的論證，並判定它是否以有效推理為基礎。要做到這一

點，必須把所有未表達要素都找出來。未表達前提是使用哪種論辯類型的線索，

它表明了哪些論證圖式把顯性前提與立場聯繫在一起。這對於我們評價每一單

個論證的可靠性是很有益的，接著必須判定基本的論辯陳述是否可接受，能否

回答每一個與論證圖式相干的批判性問題。 

 

6.1論辯性話語的評價 

 

論辯性語話總是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陷。在整個論辯過程中，也許存在著

自相矛盾，而且單個論證或者是無法接受的，或者是有缺陷的。 

我們應當把論辯評價建立在堅實分析基礎之上。例如，與並列型論辯或從

屬型論辯的某個部分的不可接受性相比，對論辯的整體評價來說，多重型論辯

的某個部分不可接受性有著不同的結果。對於從屬型論辯而言，論證鏈中某個

弱連接會破壞整個論證的強度。對於並列型論辯而言，結果是整個辯護被削弱。

但對於多重型論辯而言，辯護的其餘部分仍然成立，因此，還有很好的機會使

得辯護仍然成立。 

要評估論辯的可靠性，必須把所有複雜論辯拆分成可評價的單個論證。可

是，在判定論辯整體上是否一致之前，先不要對單個論正進行評價，這是明智

之舉。 

論辯性話語不一致有兩種類型，即：邏輯不一致和語用不一致。邏輯不一

致是指兩個相互矛盾的陳述不能同時為真。例如，一位心理學家在兩篇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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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goloy”社論中認為，社會工作這個職業是既試圖積極地影響又不試圖影

響其客戶行為的職業，這並不可能為真。一位持批評態度的人把這篇文章的觀

點合併成了一個（多重型）論證，並認為它們邏輯上是相互矛盾的。 

 

上周的《開放論壇》雜誌上有兩篇討論androgology重要性的文章。準

確地講，什麼是 androgology 呢？該學科的目的是提高社會工作者的能力。

誰是社會工作者呢？根據其中一篇文章，社會工作者就是指那些試圖積極

影響其工作對象即窮困兒童行為的人。然而，根據另一篇文章，社會工作

者就是指那些不試圖影響其工作對象行為的人。那麼，什麼是 androgology 

呢？對我來說仍然是個謎。 

 

論辯雖並不包含邏輯不一致的兩個陳述，但在現實世界中它們仍然可能有

著矛盾結論，我們把這種不一致性稱之為語用不一致性。“我會開車來接你”

這一承諾，在嚴格意義上來說，它在邏輯上並不與“我不知道如何開車”這個

陳述矛盾，但在日常會話中，從這個陳述得出該承諾，是不可接受的。做出這

個承諾與該陳述並不是一致的。 

在一則報刊文章中討論了語用不一致性的另一個例子，描述的是兩個政治

家費利克斯．羅騰伯格和艾爾科．布林克曼之間的辯論： 

 

直到他的評論達到了內在一致，羅騰伯格才對這場辯論感到滿意，因

為他反複將其對手布林克曼的觀點歸因於他的家庭背景。羅騰伯格常常

這樣做，以至於布林克曼有時生氣地說“請不要把我父親扯進來”。羅

騰伯格是怎樣批判這種基督教民主黨家庭取向的政黨路線的呢？同時，

他又是如何堅持認為，一個人的觀點主要來源於其孩童時代的家庭背景

呢？ 

 

一旦識別出各種邏輯不一致性和語用不一致性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評價

構成論辯性話語的單個論證了。 

雖然這些單個論證本來就是用來為立場作辯護的，但其可靠性還是需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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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它們是否增加了立場的可接受性來判斷。換句話說，每個單個論證必須按照

其證明或反駁立場所涉及的那個命題的強度來評判。 

單個論證必須滿足三個條件才能被認為是可靠的：（1）構成論證的每個陳

述都是可接受的；（2）論證中的推理有效；（3）所使用的“論證圖式”適當

且被正確使用。 

 

6.2論辯性陳述的可接受性 

 

在某些情形下，我們很容易決定論辯性陳述的可接受性，而在另一些情況

下卻比較困難。有些陳述的可接受性能夠毫無問題地確定下來。這類情形就是

事實陳述，它們的真值能夠通過一些簡單的方法就可以確定，例如：查一下百

科全書或其他參考資料，或做一個簡單實驗，或進行一些觀察，等等。 

 

帕伊龍
1
是19世紀法國劇作家。 

回文就是指順讀和倒讀都一樣的詞語。 

“Level”是一個回文。 

瓷器易碎。 

我的書桌是深灰色的。 

這只叫湯米的貓剛好6磅重。 

 

有時，非事實陳述的可接受性能夠很快地確定下來，例如，當他們涉及常

識中價值或判斷時。 

 

父母應當照顧子女。 

當目標就在眼前時，你不應當放棄。 

品質好總比垃圾強。 

 

當然，在其他許多情況下，要確定一個陳述的可接受性是很難的，特別是

                                                
1帕伊龍（Edouard Henri Pailleron, 1834~1899）, 法國詩人和劇作家。──譯者注 



二、論辯巧智－有理說的清的技巧 

 - 77 - 

在它涉及複雜事件或與特定價值規範緊密相關時。 

 

閱讀是提高語言技巧的最佳方法。 

母乳餵養嬰兒優於牛奶餵養。 

在許多情況下，癌症是由於過度緊張造成的。 

男人不應當推嬰兒車。 

母親上班對小孩有好處。 

母親上班對小孩沒有好處。 

 

如果這類陳述沒有進一步的論辯支持，那麼，就整體而言，說話者的論辯

也許並不能作為對立場的充分辯護（或反駁）而被接受。在評價論辯時，需要

特別注意這類還沒有進一步論辯支持的陳述。也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聽者或

在早期階段，或在沒有進一步支援的情況下，就已經接受這些論辯。後來，這

類陳述並沒有給意見分歧的論辯雙方引出尖銳問題。但是，仔細咀嚼論辯的旁

觀者可能會看出問題。這個問題只能通過收集不受約束的證據來解決。但是，

在實踐中當受時間和機會限制時，這種做法並不總是切實可行。 

 

6.3推理的有效性 

 

就單個論證而言，只有推理邏輯有效，或者能夠補充為邏輯有效，它才是

可靠的。如果單個論證的推理不是邏輯有效的，那麼，這個論證就不是一個可

接受的辯護或反駁。 

單個論證，要是構成它的推理是無效的，那麼，它就不能被重構為以有效

推理為基礎的論證。在某種程度上，一個結構不完全的推理總是能補充為邏輯

有效的推理。如果有一個未表達前提，那麼解決辦法就是簡單地給論證加上適

當的“如果……，那麼……”等聯結詞即可。不管得到的這個陳述有多麼奇怪，

但推理總是有效的。 

無效推理很少被明確提出。在下面這個例子中，其結果似乎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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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上帝存在，那麼我就會有個健康寶寶。 

2.上帝不存在。 

因此：3. 我不會有個健康寶寶。 

 

這個關於“如果……，那麼……”的無效推理，在形式上違背了被稱為“充

分條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前件式”和“充分條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後件式”這種

標準的邏輯論證形式。 

 

a. 肯定前件式 

1. 如果____，那麼…… 

2. _____ 

因此：3 …… 

b. 否定後件式 

1. 如果____，那麼…… 

2. 非…… 

因此：3 非_____。 

 

不管在省略號部分和下畫線部分填人什麼內容，只要同時在省略號部分和

下畫線部分正確填人相同內容，具有 a 或 b 形式的推理總是有效的。當然，

一點也不能偏離正確形式，如前面提到的“上帝不存在”的例子
2
。 

 

6.4 論證圖式的運用 

 

單個論證是以有效推理為基礎的，但這並不必然能保證這個論證作為一個

辯護或反駁是決定性的。論辯的可靠性還取決於它所使用的論證圖式。通過論

證圖式，論證及其所辯護的立場就以某種特殊的方式聯繫在一起。但是，這種

聯繫方式可以是正確的，也可以是不正確的。 

論證圖式主要有三種類型，它們標誌著三種不同的論辯類型。試比較下列

                                                
2這時應當注意傳統邏輯中所講的同一語詞或語句表達不同概念或命題的情況。──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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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論證： 

1. 赫爾曼是個真漢子。 

1.1. 赫爾曼有男人味。 

（1.1'）有男人味是真漢子的特徵。 

 

2. 通過抽籤方式決定誰能上大學是荒謬的。 

2.1. 抽籤方式也不能決定誰能參與奧運會。 

（2.1 '）大學與體育運動所使用的標準是相同的。 

 

上述每個論證都代表了不同的論辯類型。如果把未表達前提考慮進去，

問題就很清楚明瞭。我們在第四章己看到，與大家所知的"肯定前件式"和"否

定後件式"中涉及的"如果……，那麼……"條件句相比，未表達前提含有更多

信息量。特別是，它們提供了更多關於顯性理由和立場之間連接類型的資訊。

在第一個論證中，論辯是通過主張一事件(有男人味)是另一事件(是個真漢子)

的徵兆連接起來。在第二個論證中，把一事件(體育運動)與另一事件(大學)作

了一個類比。在第三個論證中，一事件(服阿斯匹林)被表達為另一事件(頭痛

好了)的原因。  

    每種類型的論辯都有不同的可靠性標準。要決定已知論證是否符合該論

辯類型的有關標準，需要問一些批判性問題。因此，對論辯作出恰當評價的

關鍵是，要仔細區別論辯的主要類型以及提出恰當的批判性問題。  

 

6.5徵兆關聯式論辯 

 

   在徵兆關聯式論辯中，立場是通過論證中的某種跡象、徵兆或者立場中己

陳述的明顯標誌來進行辯護的。  

 

    傑克是位經驗豐富的教師，因為他幾乎沒有花什麼時間來備課。(備

課時間少是經驗豐富的教師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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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證中所提及的特徵能否作為特定群體的特徵、特定情形的特徵或某人的

固有品質來表達呢？在所有上述情況下，辯護都使用了基於徵兆關係的論證圖

式。根據這個表達，一事件蘊涵著另一事件。  

    在上述例子中，"傑克幾乎不花什麼時間備課"這一事實被表達為反映其教

學經驗的跡象。補充出來的未表達前提反映了論辯與立場之間的伴隨關系：

“幾乎不花時間備課是經驗豐富的教師所具備的特徵”。  

    在評價論辯時，對"傑克是位經驗豐富的教師"這一立場來講，不僅要確定

傑克幾乎不花什麼時間備課是否確實為真，而且還要確定備課時間和經驗豐富

的教師之間的徵兆關係是否像所說的那樣強。一個需要問的重要問題是：經驗

豐富的教師是否僅僅是那些幾乎不花什麼時間備課的教師。換句話說，是否還

存在幾乎不花什麼時間備課的其他類型教師？ 如果有，比如，某些沒有經驗的

教師也幾乎不花什麼時間備課，那麼，傑克幾乎不花時間備課就並不必然是他

經驗豐富的跡象，也許正好是其他事 件的證據。例如，他幾乎不花時間備課可

能是他懶惰的跡象。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通常情況下經驗豐富的教師幾乎不

花什麼時間備課是否的確為真？難道沒有一個經驗豐富的教師花了大量時間備

課嗎？  

關於傑克的例子只是一種特殊情況，徵兆關係的一般性論證圖式是：  

 

Y對X適用，  

是因為Z對X適用，  

並且，Z是Y的跡象。  

 

關於徵兆關聯式論辯，需要問的最重要的批判性問題是：  

 

難道不存在非Y具有特徵Z嗎？  

難道不存在Y不具有特徵Z嗎？  

 

    同樣的伴隨關係也能在相反方向上運用，即在立場而不是在論據中提及。

關於傑克的論證，我們可以採用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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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克幾乎不花什麼時間備課，因為他是位經驗豐富的教師。 (經

驗豐富的教師幾乎不花什麼時間備課。) 

 

    徵兆關係型論辯或許以各種不同方式出現。例如，某人做某事可以被表達

為其性格特點("莎拉是個瘋婆子：當她聽到利亞通過了考試時，她給氣瘋了")。

某一特定現象也可以被表述為更一般事件的跡象或徵兆 ("小流氓的行為說明

了我們的社會已變得更暴力化了")。另一個徵兆關系型論辯的情形是實例論辯。

通過把許多個案表達成一般性事件的特 征，然後進行概括或引入一个規則。  

    人過50歲，並不意味著他的感情生活就變得缺乏活力甚至消失。

浪漫情感能夠主導我們的生活直到很老很老。畢卡索不就是在其生

命終結時給他年輕的愛人寫下華美的情書嗎？理查‧斯特勞斯不就

是在80歲時創作了他最抒情的歌曲嗎？  

 

 在實例論辯的情況下，評價變得更特殊，即必須確認己作為實例的情況是

否確實具有代表性，是否足以證明一般性。  

    一個定義也能夠通過徵兆關係把某個理由與立場聯繫在一起。比如說，瑪

麗‧斯蒂克爾認為美國政治家喬治‧布希的演說恰恰體現了他所不贊成的後現

代主義特徵。  

 

    這個演講不僅主要是由引證所組成的，而且在文體上也是笨拙

的、折衷的、反歷史的；這個演講既沒有深度，也沒有意義，僅僅

提及了幾個後現代主義的定義。 

 

6.6類比關係型論辯 

 

    在類比關聯式論辯中，立場辯護的方法是：表明立場中所提及的事件與論

辯中所引用的事件相似，且根據這種相似性，應當接受這一立場。 

 

    沒有必要給詹姆士10元零用錢，因為他的哥哥每週才得到5元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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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同等對待兩個小孩) 

 

    論證中提及的情形是否被表達為類比、被效仿的模範甚至作為要避免的一

個事例，在所有上述情況下，辯方都運用了基於類比的論證圖式。辯方認為，

在這種情況下為真，在另一種情況下也為真。  

    在上述事例中，為了說明給詹姆士10元零花錢是根本不必要的，需要做出

一個隱性推論：兩兄弟之間是相似的，因此，在零花錢問題上，兄弟倆享有平

等權。補充出來的未表達前提說明了論辯與立場之間的關係是類比關係。  

    為了評價對"不必給詹姆士10元零花錢"這一立場的辯護是否可靠， 需要決

定用來比較的情形是否具有可比性。兩個用來比較的情形之間是否存在使比較

無效或無意義的差別嗎？例如，對小孩來說，究竟多少零花錢是合理的，這可

能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變化。如果是這樣，一個不同的比較，例如與同齡的

其他小孩相比較，或許比與兄弟比較更恰當。  

    零花錢例子是一種特殊情況，類比關係的一般論證圖式是：  

 

Y對X適用，  

因為，Y對Z適用，  

而且，Z與X是可比較的。  

 

    關於類比關聯式論辯，需要問的最重要的批判性問題是：  

 

    在Z與X之間存在著有意義的差別嗎？ 

 

    我們能夠用兩種方法來指明這個差別：指出Z具有某個X所不其有的特征，

或者指出Z不具有X所具有的特徵。這兩種形式的批評都是很重要的，閃為把論

辯建立在類比關係的基礎上就假定了X和Z共用了與論正有關的所有特徵。 

    實際上，只有對一個領域的事件相關方式與另一個完全不同領域的事件相

關方式做出比較，而且，所作的比較是一種比喻性比較時，這種類比才式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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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上的真正類比。一位荷蘭人給出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他對薩默賽特‧毛姆
3

的"反復讀書的人並不十分聰明"的斷言作了回應。他首先作了一些“一般”比

較，然後使用類比論辯，在“從不反復讀好書”和“不會第二次欣賞美景”之

間作了一個比較。  

 

    什麼不反復讀一本你喜歡的書呢？難道沒有人反復看同一幅油

畫嗎？難道沒有人會始終聽同一首樂曲嗎？毛姆與那種擁有能欣賞

美景的房間但在看了一兩次之後就決定把窗子糊上的人很相似。  

 

    與字面比較不同的是，在評價比喻性比較時，研究比較的具體屬性是否確

實相似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們顯然來自不同的領域，因此不能一視同仁。相

反，我們應當在更抽象的比較層次上確定兩種情形是否相似。通過哪個一般性

原則可以將這兩種情形連接起來呢？我們確實運用了這個則嗎？  

 

6.7因果關聯式論辯 

 

    在因果關聯式論辯中，立場辯護是通過在論證與立場之間構成一個因果

關聯來實現的。這種關聯使得：對於給定的論據，如果以這種關聯為基礎，

該立場就應當被接受。  

 

    莉蒂亞肯定會近視，因為她總是在光線極差的條件下讀書。 (在光線

極差的條件下讀書會使你近視。) 

 

    不管論證是把某一事件表達為立場中提及的原因，或達到某一目的的手段，

或伴隨某一結果的行動，在所有上述營況下，辯方都充分利用了基于因果關係

的論證圖式。在上例中，把一事件當作引起另一事件的原因。 

    在上述事列中，"在光線極差的條件下讀書"被表述為所主張的情形"默迪亞

視力減弱"的原因。這個補充出來的未表達前提說明了這個論辯與這個立場之間

                                                
3 薩默賽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 20 世紀英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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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是一種因果關係。  

    為了評價這個論辯是否具有決定性，分析時必須檢驗在光線極差的條件下

讀書是否確實總會導致近視。也許這兩件事情毫不相干，或者在一定條件下所

預料的結果並沒有發生。也許莉蒂亞的視力足夠好，以至於在光線極差的條件

下讀書也根本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正如莉迪亞例子那樣，因果關係的論證圖式是：  

 

Y對X適用，  

因為，Z對X適用，  

而且，Z導致了Y。  

 

關於因果關係型論辯，需要像問的最重要的批判性問題是： 

 

Z總會導致Y嗎？ 

 

    正如徵兆關係型論辯一樣，因果關係型論辯也可將論辯題即的結果與寫立

場題即的原因的順序顛倒過來。  

 

    莉迪亞肯定經常在光線極差的條件下讀書，因為他近視。 

 

相反，在使用這種變化的情況下，可以問的第二個批判性問題是： 

 

    結果(近視)可能是由其他事件(除了光線極差的條件下讀書以

外的事件)所引起嗎？ 

 

    論辯的一個子類型是語用論辯。在語用論辯中，論證所涉及的是立場中所

提及的事件結果。也就是這樣一種情況：立場推薦採取某一行為過程，而論辯

則由採取那一行為過程的有利結果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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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們應當重新穿上白大褂，因為這會產生距離。(在醫生與病

人之間有一段距離是一件好事)  

 

當然，語用論辯也能用來反對某一行為過程。 

 

   醫生應當不再穿白大褂，因為這將產生距離。(而且在醫生和病

人之間產生距離不是一件好事)  

 

    通常情況下，除了回答因果關聯式論辯的批判性問題之外，在評價語用論

辯時，我們還必須判斷論辯中所提及的結果是否如實際情況那樣確實有利或者

不利。  

 

6.8不同論辯類型的表達 

 

    在提出與論證圖式有關的批判性問題進行論辯評價之前，當然先得把這個

論辯看作某個特殊類型的論辯。有時，判斷一個論辯屬何種類型是很容易的，

因為存在著指示論證與立場之間關係的某些運算式。在下面這個例子，黑體字

部分就是徵兆關係的標誌。 

  

史蒂文是個真正的青少年，因為他十分反叛，而且  

(1)反叛正是青少年的特徵。 

(2)反叛正是青少年的特點。  

(3)反叛正是青少年的本性。  

(4)青少年的作鳳就是反叛。  

(5)反叛是青少年的特點。  

       (6)青少年是反叛的。 

 

下列黑體字不分是類比關係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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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60年代的民主主義運動註定要失敗，因為法國大革命也失敗了；而

且  

(1)20世紀60年代的民主主義運動跟法國大革命很相像。  

(2)20世紀60年代的民主主義運動與法國大革命有得一比。  

(3)20世紀60年代的民主主義運動與法國大革命很相似。  

(4)20世紀60年代的民主主義運動相當於法國大革命。  

(5)可以把20世紀60年代的民主主義運動與法國大革命聯繫起來。  

(6)20世紀60年代的民主主義運動使人們想起了法國大革命。  

 

下列黑體字部分是因果關係的標誌。 

 

   哈里肯定喝醉了，因為他喝了一整瓶威士卡；而且  

       (1)喝一整瓶威士卡的必然結果就是"醉"。  

(2)喝一整瓶威士卡會導致醉。  

(3)人總是喝完一整瓶威士卡就醉了。  

(4)喝完一整瓶威士卡後，你肯定醉了。  

 

    不幸的是，這些表達式在論辯之中通常都不出現。幸運的是，顯性論証也

通常為識別論辯類型提供線索。 

 

    在徵兆關係變論中，論據或立場往往包含著一個這樣的名詞，如："確實"、

"真正"、"天生"、"典型"或"一個最好的例子"等等。  

 

(1)路易絲確實能抓住人們的興趣，因為她天生就是一位老師。 

(2)這不是一個真正的報告，因為它連參考文獻都沒有。  

(3)我已經完全恢復了，因為現在我像一頭典型的獅子。  

 

 類比關係型論辯往往能通過顯性論證中像"也"、"還"、"和……一樣" 以及

立場中像"如同"、"正如"、"就像"等之類的標識詞來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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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話沒撥通過，電話公司就收費，這很荒唐。我的意思是，如同電

影票已經賣完了，你不用付電影票錢了。 

(2)你應該請在埃裡克的派對中請的那支相同的樂隊，因為他們很棒。  

 

 因果關係型論辯往往能通過一些可以預知某個結論的標識詞來識別，這些

標識詞有"那樣"、"否則"、"因為如此"、"導致"等等。如果這類語詞出現在論辯

之中，正如下面的第二、第三個例子那樣，它們往往還是語用論辯的標誌。  

 

    (1)把貴重藝術品出售給匿名買主將使博物館從私人收藏者那裡借藝術品

變得相當困難，因為那樣就不能跟蹤到買主了。  

    (2)當然，作者要想得到好的報酬。否則，他們就無法以寫作為生。  

    (3)我們不能公開下一步的行動，因為那會導致某些黨內要人感到尷尬。 

 

因果關係型論辯的其他線索有：動詞以及指向某事件起源或結果的表達式，

如："產生"、"使得"、"源自"、"引起"。 

 

(1)你不要再生氣了，因為那會使我感到內疚。  

(2)佛瑞德很有可能會得感冒，因為他經常坐在通風口。 

 

補充讀物 

 

    研究論證圖式的方法的最新進展，參見加爾森《論證圖式》（B. J. 

Garssen ，‘Argument schemes' ， in F. H. van Eemeren [ed.]， Crucial Concepts in 

Argumentation Theor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4.）以及凡‧愛默倫和荷羅頓道斯特的《論辯、交際與謬誤：一種語用論辯觀》

第九章“論證圖式的語用論辯分析”（F. H. van Eemeren and R. Grootendorst provide 

in Argumentation， Communication，and Fallacies，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2， Chapter 9， a pragrma – dialectical acount of argument 

schemes. ）。稍有不同的方法見沃爾頓的《假定推理的論辯圖式》（ D. N . Wa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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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rgumentation Schemes for Presumptive Reasoning， 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6.）。一些論證圖式的經典描述見萊夫的《西塞羅與昆

捷連
4
的論辯與共識》（M. Leff，‘Commonplaces and argumentation in Cicero and 

Quintilian，' Argumentation， 1996， vol. 10， no. 2， pp. 445 - 454）。根據圖爾

敏論辯模型的所進行的論辯分類見艾寧格和布洛克立德的《辯論決策》 （ D. 

Ehninger and W. Brockriede， Decision by Debate， New York/London： Harper & 

Row， 2nd edition， 1978 [1st edition 1963]。  

 

思考與練習 

 

一、下列材料是否包含有不一致？如果有，這種不一致的本質是什麼？ 

 

評《媒體會引發兒童暴力》 

 

    這是社會尋找替罪羊的另一種情況。書籍出現後，人們把它們當作帶

著各種邪惡意圖的恐怖東西。如今，搖搖舞、電視和視頻也遭到了同樣的

譴責。 

    自雅達利
5
時代來臨之後，我已經殺死來自從“星紀入侵者”到“變種 

蜘蛛“和“三角洲特種部隊”的任何生物，但我還不曾拿起武器來殺真人。

我也決不會有這種想法。  

為什原因就是：父母對他問責。因為 也些父母們不想花時間來培養小孩，

他們期望電視能幫他們培養。然而，  

A旦他們的孩子變壞了，又責怪電視。一  

事實上，如今的電視遊戲和視頻遊戲是供成人娛樂的，而不是供小孩的。 

如果父母並不在乎他們的小孩看恐怖表演，玩暴力視頻遊戲，也可以。但

父母必須向孩子講清楚：什麼是對錯？  

                                                
4
昆提連（Quintilian，35 - 95 年） ，古羅馬修辭學家，他把藝術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理論的藝術

"，如天文學；第二類是"行動的藝術"，如舞蹈；第三類是"產品的藝術"，即通過某種技能製作成品

的藝術。一一譯者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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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下列材料中，是否有不一致的觀察？如果有，那麼，這種觀察是

否正確的？如果正確，其本質是什麼？  

 

狗和槍 

    國會工党成員凱特‧霍埃（3月6日）寫道："禁止用獵犬打獵的不是答案。

那也是不可行的，這侵犯了公民長期珍惜的自由，會減少就業機會，關鍵是對

維護公共安全沒有任何好處。"  

既然如此，某黨提出禁止用槍打獵的禁令也是非常令人吃驚的。如果我

可以解釋的話……"禁止用槍打獵的禁令並不是答案。那也是不可行的，這侵

犯了公民長期珍惜的自由，會減少就業機會，關鍵是對維護公共安全沒有任

何好處。"  

霍埃小姐，請保持一致！  

 

三、下列事例使用了哪一種論辯類型？ 

1.在文德郡（英國）被偷的6匹賽馬，已在瑞典被發現。因為它們是埃德加

爵士馬棚裡最好的馬，警方認為這小偷肯定是專家。"  

2.既然他總是呆在房間裡，那麼他失去自由也沒關係。  

3.那些小電影把人搞糊糊了。正當你開始知道它在說什麼時，另一個主題

又出現了。 

4.他們可能是用信用卡買傢俱的，因為當我們檢查了他們的財物時，我們

發現了郵購產品的目錄。  

5.記者：你說你不迷信，是嗎？因此，你不讀星座預測之類的東西，對嗎？ 

伊恩‧哈特：如果無聊，我會讀，而且，我還會一頁一頁地讀。我也讀內

衣廣告，這並意味著我相信它們呀。  

6.《約瑟夫‧懷特船長之死》  

首先，我要請你注意，在謀殺發生之後的早上，有跡象表明，那是一起有

預謀的謀殺案。這些跡象是什麼呢？一位男子在床上被殺害了。這不是陌生人

所為，不熟悉這座房子的人不可能在這裡行兇。有跡象表明，裡面有人允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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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打開，讓外面的人進去。這明顯是裡應外合。案發後，在這棟房子內的居民

並沒有報警。兇手進房時沒有使用任何暴力。房門進入之前就被打開了。窗子

的拴扣已經被擰松。懷特先生臥室門上有一把鎖，但鑰匙不見了，已經被拿走。

兇手的腳印清晰可見，是從戶外窗子的。他用來爬進窗子的辱木板仍然在那裡。

因此，這是事先為他準備好的。殺死受害者後，兇手就逃走了。這一切表明，

有人從裡面協助外面的人。一切都表明，某個住在同一棟房子內或事先已進入

房子的人是同謀。因此，從這些表面跡象看，很明顯這是一起有預謀的共同謀

殺案。（摘自丹尼爾‧韋伯斯特[1782 – 1852]的演說）  

    7.與咖啡和糖相比，毒品是南美洲更重要的出口產品，因為西方人更願意

為可卡因而不是咖啡和糖支付一個公平的價格。  

   8.沒有陰謀，法耶德先生  

《星期日泰晤士報》今天公佈了英國最容易引起爭議的人物穆罕默德‧阿爾‧

法耶德的個人證詞。其中談到了威爾士王妃戴安娜之死的官方解識。哈羅茲主

人、失去愛女的王妃父親多迪‧阿爾費德深信，他和他家庭政治集團、安全部

門和新聞媒體共同密謀的受害者。  

 我們很同情他的損失，但我們不相信他的陰謀論是真的。富有魅力的人物

之死總會引發陰謀論。約翰‧甘迺迪總統慘遭暗殺與瑪麗蓮‧夢露死後有駭人

聽聞的言論。可是，一旦證據被公之於眾，公正的審查就會使陰謀論失去可信

性。現在，多數人都不難相信肯尼迪是被一個性格孤僻的持槍歹徒李.哈維.奧

斯瓦爾暗殺的，也不難相信夢露死於過量吸食毒品。  

   9.林肯對內戰中著要更換指揮官的那些人說"先生們，請想像一種情形。假

如你把全部值錢的東西都換成了黃金，並把它交給著名的鋼繩特技表演者布朗

汀
6
，讓他帶著在鋼繩上橫跨尼亞加拉瀑布。當他正在上面走時，你會去搖那根

鋼繩，或者不停對他喊‘布朗汀，彎點腰!快點過去！’嗎？不，我敢肯定你

不會。你會屏住呼吸，並保持不讓你的手碰到鋼繩，直到他安全走過去。目前，

我們的政府正是處於這樣的情形，他正帶著一件龐然大物穿過暴風雨的海洋。

在他手裡有屬不清的財寶。他正全力以赴的去做。不要打擾它！請保持安靜，

它會讓你們安全到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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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喀爾文基於哪種類型的論證來辯護他的（隱性）立場"牙齒仙女不

會太聰明"。 

 

 

  

五、評價下列論證：  

 

1.你不應當和男朋友去度假。畢竟，那樣做會結束與你前任男朋友的關

係。  

2.對大部分人來說，當經濟失控變得難以忍受時，人民將求助於極權政府。

俄羅斯就是這種情況，在德國也發生了這種情況。除非我們補救了我們經濟

的不平等，否則在美國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  

3.在波士頓，絕不要把自行車放在外面，因為會被偷。 

4.他肯定有才智，因為他戴眼鏡。  

5.電臺廣告：  

你一定知道Cornies的名氣吧。那麼，我告訴你， Mealies也是好的，因

為它們都是禾盛早點公司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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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辯巧智─有理說的清的技巧 

7.謬誤(一) 

 

 

【主要內容】  

當我們評價論辯性話語時，我們必須覺察到話語中所犯的各種謬誤。謬誤

不僅違背了批判性討論規則，還會妨礙意見分歧的消除。它們不僅可能發生在

討論的任何階段，而且論辯雙方都可能犯錯誤。在立場與論證的表達中，可能

威脅到問題解決過程的謬誤有這樣一些言語行為：(1)給對方施加壓力或進行人

身攻擊(違背自由規則)； (2)逃避或轉移舉證責任(違背舉證責任規則二)；(3)樹

一個稻草人(違背立場規則三)；(4)使用不相干的論辯或修辭技巧(違背相幹規則

四)；(5)否定或誇大未表達前提(違背未表達前提規則五)。  

 

7.1 違背自由規則 

 

    在多數情況下，論辯雙方要消除意見分歧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這種情況可能發生在討論的任何階段。論辯雙方並不總是故意要這樣做。但是，

任何妨礙討論進程的情形都是違背討論規則的。為了成功地消除意見分歧，這

些規則又必須是要遵循的。這種違背了討論規則的情形被認為是“謬誤”。  

    人們通常很難發現違背討論規則的情形，這就是謬誤如此不可靠的原因。

嚴格地講，只有話語本質上是論辯性的，即某個討論企圖消除意見分歧時，在

話語中才會存在謬誤。但並非每個討論都是論辯性的，一個討論也許為了提供

信息的或為了消遣而已
7
。萬一有疑問，把一個話語處理為論辯性討論，且假

定論辯雙方都很樂意遵循有關規則以便消除他們的意見分歧而作出努力，這是

                                                
7 沃爾頓(Douglas N. Walton)把對話分為八種類型，即爭吵型對話(quarrel)、論辯型對話(Debate)、
說服型對話(persuasion)、探究型對話(inquriry)、談判型度對話(negotiation)、尋求信息型對話

(information-seeking)和尋求行為型對話(action-seeking)。參見道格拉斯‧N. 沃爾頓著《非形式邏輯：

批判性論辯手冊》，劍橋大學出版社 1989 年版(英文)。──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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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之舉。  

    有10條論辯性討論規則，其中，前5條是關於論辯雙方為了建設性地消除

意見分歧而如何提出其立場和論證的。本章將討論這些規則。另外5條規則是

關於論辯與結論的，我們將在第八章予以討論。雖然遵守這10條規則並不能保

證雙方會令人滿意地消除意見分歧，但違背這些規則肯定會妨礙消除意見分歧
8
。

參照這些規則，我們就可以識別謬誤了。 

 

    規則一：論辯雙方不得彼此阻止對方提出立場，或者阻止對方質疑立場。  

 

    只有先發現意見分歧是什麼，才能使人們滿意地消除它。為了避免妨礙這

一過程，討論雙方必須相互既給對方提出立場和論證的無限自由，又要給對方

批評我方立場和論證的無限自由。這就是規則一所說的必要條件。  

    有時，違背規則一發生在衝突階段。結果是，意見分歧並不為論辯雙方

所共知，或者不完全共知，因此沒有消除分歧的機會。違背規則一有兩種情

形：(1)限制對立場或對立場質疑的表達；(2)限制一方行動的自由。  

 

    限制對立場或質疑立場的表達，方法之一是：宣稱某些立場是神

聖不可侵犯的或不容質疑的。  

    我打算把廚房改造一下。我們可以討論其格調和陳設，或者你想

討論的任何事情，但不是要不要改造的問題。 

    進行限制的另一種方法是：宣告立場是一種禁忌。 

    我想，你不該說祖母不應再結婚。人不該講已故之人的壞話。 

 

    限制對方行動的自由，就是剝奪了他作為莊重的討論一方的權利。這裡有

兩種情形：(1)給他施加壓力，不讓他提出自己的立場或異議；(2)通過質疑其觀

點、誠實性或可信度使他在公眾面前沒面子。 

                                                
8 “遵守批判性討論規則”是“消除意見分歧”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遵守了這些規則，並不能

保證意見分歧一定得以消除；但不遵守這些規則，要使意見分歧得以理性消除是不可能得。──譯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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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止對方提出立場或異議辦法很多。當然，最有效的辦法是用暴力使對手

不參與討論。但是，單憑武力威脅或其他制裁也許也是十分有效的。  

    我們把企圖約束對方自由提出立場或批評的威脅，稱為棍棒謬誤或訴諸武

力論證。有時，表達這種威脅是很直接的，如：“如果你企圖讓市政府委員會

批准那個提案，我就派人幹掉你。”通常情況下，表達這種威脅的方式更狡猾。

要是說話者不使用這種方式，那麼就可以間接提及一下令對方不滿意的結果，

如：“當然，你必須作出自己的決定，但要記住我們是你的高級客戶。”說話

者也可能堅決否認有施加壓力的意圖，如：“碰巧我擔任了評估你工作的那個

委員會的主席，但我當然不想這一事實會影響你 的決定。”  

    給對方施加壓力的另一種有效方法是操縱他人情感，如：“你怎麼能給我

的論文不合格呢？我已經沒日沒夜地工作了。”這種謬誤被稱為訴諸憐憫謬誤

或訴諸憐憫論證。  

    除了用威脅、感情勒索以及限制對方行動等方法以外，還有使其喪失信譽

的方法。讓對方在聽者面前顯得愚蠢、不可靠、有偏見或不值得信賴，也是使

他的論證一定不會被聽取的方法。實際上，那等於要讓聽者相信聽他的話是沒

有用的，進而剝奪了他參與討論的權利。原則上講，除非人格在討論中直接起

作用，例如，證人的可靠性受到懷疑的情形，否則討論中不應該把對方的人格

引人討論中帶來。  

    人身攻擊是指不針對某人的立場或懷疑的內在價值而針對某人自身所進行

的攻擊。這個謬誤的傳統拉丁文是 argumentum ad hominem。人身攻擊有多種型

式。一種類型是直接攻擊對方的直接型人身攻擊，因其侮辱性本質而被稱作“辱

駡型人身攻擊變體”。  

 

    讀他在上個週末版的回應使我如此昏昏欲睡，以至於我不願意費

事地回復他。這個傢伙弱智，但願他精神沒問題。  

 

    在直接型人身攻擊中，被踢來踢去的是人而不是球。它試圖給人的印象

是某人愚蠢或邪惡，故他不可能有正確立場或理性懷疑。抨擊者希望用這種

方法來減輕或消除他必須給出的批評對方立場的理由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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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種類型中，懷疑是針對另一方動機的，例如：通過指出對方在某

事上存在個人利益關係因而具有偏見。這是間接型人身攻擊，我們稱之為

“境況型人身攻擊變體”。  

 

    瑪里琳‧弗倫奇認為，男性是女性處於不利地位的原因。我無法

回避這樣的印象，弗倫奇肯定在過去某些時候給她不愛的男人洗過臭

襪子，因此她的腦袋不轉了。  

 

    在間接型人身攻擊中，某人的意見被認為是來源於可疑的個人動機，他所

提出的論證之合理性的假面具被脫去了。  

    第三種人身攻擊類型是，試圖通過指出對方話語自相矛盾或行為不一致來

降低對方論證的可信性，例如：他們過去的意見與現在的相矛盾， 或他們言行

不一致。這種類型的人身攻擊被稱為“‘你也是’型人身攻擊”，即：你所做

所想的與合理期望也是不一致的。下面這封致編輯的信認為，加德納太太關於

AFP 測試的意見與她自己的行為不一致。 

 

    在7月3日版上，加德納太太鼓勵人們不要參加所謂的AFP測試，這

個測試的目的是測量婚齡婦女生育患脊柱斷裂或唐氏綜合病嬰兒的機

率。加德納太太做了AFP測試。那麼，為什麼她自己展做這項測試呢？

因為她事實上也不想要一個先天愚鈍型的嬰兒。  

 

    “‘你也是’型人身攻擊”背後的推理是，言行不一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

是對的。某人不去做他所鼓吹的，他當然就是不一致。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

立場是錯誤的。要建立起立場的可接受性，首先必須對論證進行評價。  

    要注意到，只有以與對手在討論之外提出的立場不一致為基礎指出其不一

致性才是謬誤。如果某人在討論過程中提出了矛盾的立場或論據，指出這種矛

盾就不是謬誤。相反，識別出討論本身中的不一致性恰恰是論辯評價的必要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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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違背舉證責任規則 

 

    規則二：如果提出立場的一方被要求為立場作辯護，他就負有辯護義務。  

 

    為了消除意見分歧，一方面，提出立場的人必須準備為這一立場作辯護，

另一方面，對這個立場提出疑問的人必須準備充當反方角色，後面那個必要條

件很少會出現問題，因為自動批評某一立場的人幾乎難以推卸他要充當反方角

色。但並不是每個提出立場的人都希望最後為其辯護。  

    如果正方已經針對同一反方成功地為其立場作了辯護，而且出發點和討論

規則均沒有發生什麼變化，那麼正方可以不再履行辯護義務。因為在這種情形

下，再進行辯護就是無意義的重複。如果反方不想、履行他們的義務或不準備

遵守規則，那麼正方也可以不再履行辯護義務。      在這種情形下，為其立

場作辯護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消除意見分歧的必要條件根本不存在。  

    當論辯一方試圖逃避為立場辯護的義務時，就違背了規則二。如果他們想

逃避義務，那麼討論在開始階段就無法進行下去，因為這個階段要決定誰是正

方，誰是反方。  

    逃避為立場作辯護義務最激烈的辦法是，把舉證責任轉移到批評立場的

人身上“你首先要證明它不是那樣。”這就犯了舉證責任轉移謬誤。  

    在非混合型意見分歧中，只有一方提出立場，所以只有一方需要作出辯護。

在這種情形下，轉移舉證責任完全不合理，因為持批評立場的人並不負有任何

舉證責任。即使反方根本沒有提出任何立場，他們仍然必須擔當反面立場的正

方角色。下列段落就給出了在荷蘭使用這種伎倆的一個很好例子，即觀眾應當

付電視稅。  

 

    在4月15日報紙上，文化部長談到了“成功搜查逃避電視稅 者”。

這是一個很好的謬誤例子。抽查過程是這樣的：3月11日你收到了一封

電視稅辦公室發出的關於“對你喜歡節目的不同看法”的公開信。上

面寫到，你的名字和地址並不在“我們的資料庫”中，既然近來幾乎

每個家庭都有電視，那麼你就被要求交電視稅了。設想一下， 假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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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時間看電視或對什麼電視節目都不感興趣的少數幾個人之一，

或者你家根本沒有電視，那麼你很樂意把這封令人不愉快的 信件扔掉。

但你不能那樣做，因為裡面有一份表格，你必須填上你沒有電視。文

化部長把“成功搜查”稱之為清楚的轉移舉證責任。  

 

    在混合型意見分歧中，情況更為複雜。既然論辯雙方都提出了立場，那麼

他們各自都有義務為自己的立場作辯護。所要採取的唯一決定是，應當按照什

麼次序來提出他們的辯護。  

    決定辯護次序這個問題往往被不正確地看作是選擇問題。一方常常試圖把

舉證責任推卸給另一方，而另一方總是要抨擊古訓、確定觀點、傳統觀念或當

前事態，因此，舉證責任就取決於想要改變當前現狀的一方， 他必須證明已

提出的選擇更好。在刑法術語中，人們可以說當前現狀具 有“推定”情形。

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在一篇關於縮短工作時間的文章中就訴諸了這種推定規

則。  

 

    這項政策改變的支持者要求對方表明縮短工作時間會有令人不愉

快的結果，諸如：降低勞動力需求或使經濟停滯。但事實上，具有影

響深遠措施的支持者(縮短工作時間確實具有影響深遠)必須表明這一

措施將產生有利效果，而不是另一方必須表明那也許有有害結果，這

也成為一種習慣。  

 

    可是，在混合型論辯中使用這一推定規則時，不允許單方面地把舉證責任

指派給其中一方。  

    能幫助決定在混合型論辯中進行立場辯護次序的標準是在民法中眾所周

知的“公平原則”。一位法律專家曾給出根據公平原則分配舉證責任的很好例

子： 

 

    “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例外可以在撫養費案例中找到。讓我

們考慮一位有權從其前夫那裡獲得撫養費的婦女的情況。這位婦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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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她前夫的收入已增加，故想得到更多的撫養費。根據公平原則， 她

必須證明前夫的收入已增加。因為涉及銀行的保密性問題，要她舉證

是非常困難的。實際上，法官把舉證責任轉移給了她的前夫：要求他

提供財務單據，以查明他的收入是否增加。這與“誰主張，誰舉證”

原則是相衝突的。  

 

    要決定遵循什麼次序，在某些情況下推定原則和公平原則也許是有幫助的。

但是，在論辯性討論中，除非論辯雙方都履行了辯護義務，否則 ，意見分歧決

不可能完全消除。逃避為其立場作辯護的巧妙方法是，將立場表達為根本無須

證明的某事。在這種情形下，正方會因犯“逃避舉證責任謬誤”而感到愧疚。

當某人把其立場當作不證自明的東西來提出時，他就犯了逃避舉證責任謬誤，

例如，使用了諸如此類的標識詞“很明顯……”，“不可否認……”，“不用

說……”等等。如果實施了這種策略，反方可能會感到受到壓制而無法吐露其

懷疑了。 

    有時候，正方以人格擔保其立場的正確性可以傳達相同的效果：“我能保

證……”，“根據我的記憶，毫無疑問……”，“我絕對相信……”，“從我

的角度出發你可以認為……”等等。 

    逃避舉證責任的另一種策略是：用一種等於是使其免遭批判的方法來表達

立場，因為人們無法測試和評價它。這種封閉式表達立場的例子有：“女人天

生具有占有慾”，“男人基本上是淘金者”，“某國人本質上心胸狹窄”，“如

今年輕人都很懶惰”等等。這些立場提到了“男人”、“女人”、“年輕人”、

“法國人”，避免了“所有”、“有些”、“大多數”或者“平均”之類的量

詞。常常也使用諸如“本質上”、“的確”、“天生”之類的無形的限制條件。

由於表述不精確，爭論立場如何才能得到滿意的辯護或反駁，這是不清楚的。

那麼，到底需要多少正例或反例呢？如果有人試圖引用一個或多個不具有佔有

欲的女人來反駁“女人天生有佔有欲”這一立場，那麼對方很可能認為這些反

例是不相干的，因為在這些事例中所引用的女人並不是“真正”的女人，或者

不是按照她們的“本性”行事的女人。因此，在反駁時，所有企圖都被這些保

護傘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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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違背主場規則 

 

    規則三：一方對立場抨擊必須與另一方確實已提出的立場有關。 

 

    當被抨擊的立場並不是正方原來提出的立場時，這就違背了規則三。一方

採取肯定立場而另一方採取否定立場，陳述中這就產生了一種轉移，結果是意

見分歧通常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多重型的。如果論辯雙方像這樣相互誤解地談話，

那麼他們要想消除原來的意見分歧是不可能的。即使意見分歧似乎已消除了，

那也至多是一個偽消除。一方似乎成功辯護的立場與另一方所抨擊的立場並非

是同一個。  

    立場中的這種轉移可能發生在討論的任何階段。如果反方批評的竟然與正

方所提出的立場不同的觀點，那麼也許正好在討論的開始階段和衝突階段就發

生了這種轉移。在開始階段，論辯雙方所談到的命題也與衝突階段所討論的出

發點是不同的。在論辯階段，正反雙方的論證可能與兩個不同的命題相關。用

這種方式來表達討論的結果，事實上這個命題可能與原來爭論中的那個命題稍

有不同。  

    抨擊並非真正是對方提出的立場，方法有兩種： (1)曲解原來的立場；(2)

假想一個立場給對方。無論發生哪種情況，在聽者沒有準確理解原來的立場是

什麼的情況下，這種策略極有可能成功。  

    曲解對方立場或者把一個假想的立場強加給對方，這就犯了“稻草人”謬

誤。在兩種情況下，通過採取最小反抗辦法來設計抨擊方案：把一個更容易遭

抨擊的立場強加給對方。通過歪曲對方的立場，樹立一個很容易被擊倒的“稻

草人”。最極端的情況是，被抨擊的立場並沒有表現出與原來的立場有任何相

似之處，但有時要通過詳細考察才能發現這兩個立場不同。  

    把一個假想立場強加給對方的技巧之一是，強有力地提出相反的立場。如

果有人堅定說，“我個人相信，為我們的民主政治辯護是至關重要的”，因此

他建議對方反過來想一下。如果對方不立刻宣稱他也是民主政治的強烈支持者，

那麼馬上就會招致他並不支持民主政治的猜疑。  

    把假想的立場強加給對方的另一個技巧是，提及對方所屬的某個群體，並



《 論辯與批判思考》讀本 

- 100 - 
 

把那個群體與這個假想的立場聯繫起來。 

 

    她說，她認為這項研究是有用的，但作為一個生意人，她自然地

把這項研究看作是浪費金錢。  

 

    在這裡，說話者暗示：顯然這個群體(商人)考慮了這件事，且把應用於這

個群體的東西也應用於該群體的所有個體成員。  

    在第三種技巧中，不僅立場是假想的，而且對手也是假想的。使用諸如“幾

乎每個人都認為……”，“教育家認為……”，“最近每個人都在說·……”

之類的表達式，實際上並沒有指出誰持有這個正被抨擊的立場。沒有調查報告、

民意測驗或其他確實有人堅持這個立場的證據供參考。 

    當對方的立場被曲解時，從某種角度表明了這樣會使得該立場更難以辨護，

甚至更站不住腳或更荒謬。這通常都是通過把立場從背景中抽取出來將其簡單

化或者將其誇大來實現的，正如一位心理學家對他指導的一篇博士論文持反對

意見的下述抱怨那樣。  

 

    這個結果是非常令人氣餒的，因為他的研究方法是：對某些句子

斷章取義、曲解原意，最後還對它們作適當誇大一一原文不是這樣的

一一使讀者為他的無所不知和信手拈來所折服。我認為這是一種膚淺

的討論學術的方法。  

 

    通過概括來誇大立場，這也許可能通過省去“有些”和“少數”之類的量

詞，然後用“所有”取代它們來實現。這個作為結果的立場很容易遭到抨擊。

如果你要為“有些男人過分敏感的”這個立場辯護，那麼你的工作是只需給出

幾個過分敏感男人的例子。為“‘所有’男人都是過分敏感的” 這一立場辯

護自然困難得多，因為只要對方給出一個不過分敏感男人的例子，就足以使你

的立場站不住腳了。  

    將立場簡單化通常所用的技巧是，除去細微的差別和約束。第一個好例子

是，指責某人寫過“順勢醫療論者是騙人的”，而他實際上寫的是“順勢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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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和騙人之間的界線是相當模糊的”這樣一個群體。 

    如果有所爭論立場的原始表述作為參考，就可能檢驗它是否被準確地複述。

如果沒有原始表述，那就很難了。可是，有時複述多麼不可能，以至於直接受

到懷疑。一位參議員針對某位衛生部副部長把體育運動作為業餘活動來推廣的

論辯作回應時，令人懷疑的立場複述發生了。  

 

    第一個論證是與衛生保健費有關的，顯然是不可靠的。副部長擔心的是，

在醫療設施的幫助下，很少活動的身體部分很快會變得脆弱或衰老一一使用這

種醫療設施一天的費用等於人均一個月的收入──既然體育教練比外科醫生便

宜，如果更多人參與體育運動，衛生保健費就能夠降低。  

 

    在其他情況下，密切注意到阻礙複述立場的某些信號是有幫助的。當說話

者太強調對方立場時，是值得懷疑的，這些標識詞是：“作者明確主張……”，

“作者明顯認為……”等等。儘管還有其他表達式，但這些都往往表明所聲稱

的立場並不是作者的觀點。  

 

7.4 違背相於規則 

 

     規則四：只有提出了與立場相關的論辯時，其立場才得到辯護。  

 

    規則四強調立場辯護的兩個最起碼要求：其一，辯護必須借助論據；其

二，那些論據必須真正與所要辯護的立場相干。如果反方沒有注意到上述這

些起碼要求還未得到滿足，那麼他便會在不相干論據的基礎上以接受論證而

結束。在這種情況下，意見分歧實際上沒有真正得到消除。  

    違背規則四常常發生在論辯階段。違背這一規則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

況是，論辯與衝突階段提出的立場沒有任何關係。我們把這種情況稱為“不

相干論辯”；第二種情況是，用除論辯之外的其他手段來為立場辯護，而同

時正方表現得好像在提供論辯。我們把這種情況稱為“非論辯”。  

    事實上，不相干論辯所辯護的立場並非是引起意見分歧的那個立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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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稻草人情形一樣，在立場所涉及的命題中出現了轉移論題。但在不相干論

辯的情況下，正是正方歪曲了他自己的立場。代替使立場更容易被抨擊的是，

這一轉移使得立場更容易被辯護。那麼，這種謬誤犯了提出“僅與立場相干

而不是討論的那個立場”謬誤，又被稱為“不相干結論謬誤”。如下例： 

 

業餘體育運動正被體育小賣部賣出的白酒毀掉，因為研究表明百分之八十的

體育小賣部賣白酒。 

  

    詐看起來，這個論據與立場似乎也是相關的，但實際上論據(百分之八

十的小賣部都賣白酒)並不支持立場“業餘體育運動正被體育小賣部賣出的

白酒毀掉”。然而，這個論據支持另一個不同的立場“在體育小賣部買白酒

是很容易的。”  

    當使用非論辯時，並不總是為了讓對方信服，而是為了贏得第三方。代替

提出論辯來支持爭論立場的是，正方試圖操縱目標聽眾的感情、情緒或偏見。

如果使用了這些經典說服手段即“理念” (logos)、“道德”( ethos) 和“憐憫”

(pathos)，那麼我們就可以說在這裡“情感”取代了“理性”
9
。這就是為什麼

操縱聽眾感情被稱為“情感謬誤”的原因。  

    情感謬誤通常在群情激烈的公共討論中比較盛行。在這些情況下， 誰能

成功地操縱聽眾(不管是積極還是消極)的感情，誰就擁有了立場被接受的最佳

機會。訴諸積極感情的例子是，訴諸聽眾的安全感或誠實感。訴諸消極情感的

例子是，訴諸聽者的恐懼感、貪婪感和羞愧感。下面一封致編輯的信指責反恐

討論的參與者操縱了人們的感情。  

 

    當卡特先生談到死于恐怖活動的無辜婦女與兒童時，他不正當地

操縱了陪審團成員的感情。因為事實上當受害者是男人，不管是普通

男人，還是警察或士兵時，都一樣是恐怖事件。  

 

                                                
9
  張樹學在《批評性論辯:論辯的語用辯證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中分別把 pathos、ethos

和 logos 譯為激起憐憫、精神氣質和事實論據。──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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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諸偏見或訴諸感情通常並不總是當作像論證一樣來提出的，用情感方式

強調特定利益或價值的重要性常常就足夠了。聽眾本身會將這些情感與所爭論

的立場建立起期望得到的那種聯繫。  

    除了憐憫這種修辭說服手段之外，正方還可能充分利用道德。 亞里士多德

也相信這種方法是最有效的。當說話者試圖根據自己的專家意見和優良品德來

決定有利於他們的意見分歧時，他們利用了道德。他們試圖通過他們的專業性、

可信性或誠實性來贏得聽眾。他也許根本不必為其立場辯護。 

    充分利用“道德”本身並沒有什麼錯誤。在多數情況下，除了根據專家意

見接受某些東西以外，沒有其他選擇。有些主題需要太多專業知識，故外行人

無法獨立地校驗它們。在其他情況下，正方也許是某一事件的唯一目擊者，或

者是能夠校驗某一陳述正確性的唯一人選。這種情況的例子就是關於說話者自

身的情緒或身體健康狀態的陳述。在這種情況下，依賴別人的判斷不會有什麼

問題，重要的是必須意識到：既然把爭議留給了專家來解決，那麼用這種方式

並沒有使意見分歧得到真正地消除。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情形：某人聲稱自己具有專門知識，但實際上他

並不擁有這種知識，或者他的專業知識與當前的問題是無關的。這就犯了濫用

權威的倫理謬誤，這與傳統上稱為訴諸權威謬誤是一樣的。例如，某人在沒有

提供實際論辯的情況下以教授自居，聲稱他擁有必要的專門技能而大談核能威

脅，而實際上他的專業領域是研究埃及的。 

  

7.5 違背未表達前提規則 

 

    規則五：一方不得錯誤地把另一方未表達的東西當作前提來提出，或者

否定對方留有餘地的前提。  

    違背規則五與日常語言中各種隱性的或只是間接表達的事件有關。當然，

討論雙方不應該試圖不恰當地利用晦澀語言或間接語言。當反方重構一個未表

達前提來抨擊對方的立場，而重構的這個未表達前提卻離開正方實際堅持的立

場很遠時，這就為背了規則五。通過誇大為表達前題，使得該立場易遭受抨擊，

這種謬誤被稱為“誇大為表達前提謬誤”。當正方拒絕接受一個自己的辯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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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涵的未表達前提時，他就違背了規則五，因此犯了“否認為表達前提謬

誤”。 

    違背規則五的情形常常發生在論辯階段。帶來的結果是，由於論辯雙方都

否認了他們的承諾或者論辯雙方都認為對方說過什麼話，因此意見分歧並沒有

得到消除。規則五的本意是，正方不能認可自己沒有真正承諾過的任何東西，

且必須堅持自己已經承諾的所有東西。  

    誇大未表達前提謬誤在於，添加一個超出了正當理由的未表達前提， 且

把這個超出了正方辯護所產生承諾的前提指派給正方。在下面這個例子中，希

瑟就犯了這類謬誤。  

 

    傑羅姆：他很可能不很喜歡狗，因為他有一隻貓。  

    希瑟：所以，根據你的說法，你認為每個有貓的人都討厭狗嗎？  

    傑羅姆：不，我並沒有那樣說。我的意思只是許多養貓的人都不

很喜歡狗。  

 

    在傑羅姆用謹慎的方法(“很可能”)表達了其立場的情況下，把“根據 

你的說法，每個有貓的人都討厭狗”這個未表達前提強加給傑羅姆，這是不

對的。此外，“不很喜歡狗”並不等於“討厭狗”。也正是在這一方面，希

瑟誇大了傑羅姆的未表達前提。  

    如果說話者拒絕接受其辯護所確實蘊涵的成分，那麼他們就犯了否定未

表達前提謬誤。如果對方正確地把正方論辯所蘊涵的成分澄清了， 而正方還

要否認了這一點，那他就犯了否定未表達前提謬誤。由於隱藏在“我從未說

過”這一主張的背後，故正方妨礙了意見分歧的真正解決。  

    當未表達前提包含著弱要素或者有爭議要素時，否認未表達前提的傾向

便是最強的。下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並不反對同性戀。我僅僅認為認同同性戀關係的年齡不應當降低，

因為存在男童會被推向同性戀的危險。 

 



二、論辯巧智－有理說的清的技巧 

 - 105 - 

補充讀物 

 

    對謬誤歷史研究頗有影響的著作，是漢布林的《謬誤》一書(C. L. Hamnblin， 

Fallacies， London: Methuen， 1970， reprinted by Vale Press， Newport News， VA)。

以形式方法研究謬誤，見伍茲和沃爾頓《謬誤邏輯》 (J. Woods and D. Walton， 

The Logic of the Fallacies， Toronto: McGraw- Hill: Ryerson，1982)。謬誤的語用論

辯方法見凡‧愛默倫和荷羅頓道斯特《論辯、交際與謬誤：一種語用論辯觀》

(F. H. van Eemeren and R. Grootendorst，Argumentation， Communication and Fallacies: 

A Pragma -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Hillsdale， N. J .: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2， Chapters 8 - 19)。謬誤研究的最新進展，見凡‧愛默倫主編的《論辯理

論的關鍵概念》(F. H. van Eemeren in F. H. van Eemeren (ed.), Crucial Concepts in 

Argumentation Theory, Amsterdam: Sic Sat，2001， Chapter 6)。  

 

練習與思考 

 

    一、下列哪些陳述因自身的不可證偽性而逃避了舉證責任？ 

    

    1.人很壞。  

    2.凱茜很壞。  

    3.凱茜騙取社會公益服務。  

    4.醫生騙取社會公益服務。 

 

    二、下列這段話中是否違背討論規則？如果違肯了，犯了什麼謬誤？  

    

    1.致編輯的信:  

    我和凱薩琳‧貝內特都為傑佛瑞‧阿徹不再是倫敦市長的候選人

而擔憂，但不是因為他虛構經歷、他的財政問題，甚或是他的作品品

質量─過去18年中沒有哪個托利黨政客是合格的。我憂慮的正是他的

政治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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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項目工程師說湯普森比我更適合繼續完成她的工程。但是你知

道湯普森同她的女兒訂婚嗎？  

    3.應該在這個國家引進死刑。你們確實想讓你們的孩子生活在一

個安全的地區，難道不是嗎？  

4.致編輯的信： 

    我要就你7月23日發表的社論《漢普頓小夜曲》發表一點看法，你

把富人描述得膚淺且不值一提。但我在漢普頓有一位密友，是一位在

漢普頓擁有一棟房子的億萬富翁。1960年我們在研究生院相識。後來，

他沒有完成哲學博士學習任務，就去一家投資銀行上班，每週50美元，

而我拿到了哲學博士學位。現在，我每年賺75000美元，而他賺數百萬。

無論我什麼時候拜訪他，我對他的成就，除了感到驕傲之外再也沒有

別的什麼了。我很榮幸認識他。我認為，財富不會“使人迷失方向”

或者“使人生錯位”。我感到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自由國度裡。我多

麼自由，那些像我這個朋友一樣沒有任何關係和背景的年輕人最終也

能獲得成功。  

 

三、為了反對在荷蘭建立妓女職業協會，工會給出了如下論證：“"我們

反對賣淫，因為那是剝削婦女，因此，我們不應當把它當作一種職業。“下

列對這個論證的解釋哪個是工會主張的？  

 

    1.剝削婦女是錯的。  

    2.涉及剝削的不能作為一種職業。 

    3.剝削是錯的。 

 

    四、下列摘自荷蘭作家吉瑞特‧康里奇專欄的材料出現了哪種人身攻擊？

如果有必要，請使用最大化論辯解釋策略。  

 

    在荷蘭，為什麼反對種族隔離的呼聲到處都如此激烈，這使我感

到吃驚。畢竟，沒有其他國家能通過種族隔離結合在一起。荷蘭人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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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氣揚地譴責自己國家制度軟弱無力。對教區制度的熱情席捲整個國

家機構。每個人都試圖狂熱地維護、鞏固自己的教區，為自己教區謀

利益。可是，一旦相同事件在遠方的其他國家發生，他們就認為是極

端卑鄙的。荷蘭人在為其他國家的邪惡行為氣急敗壞時，而邪惡之風

已經在他們自己的後院狂飛亂舞了。  

 

    五、請思考下列論證的回應是逃避舉證責任還是轉移舉證責任？是直接型

人身攻擊還是間接型人身攻擊？是“你也是”謬誤還是“訴諸武力”謬誤？ 

  

    1.妻子對丈夫說：“你不知道如何管錢嗎？”  

    2.姑媽對正在學心理學的外甥說：“我確實想知道，任何事情都

起源於性，這是否是真的。” 

    3.小孩對父母說：“我完全能夠照顧好自己。”  

    4.古董商對顧客說：“你故意弄倒了那個花瓶。” 

 

    六、下列段落是否違背了討論規則？若有，犯了什麼謬誤？ 

  

    l.許多人都被我們稱作“社會怠慢”的小東西嚴重傷害過。那是

一個著名的心理學事實：那些變得最容易被冒犯的人最沒有自尊。  

    2.愛麗絲：你不應當不問我就從我書架上拿書並把它們借給別

人。  

貝蒂：我沒有從你書架上拿書呀，更不用說把你的書借給別人啦。  

愛麗絲：嗯，那些書不在書架上了。你能告訴我它們到哪兒去了嗎?  

    3.事實上，漬癡並不是我們吃什麼的結果，而是什麼正在吃我們

的結果。  

    4.當問到如果烏克蘭、愛沙尼亞的波羅的海州、拉脫維亞和立陶

宛被邀請參加北約組織，俄羅斯會採取什麼措施時，旪利欽先生說他

希望西方國家足夠“現實”，故不會那樣做。他說：“對於俄羅斯來

說，北約的擴張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否則，歐洲的穩定可能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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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新的緊張局勢。”  

    5.致編輯的信:  

    我敢肯定地說，你關於羅馬教皇約翰‧保羅論保護天主教信仰的

文章中所引用的我的話是即興評論。我簡要告訴過你們的記者。我解

釋說，在我讀文章前，我不能對其作任何評論。因此，你所引用的話

既不反映我對這件事的態度，也不反映我所編輯的文章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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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辯巧智─有理說的清的技巧 

8.謬誤(二) 

 

 

【主要內容】  

    論辯階段可能出現的謬誤有：(1)錯誤地把某一出發點當作已經達成的一致

意見，或者，否認已經取得一致意見的那些出發點所承諾的內容(違背了出發點

規則六)；(2)使用不適當的論證圖式，或者，不正確地使用了某個論證圖式(違

背論辯圖式規則七)；(3)使用了無效推理(違背有效性規則八)； (4)在討論的結

束階段，一個結論有沒有正當理由，是與成功辯護或失敗辯護相聯繫的(違背結

束規則九) ； (5)最後，在討論的任何階段，都有可能使用不清楚的或含混的

語言的語言來防礙消除意見分歧(違背用規則十)。  

 

8.1 違背出發點規則 

 

    為了能夠令人滿意地消除意見分歧，討論雙方必須互相給對方表達不同意

見的自由，必須準備承擔通過論辯來為他們的立場進行辯護的舉證責任，不能

錯誤地把某些立場或論據強加於對方，不要試圖表示不贊成自己已經承諾的立

場或論證。雖然遵守了所有這些規則，論辯就前進了一大步。但是，滿足這些

條件還不夠。所提出的論證還必須滿足其他許多必要條件。  

    如果正方為其立場作了決定性辯護，那麼，意見分歧消除是支持正方的，

否則就是支持反方的。只有辯護的論證直接為對方所接受，辯護才能被認為是

決定性的，因為這些論證成為共同出發點的要素，或者，這些論證可接受是因

為它們基於有效推理和適當論證圖式。如果論辯雙方都沒有遵循關於立場的決

定性辯護規則，那麼他們的論辯就會包含著謬誤，而正是這些謬誤使其辯護不

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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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六：辯雙方都不能錯誤地把前提當作公認的出發點，或者否認代表了

公認出發點的前提。  

 

    正如與不遵守任何討論規則的人進行討論是無意義的一樣，與不承認任何

出發點的人討論也是沒有意義的。為了消除意見分歧，論辯雙方必須最小限度

地共同認可某些事實、信念和價值取向。如果雙方不同意這些內容或者其中某

些內容，那麼他們就決不會成功地相互讓對方相信其立場的可接受性。最後，

立場辯護取決於論辯雙方都接受的某些陳述序列。  

    論辯具有清楚、明白、一致的出發點，這種情況是不多見的。論辯雙方一

般都假定他們共同接受了某些出發點。論辯雙方越相互瞭解，關於共同出發點

假定的準確度可能也就越大。有時，要就出發點達成清楚、明白、一致是沒有

必要的。  

正反雙方實際上不必相信作為共同出發點的所有命題都為真，或者均可接

受，但他們必須假定接受它們而進行討論。有時，一個命題暫時被接受為真，

只是為了檢驗它的可接受性，或者甚至是為了展示因其結論站不住腳，故不可

接受。要想要求論辯雙方必須真正相信所有出發點均可接受，這是不可能的。  

    如果論辯一方”錯誤地把某一前提當作共同的出發點來提出”或”否定

一個確實屬於出發點的前提”，他就違背了規則六。  

    如果反方質疑一個已達成一致意見的出發點命題，或者質疑正方以可証背

景的信息為基礎而正當地認為反方已承認的命題，那麼，反方就違背了規則六。

在討論中，作為出發點的命題是不容質疑的。當然，在後面的分別討論中，命

題總會受到質疑。如果所有假定同時都受到質疑，那麼就不存在有意義的討論，

且意見分歧決不可能得到消除。在討論過程中，如果反方以機會主義為由突然

開始質疑先前已達成一致意見的命題”但是，我曾說過地球是圓的嗎？”“但

是，亂倫到底有什麼錯呢？”這同樣違背了規則六。  

 

    如果正方看起來好像接受了某個命題作為出發點，但事實上並沒有接受，

那麼正方就違背了規則六。防止某個命題免遭抨擊的常用技巧是，用不太引人

注意的方式來表達某些有爭議的內容，即可以通過把這個有爭議的命題作為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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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說話者秘而不宣的假定)來實現。例如，用”我不明白佛瑞德為什麼不做點

克制賭癮之事”代替直接表達”佛瑞德沉溺於賭博”。在第二個表述中，假定

了佛瑞德賭博上癮，因此錯誤地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他賭博上癮已是既成事

實。  

    正方不僅在作斷言時且在提問時都可以不公平地使用預設：  

 

    你們大家今天在和誰爭吵呢？ 

 

    如果還沒有確定是否發生了爭吵，那麼這個問題的表達是誤導，因為它給

人這樣的印象：發生了爭吵是共同的出發點。為了適當地處理它，需要把這個

問題分成兩個”今天你們和別人爭吵過嗎？”和”你們和誰爭吵呢？”原來

的提問方式就是”多重問題謬誤”的一個例子。  

    有時，正方錯誤地假定某個命題屬於共同出發點的另一種情況是，在為其

立場作辯護時，他們需要使用與其立場相同的東西作為論據。由於立場正是所

要論辯的，故他們清楚知道與立場相同或相似的陳述不屬於共同出發點。然而，

如果他們就是這樣做的，那麼他們犯了”循環推理”謬誤(又稱為”乞題”，

或”以假定為據”)  

    這兒有一個循環推理的簡單例子： 

 

    種族歧視是一種該受懲罰的罪過，因為他觸犯了法律。 

 

    直到人們意識到”一種該受懲處的罪過”意味著觸犯了法律，這種循環

論證或許才會馬上變得明顯。因此，上述事例中的論據與立場兒乎是同一的。

循環推理的另一個不太明顯的例子受到了魯迪‧考斯布洛的挑戰。  

     

    在《演說》最近的一篇文章裡，凡‧黑特‧雷夫嚴厲指責了那些利用赫

爾曼格言的人。赫爾曼的格言是”正如與其他生物一樣，人體是一個化學程

式”，雷夫抨擊這個格言說”我從未收到過化學程式寄來的信息。”這是一

個引用未經證實命題的經典例子：假定這個格言是正確的，那麼雷夫將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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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化學程式發來的信息。  

 

8.2 違背論證圖式規則 

 

    規則七：如果辯護沒有借助正確運用適當論證圖式來進行，那麼就不能認

為立場得到了決定性辯護。  

    即使構成論辯的所有陳述都為論辯雙方所接受，那麼如果這些陳述並不足

以支持立場，或者它們是試圖用來支持論辯的某一部分，該辯護還是不能被認

為是成功的。只有正方使用了適當的論證圖式為其立場辯護並正確地應用了它，

該辯護才能被認為是成功的。如果正方使用了不適當的論證圖式或者以不正確

的方法應用了它，那就違背了規則七。違背這一規則通常發生在論辯階段。  

    有些論證圖式很少被公認為是可靠的。很可能對方不接受這些圖式就違背

了規則七。公眾謬誤或訴諸公眾論證就是這類圖式(基於徵兆關系論辯的變形)。

在公眾謬誤中，某些人的意見被用於支持立場的可接受性：認為應當接受某一

立場，是因為很多人同意它。然而，正如下面一封致編輯的信中所指出那樣，

這不是真的。  

 

    成百上千的興奮讀者、觀眾或聽眾根本不是某一意見正確性的証

明，用他們的意見作論據純屬散布謠言。 

 

    在論辯中，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不可靠方法是，不適當地訴諸于因果關系。

這種混淆事實與價值判斷的錯誤傳統上稱為訴諸結論論證。用一個事實命題來

支援立場，常常把它當作規範命題提出，是因為它把注意力引向了立場的令人

不愉快的結果：”那不是真的，因為我不想它是真的”，或者”那是真的，因

為我想它是真的”。一個”訴諸結論”的例子是：  

 

    天不可能下雨，因為那樣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取消野餐活動。 

 

    即使論證圖式本身是適當的，應用這一圖式的方法也不都是正確的。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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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地應用了某一論證圖式，那麼與這個圖式相應的所有批判性問題都能得到

令人滿意的回答。例如，在犯了”濫用權威謬誤或訴諸權威論證”中，一個命

題被作為可接受的命題提出，因為有權威人士說是這樣，或者有人以權威身份

不適當地提出書面材料認為是這樣。這是一種基於征兆關係圖式的特殊的錯誤

應用。  

    另一個不適當使用了基於徵兆關係論證圖式的例子是”輕率概括謬誤或

片面推論”。這裡的謬誤在於：以太少觀察證據為基礎進行概括。  

 

    1991年，我們去古巴度假後，1992年又去了那裡，這表明古巴是

個旅遊勝地。  

 

    一對旅遊夫婦準備連續去古巴兩次旅遊的事實，並不能證明：就一般情況

而言，古巴是旅遊勝地。  

    如果論辯是基於類比關係的，那麼這個類比就必須是一個可靠的比。用來

比較的兩件事件必須確實具有可比性，而且肯定不存在使比較無效的特殊情況。

如果這些條件都不滿足，那我們就犯了”錯誤類比謬誤”。  

    在使用第三種論證圖式確定因果關係時，推理也可能會誤入歧途。有時因

果關係只是以這樣的事實為基礎的，即一事件先於另一事件發生。這就是在”

以先後定因果謬誤”(在此之後，是因為此)。一個足球教練認為入場卷銷售額

增加是由於他接任了教練職位，他就犯了以先後定因果謬誤。 

 

    我喜歡米蘭隊。我喜歡他們的打法，他們的勇氣，他們的拼勁。

自我來之後，我們的季票銷售從4000張上升到71000張。那一定是有原

因的。  

 

    錯誤使用因果論證圖式的另一個通常情況與語用論辯有關。其錯誤在於，

在沒有證據證明會發生這種結果的情況下，錯誤地認為，採取某一行動將不可

避免地使情況變得更糟。由於沒有表明所預料的負面結果真的會發生，因此其

中一個合乎因果論辯的批判性問題並不能得到令人滿意的回答。這就是滑坡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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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吉瑞特‧康里奇在描繪政府支持保護婦女(但不是同性戀者)免遭性侵犯的

提案時，結果就出現了滑坡謬誤。 

 

    那些認為性侵犯只有針對像女孩和婦女這類狹小群體時才是嚴重

的人必然會失敗，因為根據他們的邏輯得出的結論是：任何形式的侵

犯都是可接受的，只要它的對象不是女孩和婦女。 

 

8.3 違背有效性規則 

 

    規則八：在論辯中，推理必須是邏輯有效的，或者必須通過弄清一個或

多個未表達前提使之成為邏輯有效的。  

 

    長期以來，違背規則八一直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謬誤形式。然而，無效推

理肯定不是意見分歧不能消除的最重要原因──要是沒其他原因，如：日常

生活中的論證常常如此不完全，我們是可以通過補充一個或多個前提就能使

推理邏輯有效。 

    把未表達的所有東西都弄明白之後，如果推理仍然是無效的，那就違背了

規則八。違背這條規則必然與隱藏在論證中的推理的邏輯形式有關。 

    有幾種形式錯誤的推理經常有規律地出現在論辯階段。最有名的兩種形式

就是肯定後件式和否定前件式。這些形式是對應於肯定前件式和否定後件式的

無效形式。這兩種無效推理形式所犯的錯誤是：把充分條件處理為必要條件，

採用必要條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後件式和否定前件式的推理模式。 

 

    如果吃了變質的魚(前件) ，就會生病(後件)。 

    安妮病了。 (肯定後件)  

    因此，安妮吃了變質的魚。 

  

    如果吃了變質的魚(前件) ，就會生病(後件)。  

    安妮沒有吃過任何變質的魚。(否定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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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安妮不會生病。 

  

    當人們靜下來想想安妮生病可能是由於除吃變質魚之外的其他原因時，

理解這兩個推理無效就很容易了。  

    違背規則八的另一種情形是：不正確地把整體的屬性當作部分的屬性，或

者把部分的屬性當作整體的屬性。我們把前者稱為”分解謬誤”，而把後者稱

為”合成謬誤”。這些謬誤涉及把整體簡單地理解為部分之和，也認為整體的

每個屬性也都適用於它的各個部分。但事實上，對於部分來說是真的，對於整

體而言並不必然是真的。燉肉的每一構成要素都是美味佳品的原料，並不能保

證燉出來的肉也是美味的。下列關於學校自助餐廳經理的評論似乎就過於樂

觀。 

 

    我們用的是純正黃油、奶油以及新鮮萵苣，因此，我們提供的飯

菜味道肯定好極了！ 

  

合成謬誤的另一個例子是： 

 

    天主教堂是窮人的教堂。  

    因此，天主教堂是窮的。  

 

    這個論辯的錯誤何在？首先，這裡沒有考慮到”窮”是一個相對概念：相

對個人的財富標準與相對教堂的財富標準是不同的。天主教堂是否窮，只能通

過將它的財富與其他教堂或同類機構相比較才能確定。其次，給人印象是，教

堂的財富只是收入所得與個體成員財產的簡單之和，而實際上述包括”其他因

素”，例如，教徒們將其收入所得捐獻給教堂的比例。  

    分解謬誤的一個例子是：  

 

    這個內閣是優柔寡斷的。  

    因此，部長們都是優柔寡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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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論辯的錯誤在於：如果作為整體的內閣是優柔寡斷的，那麼內閣的

所有成員必然也都是優柔寡斷的。事實上，每個成員都很果斷，這完全是可

能的。每位部長都有不同意見，因此，整個內閣不能作出決定，這也是可能

的。  

 

8.4 違背結束規則  

 

    規則九：立場辯護失敗必然導致正方要收回立場，而立場辯護成功必然

導致反方要收回質疑。  

    甚至在意見分歧消除過程的最後階段，論辯已經完成，只需要結束討論時，

消除意見分歧仍然可能受到阻礙。討論的結束階段必須確定意見分歧是否已經

消除，論辯結果到底支持哪一方。如果正方確信立場已得到最終辯護，但反方

仍然堅持並非如此，那麼討論就會以僵持不下而告 終。  

    如果正反雙方對結果達成了一致，那麼他們必須接受某個結論。如果正方

沒有成功地為其立場辯護，那他就必須放棄立場。否則，正方就犯了拒絕收回

沒有成功辯護的立場謬誤。如果正方成功地作出了辯護，那麼反方就必須收回

對正方立場的批判。否則，反方就犯了拒絕收回對已成功辯護之立場批判謬誤。

這裡有一個例子。  

 

    好，既然如此，那我再也沒有什麼異議了。但我仍然不同意。 

 

    當被誇大的結論被認為是成功的抨擊或辯護時，違背規則九的其他情況便

產生了。成功辯護的正方有權要求另一方收回對立場的質疑，但是除此之外不

能再有更多的奢望了。否則，正方就犯了”立場為真，因為它已被成功地辯護

的謬誤”。如果正方得出已證明其立場為真的結論，那麼他們就做得過火了一

點。他們唯一能表明的不過是：以公認出發點為基礎，他們的立場可以得到成

功地辯護。這並不意味著在更廣意義上該立場必然為真或者是可接受的。在討

論背景之外，出發點的可接受性畢竟還沒有確定。論辯雙方甚至不必相信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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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出發點為真或者是可接受的。同樣，辯護失敗不能保證該立場為假或其

相反立場為真。得出上述結論的反方犯了”立場為真，因為對方沒有成功地辯

護的謬誤”或訴諸無知論證。  

    在這個謬誤中，第一個錯誤是：混淆了論辯雙方的角色。在非混合型意見

分歧中，只有一方即正方有為其立場作辯護的義務，而反方只需懷疑正方的立

場即可，因此，對反方來說，要想成功地為相反立場作辯護是不可能的。只有

在混合型討論中才存在兩個正方和兩個立場，因而兩個正方都有義務為各自的

立場作辯護。儘管如此，如果一方辯護失敗，並沒有免去另一方的舉證責任。 

    第二個錯誤是：假定了與所採取的立場相聯繫的命題必定要麼肯定要麼

否定。在這裡，忽略了”中間過程”的可能性一一不接受任何立場，採取中

立。如果正方為立場辯護失敗了，這並不意味著正方必須馬上接受相反的立

場。如果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必然結論，那麼就犯了”訴諸無知謬誤”。下面

這個例子同時犯了兩個錯誤。  

 

    母親：你不該打孩子，因為這樣會使他們對社會喪失信心，10年

後他們將會毆打任何人了。 

    父親：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打孩子會導致孩子長大後有暴力傾向，

因此，偶爾有理由地打孩子不會對孩子的將來造成任何傷害。 

 

8.5 違背用法規則 

 

    規則十：論辯雙方均不得使用不清晰或含混的語言表達式，且必須盡可

能謹慎正確地解釋對方的語言表達式。  

 

    不清晰或含混的語言對意見分歧消除有著直接的負面效果。一方面，在

衝突階段，表達不清晰會導致”偽意見不一致”，在這裡，所選擇的表達方

式暗示著意見分歧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表達不清晰也會導致”偽意見一

致”論辯雙方都以為已經達成了一致，但事實上他們的一致是以在立場中對

所使用術語的不同定義為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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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討論的任何階段，違背規則十的語言表達含混或表達不清晰都有可能

發生。只要論辯一方企圖用表達不清晰或表達含混的語言來改善其在討論中

的地位，他就犯了表達不清晰或表達含混謬誤。  

    這些謬誤不僅單獨出現，有時還與違背其他討論規則的謬誤一起出現。有

時表達不清晰會伴隨著一個謬誤且增強了它的影響力。如果間接使用了威脅或

譴責，那麼訴諸武力論證或人身攻擊論證常常更有效。有時候，不清晰天生就

是謬誤，例如，誇大未表達前提謬誤。反方誇大未表達前提正好是因為它沒有

被明確陳述。 

    有時，要識別語言表達是否不消晰，必須依賴於較長的語篇結構；我們把

這種不清晰稱為語篇層面上的結構不清晰，它是由”不合邏輯”的次序，缺乏

一致性，結構模糊等原因所致。高茲布洛姆描繪了這種表達不清晰的影響力。  

 

    在眾多討論中……，混合交替地出現描述要素、解釋要素、評價

要素，正是這些要素導致了”實話”和”廢話”的混合，這種混合難

以捉摸，我們最好把這種混合稱為”無意義”。令人吃驚的是，許多

關於政治和道德，即關於社會的討論，都是由辭藻華麗的廢話構成的。

出發點、術語、結論甚至問題陳述一起組成了描述、解釋、說明和價

值判斷的無可救藥的混亂狀態。參與這種討論是在窺探華麗的大黃蜂

巢。 這使得我們無能為力和無言以對。  

 

    從句子層面上，我們可以把表達不清晰分為四種類型：由隱性的言語行為

所引起的表達不清晰，由未下定義所引起的表達不清晰，由使用不熟悉的語詞

所引起的表達不清晰，以及由意義曖昧所引起的表達不清晰。解釋這些表達不

清晰的最佳方法就是舉例。假如有人說“查理斯是有盜竊癖的人”。聽者可以

用許多方式來澄清。  

 

    1.你是在告誡我呢還是在告知我？ 

    2.查理斯？他是誰？  

    3.一個有盜竊癖的人？那是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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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你的意思是，他是一個有盜竊癖的人嗎？你的意見是他曾經偷

過東西呢，還是他盜竊成癖呢？  

 

    問題1表明：表達不清晰是由隱性的言語行為所致，聽者不相信這個言語

行為的交際功能，因為背景與情形允許多種解釋。  

    問題 2 表明：表達不清晰是由未下定義所致，它尋求清晰的命題內容。聽

者不能決定說話者指的是誰，即指稱不明。 

    問題3：也表明了命題內容中的表達不清晰，但是，這裡有疑問的是論斷：

聽者並沒有正確地理解說話者試圖說關於查理斯什麼，因為他不知道“有盜竊

癖的人”這個詞語的意義，或許甚至從未聽過這種病。因此，這顯 的表達不清

晰是由於不熟悉這個詞語或它所指的那種病所致。 

    問題4是，聽者為了獲取說話者在使用“有盜竊癖的人”這個詞時的更清晰

意義，因此減少了它的“曖昧性”。雖然聽者知道這個語詞的意義，但是仍然

不知道說話者使用的標準是什麼。通常情況下，偷竊頻率要多高才算是“有盜

竊癖的人”呢？  

    含混與語詞或短語的多義性有關。例如，我們可以給出“那是赫爾曼的肖

像”這個語句以三種不同的解釋：1)這幅肖像是赫爾曼畫的；2)這幅肖像屬於

赫爾曼；3)赫爾曼是這幅肖像的對象。  

    有時，問題本身也可能是含混的。例如，對於“誰是托尼？”這個問題， 

我們至少可以給出五種不同的可能解釋：  

 

    1.你們三人中誰是托尼？  

    2.照片中誰是托尼？  

    3.那個演托尼的演員是誰？  

    4.你能告訴我關於托尼的事嗎？  

    5.我們究竟為什麼應當聽托尼的？  

 

    含混包含著指稱含混，下列語句中，“她”是指誰，卡拉還是桑德拉，

這 是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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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給桑德拉這個郵件，那是她在這裡的最後一天。  

 

    下面摘自一封致編輯的信提供了另一種由於不恰當地運用語言表達式而產

生含混的很好的例子。 

 

    雖然懷利先生盧稱他對任何事情都是開放的，但他點上一支大雪茄就起

身離去，迅速消失在煙霧之中……。當他應當以一個自由黨人身份講話時，

懷利先生沉默了。懷利先生吸著煙，有煙處必有火。  

 

    這個表達式“有煙處必有火”是在兩個意義上來使用的。從字面上看，

“煙”是用於指從懷利的雪茄上冒出的煙。同時它被比喻地使用：既然懷利

自己什麼也沒說，關於他的謠言肯定有些是真的。這種含混用法充分偽裝了

這樣的事實：立場“懷利目前並不開放”正由他抽雪茄這個不相干論證支持

著。  

 

補充讀物 

 

    對謬誤的深入研究，參見伍茲和沃爾頓的《謬誤：1978-1982論文選集》(J. 

Woods and D. Walton， Fallacies： Selected Papers 1972-1982， Berlin：Foris/Walter 

de Gruyter， 1989)以及漢森和平托主編的《謬誤：古典與當代讀物》 (H. V. 

Hansen in R. C. Pinto(eds. )， F'lallacies：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University Park， 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還可以參考沃

爾頓的《非形式謬誤：走向論證批判理論》(D. N. Walton，Informal Fallacies：

Towards a Theory of Argument Criticisms. Amsterdam - Philadephia：John Benjamins， 

1987)和《謬誤的語用理論》 (D. N . Walton，A Pragmatic Theory of Fallacies，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5)。對沃爾頓謬誤方法的討論參

見廷代爾的《謬誤、錯誤與對話轉移：沃爾頓對謬誤辯論的貢獻》(C. W. Tindale，

‘Fallacies， Blunder and Dialogue Shifts： Walto’s Contributions to the Fall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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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 ， Argumentation， 1997， vol. 11， no. 3， pp. 341354. )。關於訴諸

權威論證的類型可參見顧德溫的《權威形式與現實的訴諸權威》 (J. Goodwin，

‘Forms of Authority and the Real Ad Verecundiam' ， Argumentation，vol. 12， no. 

2， pp. 267 - 280.)。 

 

練習題 

 

一、 下列論證有效嗎？ 

 

    1.帕斯卡在一次假想採訪中的引證  

    如果你相信上帝且上帝存在，那麼你就會沒事。如果你相信上帝

且上帝不存在，那麼你沒有任何損失。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且上帝確實

存在， 那麼你就完蛋了。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且上帝不存在，那麼你還

是沒有任何損失。因此，相信上帝總是比較好的。 

    2.這把椅子的所有部分都是由木料做成的，因此，這把椅子是木

制  

    3.這把椅子的所有部分都很便宜，因此，這把椅子很便宜。 

    4.這支足球隊的所有足球隊員都是世界級的，因此，這支足球隊

是世界級的。 

    5.這個圖形的所有部分都是三角形的，因此，這個圖形是三角形

的。 

    6.這套比基尼泳裝下半部分是藍色的，上半部分也是藍色的；因

此，這套比基尼泳裝是藍色的。 

 

     

二、下列情況是否存在表達不清晰或含混謬誤？如果有，原因何在？  

     

    1.採訪紐約科赫市長的電視節目主持人“科赫先生，你好像有很

多收入來源。這與你的職位相符嗎？你是怎麼安排這麼多錢的呢？”  



《 論辯與批判思考》讀本 

- 122 - 
 

    科赫說：“我變得越來越富有了，這給我帶來了巨大的滿足感。

我不會忘記回報社會。事實上，我繳納的稅款就是一大筆財富。總之，

社區應該感謝我。”  

    2.致編輯的信：  

    人們都認為經濟學家出版社的出版物品質不錯。我敢肯定是這樣。

近日，我一個人在攀登薩爾瓦多的一座火山時，我跌倒了，由於左腿

粉碎性骨折而陷於困境。為了固定左腿，以便能爬行求助，我到處尋

找合適的材料。10分鐘後，我用兩根木棍、半棵仙人掌和隨身攜帶的

一本你們的雜志纏住我的小腿，又出發了。 

    幾個小時後，我得救了，木棍和仙人掌因被雨水沖刷而磨損了。

只有雜誌不需要更換。  

 

    三、在下列材料中，討論了語言用途問題。其中的批評是否合理？如果不

合理，是犯了哪種表達不清晰或含混謬誤，還是犯了其他類型的謬誤？ 

  

    1.論自然語言與算術語言：  

    “二乘二等於四”和“2 x 2 = 4”之間有很大差別。就書寫形式

而言， 這兩個語句之間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當我們大聲朗讀

它們時，這個區別就不明顯了。部分原因是我們傾向於忽視這個關鍵

區別，它使得自然語言成為取之不盡的新信息之源。很明顯，由此可

產生荒謬的論證。  

    一個半滿的瓶子等於一個半空的瓶子。我們令滿瓶子為x，空瓶子

為y，就有 

x
2
=

y
2
。等式兩邊同時乘以2，得x=y。因此，一個滿瓶子等於一個空瓶子。 

2.以金賽式描述來瞭解被採訪者的性行為
10
。  

                                                
① 

10 1948 年，美國著名性學專家、印第安那大學教授阿爾弗萊德‧金賽發表了他的性學研究報

告《男人的性行為》，一位評論家將這份報告引發的轟動效應與原子彈相提並論。50 年後的今天，

一部由好萊塢著名影星利亞姆‧尼森主演的電影《性學大師：金賽博士》再度引起人們對金賽的注

意。就在電影即將公映之前，《揭發者( Whistleblower )》雜誌卻披露：金賽是個不折不扣的科學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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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者不應該輕易讓被採訪者否認採用過某種形式的性行為。當

一個人僅僅被問到“是否”曾經做過類似那樣的事情時，很容易回答

“否”。 應該假定每個人都曾經採用過各種形式的性行為，因而問

“什麼時候”第一次嘗試這種或那種形式。  

 

    四、下列情形是否違背了規則七？如果違背了，是由論辯的哪一方遭造成

的？是由於不正確地選擇了論證圖式還是不正確地運用論證圖式所致昵？  

 

1.最壞的古書商是那些有私人收藏習慣的人。他們這樣說：“我

家有一本你想要的書。可惜的是，我不能把它賣給你，因為那是我的

私人收藏品。”這會讓我發瘋。  

如果書商自己收藏這本書，他就不應該把這本書的消息告訴他的

客戶。那就好像你去超市但那裡沒有牛排一樣。正當你盯著空空的肉

櫃時，經理走了過來。你問：“這兒沒有牛排嗎？”經理說：“不，

全部都在我家的冰箱裡。”  

    2.摘自百得(Black & Decker)吸塵器廣告。  

再也沒有其他手提式真空吸塵器比百得提供的吸塵器更令人滿意了。 

    我們沒有理由不那樣說。我們知道，有100萬個英國家庭同意我們

的觀點，因為這就是英國每天使用吸塵器的數字。  

    3.我極力反對達爾文主義。我感到，它使得每件事情變得無意義

和平庸。它完全不可能是真的。如果它是真的，我就不想活了。我不

想與那樣的世界有任何關係。 

    4.致編輯的信：  

    在天氣預報中突然出現“忠告”，是一場終結我們語言中不可接

受的 名詞運動的開始。但這並不鮮為人知。  

    很快，“忠告”就會伴隨一些其他“勸告”而來，從嚴肅的“告

誡”到卑下的“關心”不等，還夾雜著一些錯漏百出的氣象系統的特

                                                                                                                                          
騙、性精神病患者，是 20 世紀最壞的人物之一。──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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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範疇，如“有 望”。天氣本身將變成“氣壓的”，而天氣預報則將

變成“過去的”。  

    一旦演說的其他部分能夠代替名詞的功能得以證明，我們就可以

盼望到一個語言開放性的新紀元，那時，語詞不再被一成不變的語法

暗中約束著，可以在它們所在的語句中自由地發揮它們的種種潛力。 

5. 

 

五、在下列材料中，首相譴責採訪者犯了謬誤。你認為首相的譴責正確

嗎？  

 

1.採訪者：你覺得全國工會的領導人怎麼樣？  

首相：我相信他會從他的成員的利益出發，努力做他力所能及的

事情。 

    採訪者：確實值得讚揚！  

    首相：是的，嗯，讚揚……，你可以這樣說。  

    2.首相：那些社會黨人從未履行過他們的諾言，總是撕毀協議和

自相矛盾。 

    採訪者：你認為社會黨人靠不住嗎？  

    首相：這是你說的。  

 

    六、下列材料是否違背了討論規則？如果違背了，那麼犯了什麼謬誤？ 

 

    1.在英國，印度餐廳服務員被《咖喔行業經典》雜誌總編伊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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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哈布打上“可憐蟲”的烙印。他說他們做飯像去參加葬禮一樣。同

時，他抱怨道，走進印度餐廳，除了可憐的服務生外，沒有留下什麼

印象。“走進一家印度餐廳，不管它多麼優雅，招呼你的很可能是一

個可憐蟲。就好像你的到來毀掉了他的好日子一樣。”  

    《美食指南》編輯吉姆‧安斯沃思指責瓦哈布先生作了“愚蠢的

評論”。 

    他的文章引來了來自全國各地印度服務員的各種各樣的回應，其

中一位說瓦哈布先生就是可憐蟲。 

    來自伯恩第斯22歲的瓦哈德‧阿里說：“那傢伙肯定有不好的經

歷，但給每一位印度餐廳服務員打上相同的烙印是沒有意義的。各行

各業都有可憐蟲，但你不能一棍子打死人。”來自約克45歲的伊克巴‧

喬德胡裡說：“瓦哈布先生只想顯示他是唐杜里烹飪法(一種印度烹飪

法──譯者注)之王，他應該停止批評正在從事這項工作的人。”一家

南安普敦餐館的合夥人庫提‧彌亞說：“有天晚上，我去了一家泰國

餐廳，接待我的那個家夥也不是很友好。”  

    2.約翰·梅傑首相：“今天的拉丁美洲，如果我們不率先在那兒那

樣做，他們不會向私有化發展。今天的印度，如果我們不在那兒率先

那樣做，他們也不會降低高稅收率。如果我何不率先在那里提出，他

們也不打算把當今的東歐帶向共同體。”  

    3.倫敦郊區標語上的文字：吃英國的羊，  

    沒錯，是40000則只狐狸。  

4.威廉‧奧爾布賴特：“每個人類群體都有產生、發展、衰退和

滅亡的過程，就像每個生命個體的集合體一樣。 

    5.不可能有奇跡，因為它們不會發生。  

    6.以防萬一有讀者認真對待比阿特麗克斯‧坎貝爾(女權主義思想

家──譯者注)，我要指出我從未鼓勵婦女應該“從勞動力市場退

出”。  

    相反，我已說過，公共政策應該幫助女性選擇是出去工作還是在

家照顧孩子，而不是把她們引入這條或那條道路。男性的確應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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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成家，因為母親們──包括參加工作的母親們──和她們的孩子都

需要父親們經濟、生活和情感的支持。 

    7.廣告：美國愛漢堡王。  

    8.保羅：你相信永垂不朽嗎？  

安：我沒有足夠的資料不相信它。 

    9.有人一聽說鄰居死了就大叫道，“你還能指望什麼？一年前，

在那個房子里打破了一面鏡子。 

    10. 

    11.不能把理性和分析能力視為男性的品質。如果我們非要這樣認

為不可的話，那麼在招工和提拔中，我們不會故意讓男性有優勢。  

12.弗蘭克說：“色情書刊的危害性還沒有被證明。因此，色情書

刊沒有害。”  

    13.要建議的結果是清楚的(原本用來控制性旅遊業的措施實際上

對妓女本身不利)。不應打擊性旅遊業發展，但實際上它甚至得到了鼓

勵，因為它為第三世界國家創造了就業機會。或許，我們應該把某些

開發援助分配到這個方面。 

    沒有必要把這種推理的應用限制到第三世界國家內。在歐洲，失

業率也很高。提倡賣淫是增加就業機會的一種方式。更進一步說：犯

罪率降低會導致員警就業機會減少，而禁止虐待孩子的措施就奪走了

社會工作者的飯碗。  

    14.某些人對廣告的抱怨很可笑。例如，某人對廣告標語“現代人

在哈洛德購物”的反應是“廣告冒犯了我，由於我不在哈洛德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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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意味著我是不合潮流的人。”  

    15.數百萬人看大衛‧萊特曼近日的夜間演出。萊特曼得到的支持

率極高。因此，他的演出一定非常好。  

    16.言論自由對國家有益，因為每人都有權說出他的想法，這符合

社會利益。 

    17.脫口秀主持人對他的一位嘉賓說：“現在請告訴我，你認為說

還是第二天性？”  

 

    七、分析評價語篇《太空探索：人類的需要》，回答問題(1)~(7)：  

 

    (1)語篇中哪個命題是爭論的焦點？在爭論過程中論辯雙方採用

於什麼角色？屬於哪一種爭論類型？  

    (2)準確說明(指出行號)不同論辯階段在語篇中是如何表達的。  

    (3)說明作者為其立場辯護的主要論證以及直接支持這些主論證

的子論證，用圖表表示主論證和子論證的結構，並說明理由。  

    (4)分析第6段的論辯結構。  

    (5)識別語篇中使用的兩種不同論證圖式，並說明理由，回答相應

的批判性問題。  

    (6)識別違背舉證責任規則(規則二)的三種情況，準確指出(指出

行號)它們在哪裡出現並且解釋為什麼。 

    (7)識別其他4種謬誤形式。準確指出它們在哪裡出現並且解識為

什麼。  

 

太空探索：人類的需要 

 

    在火星南極附近寒冷荒蕪的某處──一個顯然已曾被世人狂熱努

力接觸過的地方一一有一艘失蹤的太空船。我們也許從不知道火星極

地登入號在12月6日星期一出了什麼問題。但我們確實知道我們損失了

1.65億美元。美國太空總署愁雲密罩，因為9月份花了12.5億美元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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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登陸者引導船──火星氣候軌道太空船在接近火星時也失蹤了。那

些喜歡批評美國太空總署的人們已經開始對這次明顯失敗說三道四了。

抱怨漫天飛舞，如“代理機構管理不當”、“不能勝任工作”、“應

該被撤銷”等等。  

    有些不負責任的議員把美國大空總署的火星計畫稱為“浪費公

款”。他們中的一些人已提出了削減預算的想法。而我認為，儘管我

們最近遇到了一點小小挫折，但是美國太空總署應該得到甚至更多的

政府資金以繼續太空計畫。 

    美國太空總署的計畫對社會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們大家都知道，

太空探索是一種能給我們生活添加意義的文化活動。我們嚮往太空，

因為人類天生好奇。我們想知道別處是否也有生命存在或者我們地球

人在宇宙裡是否獨一無二的。 

    如果我們放棄了太空探索，下一步將會放棄政府資助的其他科研

計劃，因為它們也是無利可圖的。 

    再者，在如今這個沒有英雄的時代，目標指向太空的雄心勃勃的

計畫能給當今的青年人一個夢想。此外，人類永遠不能征服“太空”，

只能登陸！為了發展成為宇宙公民，我們需要從某處開始。在火星登

陸是登陸其他星球之前合乎邏輯的一小步。  

    除了上述社會優點以外，火星計畫還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帶來的

就業機會將吸引大量學生從事科學研究。他們中的許多人將發展自已

的項目，通過整合利益來支持科學工業。更重要的是，能夠產生很多

如特氟綸 (塑膠)和微波爐那樣的副產品。根據很多製造商的觀點，沒

有太空計畫，絕不可能發明那些產品。最後，當然還有在太空採礦的

可能性。  

    有些讀者可能會回應，這也許是真的，但是，美國大空總署的計

畫仍然太昂貴了。我為那些抓住每個機會把我們在大空的努力看作是

浪費金錢的人而感到痛心疾首。我不知道他們從哪裡得到這樣的想法，

認為我們今的大部分稅收都因為兩次火星計畫失敗而付諸東流了。整

個美國太空總署的預算還不到聯邦財政年度開支的百分之一。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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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我相信，把這筆微不足道的錢用於扶貧、環保、辦學或你選出的

“大案”這些已投入了大量資金的領域，會有很大幫助。那些投入太

空計畫的錢不過是杯水車薪。 

    可悲的是，太空計畫所損失的幾億美元引起的憤怒，並沒有導致

人們對損失了幾十億美元的憤怒。這幾十億美元的損失，是由於正在

從事“秘密”行動的F117戰機竟出現在南斯拉夫防空雷達上並被一枚

陳舊的蘇制薩姆導彈擊落而造成的。 

    如果把美國太空總署的全部預算都用來改善美國人民的生活品質，

那生活會變得怎麼樣呢？毫無疑問，政府會雇用更多的政府官僚，更

多的錢可能花費在使問題變得更糟的行動上。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會

發現在宇宙的某個角落的我們比現在所處的位置更容易被遺忘。  

    我們能知道火星極地登陸者號究竟出了什麼事嗎？這也許需要30

年，50年，甚至100年。將來有一天，地球人將探索火星並且在火星上

漫步。我們現在不能停止探索。 

 

羅伯特‧威爾福德於休士頓 

 

    八、分析評價下列語篇《犯罪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少年司法問題》，並回

答以下問題(1)~ (8)。  

 

    (1)哪個命題是該語篇中爭論的焦點？在爭議中雙方扮演了什麼

角色？屬於哪一種類型的爭論？  

    (2)準確說明(指出行號)語篇中各論辯階段是如何表達的。 

    (3)說明作者為其立場所提出的主論證以及直接支持主論證的子

論證。用圖表表示主論證和子論證的結構，並說明理由。  

    (4)給出第3段“對少年犯從輕處罰的主要論證……還會那樣做”

的論辯結構分析。 

    (5)識別語篇中所使用的兩種不同論證圖式並說明理由，然後回答

相應的批判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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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識別違背舉證責任規則的三種情況。準確指出(指出行號)它們

在哪裡出現，並說明這一步為什麼是謬誤的。 

    (7)識別在問題(5)和問題(6)的答案中未提到的其他4種謬誤形式。

準確指出他們在哪裡出現，並說明這些步驟為什麼事謬誤的。 

    (8)簡要評價卡西迪的論證質量，並說明理由。 

 

犯罪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少年司法問題。 

 

    記錄表明：少年暴力犯罪比例正在上升。僅僅在最近兩周，在亞

特蘭大，一位12歲少年因槍殺了他10歲的堂弟被指控犯少年謀殺罪。

犯罪者用手槍指著他6歲和10歲的堂弟罵了幾個小時，然後正對著他10

歲的堂弟前額扣動扳機開了一槍。在賓西法尼亞，一位12歲少年被指

控在鄰居家裡當著鄰居的三個孩子的面刺殺了鄰居。在密執安，一位

11歲男孩因在便利店外槍殺另一個男孩被判刑，而且當被問到是否對

自己的所作所為道歉時，他的供詞這樣說“這不是大買賣，他媽的他

不應該盯著我看，我只是讓他媽的閉嘴，不要胡說！”  

    這場犯罪浪潮已經引發了一場關於給少年罪犯以適當處罰的辯論。

目前，在大多數國家，那些想保持自由主義者形象的政治家們支持這

種觀點：14歲以下的少年犯不應該和成人一樣進行審判與判刑，相反，

應該把他們當作“孩子”來對待，輕判、緩刑、勸告、戒毒、監護或

者在一個舒適的少年拘留所監禁，直到他們年滿18周歲，再次放回社

會。這些法律清楚地反映了一個過時的法制，即認為少年所犯的最嚴

重的罪行不過是違章駕駛或者入室盜竊。每個人都知道，如今社會最

常見的少年犯罪是持械搶劫、暴力傷人和蓄意謀殺。在這種情況下，

對少年犯從輕發落簡直是胡扯。對少年犯的處罰應該考慮其犯罪的邪

惡性，而不是犯罪者的年齡。 作為一個社會，我們不能對那些年輕暴

徒、墮落分子和破壞我們學校與鄰裡的精神變態者表示任何同情或找

任何藉口。  

    對少年犯從輕處罰的主要論證基於如下假定：少年並不能像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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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知道他們行為的結果。可是，心理學家和兒科醫生認為，8歲大的

孩子就能形成犯罪意圖。孩子天生就能形成意圖。《華盛頓郵報》一

位專欄作家巴特·加里森先生認為“過去孩子們也許更質樸和天真，但

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孩子們成熟得快，在行事的各個方面都像微型成

人一樣。”此外，如威廉·詹寧斯那樣的案件，一位來自麻塞諸塞的13

歲男孩只因為他的零用錢背減少了變搶了一把屠刀在午夜進行血腥屠

殺，砍死了他父親，砍傷了他姐姐和兩個侄女。這表明了少年有明白

犯罪後果的能力。在審判時，他一點沒有表現出悔恨的樣子，還說他

父親活該。他還說：如果重新給他選擇，他還會那樣做。  

    除此之外，對少年犯適當判刑還能夠威懾犯罪。根據刑偵人員、

犯罪學者以及司法系統的許多專家觀點，如果孩子感到他們將因犯罪

而受到處罰，他們就很少有可能從事從頭至尾的犯罪。根據司法部薩

姆‧普爾曼博士的觀點，“孩子喜歡按照他們同齡人的所作所為行事，

如果他們看見他們的同齡人因從事不適當行為受到處罰，他們將很少

會走上犯罪道路”。  

    最後，不管罪犯年齡而對罪犯作出的適當判決將開創一個先例，

足以表明美國司法系統對待犯罪的強硬態度，這是絕大多數美國公眾

所期望的。由於出現了像在哥倫拜恩中學發生的致命槍殺事件以及正

在上升的少年犯罪之類事件，美國政府要停止傾聽“罪犯也是人”這

樣的同情聲音， 並且要發出這樣的信息：政府將不再容忍和寬恕這類

行為。 

    在學校要教的第一課是：你犯罪，你就要受到法律制裁。當前的

政策才剛剛失效。如果這些軟心腸的自由主義者想要保持這個政策，

他們需要向美國人民證明這項政策是如何行之有效的。父母、教師和

作為整體的社會都無法得到心靈的寧靜，除非我們的學校和街道沒有

少年暴力。 

 

艾倫‧卡西迪於亞歷桑那州的圖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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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練習四 

 

    分析評價下列語篇《白令先生害怕什麼》，回答問題(1)~(7)。  

    (1)哪個命題是本文爭論的焦點？論辯雙方採取了什麼角色？屬

於哪一種類型的爭論？  

    (2)準確說明(指出行號)語篇中各論辯階段是如何表達的。 

    (3)說明作者為其立場辯護的主論證以及直接支持主論證的子論

證。用圖表表示主論證的結構並說明理由。 

    (4)給出第7段的論辯結構分析。此外，明確三個未表達前提。  

    (5)識別第7段中所使用的兩種不同論證圖式。說明理由，回答相

應的批判性問題。  

    (6)識別違背規則二(舉證責任規則)的一種情況，和違背規則六

(出發點規則)的一種情況。 

    (7)識別語篇中另外3種謬誤形式。準確指出它們在哪裡出現，並

說明為什麼是謬誤。  

    

白令先生害怕什麼？ 

馬尼斯‧格林菲斯─凡‧登‧伯格  

 

    劍橋大學菲茨威廉博物館修補負責人馬尼斯‧格林菲斯一凡‧登‧伯格的

一篇文章在英國報紙《獨立者》上發表。在文章中，她詳細分析了關於哥德雷

爾復原巴尼特‧紐曼
11
的油畫《誰害怕紅黃藍III》的意見。在致阿姆斯特丹市斯

的特德里克博物館 (又譯市立博物館一一譯者注)館長維姆‧白令的信中，馬尼

斯‧格林菲斯-凡‧登‧伯格解釋了她為什麼相信哥德雷爾沒有真正復原那幅油

畫的原因，以及按照她的觀點白令為什麼要對所犯的錯誤負責。  

   

                                                
11

 巴尼特‧紐曼(Baunett Newman， 1905 - 1970)，美國畫家，是色域繪畫最重要的畫家。作品通常

表現為單一的色塊被一條或幾條貫通全畫的垂直線加以突破，給人以色塊的平塗和分割的感覺。一

一譯者注 



二、論辯巧智－有理說的清的技巧 

 - 133 - 

    親愛的維姆：  

    在劍橋大學菲茨威廉博物館的復原工作室，我們圍繞巴尼特‧紐曼的《誰

害怕紅黃藍III》的令人遺憾的復原展開了辯論。我每天都根據荷蘭報紙報導這

件事情的最新發展情況寫一份報告，提交給我的英國同伴。在我同伴的鼓勵下，

我們的辯論內容與日俱增，我已在《獨立者》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表明我對此事

的看法。這篇文章在荷蘭也引起了轟動。 

    仔細分析了復原情況後，我認為，有兩件重要事情值得在論辯過程中特別

關注。第一，你說紐曼的油畫已被正確復原，但這是錯的；第二，(儘管我不喜

歡這樣說) ，你要對所犯的錯誤負責。雖然這兩個觀點是有聯繫的，對我來說，

澄清討論(事實上，它們關於不同的主題)並分別為它們辯護似乎是有益的。  

    有四個理由支持我的第一個要點。第一，阿姆斯特丹中心實驗室的可靠研

究表明，紐曼是用筆刷和油料作畫的。在復原時，哥德雷爾用的是油料滾筒和

馬格拉(一種丙烯酸油料一一譯者注)。但是，你也知道，只有使用與原作相同

或者以後復原時容易去掉的油料(如果那種油料難以去掉的話) ，才能算是好的

復原。因此，你也應該知道不能用馬格拉。畢竟，在覆蓋馬格拉後，不能在不

損壞原作的情況下去掉。  

    第二，根據國際復原原則，復原時只能潤飾被損壞的部分。可是，哥德雷

爾把油畫的紅色部分都全部重畫了一次，這是魏特林教授檢查油畫時發現的。

他發現僅在油畫的藍色區域和黃色區域有龜裂縫而在紅色區域則沒有，這意味

著紅色區域被全部重畫了一次。  

    第三，好的復原必須在進行詳細研究之後才付諸實施。哥德雷爾的復原則

並不是這樣。無論如何，沒有證據(照片、報告等諸如此類的東西表明他進行

過任何研究。因此，我們明確地得出結論，他沒有進行過任何研究。 

    第四，在我看來，並非只有我一個人說這幅畫沒按正確的方式被覆原。我

的同伴也有相同觀點，而且在荷蘭也有許多專業復原者、藝術家和其他對此感

興趣的人公開聲明他們不認同哥德雷爾的工作結果。 

    我的第二個要點是：我為什麼認為你要對復原中所犯的錯誤負責呢？在對

油畫進行處理之前，你們邀請了一批國際復原者來討論復原問題。斯特德里克

的首席復原者伊莉莎白‧布查特和我也出席了。當時對該幅畫的處理要遵守國



《 論辯與批判思考》讀本 

- 134 - 
 

際復原原則已達成一致意見。然而，你後來把作品交給了紐約的哥德雷爾，但

你並沒有明確地告訴他怎樣進行復原。因此，你也違背了協議。你工作疏忽大

意：沒有設立委員會來監督哥德雷爾的工作並指導復原。如果有了這樣一個委

員會，哥德雷爾當然就不會有機會用丙烯酸油料，而且也決不會把整個紅色區

域“重新滾刷”一次。此外，你根本沒有留意好的可靠建議。例如，你忽視了

我的建議：要求哥德雷爾製作一個復原過程的錄影帶，讓專家們每週觀察一次；

我認為你考慮到那樣做是為了要人領情的。還有，當伊莉莎白‧布查特從紐約

向你報告，哥德雷爾正在重畫這幅畫時，你用一個尖刻評論作了回應，你其實

不想聽。  

    維姆，如果只是上述事實之一，那麼你也許仍然可能得到原諒；畢竟，每

人總有犯錯誤的時候。但是那麼多錯誤加在一起，你確實必須對此負責。經過

深思熟慮後，你應該承認，這次復原徹底失敗了，並且你應該為所犯的錯誤負

責。  

    最近幾周以來，我一直在想，你為什麼如此害怕承認復原不成功以及你在

復原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呢？你固執己見是因為這樣做你就不會受丟臉之苦嗎？

或者是因為你碰巧故意允許按照這種方式進行復原嗎？或者是因為，作為一位

概念藝術(紐曼的畫不是概念藝術)的熱愛者和專家，你以為全部藝術都是可複

寫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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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辯巧智─有理說的清的技巧 

9.書面論辯 

 

 

 

【主要內容】 

本章主要討論在令人信服的論辯性語篇中需要採取的有助於消除意見分歧

的態度。除了恰當地構造論辯並確信它在各個方面都是可靠的之外，重要的是

要作出這樣的努力：在通常情況下，最好交替使用論證和立場的顯性與隱性表

達方式。對於寫作或重寫語篇而言，作為一種有用的分析工具，首先應當認識

到論辯結構的分析框架。 

 

9.1 令人滿意的書面論辯性語篇 

 

合理性不僅是分析評價論辯最重要的東西，而且也是提出論證時最重要的

東西。合理論證不能包含根據定義妨礙消除意見分歧的任何東西。但是，當有

人提出一種見解時，必須謹記論辯是與另一方進行討論的一部分，儘管這種討

論可能是隱性的。論辯必須通過消除讀者的懷疑或充分回應他們的批判來使他

們信服。 

論證的目的是讓聽眾改變主意。既然合理論辯不得包含任何謬誤，那麼，

批判性討論規則也就充當了如何表達一種見解的指南針。除此之外，這些規則

還建議不要試圖去教對方如何說話，而是要謹慎地解釋對方所說的話。辯論者

不應當把另一方的話從背景中抽取出來，也不應當企圖哄騙對方。 

對於目標聽眾來說，為了消除意見分歧，論辯必須是容易理解的。這意味

著應當把論辯性語篇的不同部分有條理地整合在一起。所使用的語言應當盡可

能清晰易懂。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要去討好讀者。滑稽小丑是不能使論辯成功

的。最佳建議是遵守交際規則：切題，別兜圈子，清楚表達你的意思，給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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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論證所需的所有資訊，簡明扼要。 

如果把書面論辯表達好了，讀者就不會遺漏任何要點。要做到這一點，至

少需要清楚地表達立場和論證。這並不必然意味著他們應當按部就班地、亦步

亦趨地按照嚴格的邏輯形式來明確地表達其立場和論據，因為那樣很不自然且

令人不愉快，聽起來很呆板又充滿書生氣。一個表達得很好的論證需要保持顯

性要素和隱性要素之間的平衡。 

如果為某一立場作辯護而提出的論據已經很明顯，那麼就沒必要明確地貼

上這樣的標籤。例如，如果某人提出了一個十分令人吃驚或極端的立場，那麼

每個人都知道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為它辯護。但有時我們並不清楚立場和論

據分別是什麼。 

伊萊恩很特別，她總是很守時。 

下面兩種解釋都是可能的：  

 

a. 伊萊恩很特別，所以，她總是很守時。 

b. 伊萊恩很特別，我們知道那是因為她總是很守時。 

 

當我們寫論辯性語篇初稿時，最好明確地標出其立場和論據。在後來的版

本中可用隱性措詞或間接措詞來替代不必要加以明確的部分，使得語篇顯得更

加自然。通過插入反問句、感歎詞或其他情感運算式，可以使一組陳述變得生

動活潑。正如在下列 b 中一樣： 

 

a. 在這部影片中，導演挑選了一位世界著名影星來扮演教父這個角色，

浪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為在影片開始 10 分鐘後教父就死

了。 

b. 在這部影片中，導演怎麼會挑選一位世界著名影星來演教父這個角

色呢？影片剛開始 10 分鐘教父就死了。真是浪費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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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作為寫作助手的分析框架 

 

一般來說，只有在論辯性語篇完成之後才能給出分析框架。可是，在重寫

語篇甚至寫語篇初稿時，寫出分析框架也是非常有用的。把有關評價論辯性語

篇所必需的信息簡要地寫下來形成一個分析框架，如：有待消除的意見分歧是

什麼？其論辯結構是什麼？等等。分析框架可以用於檢查論辯是否經得起批判。

如果發現了弱點，那麼該論辯就需要進行調整或擴充。一旦分析框架已經形成，

它就成了我們寫論證修改版的實用指南。 

以一個分析框架，特別是由有目的的而且是由所要提出的論證輪廓所構成

的分析框架為基礎，完全可能寫出一個很好的論辯性語篇。分析框架使論辯性

語篇的寫作變得更加容易，以至於語篇能清楚地表達論辯結構。分析框架應該

毫不含糊地表達意見分歧，說明論辯雙方是誰，以及陳述他們各自採取什麼立

場，這是理所當然的。 

提出論證的理由是變化多端的。有時候，一個語篇是對某人論證的回應。

這顯然是一種試圖說服對方而進行討論的情形。有時候，即使完全不知道其他

人的意見如何，人們也傾向於提出自己的立場。 

在回應另一方的立場和論證時，可採取兩種立場：一種是採取相反立場，在這

種情況下，產生了混合型意見分歧；另一種是只要指出另一方論辯中虛弱的部

分，展示它是不可靠的，在這種情況下，反方並不試圖接受相反立場。 

分析框架必須正確陳述被抨擊或所辯護的立場，且盡可能公平、完整地陳

述另一方的立場。之後，概括本方立場，並考慮來自對方的潛在批判。概括論

證的最佳辦法是，用圖表展現論辯的結構，使論證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清楚。

如果語篇是對他人論辯的回應，那麼作出一個對方論辯的相應圖表也是有用的。

這樣做能更容易地識別出我們應當回應論辯的哪部分。 

我們已經在第五章舉例給出了勾畫論辯結構的圖表。未表達前提並不包括

在這個圖表中。有時，在圖表中包括未表達前提是個好主意，例如，在它們是

不清晰甚至不可信的論辯鏈條時。當一個未表達前提是由另一個論證所支持時，

它總是必須明確地包含在分析框架之中。如果沒有弄清未表達前提，那麼我們

就不知道把支持它的論證歸到論辯的哪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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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質量控制 

 

論辯不僅需要好的結構，而且也應該是可靠的。在檢查這一點時，分析框

架是有用的工具。基本要素的輪廓使得系統地檢查謬誤、邏輯不一致性或語用

不一致性變得更加容易。在檢查推理是否有效，是否使用了適當的論證圖式，

以及（通過提出相干的批判性問題）是否正確地應用了它們，這些都是很有用

的。 

利用分析框架，我們就可以仔細檢查論辯，看它是否考慮到讀者的潛在疑

惑或異議。如果還沒有考慮到，那麼增加新論證、發展或進一步支持現有論證

便是一個好主意。只有當分析框架令人滿意時，根據它所寫出來的語篇才有可

能符合論證的目的──消除與讀者的意見分歧。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一位學生的論辯性語篇初稿，展示一下怎樣通過分析

框架來完善它。 

 

禁止商業性衛生保健 

 

如果你看看私人診所的數量增加得如此之快，那麼私人診所似乎就是一個

很好的投資領域。但是否會成功，還有待進一步觀察。除了無利可圖外，它們

只對富人有利。既然這些診所是商業性的，那麼，它們所提供的服務就是由利

潤所決定的。因此，儘管社會供給人人平等是我們福利國家的主要原則之一，

但這些診所的治療品質取決於價格。我認為，私人診所應當與現有的醫院合併。 

首先，醫院正面臨來自私人診所的競爭。私人診所的競爭迫使醫院專科化，

並要為此購買必需的設備。同時，醫院的就業機會減少了，這是因為私人診所

包攬了小型手術，而把那些高難度和很少進行的大型手術全都推給了醫院。我

們的衛生保健法禁止病人在私人診所停留超過 24 小時。 

其次，私人診所使提供給窮人和富人的衛生保健出現不平等現象。由於健

康保險不包括在私人診所的醫療費，所以只有那些高收入群體才能享受私人診

所的服務。 

最後，私人診所的醫療品質並不如醫院的那樣好。由於粗心大意和太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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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禁止商業性衛生保健”的評價 

1 私人診所應當與現有的醫院合併 

1.1 
醫院正面臨來自私

人診所的競爭 

1.2 
私人診所提供給窮

人和富人的衛生保

健 等 

1.3 
私人診所的醫療質量

並不如醫院的那樣好 

1.1.1 
私人診所的競爭迫使醫院專科

化並要為此購買必需的設備，

同時醫院的就業機會減少了 

1.2.1 
私人診所只有

那些高收入群

體才能享受 

1.3.1 因為粗

心大意和太

多手術，服

務質量降低

 

1.1.1.1a 
醫院要處理所

有的高難度和

很少進行的大

型手術 

1.1.1.1b 
私人診

所包攬

了小型

手術 

1.2.1.1 
健康保險

不包括在

私人診所

的醫療費 

1.3.1.1 
幾乎不可能

欄控私人診

所的醫療質

量 

1.3.1.1.1a 
醫療協會不

能對私人診

所的服務質

 

1.3.1.1.1c 
私人診所
的主要目

的是追求
 

1.3.1.1.1c 
私人診所缺

乏同行的評

論 

1.1.1.1a.1 
衛生保健法

禁止病人在

私人診所停

 

術，服務品質降低了。畢竟，幾乎不可能監控私人診所的醫療品質。醫療協會

不能對私人診所的服務說什麼，也沒有同行的評論，而且，私人診所的主要目

的是追求盈利。 

把私人診所與現有的醫院合併，是明智之舉。這種降低商業化程度的措施

將加強醫院的功能、私人診所的應用範圍和衛生健康的品質。 

 

a 意見分歧 

簡單非混合型意見分歧： 

作者：對“私人診所應當與現有的醫院合併”這個命題定立場。  

讀者：（根據推測）懷疑這個立場。 

圖 9.1a “禁止商業性衛生保健”的分析框架：意見分歧 

在圖 9.1a 中，你將找到這個語篇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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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該論辯的標題和大意來看，可以推出作者認為商業性的私人診所是不受

歡迎的。根據表達立場的方式，作者似乎想要採取某種行動，通過把私人診所

與現有醫院合併來結束這種現狀。所提出的論證都是針對私人診所缺點的。作

者並沒有說明他的解決方案為什麼是最好的。事實上這些論據支持了另一個立

場（私人診所的存在不受歡迎）而不是作者提出的要為之辯護的那個立場（私

人診所應當與現有醫院合併）。因此，作者犯了“偷換論題或不相干結論謬

誤”。 

作者實際辯護的立場是第一段中所提出的：“是否成功，還有待進一步觀

察。”但是，這個表達式不是很清楚：認為私人診所還沒能吸引更多顧客，然

而，其他論據則針對私人診所是不受歡迎的（與它們有多少顧客無關）。私人診

所不受歡迎的其他論據僅有第一段中的簡短評論：到目前為止私人診所是無利

可圖的。 

在第一段中，已就立場“私人診所不受歡迎”（“除了無利可圖之外……

應當人人平等”）給出了論證。但是，在演講中，作者認為，論辯只是在第二

段才開始，它以“首先”開始，接著是一個論據。基於這個原因，引言中所給

出的論證並沒有包括在分析框架中。 

況且，第一段的論辯是含混的。作者明顯對私人診所的商業性質不滿，但

其理由何在，是不清楚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呢？是只有富人才能得到高品質的

私人診所治療與“社會供給人人平等”原則相衝突嗎？或者是私人診所的商業

性質降低了它們提供的服務品質嗎？作者似乎同時持有上述兩個觀點，因為在

論辯過程（論證 1.2 和 1.3）中，這兩個觀點都再次出現。實際上，這些論據不

僅表達含混，排列不當，而且冗餘。難道把私人診所看作屬於“社會供給”就

不是一種誤導嗎？ 

在第二段中，作者就“私人診所應當與現有醫院合併”這一立場所提出的

第一個主要論據（1.1）是“醫院正面臨來自私人診所的競爭”。這個論證是由

在第一段中作者的陳述“私人診所無利可圖”決定的。讀者也許會想，如果私

人診所仍然虧損，那麼競爭不可能很激烈。 

為了表明醫院正面臨來自私人診所的競爭，作者注意到這樣的事實：因為

私人診所的出現，醫院不得不專科化並且購買昂貴的設備，減少了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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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這個論證是否可以接受，仍然是個問題。因為私人診所的出現，醫

院不得不專科化並且購買昂貴的設備，這確實是真的嗎？或者這是早就出現的

傾向，但是，私人診所加入競爭後加速了這種傾向嗎？畢竟，即使沒有私人診

所，醫院也仍然必須能夠進行“高難度且不常進行的大型手術”。在這裡，作

者似乎犯了“以先後定因果”的謬誤。 

與這個論證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表達“同時，醫院的就業機會減少了”

並沒有弄清就業率下降是因為私人診所加入競爭，還是另一個與此無關的發展

趨勢。 

第二個論據（1.2）表達相當不清楚：“私人診所導致提供給窮人和富人的

衛生保健出現不平等”。私人診所的保健品質比醫院的高還是低呢？初看似乎

比醫院的高，否則，反對“私人診所只是為那些有錢的病人服務”就顯得很奇

怪了。 

第三個主要論據（1.3），似乎是說私人診所的品質不如醫院的那樣好，這

個論據與 1.2 所提出的論據相衝突。因此，這個論辯包含了“邏輯不一致性”。 

支持第三個主要論證的論據，“由於粗心大意和太多手術，故私人診所醫

療品質降低了”（1.3.1），這個表達過於強烈。畢竟，作者認為私人診所的醫

療品質下降的理由是什麼，是不清楚的。嚴格地說，這個證據甚至並不支持子

立場 1.3。如果私人診所的品質一開始就不如醫院的品質高。可，那麼私人診

所的品質降低並不自動意味著現在私人診所治療品質比醫院的低。這就是“不

相干結論或偷換論題”謬誤。 

證據 1.3.1.1“幾乎不可能監控私人診所的醫療品質”是不相干論辯的另一

個例子。如果品質監控不可能，那麼就不可能判斷服務的品質。在沒有品質監

控的情況下，醫療品質低劣的機會確實是增加了，但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

正如在 1.3.1 中那樣，並不能必然得出“醫療品質確實已經下降”的結論。同

樣地，品質監控論據並不支持要做太多手術的觀點。 

為了支持論據 1.3.1.1“幾乎不可能監控私人診所的醫療品質”，作者給出

了另一個不相干論據，即在私人診所中追求盈利是主要的目的。該論據似乎放

錯了位置。雖然它沒有談到品質監控的可能性，但是它也許能用來支持“要做

太多手術”這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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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重寫語篇 

 

語篇“禁止商業性衛生保健”有許多缺點。它自相矛盾，用了不相干論據。

即使證據相干，則往往又表達不清楚，或者明顯經不起批判。總而言之，這個

語篇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在重寫語篇時，需要做幾件事情：一是刪除語篇的某些部分。有時，如果

這些部分是多餘的，或者進一步考慮之後似乎是站不住腳的，刪除是最好的辦

法。二是增加內容，使論辯變得更強或更清楚。增加更多的背景信息或擴充論

證常常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三是語篇的某些部分需要改述。例如，減弱表

達太強的論據，或者使模糊混亂的表達方式變得更準確。四是有時從次序上調

整論辯也是很有幫助的，進而使得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變得更加清楚。 

刪除、增加、改述和重新排序能改善語篇的品質，使得它更容易理解。這

一點通過比較“禁止商業性衛生保健”的原版和修改版即可得到證明。 

 

《禁止商業性衛生保健》的修改版 

 

A.近年來，私人診所到處湧現出來。在過去五年中，就出現了一千多家新

的私人診所。問題是，這是否是件好事呢？ 

B.第一，醫院正面臨許多來自私人診所的競爭。因為我國衛生保健法禁止

病人在私人診所停留超過 24 小時，所以，私人診所主要只是進行小型手術，

且這些都是最常見的手術。由於這個原因，醫院的就業機會已經減少了。儘管

收入降低，醫院仍然必須投資購買進行更專科化手術所需的昂貴設備。 

C.第二，私人診所拒絕任何品質監控。醫療協會不能對私人診所說什麼，

也沒有同行的評論。在私人診所中，遇到粗心大意的危險特別大：因為它們的

商業性質，私人診所堅持盡可能多地接受手術。追求數量可能要以降低品質為

代價。 

D.第三，將私人診所引進衛生保健範疇，已產生了令人不愉快的因收入不

同而產生的歧視。私人診所幾乎是專門為那些高收入群體病人服務的，因為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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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保險並不包括在私人診所的醫療費。由此產生的不平等是與與衛生保健服務

應當人人平等的原則相衝突的。 

E.我認為，上述每一個理由都足以成為中止衛生保健服務商業化的理由。

私人診所數量的進一步增加或者對醫院利益不利，或者對病人利益不利。 

現在我們可以來比較一下這兩個版本，注意有什麼改變，為什麼？ 

段落 A： 

立場“私人診所應當與現有的醫院合併”已經被“私人診所數量的進一步

增加是不受歡迎的”取代了。這個立場並沒有提出要採取任何行動，所以現在

各種論據確實支持該立場。 

為了避免不必要地削弱競爭論據（段落 B），診所不賺錢的論據被刪除了。

私人診所為富人服務的論據，連同後面的兩句話已從第一段刪除。這些論據不

僅表達混亂，而且在這裏也是不需要的，因為它們將在語篇的後面出現。這些

改變的進一步結果是，論辯從它應當開始的地方，即從第二段“首先”開始。 

但是，刪除上述內容之後，第一段就相當空了；要通過提供更多的背景資

訊，來充實引言部分。明確了所涉及的時期，引用了這個時期私人診所增加數

量的統計結果。 

段落 B： 

在第二段，我們對論據進行了重新排列。原來，論據“醫院正面臨著來自

私人診所的競爭”是由一系列按由果至因的順序排列的因果論證來支持的。修

改後，論證的順序反過來了：論證的順序變為“由因至果”。這避免了論證如

黑夜裏的蠟燭一樣逐漸暗淡下去。現在，對於醫院來講，最重要的負面效果在

段末得到了明顯的表達。 

修改後，有幾個句子得到重新表述。意見“小型手術是最常見的”現在是

通過用獨立句子來陳述而得到了加強。在原文中，這個資訊只能從“大型手術

是不常見的”這個陳述間接地推論出來的。強調私人診所包攬了常見手術是很

重要的，因為，正是這一點使得“醫院就業機會減少”這一主張變得合理。進

一步的修改是要刪除“來自私人診所的競爭迫使醫院購買昂貴的專門設備”這

一主張。在修改版中，問題並不是醫院已被迫要專科化，而是面對收入降低，

醫院仍然必須進行必要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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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 C： 

新版的第三段是與舊版的第四段相對應的。這種次序上的變化將在段落 D

中進行解釋。首先讓我們來看看這一段的變化。 

由於原來的語篇並沒有為斷言“私人診所的醫療品質不如醫院”給出合情

論據，因此，這個斷言被刪除了。代替它的是缺乏品質監控的主要論據。為了

強調缺乏品質監控是不受歡迎的，現在提出粗心大意在私人診所中特別嚴重。

這個論據取代了支持私人診所的醫療品質下降的較弱的論據。 

通過重新排列，不同論據間的關係不同了。論據“利潤至上”不再用於支

持論據“品質監控幾乎不可能”，現在正式被用來支持子立場“私人診所為了

贏利，盡可能多做手術”。對於這個子立場，它是相干的。關於“做太多手術”

這種很強的表達被弱化了，從而使其更容易辯護。 

所有這些改變的結果是，“由於粗心大意和太多手術，品質已經降低”被

改為“在私人診所，遇到粗心大意的危險特別大，因為它們的商業性質，私人

診所堅持盡可能多地接受手術。追求數量可能要以降低品質為代價。” 

段落 D： 

通過在第三段弱化私人診所醫療品質低劣，邏輯不一致的危險就減少了。

然而，由於過分強調在衛生保健服務中引進私人診所，因而產生了“因收入不

同而產生的歧視”，這是不明智的。畢竟，第三段主張私人診所粗心大意更危

險。因此，使“歧視”論據更加原則化似乎更明智。這就是改寫第四段所做的

工作，在那裡陳述了衛生保健服務（不管什麼質量）應當人人平等。第三、第

四段的順序被倒過來，刪除了與治療品質差別的有關陳述如“因收入產生的歧

視”。第三段使“私人診所的醫療品質得不到保證”的觀點變得清楚了。衛生

保健中的歧視根據衛生保健應當人人平等原則被抨擊了，回避了私人診所醫療

比醫院的更好或更壞的問題。 

段落 E： 

既然修改版有不同立場，在論辯的最後一段，重申立場部分也必須修改。

立場的最重要論據──私人診所數量的進一步增加是不受歡迎的──在這裏也

概括地提到。 

 



二、論辯巧智－有理說的清的技巧 

 - 145 - 

補 充 讀 物 

 

關於如何寫作論辯性語篇的實用教科書，見巴尼特和比多的《批判性思維、

閱讀與寫作：論證簡明指南》（S. Barnet and H. Bedau, Critical Thinking, Reading, 

αnd Writing：A Brief Guide to Argument. Boston：St. Martin's Press, 1993.）。關於

論辯寫作或重寫的各種研究最近已經出版，參見安德里森與柯里爾編寫的《論

辯語篇處理的基礎》（ J. Andriessen and P. Coirier（ed.） , Foundations of 

Argumentative Text Processing, 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思考與練習 

 

改寫語篇《為什麼不就用荷蘭語》（第 5 部分，補充練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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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辯巧智─有理說的清的技巧 

10.口頭論辯 

 

 

【主要內容】 

要進行論辯性討論，就必須預見到論辯另一方的回應。參與者要對討論的

過程和品質負責。必須避免偽衝突和偽論辯，參與者應該圍繞論辯主題清楚地

作出回應，不應該馬上接受對方的立場，不應該無理由地延誤回應，應該確保

有一個清晰明了的結論。 

在準備論辯性討論時，要特別注意給出富有吸引力的開場白和清晰明了的

結論。演說前最好先進行全盤分析和精心準備。演說表達必須清楚，富有吸引

力，恰如其分。說話者不應該使用笨拙的表達方式和沉悶的語言，這樣會失去

聽者的支持。 

 

10.1 討論準備 

 

在日常生活中，論辯經常使用口頭表達方式，而不是書面表達方式。人們

實際上花很多時間在討論上──不僅有正式辯論和其他有組織的討論，而且包

括非正式談話和自發式會話。有時，我們很難把一般性談話和論辯性討論相區

別開來。許多會話都既含有論辯性成分又含有非論辯性成分，而且在實踐中，

話語總是從一種類型自動地轉移到另一種類型。這就是為什麼有人抱怨的原

因。 

 

你首先要知道，每一會話都會變成辯論。人們似乎不只是要交流經驗、

開開玩笑、散布一點謠言、說說趣聞逸事，這裡暫且不討論。這裡總是有

這樣一些表達式，如：“是的，但是……”，“有道理，但我認為……”，

“這是你的看法，然而……”，或“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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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準備討論時，人們往往事先並不知道另一方將要提出的觀點，也不知道

討論將怎樣確切地進行下去。甚至，最好不要專門注意你將要提出的觀點，而

是要去考慮來自對方對你的期望──他們將提出什麼觀點，以及將如何回應你

的論證？作好這些準備工作，將能幫助你靈活地與對方進行討論。 

第一，必須認真準備。這包括徹底熟悉討論的主題，權衡各種可能的立場

之利弊，並決定你所要採取的立場。你的立場是什麼？支持它的主要論據是什

麼？應該在一個分析框架中把這些問題的答案寫出來。這個框架將為你的立場

奠定基礎。 

第二，推測對方可能採取的立場以及他們在這個主題上的背景，這也是有

幫助的。他們的立場可能是什麼？他們會使用什麼論據？他們針對你的論證可

能提出的異議是什麼？如果不知道對方是誰，且又很難猜到，那麼就考慮一下

你的立場和論證會碰到什麼異議，這也是有用的。 

第三，如果你不希望你的立場遭到強烈反對，那麼你可以多花點時間準備

你的辯護，使它盡可能有較強的說服力。正如在準備書面表達中一樣，分析框

架能幫助你檢查自己的論證，看看哪裡還有待進一步改善。你可以考慮可能遇

到的異議以及如何去回應它們，在分析框架中可以把這些回應草草記錄在相關

論證的旁邊。有時，與其說等待對手的異議，不如你自己不妨先提出異議並進

行回應。 

當然我意識到……，但是…… 

 

我的解決方案的不足之處可能是……，但對於我來說，這個方案的優

點更多，因為…… 

 

第四，如果你認為你的立場會遭到強烈抵抗，那麼你就要花點時間來考慮

對方的立場以及他們可能使用的論證。要是你沒有一點關於對方立場的資訊，

那麼你可以想一想支持與你的立場相反的那個立場的論證。你可以給出一個分

析框架，然後想想如何回應每一個論證。你可以把這些回應中的某些部分整合

到自己的演說之中，而另一些則留著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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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的結果之一將是一個分析框架。這個框架不僅包括你自己的立場和論

證，而且還包括你對對方可能提出的異議的回應，如果有必要的話，還包括你

自己對對方立場和論證的回應。這個分析框架的綱要可作為你在討論中要扮演

的角色的思想基礎。 

 

10.2 參與討論 

 

討論能夠有效進行下去，這正代表了那些真心想要消除意見分歧的論辯參

與者的利益。在主席幫助下，也可能沒有主席，參與者將一起決定如何進行討

論，即決定討論程式、規則等問題。他們的職責是從語言用法開始。為了避免

誤解，論辯雙方必須盡可能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圖，盡可能準確地解釋對方的

陳述。在衝突階段，這一點尤為重要。這個階段的誤解會導致只是語詞意見分

歧而非真正的意見分歧。在這種情況下，參與者實際上持有相同的意見，但因

他們從不同角度界定立場而出現了誤 解。 

在下列對話中，當羅納德更準確地解釋了他所說的“很有音樂天賦”的意

思後，就能清楚地看到正是這個詞的使用導致了對方的誤解。 

 

羅納德：我認為彼得很有音樂天賦。 

瑪 莎：但我從未聽他彈奏過任何樂器！ 

羅納德：當我說他很有音樂天賦時，我不是指他有彈奏樂器的天

賦，而是說他樂感很好。 

 

為了確保論辯雙方都在談論同一個主題，論辯雙方要對與討論有關的關鍵

術語進行定義。取得一致意見的定義也許只是在日常語言中這個詞所具有意思

的一種，也許是一個不常用的專業術語。在後面一種情況下，定義必須緊扣討

論目的。不允許論辯一方為了使自己處於一個較容易辯護的立場而堅持某個定

義。 

在意見分歧的談話中，不僅會導致意見並非真正的不一致，而且還可能導

致意見虛假的一致，從而使得真正的意見分歧的討論沒有進行。下列語篇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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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似乎就認為，偽解決是導致討論失敗的主要原因。 

 

在荷蘭人的討論中，每個人總是認同別人的觀點。沒有真正的辯

論。……簡而言之，荷蘭人的討論並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問題本身，因為

討論總是以一致同意而告終是值得懷疑的。 

 

只有確定了確實存在意見分歧，意見不一致的關鍵點何在，以及參與者所

採取的立場之後，真正的討論才能開始。為了確保討論過程有秩序進行，參與

者需要遵守一系列重要規則，這些規則包括： 

1）在討論中提出的每個觀點，必須與當時討論的主題相干。在問題弄清之

前，提出任何解決方案都是無用的。同樣地，在作出決定之後，再提供任何重

要資訊也是無用的。只要參與者確實有話要說，他們必須說，同時不必克制自

己提出相關論點。 

2）最好避免同時提出太多論點，因為這樣會使討論馬上變得混亂。要想提

出多個論點，最好從提出一到兩個開始。參與者應該把重要論點限制在一兩個

範圍之內，不要提出與正題無關的問題或次要細節。 

3）要清楚每個說法的作用。為什麼演講者會這樣回應？他試圖確定什麼嗎？

他給出的是補充證據還是解釋？他在提出另一種解決方案嗎？ 

4）參與者不應當通過不必要的重複或再次提出已處理過的論點來拉長討

論。 

5）討論必須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意見分歧是否已消除？如果已消除，那

麼其消除方案是什麼？這些問題必須相當清楚。消除的結果也必須弄清。應當

把這個共識向某個組織彙報嗎？還有進一步行動嗎？ 

 

10.3 準備論辯性演說 

 

演說和演講往往都包含著論辯性成分。正如書面論辯一樣，口頭陳述只要

反映的是兩方有不同觀點的情形，它就是論辯性的。只要被辯護的立場是有爭

議的或對目標聽眾有著重要的利害關係，那麼論辯性演說就派上用場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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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話，演講者應當事先想好這些問題。他們應該盡可能清楚地表達他們的

立場。立場的範圍必須清楚：命題只涉及某些人或某些方面呢，還是涉及所有

人或所有方面？像“天生的”這類標識詞應盡量避免，因為它們使得要駁倒這

種立場是很難。應該精確定義任何可能導致錯誤解釋的術語。 

演講者在準備演說時，發現在分析框架中對他們打算使用的各種論據進行

排序是很有用的。不要急於把所有論據一下子擺出來，最好抓住幾個強有力的

論據，好好地設計它們，使人信服地相信它們。然後，在分析框架中用圖解方

式描繪出演說的核心內容。 

但是，演說所涉及的往往不只是論辯。通常情況下，它從引言開始。在引

言中，演講者試圖就他所要說的內容引起聽眾的注意。接下來，演講者提供一

些必要的背景知識。只有在做了這些之後，論辯才真正開始。演講者提出支持

其立場的論證，同時還要試圖反擊針對這種情況可能出現的某些異議。在演說

的最後，演講者要重申立場，概述最重要的論證。 

引言必須有趣，足以抓住聽眾的注意力。要做到這一點的方法很多。演講

者可以講述個人經歷，講述令人驚訝的故事或趣聞逸事，也可以提及當前的大

事件或眾所周知的歷史事件。此外，提出一個聽眾認為很重要的問題，也是吸

引聽眾的一個好辦法。當然，在引言與所進行的論辯之間需要明顯的相聯關係。 

在通常情況下，在引言中應當闡明所要辯護的立場。演講者需要解釋他打

算說什麼，以及採取的立場是什麼。如果演講者認為其立場會遇到強烈抵抗，

那麼首先提及論據，然後一步一步把聽眾引向結論，這是明智之舉。如果演說

很長，那麼用一個講演綱要來結束引言，這也是有幫助的。這讓聽眾對整個演

說有一個大致了解。 

如果演講者不僅為自己的立場給出了論證，還給出了相反立場的論證，那

麼這個演講者必須決定給出這些論證的先後順序。最常見的順序是：首先指出

對方立場站不住腳，然後就己方立場給出論證。但有時把順序顛倒過來也可以。

只要論辯不會變得使人糊塗，交替地使用辯護與抨擊也可以。在為己方立場作

辯護時，要麼一開始就給出最強論證，要麼在最後給出，這是明智的做法。首

先給出會對接受其餘內容造成影響，而最後給出則最容易讓聽眾記住。 

演說結論應該把最重要的論點牢牢地灌輸到聽眾腦海之中。此時此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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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再提出新論點，也不應該重複整個論證。最重要的是結論要簡明扼要、引

人注目。最佳辦法是：與引言首尾呼應，讓人產生一個從頭至尾十分完善的印

象。 

在字數和時間都受到嚴格控制的情況下，把整個演說寫出來是很有必要的。

這樣做時，演講者要注意，所使用的語言即使大聲說出來，人們聽起來也是自

然的，而且，最好事先有感情地大聲朗讀進行演練。更常見的做法是，只寫下

演說的主要論點，而不是全部。如果演講者選擇即興演講，演講會更生動自然。 

沒有經驗的演講者應該把引言和結論一字不漏地寫出來，並在分析框架中

寫出所有的主要論證。標出段與段之間承上啟下的語句，比如：那些預示論證

開始或進行小結的語句也要寫出來。如果不做這一步，那麼論證的思路就有可

能存在被激烈辯論打斷的危險，聽眾就會無法跟上演講者的思路。 

 

10.4 表達論辯性演說 

 

演說必須清楚地被表達出來，以便聽眾能很容易地跟上演講者的思路，聽

眾才不會感到沉悶。這就是演講者為什麼必須確保其演說聽起來令人愉快的原

因。 

演說應當既要適合於特定場合，又要適合於特定聽眾。如果聽眾是一些外

行或非專業人士，那麼使用專業辭彙和專業解釋是不合適的；相反，如果聽眾

是專業人士，就需要這樣做了。關於演說的風格，在正式場合如法庭訴訟或國

會會議就要求用很正式的措辭，而這些措辭在非正式場合則不適合。 

總而言之，通常情況下演說不宜太正式。演說一般應該口語化，而不要採

用拘謹的風格。屬於書面語言的語詞或短語，如“因為……”（inasmuch as）、

“儘管”（notwithstanding）等 12，要盡量避免。這種情況特別適合於已明確

談到的書面語篇的語詞，諸如：“前面已經提到”（the point mentioned above）、

“在前一節中”（in the previous section）等。 

如果事先把整個演說都全部寫出來，就有聽起來很死板的風險。為了減少

給聽眾留下讀演講稿的印象，緊記下列指導方針是會有幫助的。 
                                                
12

這裡是以英語為標準的，像 inasmuch as, notwithstanding 等這類詞均屬於書面語言。──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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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語句要簡短。 

2.表達要精練。 

3.盡可能用日常用語來取代生僻的字眼。 

4.語句結構（簡單句、複雜句）和類型（陳述句、疑問句）要變化。 

5.要儘量使用論辯和立場的標識詞如“因為”、“因此”、“首先”、“ 此

外”等等，以及聯結詞如“但是”、“並且”等等。 

6.要儘量少用被動語態。不要說“在演說中一些將被給出……”，而要說

“我將在演說中給出一些例子……”。 

7.要用具體事例闡明抽象觀點或一般法則。 

8.時時刻刻與聽眾進行直接交流。如“現在你們問問你自己……”等。 

9.引用他人觀點要清楚而不是用聽起來不自然的方式。不能說“這段話引

自……”，而要說“正如某人曾經所說……”。 

10.給出清楚的信號提醒聽眾你是在做論證，並要重複重要之點。 

一個好的演說也可能會被笨拙的表達搞糟。時間因素常常是一個棘手的問

題：如果演說拖得太長，那麼演講者就不得不倉促結束演講的最後一部分。這

些問題可以通過事先練習演講，記錄所花的時間來避免。好的演講的其他技巧

還有： 

1.只說你準備要說的。 

2.不要說：關於這個主題，你還有很多話要說，但你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說。 

3.要避免給引言一個引言：“在我的講演開始之前，我首先想……”。 

4.要避免給聽眾你沒有好好準備或對主題不關心的印象。不要說“今晚，

我在來的路上我想了一下，我要對你們說什麼呢”。 

5.對聽眾不要過於討好也不要過於苛刻。不要解釋眾所周知的東西。不要

說“對於你們中不知道什麼是順勢療法的人，我將解釋……”或者“當然，你

們在國外，不了解這些發展情況……”。 

6.不要過於謙虛，也不要在沒必要的情況下道歉。不要說“不幸的是，我

對這個主題所知不多，但是……”，或者“我知道這不是很重要，但……”。 

7.不要總是拖延結果。除非你的演說真的要結束了，不要說“在結論 

中……”，或者“這裡將要得到的結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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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要突然結束你的演說，確保你有一個明顯可以認同的結論。不要以這

樣的話來結束演講：“好，就是這些了”，或者“我想我要在這裡結束了”。 

 

補 充 讀 物 

 

關於公眾演說和辯論的許多有用建議，參見斯蒂文．比比和蘇珊．比比的

《公開演說：一種以聽者為中心的方法》（S. Beebe and S. J. Beebe, Public 

Speaking：An Audience – centered Approach（4
th
 ed）, Boston：Allyn & Bacon, Row, 

1990, 4
th
 ed. 2000.）。美國的其他優秀教材有：邁克爾．奧斯本和蘇珊．奧斯本的

《公開演說》 （M. Osborn and S. Osborn, Public Speaking, Boston：Houghton 

Mifflin, 1988）和以及《公開演說的要素》（M. Osborn and S. Osborn, The Elements 

of Public Speaking. New York：Harper & Row, 1938, 4th ed. 1990） 

 

思考與練習 

 

一、使用本章所講的內容，準備一份論辯性演說的分析框架，其內容可以

是： 

1.推薦一部電影或一本書。 

2.就某個刊物發表看法。 

3.給課程改革提出建議。 

然後，在班上發表演說。 

 

二、下面是演說的第一段，請為這個演說寫一個能吸引聽眾的引言。 

在醫學研究中，用動物作為研究對象廣泛受到譴責有兩點理由：一

是因為它不正當地侵犯了動物的權利；二是因為它不正當地強加給

有感情的動物本來可以避免的苦難。上述兩個論據都是不可靠的。

第一個取決對權利的錯誤理解；第二個則取決於錯誤的計算結果。

這兩個論據最後都不值得被考慮。 

為什麼說動物沒有權利呢？正確地理解，權利是一方可向另一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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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的一種請求或者潛在請求。請求的對象可以是個人、團體，也許

是全人類。請求的內容也會千差萬別：償還貸款、不歧視雇員、不

干涉內政等等。為了全面理解權利，我們必須知道誰擁有權利，所

擁有的這項權利是針對誰，以及那是一項針對什麼的權利。 

 

補充練習五 

 

一、運用下列格式，從分析框架開始，準備一個 7 分鐘的論辯性演說。 

1.引入一個你打算要討論的主題。 

2.解釋一下為什麼這個主題是有趣的或重要的。 

3.陳述你打算要辯護的立場。 

4.討論一下其他立場。 

5.提出支持你的立場的論證 

6.討論一下反面論據。 

7.對你的論證進行總結陳詞。 

8.用一個結論結尾。 

 

二、每個學生要在課堂上發表演說。演說的評價方法如下： 

1.所有聽演說的學生都要填寫一張評分表，並交給演講者。 

2.由一位學生點評演說。 

3.老師點評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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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辯巧智─有理說的清的技巧 

相關附錄 

 

 

演講評分表 

 

 

演講者：                      

題  目：                      

日  期：_____年_____月____日  

 

表一  質量與結構 

 

序號 評價指標 得分 

1分(差)~10 分(優) 

1 主題引入  

2 解釋有趣或重要問題  

3 陳述辯護立場  

4 其他立場討論  

5 展示論據技巧  

6 討論反面論據  

7 各部份之間連貫性和平衡性  

8 時間控制  

9 合計  

其他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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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演講技巧與聽眾反應 

序號 評價指標 得分 

1分(差)~10 分(優) 

1 表達清楚  

2 具體性(例子使用情況等)  

3 感情控制  

4 激發聽眾興趣  

5 演講舉止  

6 合計  

其他評價   

 

 

 

批判性討論規則 
 

1.自由規則  

論辯雙方不得彼此阻止對方提出立場，或者阻止對方質疑立場。  

2.舉證責任規則  

如果要求提出立場的一方為立場作辯護，他就負有辯護義務。  

3.立場規則  

一方對立場的抨擊必須與另一方確實已提出的立場有關。  

4.相干規則  

只有提出了與立場相關的論辯時，其立場才得到辯護。 

5.未表達前提規則  

一方不得錯誤地把另一方未表達的東西當作前提來提出，或者否定對方留有餘

地的前提。  

6.出發點規則  

論辯雙方都不能錯誤地把前提當作公認的出發點，或者否認表達了公認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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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  

7.論證圖式規則  

如果辯護沒有借助正確運用適當的論證圖式來進行，那麼就不能認為立場得到

了決定性辯護。  

8.有效性規則  

在論辯中，推理必須是邏輯有效的，或者必須通過弄清一個或多個未表達前提

使之成為邏輯有效的。  

9.結束規則  

立場辯護失敗必然導致正方要收回立場，而立場辯護成功必然導致反方要收回

質疑。  

10.用法規則  

論辯雙方均不得使用不清晰或含混的語言表達式，且必須盡可能謹慎正確地解

釋對方的語言表達式。 

 

 

 

謬誤概述 

 

一、正反雙方在衝突階段違背規則一(自由規則)  

1.限制立場與懷疑  

(1)宣稱立場神聖不可侵犯謬誤 

(2)宣稱立場是忌諱謬誤  

2.限制對方行動自由  

(1)給對方施加壓力  

a.棍棒謬誤(訴諸武力論證)  

b.訴諸憐憫(訴諸憐憫論證)  

(2)攻擊對方人身(訴諸人身攻擊論證)  

a.把另一方當作是愚蠢的、差勁的、不可信的以及其他等等(相當於直接型

人身攻擊或“濫用型”人身攻擊)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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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懷疑另一方的動機(相當於間接型人身攻擊或“境況型人身攻擊”)謬誤  

c.指出另一方的言詞或行為中的矛盾(相當於“你也是”人身攻擊)謬誤  

 

二、正方在開始階段違背規則二(舉證責任規則)  

1.將舉證責任加強給另一方  

(1)在非混合型意見分歧中，正方不是為他自己的立場作辯護，而是正方強

迫反方證明正方的立場是錯的。 

a.轉移舉證責任謬誤  

(2)在混合型意見分歧中，一方並不企圖為他自己的業場作帥護，而是強迫

一方為其立場作辯護。  

a.轉移舉證責任謬誤  

2.逃髒舉證責任  

( I )提出不證自明的立場 

a.逃避舉證責任謬誤  

(2)用人格擔保立場的正確性 

a.逃避舉證責任謬誤  

(3)對批判立場不敏感  

a.逃避舉證責任謬誤  

 

三、正反兩方在整個討論階段違背規則三(立場規則) 

1.把一個假想的觀點強加給另一方  

( I)過度提出了反面立場  

a.稻草人謬誤  

(2)提及對手所屬群體的觀點  

a.稻草人謬誤  

(3)塑造一個假想對手  

a.稻草人謬誤  

2.曲解對方立場  

( I )去除言論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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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稻草人謬誤  

(2)過分地簡化或誇大立場  

a.稻草人謬誤  

 

四、正反雙方在論則階段違背規則四(相干規則)  

1.論辯與所討論的立場無關  

a.不相干論辯謬誤( =不相干結論) 

2.借助論辯之外的方法來為立場作辯護  

a.訴諸聽眾感情謬誤( =感情謬誤)  

b.炫耀某人自己品質謬誤( =道德謬誤或濫用權威)  

 

五、正反雙方在論辯階段違背規則五(未表達前提規則)  

1.增加一個超出了正當化的未表達前提所組成的  

a.放大未表達前提謬誤  

2.拒絕承認某人在辯護中所暗含的未表達前提  

a.否定未表達前提謬誤  

 

六、正反雙方在論辯階段違背規則六(出發點規則)  

1.通過錯誤地否認公認的出發點來竄改反方出發點  

a.錯誤地否認公認的出發點  

2.通過錯誤地提出某事作為公認的出發點來竄改反方出發點  

a.在聲明時不公平地使用了預設謬誤  

b.在提問時不公平地使用了預設謬誤(=多問題謬誤或複雜問語)  

c.使用了等同於立場的論據(=循環推理謬誤或以假定為據或乞題)  

 

七、正方在論辯階段違背規則七(論證圖式規則) 

 1.使用了不適當的論證圖式  

a.公眾謬誤(徵兆關係)( =訴諸公眾論證)  

2.不正確地使用論證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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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相干權威謬誤(徵兆關係)(=訴諸不相干權威論證)  

b.輕率概括謬誤(徵兆關係)( =片面推論) 

c.錯誤類比謬誤(類比關係)  

d.以先後定因果謬誤(因果關係)  

e.滑坡謬誤(因果關係)  

 

八、正方在論辯階段違背規則八(有效性規則)  

1.把充分條件當作必要條件來推理  

a.否定前件謬誤  

b.肯定後件謬誤  

2.混淆整體與部分的屬性  

a.分解謬誤  

b.合成謬誤  

 

九、正反雙方在結束階段違背規則九(結束規則)  

1.竄改正方提出的結論  

a.拒絕收回還沒有得到成功辯護的立場謬誤  

b.因作出成功辯護而得出某立場為真的謬誤  

2.竄改反方提出的結論  

a.拒絕收回已成功辯護的立場批判  

b.因對於還沒有成功辯護(訴諸無知論證)而得出某立場為真的謬誤  

 

十、正反雙方在全部討論階段違背十(用法規則)  

1.濫用不清晰  

a.不清晰謬誤(含蓄、模糊、不熟悉、曖昧)  

2.濫用含混  

a.含混謬誤或曖昧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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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辯手（辯論台詞） 
 

Debate is blood sport. It's combat. But your weapons are words. 
辯論就是一項血腥的運動，是戰鬥。但是你們的武器就是語言。 
 
Who's the judge? The judge is God. 
Why is he God?  
Because he decides who wins or loses, not my opponent. 
Who is your opponent?  
He doesn't exist. 
Why does he not exist?  
He's merely a dissenting voice to the truth I speak. 
誰是裁判？上帝是裁判。 
為什麼是上帝？因為是上帝、而非我們的對手，決定著誰勝誰負。 
誰是你的對手？對手根本不存在。 
為什麼不存在？因為他只不過是對我所說的真理表示反對的聲音。 
 
                                                      ----- The Great Debaters《偉大辯手》 
 
 
Round 1: 選拔辯手時的辯論練習 
 
Resolved: Welfare discourages hard work. Welfare takes away a man's strongest reason 
for working, which is survival, and that weakens the will of the poor. How would you 
rebut that? 
辯題是：福利措施不利於讓人努力工作。福利措施會消磨掉人們工作欲望中最重

要的因素，那就是求生欲。那會使窮人們意志消沉。你準備怎麼反駁啊？ 
 
I would say it does not. Most of the New Deal goes to children, anyway,  
and to the handicapped, and to old people... 
我認為並不是這樣。多數的福利政策都是針對小孩子、殘疾人以及老人。 
 
 Is that fact, or conjecture?  It is a fact. 
 這是事實還是推斷呢？ 是事實。 
 
 What's your source?  The president. 
 這個事實援引自......？ 總統。 
 

http://fifid.com/site_search?cx=003017831450918707819%3Ae2pgfm8nybw&cof=FORID%3A10&ie=UTF-8&q=%E4%BC%9F%E5%A4%A7%E8%BE%A9%E6%8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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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your primary source? You spoke to President Roosevelt personally? 
 Of course not. I did not speak to him personally, but I listened to his Fireside Chat. 
 這是你的主要資訊來源嗎？你跟羅斯福總統親自談過？ 
 當然沒有，我沒有跟他面對面談過。但我聽過他的“爐邊傾談”。 
 
Any other sources? 
Yes, there are other sources.  
  Like that look in a mother's eyes when she can't feed her kids.  
  Without welfare, people  would be starving. 
 還有其他的資訊管道嗎？ 
 是的，還有，例如一個母親無法撫養自己孩子時的眼神。 
   如果沒有了福利措施，人們就會挨餓。 
 
 Who's starving, Miss Booke?    The unemployed are starving. 
 誰在挨餓，布可小姐？              沒有工作的人呀！ 
 
Mr. Burgess here---He's unemployed. Obviously, he's not starving.  
坐在這兒的伯吉斯先生，他也沒有工作，但他顯然也沒有被餓著啊！ 
 
I drew you in, Miss Booke. You gave a faulty premise, so your syllogism fell apart.  
Your logic fell apart.  
Major premise: The unemployed are starving. 
Minor premise: Mr. Burgess is unemployed. 
Conclusion: Mr. Burgess is starving. 
Your major premise was based on a faulty assumption---Classic fallacy.  
    你陷入了我的圈套，布可小姐。你給出了一個錯誤的前提，所以你後面的三段

論就站不住腳了。你的邏輯全亂了。 
    大前提：沒工作的人會挨餓；小前提：伯吉斯先生沒有工作；結論：伯吉斯先

生會挨餓。 
    你的前提建立在了一個錯誤的假設上——這是典型的邏輯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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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2: 選拔辯手時的考題 
 
 All right, Mr. Lowe. I will name a subject. You speak a few words...a pertinent quote  
   from world literature. "Beauty". 
 "I heard the old, old men say, all that is beautiful drifts away, like the waters." 
 羅先生，我指定一個題目：我給你個主題，你得援引文學名著中與之相關的句子

來陳述。“美麗”。 
 我聽老人們說過，所有的美麗都會消逝，就像流水一樣。 
 
 Very good. "History".  And name the author this time. 
 "History is a nightmare, from which I am trying to awake." James Joyce. 
 很好。“歷史”——這次要說出作者。 
 “歷史是場噩夢，而我一直想從中醒來。”——詹姆斯·喬伊絲。 
 
 “Self-pity”. 
 "I never saw a wild thing sorry for itself." D.H. Lawrence. 
 “自怨自艾”。 
 “我從未見過野蠻的事物會為自己難過。”——D.H.羅倫斯。 
 
 Mr. Farmer. Tell me the irony in the name "Bethlehem Steel Corporation." 
 Bethlehem is the birthplace of Jesus, Prince of Peace,  
   and Bethlehem Steel makes weapons  
 法默先生，解釋一下“伯利恒鋼鐵公司”這個名字為什麼具有諷刺意味？ 
 伯利恒是基督的出生地，是和平聖地，伯利恒鋼鐵公司卻為戰爭製造武器。 
 
 
Round 3: 教授辯論技巧 
 
 Yes, sir, I do like to talk.    
 Is that a virtue or a vice? 
 Well, I have to admit I've always wanted to be the quiet, mysterious type,  
   only I couldn't keep my mouth shut long  enough. 
 沒錯，先生，我很能說。 
 這是優點還是缺點？ 
 哦，我必須承認我本想做個沉默又神秘的人，但我卻難以長時間控制住我的嘴巴

不說話。 
 
 Would you punch yourself in a street fight, Mr. Burgess? 
 No,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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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don't punch yourself in a word fight. You don't have to make fun of yourself.  
   Use your humor against your opponent. 
你和人打架時會打自己嗎，伯吉斯先生？ 
不會的，先生。 
那麼和別人打嘴仗時也別自己打自己。你不需要自嘲，而應用你的幽默來對付你

的對手。 
 
Round 4: 辯論賽之一 
 

Resolved: Unemployment relief should be ended when the Depression ends. 

辯題：當經濟蕭條結束時失業救濟的發放也應隨之停止。 

 

（首先是對手的陳述） 

 

I traveled back through history to 1536, when the first Poor Laws of England w

ere  

mandated. In those days, the dole, or welfare as we call it, was funded by volu

ntary  

contributions. But as time passed, the English devised the Allowance System,  

the first unemployment relief, only now it was paid with involuntary contribution

s,  

more commonly known as taxes. 

追溯到 1536 年英格蘭第一部《濟貧法》頒佈那時候，失業救濟金，或者社會福利

金，是由自願捐款組成。隨著時間的推移，英格蘭設計制定了社會保障制度。第

一批失業救濟金改由非自願捐款支付，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稅收。  

The Allowance System was a disaster. The only real unemployment relief is to give a 
man  
a job. But to do that, you have to give the economy life, not tax it to death. 
這個社保制度是場災難。真正的救助是給人們一份工作。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

http://fifid.com/site_search?cx=003017831450918707819%3Ae2pgfm8nybw&cof=FORID%3A10&ie=UTF-8&q=%E6%B5%8E%E8%B4%AB%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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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把經濟搞活，而不是死命地徵稅。 
 
（接下來我方開始陳述） 
 
When capitalism was young, the old puritanical concept of duty was, "He who does not 
work shall not eat." That made sense when there was more work than men willing to do 
it. 
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嚴格意義上的“責任”這一概念就意味著“不做工者不得食”。這

在那個只要你願意工作，遍地都是工作機會的年代，確實是行的通的。 
 
But those days are gone. Now there are millions who want to work, but find themselves  
standing in breadlines.Now, should they not eat because there have no jobs? People,  
today we need a new concept of duty: The right of the individual to demand from 
society  
is just as much as he gives to society.  
但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今有數百萬人想要工作，但卻發現自己只能排隊等

救濟。那麼，難道因為他們沒有工作，就不給他們飯吃嗎？今天的我們需要對責

任有一個新的認識。每個個體對社會需求的權力和他給予這個社會的應當是一致

的。 
 
（對方辯手開始進攻） 
 
We clutch at anything that even looks like a solution. $ 60 million a month for public 
relief?  
Pay it out if it'll sweep the hoboes off the streets. One seventh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welfare. Fine, as long as it ends our misery. A nation as desperate as this is  
a danger to itself.  
任何看似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都當它是救命稻草：一個月 6 千萬用於公共救濟？

如果這能讓流浪漢從大街上滅跡，那就付吧！美國有七分之一的人口靠救濟金而

活——沒問題！只要能結束痛苦那就這樣做吧！一個國家採取這樣絕望的措施，

這本身就是種危險。 
 
（我方辯手予以有力反擊） 
 

Once, a Roman general brought peace to a rebellious province by killing all its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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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his fellow Romans were shocked. One of them wrote, "Solitudinem faciunt,

 pacem  

appellant," which means "They create desolation and call it peace." Now, for all 

their  

facts and figures, the Paul quinn debaters would also create desolation and call it

 peace.  

They would allow the unemployed to die so the economy can live. 

曾有一位羅馬將軍讓一個叛亂的地方重新恢復和平，而他的方式就是殺掉所有居

民。連他的羅馬同胞都感到震驚。其中有人寫道“荒蕪變和平”，意思就是“當他們

把國土淪為廢墟，便說那就是和平。”從對方辯友提供的事實依據和資料來看，對

方辯友也在創造荒蕪，以製造和平的假像。他們寄希望於失業者死去，從而維繫

經濟發展。 

 

A brilliant young woman I know was asked once to support her argument in fa

vor of  

social welfare. She named the most powerful source imaginable: The look in a 

mother's  

face when she cannot feed her children. Can you look that hungry child in the 

eyes?  

See the blood on his feet from walking barefoot in the cotton fields? Or do you

 ask his  

baby sister with her belly swollen from hunger if she cares about her daddy's w

ork ethic? 

我認識的一位元出色的年輕女子曾被問及她關於社會福利觀點的論據。她勾勒出

最有力量的畫面：一張無法養活自己孩子的母親的臉。你敢直視挨餓孩子的那雙

眼睛嗎？你忍心看見他因赤腳從棉花地上走過而雙腳沾滿鮮血？或者問他因饑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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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患上腹水腫的妹妹是否在乎他們父親的職業道德？ 

 

引經據典在辯論中至關重要，訴諸觀眾的情感也同樣是有力的武器。 

Round 5: 辯論賽之二  

 

Resolved: Negroes should be admitted to state universities. 

辯題：應該允許黑人就讀州立大學。 

 

（這次首先是我方辯手的陳述）  

My partner and I will prove that blocking a Negro's admission to a state university is  
not only wrong, it is absurd. 
我和我的同伴將證明阻止黑人進入州立大學不僅僅是個錯誤，而且荒謬至極。 
 
 
The Negro people are not just a color in the American fabric. They are the thread  
that holds it all together. Consider the legal and historical record. May 13, 1865:  
Sergeant Crocker, a Negro, is the last soldier to die in the Civil War. The first U.S.  
Soldiers decorated for bravery in France are Negroes Henry Johnson and Needham  
Roberts. 1920: The New York Times announces that the "N" in Negro would  
hereafterbe capitalized.  
黑人不僅是美國這塊織布上的一個顏色。他們是穿梭其中連接一切的絲線。讓我

們看看法律和歷史的記錄：1865 年 5 月 13 日，黑人中士克羅克是在內戰中最後一

位犧牲的士兵；1918 年，第一批在法國因勇敢而被授予勳章的美國士兵就是黑人

亨利·詹森和尼德海姆·羅伯特；1920 年，《紐約時報》宣佈，黑人應當被視為平等

的族群。 
 
（下麵是對方辯手的陳詞） 
 
To force upon the South what they are not ready for would result in nothing but  
more racial hatred. Dr. W.E.B. DuBois...he's perhaps the most eminent Negro  
scholar in America. He comments..."It's a silly waste of money, time, and temper  
to try and compel a powerful majority to do what they are determined not to do." 

http://fifid.com/site_search?cx=003017831450918707819%3Ae2pgfm8nybw&cof=FORID%3A10&ie=UTF-8&q=%E7%BA%BD%E7%BA%A6%E6%97%B6%E6%8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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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還沒做好準備的時候就把此制度強加給他們，只會徒增種族仇恨。杜博斯

博士可能是美國最為著名的黑人學者，他曾經說過…“強迫大多數人去做他們堅決

不肯做的事情，實在是浪費金錢、時間和耐性的愚蠢行為。” 
 
（我方瞅準時機指出錯漏）  
 
My opponent so conveniently chose to ignore the fact that W.E.B. DuBois is  
the first Negroto receive a Ph. D from a white college called Harvard.  
對方辯友很巧妙的回避了一個事實，杜博斯正是第一位從一所名叫“哈佛”的白人大

學拿到博士學位的黑人。 
 
（下面是針鋒相對的精彩舌戰，對方先出招） 
 
Dr. DuBois, he adds, "It is impossible for a Negro to receive a proper education  
at a white college."  
杜博斯博士還說，對一個黑人而言，想從白人學校接受到合適的教育是不可能的。 
 
（接招） 
The most eminent Negro scholar in America is the product of an Ivy League  
education. You see, DuBois knows all too well the white man's resistance to  
change. But that's no reason to keep a black man out of any college. If someone  
didn't force upon the South something it wasn't ready for, I'd still be in chains,  
and Miss Booke here would be running from her old Master! 
這位美國最著名的黑人學者就是常青藤聯盟教育的成果。杜博斯太瞭解白人反對

改變的心理了，但這絕不是拒絕黑人進入任何一所大學的理由。如果不是當年在

南方人還沒準備好的時候就強行推行某些制度，那麼身上現在還套著枷鎖，這位

布可女士可能還是剛剛從主人家逃出來的呢！ 
 
辯論也好，演講也好，幽默都是不可或缺的法寶！ 
 
（對方以守為攻） 
 
I do admit it. It is true. Far too many whites are afflicted with the disease of  
racial hatred. And because of racism,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a Negro to  
be happy at a southern white college today. And if someone is unhappy, it is  
impossible to see how they could receive a proper education. Yes, a time  
will come when Negroes and whites will walk on the same campus and  
we will share the same classrooms. But sadly, that day is not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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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我承認，這很正確。很多白人都被種族仇恨折磨著，正因為種族主義，黑人

想要在白人大學裡開心的學習生活是不可能的。一個人如果不開心，就不可能受

到良好的教育。沒錯，那個時刻終會到來，到時候黑人和白人會走在同一個校園

裡，坐在同一間教室中，但遺憾的是，今天還沒到時候。 
 
（我方女辯手的總結陳詞奠定了勝局，也讓螢幕前的我被一次次感動到落淚......） 
 
 
As long as schools are segregated, Negroes will receive an education that is  
both separate and unequal. By Oklahoma's own reckoning, the state is currently  
spending five times more for the education of a white child than it is spending  
to educate a colored child. That means better textbooks for that child than for  
that child. Oh, I say that's a shame, but my opponent says today is not the day  
for whites and coloreds to go to the same college, to share the same campus, to walk in 
the same classroom. Well, would you kindly tell me when is that day  
gonna come? Is it gonna come tomorrow? Is it gonna come next week? In a  
hundred years? Never? No, the time for justice, the time for freedom, and  
the time for equality, is always, is always, right now! 
只要學校還被分離，黑人將繼續接受隔離的、且不平等的教育。奧克拉荷馬州的

官方資料顯示，該州花在白人孩子教育上的經費是黑人孩子的 5 倍，也就是說白

人孩子的教科書比黑人孩子的要好。我認為這是種恥辱，而對方辯友卻說今天還

不是時候，不是黑人白人同在一所學校的時候，不是他們同處一個校園的時候，

不是他們共用一間教室的時候。那麼請你告訴我，那一天什麼時候才會到來呢？

是明天？下禮拜？一百年後？還是永遠都沒有那一天？其實，那個公正得以實現

的時刻，那個自由得以實現的時刻，那個平等得以實現的時刻——那一刻，就

是——現在！ 
 
Round 6: 辯論賽之三 
 
Resolved: "Civil disobedience is a moral weapon in the fight for justice." 
辯題：“公民的不服從是維護公正的道德武器” 
 
（我方首先陳詞） 
 
 
How can disobedience ever be moral? Well, I guess that depends on  
one's definition of the word. 
不服從怎麼會是道德的呢？我想這取決於如何給這個詞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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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19, in India, 10,000 people gathered in Amritsar to protest the tyranny  
of British rule. General Reginald Dyer trapped them in a courtyard and ordered  
his troops to fire into the crowd for ten minutes. 379 died...men, women,  
children...Shot down in cold blood. Dyer said he had taught them a moral lesson.  
Gandhi and his followers responded not with violence but with an organized  
campaign of non-cooperation. Government buildings were occupied.  
Streets were blocked with people who refused to rise even when beaten by police. 
1919 年，印度有一萬人在阿密薩集會抗議英國的暴君統治。雷吉諾·戴爾將軍將他

們困在一個院子裡，然後讓軍隊朝人群掃射了十分鐘，導致 379 人死亡，有男人，

女人，孩子，都被殘酷地殺害了。戴爾說他給了集會者們一個道德的教訓。隨後，

甘地和他的追隨者們並沒有用暴力來回應，而是組織了一次不合作運動。政府大

樓被佔領，道路被人們堵死，即使被員警毆打也絕不還手。 

Gandhi was arrested, but the British were soon forced to release him. He called 

it  

a moral victory. The definition of moral: Dyer's lesson or Gandhi's victory?  

You choose. 

甘地被逮捕了，但很快英國人被迫釋放了他。甘地說這是道德的勝利。那麼道德

的定義究竟是戴爾將軍的道德訓誡還是甘地的道德勝利？這得由你來給出答案。 

 （對方陳詞用資料和情感打動觀眾，一時占了上風） 
 
 
From 1914 to 1918, for every single minute the world was at war, four men laid down  
their lives. Just think of it. 240 brave young men were hurled into eternity every hour  
of every day, of every night, for four long years. 35,000 hours. 8,281,000 casualties.  
240. 240. 240. Here was a slaughter immeasurably greater than what happened at  
Amritsar. Can there be anything moral about it? Nothing...except that it stopped  
Germany from enslaving all of Europe.  
從 1914 到 1918 年，全世界戰火紛飛，每一分鐘就有四個人倒下。想想這個數字：

在那四年內的每一個日夜中的每一個小時裡，都有 240 個勇敢的生命墜入永恆的

沉睡。35000 小時，8,281,000 人陣亡，每小時 240 個，240 個，240 個！這是一個

比在阿密薩規模大無數倍的屠殺。有何道德可言嗎？沒有。可是這讓德國奴役歐

洲的計畫完全破產。 
 
Civil disobedience isn't moral because it's non-violent. Fighting for y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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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violence can be deeply moral, demanding the greatest sacrifice of all: Life itself.  
Non-violence is the mask civil disobedience wears to conceal its true face---anarchy. 
公民的不服從並非因為是非暴力的就能被視為是道德的。用武力為你的國家奮勇

殺敵也可以是非常道德的，因為這要求你做出最大程度的犧牲：犧牲你的生命。

非暴力不過是公民不合作所佩戴的面具，用以遮掩它的真實面目：無政府正義。 
 
（既然局面是對方占了上風，我方就立刻用幽默來增加自己的砝碼） 
 
Gandhi believes one must always act with love and respect for one's opponents,  
even if they are Harvard debaters.  
甘地相信一個人必須對他的對手充滿愛和敬意，即使他們是哈佛的辯手。 
 
Gandhi also believes that lawbreakers must accept the legal consequences  
for their actions. Does that sound like anarchy? Civil disobedience is not something  
for us to fear. It is, after all, an American concept. You see, Gandhi draws his  
inspiration not from a Hindu scripture, but from Henry David Thoreau, who I believe  
graduated from Harvard and lived by a pond not too far from here. 
 
甘地也相信犯法之人需接受他們行為的後果——這難道是無政府主義嗎？公民的

不服從不是我們應該恐懼的理念，因為不管怎麼樣它都是源於美國的思想。甘地

的想法並非源自印度教經典，而是來自亨利·大衛·梭羅，而據我所知梭羅就是哈佛

畢業的，就曾住在離這裡不遠的那個池塘邊。 
 
（對方毫不示弱。不就是幽默嗎？你會我也會！） 
 
My opponent is right about one thing. Thoreau was a Harvard grad, and,  
like many of us, a bit self-righteous. He once said, "Any man more right  
than his neighbors constitutes a majority of one." Thoreau the idealist  
could never know that Adolf Hitler would agree with his words. 
對方辯友有一點說對了，梭羅確實是哈佛畢業生。他也像我們大多數哈佛人一樣，

有點自以為是。他說過，“任何一個比自己的鄰居更有理的人都代表了大多數人的

意見”。梭羅這個理想主義者可能永遠不知道希特勒會同意他的觀點。 
 
 
The beauty and the burden of democracy is this: No idea prevails without  
the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The people decide the moral issues of the day,  
not a majority of one. 
民主之美以及民主之重就在於：任何觀點都需獲大多數通過。由人民來判斷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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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而不是一個人的大多數。 
 
（我方立刻反駁了對方拋出的觀點） 
 
Majorities do not decide what is right or wrong. Your conscience does.  
So why should a citizen surrender his or her conscience to a legislator?  
No, we must never, ever kneel down before the tyranny of a majority. 
對或錯並不由大多數人來決定，而是由你的良心來決定。為什麼一個市民要將他

的良知交由立法者支配？不！我們永遠不應屈服於一個大多數人的暴政。 
 
（對方先是以幽默回應，觀眾席笑聲一片； 
    再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觀眾席掌聲一片。） 
 
We can't decide which laws to obey and which to ignore. If we could,  
I'd never stop for a red light. My father is one of those men that stands 
between us and chaos: a police officer. I remember the day his partner,  
his best friend, was gunned down in the line of duty. Most vividly of all,  
I remember the expression on my dad's face. Nothing that erodes the  
rule of law can be moral, no matter what name we give it. 
哪部法律該遵守、哪部法律可以忽視，這不是由我們來決定的。如果真是這樣，

那我見到紅燈就永遠都不會停下。我的父親是一個替我們直面紛亂的人，他是一

名員警。我還記得那天他的搭檔，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因公而被槍殺身亡。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當時父親臉上的表情。任何淩駕于法律之上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

不管我們給它們取的名字有多花哨！ 
 
 （長達數秒的沉默之後，我方開頭第一句就緊緊攥住人心。 
      一連串暴雨似的問句拷問著每一位聽者的良知。） 
 
 
In Texas, they lynch Negroes. My teammates and I saw a man strung up by  
his neck and set on fire. We drove through a lynch mob, pressed our faces  
against the floorboard. I looked at my teammates. I saw the fear in their eyes,  
and worse, the shame. What was this Negro's crime that he should be hung,  
without trial, in a dark forest filled with fog? Was he a thief? Was he a killer?  
Or just a Negro? Was he a sharecropper? A preacher? Were his children  
waiting up for him? And who are we to just lie there and do nothing? No matter  
what he did, the mob was the criminal. But the law did nothing, just left us  
wondering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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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州，人們私刑處死黑人。我的隊友和我看到一個男人被綁著吊起來，然後被

燒死。我們開車經過一群動私刑的暴徒。我們把臉緊緊貼在車子地板上。我看著

我的隊友。從他們眼中我看到了恐懼，更悲哀的是，我看到了羞恥。那個黑人犯

了什麼罪，以至於在一個霧氣彌漫的森林中未經審批而直接被吊死？他是個賊？

是個殺人犯？逆或僅僅只因為他是個黑人？他是個佃農？是位傳教士？他的孩子

在等著他回去嗎？為什麼我們只是在一邊看著，卻不採取任何行動？不管他做了

什麼，那群暴徒才是罪犯。但是法律什麼作用也起不了，只是讓我們不停地想著“為

什麼會這樣？” 
 
My opponent says nothing that erodes the rule of law can be moral.  
But there is no rule of law in the Jim Crow South, not when Negroes are denied  
housing, turned away from schools, hospitals, and not when we are lynched. 
對方辯友說任何淩駕於法律之上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但是在施行種族隔離策略

的南方根本沒有法律可言。當黑人沒有房子可住的時候，當黑人被學校和醫院拒

收的時候，當我們被私刑處死的時候，都根本沒有法律。 
 
 
St. Augustine said, "An unjust law is no law at all," which means I have a right,  
even a duty, to resist. With violence or civil disobedience?  
You should pray I choose the latter. 
聖奧古斯丁說，“不公正的法律根本不能稱之為法律，” 也就是說我有權利，甚至

有責任去反抗。是用暴力反抗，還是非暴力地行使公民的不服從？—— 你們應該

慶倖我選擇了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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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辯論文獻選讀 

～取材自台灣辯論學會 

辯論文獻選讀（一）  

美國著名的辯論學者，西北大學的澤瑞夫斯基（Zarefsky，1989）在＜傳播學國際

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中談到了辯論學的幾項

重要哲學基礎： 
1. 它假定人類多數事務是不確定的與因時因地改變的，無法透過絕對知識或

實證測量來決定。辯論學強調透過論辯來解決這類問題。  
2. 知識是社會透過論辯建構的產物。只有當議題經得起仔細的探究與辯證，

才能被辯士視為事實。因此論辨可以被視為一種檢驗以議案方式呈現之假

設的方式，用來檢驗其概然真實。  
3. 辯論學強調對意念的嚴謹探究，透過正式傳統－如立場堅定的辯士、完全

且自由討論的機會，以及由無利益的第三方來宣判爭議結論。  
4. 論辯與表達自由的理論有緊密關係，都是為促進真理與正義而經過精心設

計的系統。基於對提出主張的縝密研究，以及亞里斯多德真理在本質上勝

過其對手的假定，我們相信真理會從意見互動中出現。因次論辯是民主政

治的主要元素  
 
 

辯論文獻選讀（二）  

中國早期的辯論研究者費培傑在他所編譯的＜辯論術之實習與學理＞ㄧ書中，曾

經提到中國人的三項「毛病」。這些毛病是辯論在中國長期受到輕視，也說明了今

天我們學習辯論的重要，這三項毛病是： 
一、不善於批判性思考： 
...凡遇一件事情，古人怎麼說，他便怎麼信。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不管究竟

有沒有鬼神，不管鬼為什麼應敬，也不管既是應敬，又為什麼要「遠之」。他人說

的話，不知道拿來詳細分析，找出一個所以然，只管囫圇吞棗糊糊塗塗的過去。

因而許多問題沒有ㄧ個徹底的解決...造成這種習慣的原因，最大的有兩件：１.中
國論理學不發達、２.中國辯論術不講究 
二、讀書人輕視辯論： 
...所謂舌辯之士、蘇張之徒，乃是儒雅君子所不樂為。孟子雖辯，還要說：「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辯字是一個不乾淨的東西ㄧ般，非到萬不得已，不敢沾染。

這種風尚越傳越厲害，加以誤傳「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的話，對於辯論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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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不敢徹底的研究，並且不敢提及。 
三、退一步海闊天空： 
事事主張退讓，以少管閒事少惹是非為妙。因而真理泯滅，是非顛倒，很少有人

去管他。有人心知其然，不過因為辯正是犯難的事，遂甘心屈服，讓人佔勝。有

些人心知其然卻以為真者自真，偽者自偽，他人儘管會說，儘管能以辭亂理，但

於真理依然無損，我何必要去與他辯。 
來源：費培傑譯(Ｖ.Ａ.Ｋetcham 著)（1912）＜辯論術之實習與學理＞。上海：商

務，頁９－１１ 
 
 

辯論文獻選讀（三）  

違反現狀的辯題設計  
美國的競賽辯論通常會將辯題設計成違反現狀的形式，但是在具體做法上，還是

有一些應該注意的事項。  
首先，對政策辯論而言，現狀指的就是「現行政策」，判定起來比較容易，例如現

行法令如果將安樂死視為非法，我們就可以將辯題訂為「安樂死應合法化」。  
然而，對於非政策辯題，判定上就比較困難了。常見的做法是將特定社會中多數

人的信念或態度---即多數人的推定視為現況。例如，如果相信「經濟比環保重要」

的人比相信「環保比經濟重要」的人多，後者就比前者更適合作為辯題。  
在非政策辯題上，辯題設計者也可以用政府（當權者）的信念或態度為推定，再

由辯題來挑戰當局的主流觀點。例如「新聞報導比地震救災重要」的辯題，就與

政府認為「地震救災比新聞報導重要」的態度不同。  
另一種更常出現的狀況是：事實與價值辯題的現狀其實是「零推定」，這時無論以

正立場或反立場為辯題都符合了違反現狀的原則。例如現狀是「人性既非本善亦

非本惡」，那麼辯題無論定為「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都符合了違反現狀的原

則。  
來源：游梓翔 著＜認識辯論＞(2003)。台北：雙葉書廊，頁 59 
 
 

辯論文獻選讀（四）  

雙題制下的論辯型整體推定與舉證責任分配  
認識辯論一書中討論的論辯型整體推定與舉證責任分配，主要是以採用單題制的

辯論競賽為對象。對採用明確書寫出反方立場的雙題制辯論而言，必須就以下三

種情況作補充說明。  
第一種情況是，雙題制中正方辯題支持的是違反現狀的立場，而反方辯題支持的

則是維護現狀的立場，這時單題制下論辯型的推定與舉證責任分配方式將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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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雙題制。  
第二種情況是，雙題制中正方辯題支持的是違反現狀的立場，反方辯題支持的也

是違反現狀的立場。這時評判人員仍然可以參考美國的做法。美國雖然採用單題

制，但還是常有反方選擇不為現況辯護，而另行挑選一個既不同於辯題也不同於

現狀的立場。這時美國的評判人員會設法評估正反雙方的立場中哪一個「距離現

況較遠」，然後將推定利益給予改變程度比較小，與現狀較為接近的一方。  
最麻煩的是第三種情況。就是當正反方辯題均違反現況，又難以分辨何者距離現

況較遠時。例如，如果我們認定「人性不確定是本善還是本惡」的立場是現狀，

那麼無論是正方的「人性本善」還是反方的「人性本惡」就雙雙挑戰了現況，此

時推定要分配給誰？誰又該負擔舉證責任？這時論辯型的分配方式就遭遇了阻礙，

只有求諸競賽型。  
來源：游梓翔 著＜認識辯論＞(2003)。台北：雙葉書廊，頁 60  
 
 

辯論文獻選讀（五）  

立論的方法  
根據奧瑞岡州立大學的奈普（Trischa Goodnow Knapp）及波特蘭社區學院的葛利

略（Lawerence A.Galizio）等兩位辯論專家的建議，在辯論中提出論證----即「立論」，

可以依循四個重要步驟，即：提出、說明、舉證、作結。  
1.提出（state）：以簡單明瞭的方式說明你的主張。例如「我們認為政治人物欠缺

誠信的」；  
2.說明（explain）：說明提出主張的原因或呈現論證的推理基礎。例如「觀察過去

25 年來政治人物的言行，我們將可找到數不清的案例來證明政治人物的誠信為何

是不可信的」；  
3.舉證（support）：提供證明主張的明確證據。例如引用報紙報導，列舉幾個政治

人物言行不一的實例；  
4.作結（conclude）：為論證收尾，並且說明論證在整個辯論方案中的影響效果。例

如「既然政治人物欠缺誠信，任何以政治人物的誠信為基礎的法案也不會達到效

果」。  
來源：Knapp，T.G.，& Galizio，L.A.(1999). Elements of parliamentary debate：A guide 
ot public argument. New York：Longman 
 
 

辯論文獻選讀（六）  

權威人士的條件  
根據圖門（Stephen Toulmin）、瑞奇（Richard Rieke）與詹尼克（Allan Janik）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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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我們所引用的權威人士具有越多的下列條件，他的意見可信度也就越高`：  
1. 資訊充分：這位權威人士在近期內仍充分接觸與論證主題有關的資訊  
2. 身分明確：我們在引用權威人士時明確指出他的身分，而非以「某位專家

表示」含混其詞  
3. 資歷完整：權威人士在討論主題方面擁有足夠的教育程度、專業訓練或實

務經驗  
4. 權威公認：權威人士的權威性為同領域的其他專家所公認  
5. 傑出表現：權威人士過去的表現獲得尊敬  
6. 嶄新即時：權威人士的專業經驗是近期取得的  
7. 內行發言：權威人士之發言未超出其專門領域之外  
8. 參酌異見：權威人士能將個人意見與其他持不同意見的專家做比較  

來源：Toulmin, S. E., Rieke, R. D., Janik, A.(1984).An introduction to reasoning(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p.231 
 
 

辯論文獻選讀（七）  

腦力激盪 
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這種廣為廣告界運用的思考方式，同樣也可以用在辯論

裡。所不同的是，廣告人要激盪的是產品的名稱、創意的文案；而辯論選手們所

要激盪的則是克敵的方法。我和溫偉群先生在<批判.思考.辯>中介紹了此種的八項

原則： 
1. 限制參與人數：人數最多不應超過１５人，以免降低參與感，但人數少則

無妨，兩三人甚至獨自一人也能進行腦力激盪  
2. 限制使用時間：為了產生大量想法，激盪中是不可以對他人想法作出批評

的。因此激盪的時間不宜超過１小時，最好在２０～３０分鐘之間，否則

不僅浪費時間，參與者也會因為憋住不能批評而影響情緒  
3. 事先告知主題：激盪前應預先告知主題（辯題），讓參加者可以事先了解、

準備，增進腦力激盪的效果  
4. 鼓勵全員參與：應該鼓勵每一位參與者提出意見。領導者應該塑造一種友

善氣氛，並鼓勵參與者修正或擴大他人的想法  
5. 跳脫傳統思維：腦力激盪希望產生「扳機效果」（trigger effect），某人提出

的想法或論點或許看似不合常理，但卻可能為隨後更好的想法扣下扳機  
6. 暫時停止批評：批評會打擊提出想法的參與者，降低扣扳機效果，因此激

蕩中應該禁止批評，唯一要做的是提出更多的想法。不應為了一個論點而

卡住整個激盪過程  
7. 完整記錄想法：應該指定一兩位成員，在黑板或白紙上將所有想法紀錄下

來，包括看來沒有價值的想法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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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嚴謹評估想法：完成 20~30 分鐘的激盪階段後，便可以評估想法，把能用

的留下來，不能用的刪除。有些新的想法又會在評估中發現  
來源：游梓翔、溫偉群(1988)，<批判.思考.辯：辯論研究>，台北：業強  
 
 

辯論文獻選讀（八）  

美國政策辯論常見的辯案矛盾  
好的辯案要能避免自相矛盾，否則將造成說服力的重傷。  
政策辯案最常出現的一種策略矛盾，就是「雷聲大、雨點小」，將需要性說得十分

重大，但提出來的計畫卻只能解決其中的一小部份。  
除了這種「需要性」與「解決力」的矛盾－可以稱為需解兩難（need-solvency dilemma）

外，根據美國辯論界多年來舉行政策辯論的經驗，設計政策辯案的過程中還有四

種常見的矛盾狀況，分別是解根兩難、根解兩難、根損兩難與解損兩難。  
首先，解根兩難（solvency-inherency dilemma）指的是「解決力」與「根屬性」所

發生的矛盾。解根兩難經常出現在正方辯案中，例如－  
• 正方計畫可以解除損害：例如在設立賭博特區的同時，正方會增加警力消

除地下賭場；  
• 現狀不能解除損害：現有警力即使增加也無法消滅地下警力  

其次，根解兩難（inherency-solvency dilemma）指的是「根屬性」與「解決力」所

發生的矛盾。解根兩難經常出現在反方辯案中，例如－ 
• 現況可以解除損害：現況下增加警力即可以消滅地下賭場；  
• 正方計畫不能解除損害：正方即使增加警力也無法消滅地下賭場  

要知道，如果地下賭場之所以不能消除，其根源是來自警力不足的結構缺陷，那

麼無論是現狀或是正方所稱增加警力，都是可以消除的。除非在結構缺陷之外，

還有其他的損害根源存在。 
第三種是所謂的根損兩難（inherency-disadvantage dilemma），這是「根屬性」與「損

益性」（弊端）所發生的矛盾，經常出現在反方辯案中，例如－ 
• 現狀可以解決問題：現狀下增加警力即可消滅地下賭場  
• 正方計畫將帶來弊端：增加警力需要  

最後是所謂的解損兩難（solvency-disadvantage dilemma），這是「解決力」與「損

益性」（弊端）所發生的矛盾。此種矛盾雙方辯案都可能出現，例如在「安樂死應

合法化」的辯論中－ 
• 計畫有解決力：許多人會因為選擇安樂死而解決社會問題  
• 計畫沒有弊端：安樂死不會遭到濫用  

來源：Hanson, J.(1990). Dictionary of debate. Lincolnwood, IL: National Textbook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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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文獻選讀（九）  

高度爭議的斷尾求生戰術  
「避」的策略中還有一種風險很高的招數－斷尾求生。  
在辯案提出之後，如果其中某個部份遭遇對手的猛烈攻擊，令辯論隊伍難以招架，

這時辯手可能上台同意對方的說法，並表示他們決定將遭受攻擊的部份從辯案中

刪除（sever），或是順應對方說法而作必要的修正（amend），以便能儘早從不利的

戰局中脫身。  
在非政策辯論中，刪除與修正經常發生在兩方面：（1）辯手放棄為某個具體的價

值事例作辯護；（2）辯手改變先前對某個關鍵語詞的定義。在政策辯論中，刪除

與修正則經常發生在計畫的組成部分上。  
許多國家的辯論賽都有「禁止更動立場」的規定（Decker & Morello, 1990）。奧瑞

岡式辯論規則也規定了「雙方均不得修正第一位辨論選手申論時表明之立場，否

則將視為違規」，這是斷尾求生引發爭議的原因。  
一般來說，消極的「刪除」比積極的「修正」爭議要小一些。不過即使只是刪除，

仍有可能被評判人員視為違規，因此「違規利益不予承認」－換句話說，你們想

斷尾求生，評判人員卻很可能不讓你們斷尾。  
因此無論刪除或修正，還是在登台前預先做好比較妥當。一旦上了台，無論辯案

遭遇何種攻擊，辯手們都應該為其辯護到底。  
來源：游梓翔 著＜認識辯論＞(2003)。台北：雙葉書廊，頁 199  
 
 

辯論文獻選讀（十）  

罹患語言軟骨症的演講者經常出現的症狀有：  
1. 語帶遲疑（hesitation），話語不流暢，經常出現語言或非語言的干擾性中斷

（如嗯嗯呃呃、這個那個）；  
2. 語帶保留（hedges），話語中加上降低肯定程度的形容詞（如或許、可能）；  
3. 語尾一問（tag questions），演講者明明沒有向聽眾發問的意圖，卻習慣在語

句的尾端加上一個問句（例如「這當然是應該的，是不是？」）；  
4. 先打折扣（disclaimer），演講者在發表看法前先自行七折八扣（例如「我這

樣說可能不夠專業」或是「這只是粗淺的看法」）；  
5. 不是我說（account），發表的明明是自己相信的意見，卻將說話責任轉移給

他人（例如「政府做的真爛，這不是我說的喔」）。  
來源：游梓翔 著（2000）：＜演講學原理：公眾傳播的理論與實際＞台北：五南 
 
 

辯論文獻選讀（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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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的原則  
美國辯論學先驅艾寧格與布洛克瑞德（Ehhinger & Brockiiede,1960）在他們的名著

<用辯論作決定>（Decision by Debate）中，對質詢者提出以下建議：  
要有效的提出問題必須要特別注意一些事項，其中四項原則特別重要：  

1. 利用有組織的系列問題來建立一些基本的主張，要比論論一些隨機混亂的

問題有效的多。系列問題應該用來提出一個主要的建設性論點、反駁一個

主要的反方論證，或是暴露對方證明方式的前後不一致。  
2. 系列問題應該在事前詳細規劃，前面的問題須為後面的文提打好基礎。有

關第一問題的所有合理答案都應該被預期，並針對不同回答設計不同的第

二問題。系列問題都應該透過此種方式充分準備。演練將可以幫助學生提

高他們問題的品質並預期對方的回答。辯手應該保持彈性，針對對方發表

的特殊辯案以及他們對早先問題的答覆來調整預備的問題系列。  
3. 系列問題所希望達成的最終主張不應該作為詢問主題，問題的意義與重要

性有不應該在質詢中討論。你從問題中獲得了什麼應該留到隨後的申論中

進行。在後續發言中對質詢所獲結果做最大程度的運用是辯論藝術的重要

部分。  
4. 質詢時間應該做有效使用。辯手應該避免提出複雜問題、冗長陳述，或是

需要冗長答案的問題。（頁 320-321） 
 
 

辯論文獻選讀（十二）  

答辯的原則  
美國辯論學先驅艾寧格與布洛克瑞德（Ehhinger & Brockiiede,1960）在他們的名著

<用辯論作決定>（Decision by Debate）中，對答辯者提出以下建議：  
問問題只是質詢式變論藝術的一半。辯手也要準備在被對方質詢時辯護他們的立

場。有關答覆問題有三項基本原則：  
1. 隊員們比須在事前決定他們在辯論中必須堅守的立場。他們必須預期可能

遭遇的問題系列，並預備有助於辯護立場的答案。演練對此種準備很有幫

助。  
2. 如果問題不明確或很模糊，答辯者應該要求澄清。然而，如果故意以要求

澄清來浪費時間，是有失風度的。聽者很可能會察覺這種拖延戰術。  
3. 答辯者應該以最直接、最能展現風度的方式來回答問題。他應該避免閃避

問題，或是加上一大堆的限制使答案變成毫無意義。辯手不應該被限制回

答「是」或「不是」，他也可能要必須交代部分前提。但答辯藝術是要提出

明白的、清楚的，確能針對問題的回答，而且又同時能達成辯護己方立場

的功效。要做說明或設定限制應該等到後續的申論中再做。（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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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文獻選讀（十三）  

參與新加坡辯論的注意事項 
如果有機會參加以新加坡式為賽制的比賽，應該注意哪些事項呢？ 
首先，由於新加坡賽制習慣使用事實或價值辯題，本書前面有關如何辯論事實與

價值辯題的有關討論，是辯論選手應該盡量熟悉的。 
其次，如果是在國際性或兩岸性的大賽中面對新加坡賽制，辯手應該盡量運用跨

國性的，或是對方和主辦的國家或城市熟悉的事實及意見證據。 
第三，因為新加坡賽制的發言時間很短，咬字要清晰，能運用幽默更好。 
另外，在「自由辯論」階段，辯手們應該特別注意： 

1. 意思表達簡短 用最短少、最清楚的話語將意思表達清楚，以節省時間，避

免太早將己方時間用完。  
2. 質問對方破綻 雖然在自由辯論中辯手無法直接向對手提問，但仍可借問題

形式給對方必須回答的壓力。例如「我想請問對方同學的是，戰爭的根源

是什麼？爲什麼不可能根除戰爭？」以及「我想請對方同學不要迴避我方

問題，那就是人類現在最大的共同利益究竟是什麼？」  
3. 積極掌握主動 為了掌握主動，如果對方在前一波發言中向我方提出詢問，

則應該再簡短回答後立刻發動下一波詢問。如果發問的多為我方，回答的

多為對方選手，主動權就掌握在我方手中了。  
來源：游梓翔 著＜認識辯論＞(2003)。台北：雙葉書廊，頁 393  
 
 

辯論文獻選讀（十四）  

修正現狀的主要論點  
1. 某些損害不存在，某些存在（反駁/需要性）  
2. 現狀可以解決存在的損害（反駁根屬性）  
3. 存在的損害即使現狀解決不了，對方也解決不了（反駁解決力）  
4. 對方計畫可行性低、阻力大（反駁可行性/阻撓）  
5. 對方計畫會帶來新的損害（反駁弊端）  
6. 強調現行政策的損益比優勢（反駁損益性）  

來源：游梓翔 著＜認識辯論＞(2003)。台北：雙葉書廊，頁 183 
 
 

辯論文獻選讀（十五）  

相抗計畫的主要論點  
1. 損害存在且現況無法解決（同意需要性/根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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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在的損害對方仍解決不了（反駁解決力）  
3. 對方計畫可行性低、阻力大（反駁可行性/阻撓）  
4. 對方計畫帶來新的損害（反駁弊端）  
5. 相抗計畫可以解決現況損害（反方解決力）  
6. 相抗計畫不會帶來新的損害（反駁弊端）  
7. 相抗計畫的損益比優勢（反駁正方損益性/建立反方損益性）  

來源：游梓翔 著＜認識辯論＞(2003)。台北：雙葉書廊，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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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Debate or debating is a formal method of interactive and representational argument. 
Debate is a broader form of argument than logical argument, which only examines 
consistency from axiom, and factual argument, which only examines what is or isn't 
the case or rhetoric which is a technique of persuasion. Though logical consistency, 
factual accuracy and some degree of emotional appeal to the audience are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 art of persuasion, in debating, one side often prevails over the other 
side by presenting a superior "context" and/or framework of the issue, which is far 
more subtle and strategic. 
In a formal debating contest, there are rules for people to discuss and decide on 
differences, within a framework defining how they will interact. Informal debate is a 
common occurrence, the quality and depth of a debate improves with knowledge 
and skill of its participants as debaters. Deliberative bodies such as parliaments, 
legislative assemblies, and meetings of all sorts engage in debates. The outcome of a 
debate may be decided by audience vote, by judges, or by som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lthough this implies that facts are based on consensus, which is not factual. 
Formal debates between candidates for elected office, such as the leaders debates 
and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debates, are common in democracies. 
The major goal of the study of debate as a method or art is to develop one's ability to 
play from either position with equal ease. To inexperienced debaters, some 
propositions appear easier to defend or to destroy; to experienced debaters, any 
proposition can be defended or destroyed after the same amount of preparation time, 
usually quite short. Lawyers argue forcefully on behalf of their client, even if the 
facts appear against them. However one large misconception about debate is that it 
is all about strong beliefs; it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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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 debate 
Competitive Debate is an organized to argue with other teams, competing at the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It is popular in English-speaking universities 
and high schools around the world, most notably in South Africa,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Ireland,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Many 
different styles of debate occur under a variety of organizations and rule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often, it takes the form of a contest with explicit rules. It 
may be presided over by one or more judges. Each side seeks to win, by following 
the rules, and even by using some rules to break other rules, within limits. Each side 
is either in favor ("for, 'Affirmative' "), or opposed to ("against, 'Negative' "), a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Forms_of_debate#Forms_of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Parliamentary_.28Parli.29_debate#Parliamentary_.28Parli.29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Mace_Debate#Mace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Public_Debate#Public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Australasia_debate#Australasia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World_Universities_Peace_Invitational_Debate_.28WUPID.29#World_Universities_Peace_Invitational_Debate_.28WUPID.29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Asian_Universities_Debating_Championship#Asian_Universities_Debating_Championship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Policy_debate#Policy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Classical_debate#Classical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Extemporaneous_debate#Extemporaneous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Lincoln-Douglas_debate#Lincoln-Douglas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Karl_Popper_debate#Karl_Popper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Simulated_legislature#Simulated_legislatur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Impromptu_debate#Impromptu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Moot_court_and_mock_trial#Moot_court_and_mock_trial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Public_Forum_.28Po_Fo.29_Debate#Public_Forum_.28Po_Fo.29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Paris_Style_Debating#Paris_Style_Debat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Other_forms_of_debate#Other_forms_of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Online_debating#Online_debat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U.S._presidential_debates#U.S._presidential_debat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Comedy_debate#Comedy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See_also#See_also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References#Referenc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bate#External_links#External_links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uth_Africa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nada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Kingd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Ireland
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ral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_Zealand
http://en.wikipedia.org/wiki/Judge


五、（一）Debate／from Wikipedia 

 - 185 - 

statement (proposition, moot or Resolution) which if adopted would change 
something with the exception of some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debate where moots 
may hold no outcome ie. the moot "ignorance is bliss". Some of the rules are broad 
and must be followed in a general way. For example, those in favor of the 
proposition are 

• required to show the need for it to be adopted as it is written, and yet are  
• allowed to define the scope of the proposition; i.e. they choose what it will 

mean if adopted.  
To further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rules, those opposed must destroy these 
arguments sufficiently to warrant not adopting the proposition, and are not required 
to propose any alternative solutions. 
 

Forms of debate 
Parliamentary (Parli) debate 
Main article: Parliamentary debate 
Parliamentary Debate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parli"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conducted under rules derived from British parliamentary procedure. It features the 
competition of individuals in a multi-person setting. It borrows terms such a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from the British parliament (although the term 
"proposition" is sometimes used rather than "government" when debat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roughout the world, parliamentary debate is what most countries know as 
"debating", and is the primary style practic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India, Greece and most other nations. The premier event in the world of 
parliamentary debate, the World Universities Debating Championship, is conducted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ary style. 
Even within the United Kingdom, however, 'British Parliamentary' style is not used 
exclusively; the English-Speaking Union runs the national championships for 
schools in a unique format, known as the 'Mace' format after the name of the 
competition, while simultaneously using British Parliamentary format for the 
national universities championship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Parliamentary Debate Association is the oldest 
national parliamentary debating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east coast and including 
all of the Ivy League, although the more recently founded National Parliamentary 
Debate Association (NPDA) is now the largest collegiate sponsor. Th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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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liamentary Debate League (NPDL) is the umbrella organization for all 
parliamentary debating at the secondary school le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Canada, the Canadian Universities Society for Intercollegiate Debating (CUSID) is 
the umbrella organization for all university-level debating; at the secondary school 
level, the Canadian Student Debating Federation (CSDF) has the same function. 
Topics in parliamentary debate can either be set by the tournament or determined by 
the debaters as the "Government" side begins. For example, if the topic was "This 
House Would Bomb Cultural Sites", the Government could define it in any way 
which it feel suitable, for example, only during wartime, and excluding religious 
cultural sites. The Government must be sure the definitions does not give them an 
unfair advantage, and the Opposition may dispute the definition if it feels it violates 
fair play. In many forms of the activity rhetoric and style, as well as the more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research, ca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victor with marks shared equally between matter and manner. It has been widely 
labeled as the most democratic form of debate. 
 

Mace Debate 
This style of debate is prominent in Britain at schools level. Two teams of two 
debate an affirmative motion (e.g. "This house would give prisoners the right to 
vote,") which one team will propose and the other will oppose. Each speaker will 
make a seven minute speech in the order; 1st Proposition, 1st Opposition, 2nd 
Proposition, 2nd Opposition. After the first minute of each speech, members of the 
opposing team may request a 'point of information' (POI). If the speaker accepts 
they are permitted to ask a question. POI's are used to pull the speaker up on a weak 
point, or to argue against something the speaker has said. However after 6 minutes, 
no more POI's are permitted. After all four have spoken the debate will be opened to 
the floor, in which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will put questions to the teams. After 
the floor debate, one speaker from each team (traditionally the first speaker), will 
speak for 4 minutes. In these summary speeches it is typical for the speaker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posed by the floor, answer any questions the opposition may 
have put forward, before summarising his or her own key points. In the Mace 
format, emphasis is typically on analytical skills, entertainment, style and strength of 
argument. The winning team will typically have excelled in all of these areas. 
 

Public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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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article: Public debate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Debate Association (IPDA), inaugurated on February 15, 
1997 at St. Mary's University (Texas) in San Antonio, Texas, is a national debate 
league currently active in the states of Arkansas, Louisiana, Kansas, Alabama, 
Texas, Mississippi, Tennessee, Washington, Oregon, Idaho, Florida, and Oklahoma. 
Among universities, IPDA is the fastest growing debate association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evidence is used, the central focus of IPDA is to promote a 
debate format that emphasizes public speaking and real-world persuasion skills over 
the predominate use of evidence and speed. To further this goal, IPDA 
predominantly uses lay judges in order to encourage an audience-centered debate 
style. Furthermore, although the main goal of the debater is to persuade the judge, 
IPDA also awards the best speakers within each tournament. 
IPDA offers both team debate where two teams of two debate and individual debate. 
In both team and individual debate a list of topics are given to the two sides thirty 
minute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round. A striking negotiation ensues to pick a topic. 
The sides, one affirming the resolution and one negating the resolution, then prepare 
an opening speech, a cross-examination of the other side, and closing remarks for 
the round. 
While most member programs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Debate Associ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participation in IPDA tournaments is open 
to anyone whose education level is equivalent to seventh-grade or higher. 
 

Australasia debate 
Main article: Australia-Asia debate 
Australasia style debates consist of two teams who debate over an issue, more 
commonly called a topic or proposition. The issue, by convention, is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an affirmative statement beginning with "That", for example, "That cats are 
better than dogs," or "This House", for example, "This House would establish a 
world government." The subject of topics varies from region to region. Most topics 
however, are usually region specific to facilitate interest by both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ir audiences. 
Each team has three members, each of whom is named according to their team and 
speaking position within his/her team. For instance the second speaker of the 
affirmative team to speak is called the "Second Affirmative Speaker" or "Second 
Proposition Speaker", depending on the terminology used. Each of the 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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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s is based around a specific role, the third speaker for example has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a rebuttal towards the opposing teams argument introducing 
new evidence to add to their position. The last speaker is called the "Team 
Advisor/Captain". Using this style, the debate is finished with a closing argument by 
each of the first speakers from each team and new evidence may not be introduced. 
Each of the six speakers (three affirmative and three negative) speak in succession to 
each other beginning with the Affirmative Team. The speaking order is as follows: 
First Affirmative, First Negative, Second Affirmative, Second Negative, Third 
Affirmative, and finally Third Negative.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Australasia style of debate is used varies, but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s mostly used at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evel, ranging 
from small informal one-off intra-school debates to larger more formal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with several rounds and a finals series which occur over a year. 
 

World Universities Peace Invitational Debate (WUPID) 
WUPID is an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that employs the BP or Worlds format of 
debating. It invites the top 30 debating institutions in accordance to the list provided 
by the World Debate Website administered by Colm Flynn. If any or some of the 
teams cannot participate than replacements would be called in from the top 60 teams 
or based on strong recommendations from senior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Debating community. 
WUPID was first held in December 2007 with Sydney University being crowned 
champion. The second installation in 2008 saw Monash taking the trophy home. The 
third WUPID will be held in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UPM) in December 2009. 
The first two tournaments were co-hosted by Univerisiti Kuala Lumpur (UNIKL). 
WUPID was the brainchild of Daniel Hasni Mustaffa, Saiful Amin Jalun and 
Muhammad Yunus Zakariah. They were all former debaters for UPM who took part 
at all possible levels of debating from the Malaysian nationals to the World 
Championship. 
 
 
 
 

Asian Universities Debating Championship 
Main article: AU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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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the biggest debating tournament in Asia, where teams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Japan come to debate. It is traditionally hosted in southeast Asia where 
participation is usually highest compared to other parts of Asia. 
Asian debates are largely an adaptation of the Australasian format.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each speaker is given 7 minutes of speech time and there will be 
points of information (POI) offered by the opposing team between the 2nd to 6th 
minutes of the speech. This means that the 1st and 7th minute is considered the 
'protected' period where no POIs can be offered to the speaker. 
The debate will commence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speech (first proposition) and 
will be continued by the first opposition. This alternating speech will go on until the 
third opposition. Following this, the opposition bench will give the reply speech. 
In the reply speech, the opposition goes first and then the proposition. The debate 
ends when the proposition ends the reply speech. 4 minutes is allocated for the reply 
speech and no POI's can be offered during this time. 
 

Policy debate 
Main article: Policy Debate 
Policy Debate is a style of debating where two teams of two debaters advocate or 
oppose a plan derived from a resolution that usually calls for a change in policy by a 
government. Teams normally alternate, and compete in rounds as either 
"affirmative" or "negative". In most forms of the activity, there is a fixed topic for an 
entire year or another set period. In comparison to parliamentary debate, policy 
debate relies more on researched evidence and tends to have a larger sphere of what 
is considered legitimate argument, including counterplans, critical theory, and 
debate about the theoretical standards of the activity itself. While rhetoric is 
important and reflected in the "speaker points" given to each debater, each round is 
usually decided based on who has "won" the argument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and logic presented. Additionally, in certain segments of the activity, debaters may 
"speed" (speak very rapidly), in order to present as much evidence and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and counter the other side. People speed read in the attempt to "spread" 
the opponent out of a speech. In effect, the debater presents so much information, 
spread out over many topics, that the opponent does not have time to cover 
everything and must ignore arguments that the original team then focuses on. 
Policy Debate is mostly practi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it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Cross-Examination, or CX debate), although it has been attemp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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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and Japan and has certainly influenced other forms of debate. Its evolution 
has been towards what some see as a more esoteric style. 
 

Classical debate 
Classical debate is a relatively new debate format, first created and primarily 
practiced in the state of Minnesota. It was formed as an alternative to Policy 
debating. Certain judges and coaches fel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y had led it to 
become an extremely specialized form of debate with heavy reliance on 
near-incomprehensible speed in speaking and less emphasis on real-world 
arguments in favor of "strategic" arguments that often bordered on the near-absurd. 
With a structure similar to that of Policy, Classical debate emphasizes logic and 
real-world discussion. For this reason, it is often nicknamed "Policy Lite". 
As opposed to Policy, where each Affirmative proposes a new plan, classical debate 
is simpler: one resolution is chos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ason, which the 
Affirmative affirms and Negative negates. The emphasis on depth instead of breadth 
provided by the restriction can make for interesting rounds that often come down to 
arguments that might otherwise pale in other formats. 
 
 

Extemporaneous debate 
Extemporaneous debate is a style involving no planning in advance, and two teams 
with a first and second speaker. While a majority of judges will allow debaters to 
cite current events and various statistics (of which opponents may question the 
credibility) the only research permitted are one or more articles given to the debaters 
along with the resolution shortly before the debate. It begins with an affirmative 
first-speaker constructive speech, followed by a negative; then an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second-speaker constructive speech respectively. Each of these speeches 
are six minutes in length, and are followed by two minutes of cross examination. 
There is then an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first-speaker rebuttal, and a negative and 
affirmative second-speaker rebuttal, respectively. These speeches are each four 
minutes long. No new points can be brought into the debate during the rebuttals. 
This style of debate generally centers around three main contentions, although a 
team can occasionally use two or four. In order for the affirmative side to win, all of 
the negative contentions must be defeated, and all of the affirmative contentions 
must be left standing. Most of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e debate must be tied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nnesota


五、（一）Debate／from Wikipedia 

 - 191 - 

in to support one of these contentions, or "sign posted". Much of extemporaneous 
debate is similar to policy debate; one main difference, however, is that 
extemporaneous debate focuses les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olution. 
 

Lincoln-Douglas debate 
Main article: Lincoln-Douglas debate 
Lincoln-Douglas debate is primarily a form of United States high school debate 
(though it also has a college form called NFA LD) named after the Lincoln-Douglas 
Debates of 1858, it is a one-on-one event focused mainly on applying philosophical 
theories to real world issues. Debaters normally alternate sides from round to round 
as either the "affirmative", which upholds the resolution, or "negative", which 
attacks it. The resolution, which changes bimonthly, asks whether a certain policy or 
action conforms to a specific value. 
Though established as an alternative to policy debate, there has been a strong 
movement to embrace certain techniques that originated in policy debate (and, 
correspondingly, a strong backlash movement). Plans, counterplans, critical theory, 
postmodern theory, debate about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ules of the activity itself, 
and kritiks have all reached more than occasional, if not yet universal, usage. 
Traditional L-D debate attempts to be free of policy debate "jargon". 
Lincoln-Douglas speeches can range from a conversational pace to well over 300 
wpm (when trying to maximize the number of arguments and depth of each 
argument's development). This technique is known as speed. There is also a growing 
emphasis on carded evidence, though still much less than in policy debate. These 
trends have created a serious rift within the activity between the debaters, judges, 
and coaches who advocate or accept these changes, and those who vehemently 
oppose them. 
Policy and Lincoln-Douglas debate tournaments are often held concurrently at the 
same school. 
 
 

Karl Popper debate 
Karl Popper debate, named after the famed philosopher, is a widely used debate 
format in Eastern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high schools. Originally created by 
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 as a more flexible team debate format, Karl Popper debate 
has risen greatly in popularity as the first format that many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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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It focuses on relevant and often deeply divisive propositions, emphas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tolerance for differing viewpoints. To 
facilitate these goals, debaters work together in teams of three, and must research 
both sides of each issue. Constructed similarly to the Lincoln-Douglas debate 
format, each side i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offer arguments and direct questions to 
the opposing side. The first speakers of each side have 6 minutes to present their 
constructive cases, or in the negative's case a rebuttal. The other 4 speakers each 
have 5 minutes to deliver a speech supporting their team's main arguments. There is 
also an allotted 3 minutes after each of the first 4 speeches for cross-examination, 
during which the opposing team has a chance to clarify what was stated in the 
preceding speech. 
Each year, the International Debate Education Association hosts an annual Youth 
Forum, during which the Karl Popper World Championships are held. Nation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attend this Forum for the tournament, as well as the 2 week 
debate training camp. 
 

Simulated legislature 
High school debate events such as Student Congress, Model United Nations, 
European Youth Parliament, Junior State of America and the American Legion's 
Boys State and Girls State events are activitie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simulating a mock legislature environment. 
 

Impromptu debate 
Main article: Impromptu debate 
Impromptu debate is a relatively informal style of debate, when compared to other 
highly structured formats. The topic for the debate is given to the participants 
between fifteen and twenty minutes before the debate starts. The debate format is 
relatively simple; each team member of each side speaks for five minutes, 
alternating sides. A ten-minute discussion period, similar to other formats' "open 
cross-examination" time follows, and then a five-minute break (comparable to other 
formats' preparation time). Following the break, each team gives a 4-minute rebuttal. 
 

Moot court and mock trial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national mooting championships are run by the 
English-Speaking Union.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International_Debate_Education_Association&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udent_Congress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del_United_Nations
http://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Youth_Parliament
http://en.wikipedia.org/wiki/Junior_State_of_America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Leg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ys_St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Girls_St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Impromptu_deba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English-Speaking_Union


五、（一）Debate／from Wikipedia 

 - 193 - 

 

Public Forum (Po Fo) Debate 
Public Forum combines aspects of both Policy debate and Lincoln-Douglas debate, 
with shorter speech lengths, but longer periods, called "cross-fir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ebaters. Since its introduction by the National Forensic League into 
high school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exploded in popularity due to its 
accessibility to both debaters and audiences through its emphasis on logical 
persuasion (supported by evidence as appropriate) and due to its ability to help 
develop real-world argumentation and speaking skills. 
 

Paris Style Debating 
This is a new, specifically French format. Two teams of five debate on a given 
motion. One side is supposed to defend the motion while the other must defeat it. 
The debate is judged on the quality of the arguments, the strength of the rhetoric, the 
charisma of the speaker, the quality of the humor, the ability to think on one's feet 
and, of course, the teamwork. 
The first speaker of the Proposition (Prime Minister) opens the debate, followed by 
the first speaker of the Opposition (Shadow Prime Minister), then the second 
speaker of the Proposition and so on. 
Every speaker speaks for 6 minutes. After the first minute and before the last 
minute, debaters from the opposite team may ask Points of Information, which the 
speaker may accept or reject as he wishes (although he is supposed to accept at least 
2). 
The French Debating Association[1] organizes its National Debating Championship 
upon this style. 
 
 
 

Other forms of debate 
Online debating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and availability of the Internet, differing opinions 
arise frequently. Though they are often expressed via flaming and other forms of 
argumentation, which consist primarily of assertions, there do exist formalized 
debating websites, typically in the form of online forums or bulletin boards. The 
debate style is interesting, as research and well thought out points and counter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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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obvious lack of time restraints (although practical time 
restraints usually are in effect, e.g., no more than 5 days between posts, etc.).Forums 
are Moderated and welcome online debaters in a friendly format so all may speak 
their pros and cons. Many people use this to strengthen their points, or drop their 
weaker opinions on things, many times for debate in formal debates (such as the 
ones listed above) or for fun arguments with friends. The ease-of-use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s make new debaters welcome to share their opinions in many 
communities. 
Also, while forums are interesting, live video conference debating has taken a recent 
jump in popularity. The leading website is http://worldforensicsnetwork.com which 
hosts live debates in a video conference room with up to 6 live feeds. Most 
competitive college programs participate on the website, and it will soon be one of 
the standard forums that college debate teams use to compete in parliamentary 
debate, NFA-LD, CEDA, and individual events. 
 

U.S. presidential debates 
 
 
 
 
 
The 1976 Ford-Carter Presidential election 

debate 
Main articl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debates 
Since the 1976 general election, debates betwee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have been a 
part of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Unlike debates sponsored at the high school or 
collegiate level, the participants, format, and rules are not independently defined. 
Nevertheless, in a campaign season heavily dominated by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s, 
talk radio, sound bites, and spin, they still offer a rare opportunity for citizens to see 
and hear the major candidates side-by-side. The format of the presidential debates, 
though defined differently in every election, is typically more restrictive than many 
traditional formats, forbidding participants to ask each other questions and 
restricting discussion of particular topics to short time frames. 
The presidential debates were initially moderated in 1976, 1980, 1984 by 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but The 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s (CPD)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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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in 1987 by the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to "ensure that debates, as a 
permanent part of every general election,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information to 
viewers and listeners." Its primary purpose is to sponsor and produce deb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and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nd to undertak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relating to the debates. The organization, which is a 
nonprofit, nonpartisan corporation, sponsored all the presidential debates in 1988, 
1992, 1996, 2000 and 2004. However, in announcing its withdrawal from 
sponsoring the debates, 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stated that it was withdrawing 
"because the demands of the two campaign organizations would perpetrate a fraud 
on the American voter." In 2004, the Citizens' Debate Commission was formed in 
the hope of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sponsor for presidential debates, with a 
more voter-centric role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format, and rules. 
See also: Leaders debate 
 

Comedy debate 
Main article: Comedy debate 
With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debate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comedy debates 
have developed as a form of entertainment with an often educational twist. While 
comedy debates are not generally mainstream events, they have gained significant 
popular support at occasions such as the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Comedy Festival, 
and are often popular fixtures among experienced debaters. 
All forms of debate, whether consciously or not, make certain assumptions about 
argumentation theory. The core concept of argumentation theory is the notion of 
advocacy. In most cases, at least one side in a debate needs to maintain the truth of 
some proposition or advocate some sort of personal or political change or action. A 
debate could also potentially be between two or more competing propositions or 
actions. Or debate could also be a purely performative exercise of charisma and 
emotion with no assumption of fixed advocacy, but it would possibly lose much of 
its coherence. 
 

See also 
Wikiquote has a collection of quotations related to: Debate 
Look up debate, debating, debation, debater, or discuss in Wiktionary, the free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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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ates  
• Dialectics  

International high-school debating  

• International Debate Education Association  
• World Individual Debating and Public Speaking Championships  
• World Schools Debating Championship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deb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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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ation theory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Argumentation theory, or argumentation, is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how 
humans should, can, and do reach conclusions through logical reasoning, that is, 
claims based, soundly or not, on premises. It includes the arts and sciences of civil 
debate, dialogue, conversation, and persuasion. It studies rules of inference, logic, 
and procedural rules in both artificial and real world settings. 
Argumentation includes debate and negotiation which are concerned with reaching 
mutually acceptable conclusions. It also encompasses eristic dialog, the branch of 
social debate in which victory over an opponent is the primary goal. This art and 
science is often the means by which people protect their beliefs or self-interests in 
rational dialogue, in common parlance, 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arguing. 
Argumentation is used in law, for example in trials, in preparing an argument to be 
presented to a court, and in testing the validity of certain kinds of evidence. Also, 
argumentation scholars study the post hoc rationalizations by which organizational 
actors try to justify decisions they have made irrationally. 
 

Contents 
• 1. Key components of argumentation 
• 2. Argumentation and the grounds of knowledge 
• 3. Approaches to argumentation in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l logic 
• 4. Pragma-dialectics 
• 5. Argument fields 
• 6. Stephen E. Toulmin's Contributions  

6.1 An Alternative to Absolutism and Relativism  
6.2 Components of argument  
6.3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6.4 Rejection of Certainty  
6.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6.6 Internal structure of arg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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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Psychological aspects  
• 7 Kinds of argumentation  

7.1 Conversational argumentation  
7.2 Mathematical argumentation  
7.3 Scientific argumentation  
7.4 Legal argumentation  
7.5 Political argumentation  
7.6 Further reading  
7.7 Proceedings  
7.8 Organizations  
7.9 See also  
7.10 Notes  
7.11 Sources  
7.12 External links  
 

Key components of argumentation 
• Understanding and identifying arguments, either explicit or implied, and the 

goals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dialogue.  
• Identifying the premises from which conclusions are derived  
• Establishing the "burden of proof" — determining who made the initial claim 

and is thu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evidence why his/her position merits 
acceptance  

• For the one carrying the "burden of proof", the advocate, to marshal evidence 
for his/her position in order to convince or force the opponent's acceptance. 
The method by which this is accomplished is producing valid, sound, and 
cogent arguments, devoid of weaknesses, and not easily attacked.  

• In a debate, fulfillment of the burden of proof creates a burden of rejoinder. 
One must try to identify faulty reasoning in the opponent’s argument, to 
attack the reasons/premises of the argument, to provide counterexamples if 
possible, to identify any logical fallacies, and to show why a valid conclusion 
cannot be derived from the reasons provided for his/her argument. 
 

Argumentation and the grounds of knowledge 
Argumentation theory had its origins in naive foundationalism, a theory of 
knowledge (epistemology)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It sought to find the 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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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laims in the forms (logic) and materials (factual laws) of a universal system of 
knowledge. But argument scholars gradually rejected Aristotle's systematic 
philosophy and the idealism in Plato and Kant. They questioned and ultimately 
discarded the idea that argument premises take their soundness from formal 
philosophical systems The field thus broadened.[1]. 
Karl R. Wallace's seminal essay, "The Substance of Rhetoric: Good Reas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63) 44, led many scholars to study "marketplace 
argumentation," the ordinary arguments of ordinary people. The seminal essay on 
marketplace argumentation is Anderson, Ray Lynn,[who?] and C. David 
Mortensen,[who?] "Logic and Marketplace Argument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3 (1967): 143-150.[2].[3]. This line of thinking led to a natural alliance 
with late development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4]. Some scholars drew 
connections wit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hilosophy, namely the pragmatism of 
John Dewey and Richard Rorty. Rorty has called this shift in emphasis "the 
linguistic turn." 
In this new hybrid approach argumentation is used with or without empirical 
evidence to establish convincing conclusions about issues which are moral, 
scientific, epistemic, or of a nature in which science alone cannot answer. Out of 
pragmatism and many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n-philosophical" argumentation theories grew which located the formal 
and material grounds of arguments in particular intellectual fields. These theories 
include informal logic, social epistemology, ethnomethodology, speech acts,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social psychology. These new 
theories are not non-logical or anti-logical. They find logical coherence in most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These theories are thus often labeled "sociological" in 
that they focus on the social grounds of knowledge. 
 

Approaches to argumentation in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l logic 
In general, the label "argumentation" is used by communication scholars such as (to 
name only a few) Wayne E. Brockriede, Douglas Ehninger, Joseph W. Wenzel, 
Richard Rieke, Gordon Mitchell, Carol Winkler, Eric Gander, Dennis S. Gouran, 
Daniel J. O'Keefe, Mark Aakhus, Bruce Gronbeck, James Klumpp, G. Thomas 
Goodnight, Robin Rowland, Dale Hample, C. Scott Jacobs, Sally Jackson, David 
Zarefsky, and Charles Arthur Willard) while the term "informal logic" is pre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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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philosophers, stemming from University of Windsor philosophers Ralph Johnson 
and J. Anthony Blair. 
Trudy Govier, Douglas Walton, Michael Gilbert, Harvey Seigal, Michael Scriven, 
and John Woods (to name only a few) are other prominent authors in this tradition.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however, scholars from several disciplines have 
co-mingl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such as that hos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 (ISSA). Oth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re the biannual conference 
held at Alta, Utah sponsored by the (US)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d 
American Forensics Association and conferences sponsored by the Ontario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 (OSSA). 
Some scholars (such as Ralph Johnson) construe the term "argument", narrowly, for 
instance as exclusively written discourse or even discourse in which all premises are 
explicit. Others (such as Michael Gilbert) construe the term "argument" broadly, to 
include spoken and even nonverbal discourse, for instance the degree to which a war 
memorial or propaganda poster can be said to argue or "make arguments." The 
philosopher Stephen E. Toulmin has said that an argument is a claim on our 
attention and belief, a view that would seem to authorize treating, say, propaganda 
posters as arguments. The dispute between broad and narrow theorists is of long 
standing and is unlikely to be settled. The views of the majority of argumentation 
theorists and analysts fall somewhere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Pragma-dialectics 
Main article: Pragma-dialectics 
One rigorous modern version of dialectic has been pioneered by scholars at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in the Netherlands, under the name pragma-dialectics. The 
intuitive idea is to formulate clearcut rules that, if followed, will yield rational 
discussion and sound conclusions. Frans van Eemeren, the late Rob Grootendorst, 
and many of their students have produced a large body of work expounding this 
idea. 
The dialectical conception of reasonableness is given by ten rules for critical 
discussion, all being instrumental for achieving a resolution of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 (from Van Eemeren, Grootendorst, & Snoeck Henkemans, 2002, 
p. 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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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dom rule: parties must not prevent each other from advancing 
standpoints or from casting doubt on standpoints.  

• Burden of proof rule: a party that advances a standpoint is obliged to defend 
it if asked by the other party to do so.  

• Standpoint rule: a party’s attack on a standpoint must relate to the standpoint 
that has indeed been advanced by the other party.  

• Relevance rule: a party may defend a standpoint only by advancing 
argumentation relating to that standpoint.  

• Unexpressed premise rule: a party may not disown a premise that has been 
left implicit by that party, or falsely present something as a premise that has 
been left unexpressed by the other party.  

• Starting point rule: a party may not falsely present a premise as an accepted 
starting point nor deny a premise representing an accepted starting point.  

• Argument scheme rule: a party may not regard a standpoint as conclusively 
defended if the defense does not take place by means of an appropriate 
argumentation scheme that is correctly applied.  

• Validity rule: a party may only use arguments in its argumentation that are 
logically valid or capable of being validated by making explicit one or more 
unexpressed premises  

• Closure rule: a failed defense of a standpoint must result in the party that put 
forward the standpoint retracting it and a conclusive defense of the standpoint 
must result in the other party retracting its doubt about the standpoint.  

• Usage rule: a party must not use formulations that are insufficiently clear or 
confusingly ambiguous and a party must interpret the other party’s 
formulations as carefully and accurately as possible.  

The theory postulates this as an ideal model, and not something one expects to find 
as an empirical fact. It can however serve as an important heuristic and critical tool 
for testing how reality approximates this ideal and point to where discourse goes 
wrong, that is, when the rules are violated. Any such violation will constitute a 
fallacy. Albeit not primarily focused on fallacies, pragma-dialectics provides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deal with them in a coherent way. 
 

Argument fields 
Stephen E. Toulmin and Charles Arthur Willard have championed the idea of 
argument fields, the former drawing upon Ludwig Wittgenstein's notion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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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s, the latter drawing from communication and argumentation theory,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al epistemology. For Toulmin, the term "field" designates 
discourses within which arguments and factual claims are grounded.[5] For Willard, 
the term "field" is interchangeable with "community," "audience," or 
"readership."[6] Along similar lines, G. Thomas Goodnight has studied "spheres" of 
argument and sparked a large literature created by younger scholars responding to or 
using his ideas.[7] The general tenor of these field theories is that the premises of 
arguments take their meaning from social communities.[8] 
Field studies might focus on social movements, issue-centered publics (for instance, 
pro-life versus pro-choice in the abortion dispute), small activist groups, corporate 
public relations campaigns and issue management, scientific communities and 
disputes,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intellectual traditions.[9] In the manner of a 
sociologist, ethnographer, anthropologist, participant-observer, and journalist, the 
field theorist gathers and reports on real-world human discourses, gathering case 
studies that might eventually be combined to produce high-order explanations of 
argumentation processes. This is not a quest for some master language or master 
theory covering all specifics of human activity. Field theorists are agnostic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single grand theory and skeptical about the usefulness of such a 
theory. Theirs is a more modest quest for "mid-range" theories that might permit 
generalizations about families of discourses. 
 
 
 
 

Stephen E. Toulmin's Contributions 
An Alternative to Absolutism and Relativism 
Toulmin has argued that absolutism (represented by theoretical or analytic 
arguments) has limited practical value. Absolutism is derived from Plato’s idealized 
formal logic, which advocates universal truth; thus absolutists believe that moral 
issues can be resolved by adhering to a standard set of moral principles, regardless 
of context. By contrast, Toulmin asserts that many of these so-called standard 
principles are irrelevant to real situations encountered by human beings in daily life. 
To describe his vision of daily life, Toulmin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argument 
fields; in The Uses of Argument (1958), Toulmin states that some aspects of 
arguments vary from field to field, and are hence called “field-dependent,”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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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aspects of argument are the same throughout all fields, and are hence called 
“field-invariant.” The flaw of absolutism, Toulmin believes, lies in its unawareness 
of the field-dependent aspect of argument; absolutism assumes that all aspects of 
argument are field invariant. 
Toulmin’s theories resolve to avoid the defects of absolutism without resorting to 
relativism: relativism, Toulmin asserted, provides no basis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a moral or immoral argument. In Human Understanding (1972), Toulmin 
suggests that anthropologists have been tempted to side with relativists because they 
have noticed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variations on rational arguments; in other 
words, the anthropologist or relativist over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field-dependent” aspect of arguments, and becomes unaware of the 
“field-invariant” elements.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of 
absolutism and relativism, Toulmin attempts throughout his work to develop 
standards that are neither absolutist nor relativist for assessing the worth of ideas. 
Toulmin believes that a good argument can succeed in providing good justification 
to a claim, which will stand up to criticism and earn a favourable verdict. 
 

Components of argument 
In The Uses of Argument (1958), Toulmin proposed a layout containing six 
interrelated components for analyzing arguments: 

1. Claim: Conclusions whose merit must be established. For example, if a 
person tries to convince a listener that he is a British citizen, the claim would 
be “I am a British citizen.” (1)  

2. Data: The facts we appeal to as a foundation for the claim. For example, the 
person introduced in 1 can support his claim with the supporting data “I was 
born in Bermuda.” (2)  

3. Warrant: The statement authorizing our movement from the data to the claim. 
In order to move from the data established in 2, “I was born in Bermuda,” to 
the claim in 1, “I am a British citizen,” the person must supply a warrant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1 & 2 with the statement “A man born in Bermuda 
will legally be a British Citizen.” (3)  

4. Backing: Credentials designed to certify the statement expressed in the 
warrant; backing must be introduced when the warrant itself is not 
convincing enough to the readers or the listeners. For example, if the listener 
does not deem the warrant in 3 as credible, the speaker will supply the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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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s as backing statement to show that it is true that “A man born in 
Bermuda will legally be a British Citizen.”  

5. Rebuttal: Statements recognizing the restrictions to which the claim may 
legitimately be applied. The rebuttal is exemplified as follows, “A man born 
in Bermuda will legally be a British citizen, unless he has betrayed Britain 
and has become a spy of another country.”  

6. Qualifier: Words or phrases expressing the speaker’s degree of force or 
certainty concerning the claim. Such words or phrases include “possible,” 
“probably,” “impossible,” “certainly,” “presumably,” “as far as the evidence 
goes,” or “necessarily.” The claim “I am definitely a British citizen” has a 
greater degree of force than the claim “I am a British citizen, presumably.”  

The first three elements “claim,” “data,” and “warrant” are considered as th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practical arguments, while the second triad “qualifier,” 
“backing,” and “rebuttal” may not be needed in some arguments. 
When first proposed, this layout of argumentation is based on legal arguments and 
intended to be used to analyze the rationality of arguments typically found in the 
courtroom; in fact, Toulmin did not realize that this layout would be applicable to 
the field of 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 until his works were introduced to 
rhetoricians by Wayne Brockriede and Douglas Ehninger. Only after he published 
Introduction to Reasoning (1979) were the rhetorical applications of this layout 
mentioned in his works.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Toulmin's Human Understanding (1972) asserts that conceptual change is 
evolutionary. This book attacks Thomas Kuhn’s explanation of conceptual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Kuhn held that conceptual change is a 
revolutionary (as opposed to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in which mutually exclusive 
paradigms compete to replace one another. Toulmin criticizes the relativist elements 
in Kuhn’s thesis, as he points out that the mutually exclusive paradigms provide no 
ground for comparison; in other words, Kuhn’s thesis has made the relativists’ error 
of overemphasizing the “field variant” while ignoring the “field invariant,” or 
commonality shared by all argumentation or scientific paradigms. 
Toulmin proposes an evolutionary model of conceptual change comparable to 
Darwin’s model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On this reasoning, conceptu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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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s innovation and selection. Innovation accounts for the appearance of 
conceptual variations, while selection accounts for the survival and perpetuation of 
the soundest conceptions. Innovation occurs when the professionals of a particular 
discipline come to view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their predecessors; selection subjects 
the innovative concepts to a process of debate and inquiry in what Toulmin 
considers as a “forum of competitions.” The soundest concepts will survive the 
forum of competition as replacements or revisions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ions. 
From the absolutists’ point of view, concepts are either valid or invalid regardless of 
contexts; from a relativists’ perspective, one concept is neither better nor worse than 
a rival concept from a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 From Toulmin’s perspective, the 
evaluation depends on a process of comparison, which determines whether or not 
one concept will provide improvement to our explanatory power more so than its 
rival concepts. 
 

Rejection of Certainty 
In Cosmopolis (1990), Toulmin traces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back to Descartes and 
Hobbes, and lauds Dewey, Wittgenstein, Heidegger and Rorty for abandoning that 
tradition. Descartes lived in troubled, chaotic times (1596–165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e also: Argument mapping 
Efforts have been made with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erform and 
analyze the act of argumentation with computers. Argumentation has been used to 
provide a proof-theoretic semantics for non-monotonic logic, starting with the 
influential work of Dung (1995). Computational argumentation systems have found 
particular application in domains where formal logic and classical decision theory 
are unable to capture the richness of reasoning, domains such as law and medicine.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is area can be found in a recent book edited by Iyad 
Rahwan and Guillermo R. Simari [10]. 
Within Computer Science, the ArgMAS workshop series (Argumentation in 
Multi-Agent Systems), the CMNA workshop series.[11] and now the COMMA 
Conference,[12] are regular annual events attracting participants from every 
continent. The journal Argument & Computation [13] is dedicated to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argument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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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structure of arguments 
Typically an argument has an internal structure, comprising of the following 

1. a set of assumptions or premises  
2. a method of reasoning or deduction and  
3. a conclusion or point.  

An argument must have at least one premise and one conclusion. 
Often classical logic is used as the method of reasoning so that the conclusion 
follows logically from the assumptions or support. One challenge is that if the set of 
assumptions is inconsistent then anything can follow logically from inconsistency. 
Therefore it is common to insist that the set of assumptions is consistent. It is also 
good practice to require the set of assumptions to be the minimal set, with respect to 
set inclusion, necessary to infer the consequent. Such arguments are called 
MINCON arguments, short for minimal consistent. Such argumentation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fields of law and medicine. A second school of argumentation 
investigates abstract arguments, where 'argument' is considered a primitive term, so 
no internal structure of arguments is taken on account. 
In its most common form, argumentation involves an individual and an 
interlocutor/or opponent engaged in dialogue, each contending differing positions 
and trying to persuade each other. Other types of dialogue in addition to persuasion 
are eristic, information seeking, inquiry, negotiation, deliberation, and the dialectical 
method (Douglas Walton). The dialectical method was made famous by Plato and 
his use of Socrates critically questioning various characters and historical figures. 
 

Psychological aspects 
Psychology has long studied the non-logical aspects of argumentation. For exampl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imple repetition of an idea is often a more effective method 
of argumentation than appeals to reason. Propaganda often utilizes repetition.[14] 
Nazi rhetoric has been studied extensively as, inter alia, a repetition campaign. 
Empirical studies of communicator credibility and attractiveness, sometimes labeled 
charisma, have also been tied closely to empirically-occurring arguments. Such 
studies bring argumentation within the ambit of persuas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ome psychologists such as William J. McGuire believe that the syllogism is the 
basic unit of human reasoning. They have produced a large body of empirical work 
around McGuire's famous title "A Syllogistic Analysis of Cognitive Relationships." 
A central thrust of this thinking is that logic is contaminated by psychological 

http://en.wikipedia.org/wiki/Eristic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forma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qui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gotia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libera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alectical
http://en.wikipedia.org/wiki/Plato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crat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Psychology
http://en.wikipedia.org/wiki/Propaganda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gumentation_Theory#cite_note-13#cite_note-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Syllogism


五、（二）Argumentation／from Wikipedia 

 - 207 - 

variables such as "wishful thinking," in which subjects confound the likelihood of 
predictions with the desirability of the predictions. People hear what they want to 
hear and see what they expect to see. If planners want something to happen they see 
it as likely to happen. Thus planners ignore possible problems, as in the American 
experiment with prohibition. If they hope something will not happen, they see it as 
unlikely to happen. Thus smokers think that they personally will avoid cancer. 
Promiscuous people practice unsafe sex. Teenagers drive recklessly. 
 

Kinds of argumentation 
Conversational argumentation 
Main articles: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he study of naturally-occurring conversation arose from the field of 
sociolinguistics. It is usually called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Inspired by 
ethnomethodology, it was developed in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principally by 
the sociologist Harvey Sacks and, among others, his close associates Emanuel 
Schegloff and Gail Jefferson. Sacks died early in his career, but his work was 
championed by others in his field, and CA has now become an established force in 
sociology, anthropology, linguistics, speech-communication and psychology.[15] It 
is particularly influential in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discursive psychology, as well as being a coherent discipline in its own right. 
Recently CA techniques of sequential analysis have been employed by phoneticians 
to explore the fine phonetic details of speech. 
Empirical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formulations by Sally Jackson and Scott Jacobs, 
and several generations of their students, have described argumentation as a form of 
managing conversational disagreement within communication contexts and systems 
that naturally prefer agreement. 
 

Mathematical argumentation 
Main articl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The basis of mathematical truth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long debate. Frege in 
particular sought to demonstrate (see Gottlob Frege,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emetic, 1884, and Logicism in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that arithmetical 
truths can be derived from purely logical axioms and therefore are, in the end, 
logical truths. The project was developed by Russell and Whitehead in their 
Principia Mathematica. If an argument can be cast in the form of sentenc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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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ic Logic, then it can be test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accepted proof 
procedures. This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Arithmetic using Peano axioms. Be that as 
it may, an argument in Mathematics, as in any other discipline, can be considered 
valid only if it can be shown that it cannot have true premises and a false conclusion. 
 

Scientific argumentation 
Main article: Philosophy of Science 
Perhaps the most radical statement of the social ground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ppears in Alan G.Gross's The Rhetoric of Sc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Gross holds that science is rhetorical "without remainder,"[citation 
needed] meaning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itself cannot be seen as an idealized 
ground of knowledge.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produced rhetorically, meaning that it 
has special epistemic authority only insofar as its communal methods of verification 
are trustworthy. This thinking represents an almost complete rejection of the 
foundationalism on which argumentation was first based. 
 

Legal argumentation 
Main articles: Oral argument and Closing argument 
Legal arguments are spoken presentations to a judge or appellate court by a lawyer, 
or parties when representing themselves of the legal reasons why they should 
prevail. Oral argument at the appellate level accompanies written briefs, which also 
advance the argument of each party in the legal dispute. A closing argument, or 
summation, is the concluding statement of each party's counsel reiterating the 
important arguments for the trier of fact, often the jury, in a court case. A closing 
argument occurs 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Political argumentation 
Main article: Political argument 
Political arguments are used by academics, media pundits, candidates for political 
office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Political arguments are also used by citizens in 
ordinary interactions to comment about and understand political events.[16]. The 
rationality of the public is a major question in this line of research. A robust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tradition seems to prove that the American public is largely 
irrational and ignorant of even the most basic knowledge of national or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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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s. Political scientist S. Popkin coined the expression "low information voters" 
to describe most voters who know very little about politics or the world in general. 
In practice, a "low-information voter" may not be aware of legislation that their 
representative has sponsored in Congress. A low-information voter may base their 
ballot box decision on a media sound-bite, or a flier received in the mail. It is 
possible for a media sound-bite or campaign flier to present a political position for 
the incumbent candidate that completely contradicts the legislative action taken in 
Washington D.C. on behalf of the constituents. It may only take a small percentage 
of the overall voting group who base their decision on the inaccurate information, a 
voter block of 10 to 12%, to swing an overall election result. When this happens, the 
constituency at large may have been duped or fooled. Nevertheless, the election 
result is legal and confirmed. Savvy Political Consultants will take advantage of 
low-information voters and sway their votes with mis-information because it can be 
easier and sufficiently effective. Institutions such as {http://factcheck.org/ 
factcheck.org] have come about in recent years to help counter the effects of such 
campaign tactics. Factcheck.org's stated goal is "We aim to reduce the level of 
deception and confusion in U.S. politics, for voters"[17]. 
Some theorists[who?] have inferred from this that only comprehensively trained 
elites can debate public issues. They[who?] point as additional proof to the practice 
of academic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ctivity almost exclusively involving 
children of the upper middle classes, future lawye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and not 
ordinary citizens. 
 

Further reading 
Flagship journals: 

• Argumentation  
• Informal Logic  
• Argumentation and Advocacy (formerl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Forensic 

Association)  
• Social Epistemology  
• Episteme: a journal of social episte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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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edings 
• Fourtee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d the 

American Forensics Association Conferences on Argumentation at Alta, 
Utah.  

• Six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 (ISSA) conferences, Amsterdam, Holland.  

• Six proceedings of the Ontario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 
conferences, Ontario, Canada.  
 

Organizations 
• Association for Informal Logic and Critical Thinking  
•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 (ISSA)  
• American Forensics Association (National Debate Tournament, or NDT 

Debate)  
• Cross Examination Debate Association (CEDA)  

 
See also 
Psychology portal 

• Analysis of subjective logics  
• Argument  
• Argument map  
• Burden of proof  
• Critical thinking  
• Criticism  
• Debate  
• Defeasible reasoning  
• Discourse ethics  
• Eristic  
•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 Fallacy  
• Forensics  
• Informal logic  
• Legal theory  
• Logical argument  
• Logical fall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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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s destruens/pars construens  
• Persuasion  
• Pragma-dialectics  
• Pragmatism  
• Propaganda  
• Public Sphere  
• Rationality  
• Rhetoric  
• Social Engineering (Political Science)  
• Social epistemology  
• Social Psychology (psychology)  
• Sophistry  
• Source criticism  
• Straight and Crooked Thinking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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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學與修辭學  

〔比〕佩雷爾曼（Chaim Perelman） 

 

 

過去的 50 年中，我們看到了邏輯的範圍由語形學擴展到語義學和語用學。

但仍然存在問題：如何從邏輯到達修辭？換言之，在形式系統的研究與文體

（style）及修辭手段的研究之間是否存在著一種關係？ 

作為邏輯學家，我對人們在價值問題上看法不一這個事實很感興趣。從經

驗的邏輯實證主義的觀點來看，這種不一致是由於價值判斷的主觀性所致，因

而它們不能得到證實。但我不能接受這個結論。這便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否有

價值判斷的邏輯？價值判斷能否通過推理加以證明？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這次會議之初，鮑亨斯基神甫將他關於邏輯的定義限

制於對形式推理的研究，而排除了所有其他的邏輯概念。他這是在隱含地做出

一個價值判斷。他是僅僅斷言邏輯應以這種方式定義而未給出任何理由呢？還

是試圖證明他的定義是合理的，亦即：他的定義較其他可選擇的闡述方式更為

可取呢？這裡就涉及一個關於選擇的問題的例子。我們解決這個問題並不是靠

任意的、主觀的決斷，而是根據其合理性。當必須在兩種對立的方法論或定義

之間進行選擇時，人們不僅將這種推理方式用於法律和哲學，而且也用於科學。 

因此，我著手研究價值判斷的邏輯。我的研究很像弗雷格在一個世紀前所

做的那樣，是依據經驗來進行的。但是弗雷格分析了數學的演繹方法，而我則

考察人們如何證明合理的選擇。經過幾年的工作，我得出一個令人失望的結論：

價值判斷的邏輯根本不存在。後來，我意識到了作為邏輯學家的我完全忽略了

的某種東西：除了那些在形式邏輯中研究的推理工具外，還有其他的推理工具，

即 亞 里 士 多 德 稱 之 為 辯 證 推 理 的 工 具 。 但 我 傾 向 於 稱 其 為 論 辯 推 理

（argumentative reasoning）。人們往往忘記亞里士多德不僅是他稱為分析推理的

形式邏輯的奠基人，而且也是辯證推理的奠基人。他專門在《修辭學》、《論

辯篇》和《辯謬篇》中談到了辯證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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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探究的結果憑其自身開始構成一個領域時，也就到了為其擇名之時。

最自然的選擇是修辭學和辯證法，這是亞里士多德有關辯證推理研究的兩個主

要分支（他是分別在《修辭學》和《論辯篇》中對它們進行討論的）。選擇修

辭學似乎更為周全，因為黑格爾和馬克思曾在一種十分不同的意義上使用“辯

證法”。此外，聽眾這一概念完全未出現於《論辯篇》，它僅是在《修辭學》

中起明顯作用。我認為這一概念對理解論辯推理至關重要。 

當我著手研究這一問題的歷史時，我注意到，亞里土多德對分析推理和辯

證推理所做的重要區分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卻被莫名其妙地遺忘了。這兩

起推理形式都被統稱為辯證法。但是有些邏輯學家強調形式邏輯。而其他的邏

輯學則側重於修辭學。例如，鮑亨斯基教授提到的瓦拉的三卷本論文集《論創

意的辯證法》，其中“創意”是修辭學的主要成分（其他成分有佈局、演說術、

記憶和動作）。在修辭學的傳統方面，其他重要的邏輯學家還有斯特姆和阿格

里科拉。 

在拉姆斯之前，辯證法一直表現為缺乏統一性。拉姆斯是 16 世紀著名的法

國邏輯學家，死於聖巴塞洛繆節的大屠殺。拉姆斯將辯證法理解為是對全部推

理形式的研究。因而在他的雄心勃勃的著作裡，既包括了分析推理也包括了辯

證推理，兩者之間並未劃定任何界限。他將“修辭學”這一術語專門用於嚴格

說來不能稱為推理的那些勸說性交際成份（演說術、記憶和動作），並把這些

問題留給了他的朋友 O•塔隆。塔隆是在修飾語言的藝術這一狹窄的意義上理

解修辭學的。因此從塔隆的時代以後，修辭學不過被看作是研究文學形式和語

言表達方式的。這樣，它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就逐漸消失了。 

相比之下，在亞里士多德的分析法基礎上擴展的現代邏輯卻蒸蒸日上。然

而，亞里土多德所講的辯證推理的學問又怎麼樣呢？並且，我試圖在“修辭學”

的名稱下予以復興的那種學問又怎樣呢？ 

令我極為感興趣的問題是，如何把勸說性論說一方面與修辭學（在拉姆斯

和塔隆的意義上使用這一術語）聯繫起來；另一方面與形式邏輯聯繫起來。顯

然，拉姆斯在斷言修辭手段僅是作修飾而用，並不具有推理的特徵這點上是錯

誤的。事實上它們是壓縮的論證．這就是修辭手段被用作有效的勸說方法的原

因。勸說性論說與形式邏輯的聯繫又怎樣呢？一個辯證論證可被評價為有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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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恰當或不恰當，但卻不具有無可爭議性或自明性。無可爭議性或自明性

乃是分析論證的特徵。而且在形式邏輯中，必須消除任何引起爭議的東西，這

就必需發明人工語言。人工語言具有處理符號和構成完好定義的語句的形式規

則。 

在這一簡短介紹之後，我將提出自己關於“新修辭學”的思想。 

在弗雷格、羅素和那些受過數學訓練的邏輯學家的影響下，將邏輯歸結為

形式邏輯變得十分普遍。這種看法導致了對廣大的非證明的推理領域的忽視，

這些推理使我們能在一系列的觀點中，選擇看上去最完善、最能令人接受和最

合理的觀點。它是一個與爭論、批評及各類辯護有關的推理的廣泛領域。我們

試圖依據這種推理，通過在商討過程中為某一論點尋找支持和否定的理由來說

通和勸服個人或集體。因此，我們應當以被認為是論辯理論的修辭學來努力完

善被看作是證明理論的形式邏輯，以彌補上述歸結的有害影響，這樣做是不會

令人感到意外的。 

讓我們迅速地考察一下標誌二者區別的特徵。建立一個形式邏輯系統的基

本條件是必需預先排除任何只有靠解釋的力量或者裁決方能解決的困難。這就

是為什麼形式邏輯的“語言”必須從一開始就排除任何歧義性的緣故。當說到

“X=X”或者“P→P”時，我們並非在陳述一個自然規律，而不過是斷言在每

一個這樣的命題中，必須以相同的值替換符號“X”和“P” ，因為它們不能

得到兩種解釋。 

當涉及自然語言時，這一條件並非必需滿足。人們假定相同的詞具有相同

的意思，但是相反情況的證明也是可接受的。因此，當只有以導致不一致、繁

瑣或不可接受為代價才能保持單義性時，背離這一假定似乎是正常的。 

通常很難令人相信一個有理智的人斷言某種我們一眼就看出矛盾的東西。

當赫拉克利特說“我們兩次踏進又不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時，我們試圖通過

對“同一條河流”的兩種不同的解釋來避免明顯的矛盾。當聽到像“戰爭就是

戰爭”這樣一個命題時，我們知道遇到的是一個“擬重言式”，其目的在於為

在和平時期會令人感到震驚的一種行為辯護。倘若我們將此命題僅僅考慮為是

對同一律的運用，就不會有上述的結論。帕斯卡在他的《思想錄》中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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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的真話在字面上是假的，則它在心靈中是真的”。他這樣說是敦促

我們為維護聖經條文的真理性而去尋求它的一種新的解釋。 

在自然語言中，符號的單義性不像在人工語言中那樣是在所有情況下都要

求的一個條件。作為結果，符號的重新解釋總是可能的。這阻止了我們依據一

個形式的標準斷然決定一個命題的真假。法學和神學提供了大量的實例，由於

種種原因，一個法律條文或者一個宗教條文的字面解釋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一個形式邏輯的系統包括演繹規則，這些規則使一種性質（真、概率、模

態）從前提傳遞到結論成為可能。但前提具有所提到的性質的保證何在呢？古

典邏輯學家相信自明性是公理的真理性的保證，而公理被看作是一門科學的原

則。但是亞里士多德已經指出（《論辯篇》，101），當對話者拒絕把這些原則

當作真理時，為了說服他，求助於論辯是必不可少的。這使我能夠強調論辯與

證明推理之間的區別：一個形式的、邏輯的或數學的系統能獨立於任何人的同

意而發展，但論辯只有考慮去堅持（ad-herencce to)一給定的命題時才能進行。 

堅持總是某人的堅持，這種明顯涉及的堅持是說明預期理由並非邏輯錯

誤，而是一個論辯錯誤的唯一途徑。鑑於以“如果 P，則 P”表達的同一性原

則在任何邏輯中都是一條勿容置疑的規律，當論證的目的是要說明這種堅持合

理時，預先假定去堅持一命題就構成了一個不可否認的預期理由。在這方面我

必須補充：對一個命題的信服可以是因人而異的，並且其信服程度也會不同。 

任何可用的邏輯賴以建立的前提是：系統內一個命題的真是客觀的；並且

根據不矛盾律，它不能與其他任何命題不相容。然而在論辯中，卻不保證某人

同意的一個命題將不與他也堅持的另一命題相矛盾。說到不相容性，我並非意

指存在著形式上的矛盾，而是指兩個命題不能同時適用於一給定情況。這樣，

如果家長中的一方唆使孩子說謊，則“人不可說謊”以及“人須惟父母之命是

從”這兩條道德規範就變得不相容了。在法律和道德中存在有大量的矛盾之

處。當矛盾不可避免時，我們被迫做出選擇，以限制至少是命題中的一個的適

用範圍。我們應當限制對我們較不重要的命題的有效範圍。 

無論聽眾是商談的個人、討論的對話者、聽演講的與會者還是普遍意義上

的聽眾，即由所有能對所聽內容進行判斷的人組成的理想的聽眾，論辯的目的

都在於增強聽眾對一命題的信服。就這一目的而言，論辯必須明確地或假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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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服其他將作為出發點的命題。這些命題必須通過一個種語言來表達，無論這

種語言是自然語言還是技術性語言。同意這樣的一些命題意味著同意所使用的

語詞的意義。這構成了一個初步的已知條件。如果同意一命題的語詞伴之以不

同意對它們的解釋，則論辯的目的將在於使其中的一方佔優勢。因此，已知的

東西與必定是論辯的東西之間的界限並非是在討論之前就劃定了的。這個界限

是作為參與者的態度的結果而出現，並且，參與者的態度只是在辯論的過程中

才顯露出來。 

論辯之初所接受的命題構成了一個多少不大確定的整體，講話者，即提出

論辯的人，必須從中選擇那些似乎與他的目的最相關的命題。命題類型的選擇

將決定於論題與聽眾。有時，它們可限於一些老生常談、事實或普遍接受的價

值標準；有時，則必須包括科學、法律或神學的全部領域；它們甚至可以包括

權威作者著作中的神聖條文。 

在一場論戰或政治辯論中，每個說話者所堅持的命題不同，然而卻都試圖

使聽眾接受這些命題這一情況是可能發生的。他們的論辯常常導致不相容的結

論。在這樣的場合中，討論要么對準從已接受的命題到有爭議的命題的論證的

評價；要么將要求更大的精確性，或者最終要求就說話者用作前提的命題進行

交鋒。通常，只有當相互對立的命題得到充分展開時，才能揭示出有問題的地

方，即意見分歧之所在。 

當把形式邏輯比作修辭學、證明手段和論證技巧時，我們認識到證明是在

一個封閉的單義性的系統內展開的，而解釋和選擇的問題在此之前已經消除。

另一方面，論辯涉及一批假定得到承認的命題，這些命題是不確定的和多義的，

倘若需要，對它們所包含的每個成分都可進一步提出疑問。這就是為什麼論辯

絕非是與個人無關的、機械的和強制的、正確的或錯誤的，而是強些或弱些的

緣故，因為論辯的價值是不同的、甚至對立的觀點交鋒的結果。證明則猶如獨

腳戲，它是在一個系統內展開的，而典型的論辯則構成爭論，構成相反命題和

論述的對抗。對這些命題和論述，聽眾常常又是評判者，他們在做出決定之前，

必須對它們進行比較。這說明了為什麼在訴訟案中，公平的判決是以兼聽為前

提的。判決既依靠審理程序，又有賴於辯論的實質。其結果將導致個人或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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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或者單純地導致對一個普遍命題的信服，無論它是政治的、法律的、

道德的、哲學的命題，還是宗教的命題。 

教育的目的在於造就一種心理狀態，在於從成人向兒童，從老師向學生，

從有創造性的人向沒有創造性的人逐漸灌輸一些普遍的命題。這一目的是要達

到對命題的信服，而這些命題將作為對所考慮的最為具體的情況做進一步論辯

的前提。普遍命題和它們於特殊情況下的運用之間的區別。在古代修辭學中就

是指人所共知的“問題”和“原因”之間的區別。 

在 20 多年前以《新修辭學》① 為名出版的關於論辯的論文裡，我們對論

辯的各種類型，以及訴諸論辯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特殊問題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這裡我們不可能詳述那些觀點，而僅指出如下這點就足夠了：我們是將聯繫的

論證（arguments of association）與概念的分離（dissociation of concepts）相互區別

的（前者指準邏輯的論證，指基於現實的結構和規定著現實的結構關係的論

證）。但也許以對所有邏輯學家都感興趣的一個問題的少許評論來結束這一話

題是值得的：“各種類型的論證都能歸結為純粹的形式結構嗎？”對這樣的問

題要給出一個完全普遍性的回答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可以試著列舉可能將論辯

歸結為形式運算所要求的條件。 

首先，應使在論辯之初所接受的命題具有單義性，以保證排除一個短語的

不同解釋和任何進一步解釋的可能性。所有澄清了的命題具有一種性質（真、

概率或者模態），以保證它們獨立於任何聽眾的信服，這一點應是必需的。其

次， 應無例外地列舉出所有在開始時接受的命題，以避免任何意外——並且這

樣構成的整體應當是一致的。對各種非形式有效的論證來說，得出一個有關概

率的結論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概率應當是沒有爭議的，因為這種概率的確定應

獨立於各方的觀點。 

這樣的條件在某些學科中能夠得到滿足。對這些學科來說，訴諸論辯可由

訴諸歸納邏輯和概率論來代替。然而，儘管在那些使用聯繫論證（假設它們有

準邏輯的性質，或與現實的結構有關）的領域，這種歸結最終可以成功，但每

當發生爭辯的概念要求調整時，毫無疑問，概念的分離應經得起形式化的檢驗。

當我們被從單一概念引至創造一個哲學的對偶概念時，我們就是在面臨這樣的

一種典型情況。現成的例子是現象與實在之間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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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對立所服務的目的是通過詳細闡明一個標準以消除不相容。當經驗似

乎不相容時，這一標準使其一方服從另一方成為可能。例如，倘若幸福被描述

為與善相對立，則我們可通過稱這類幸福是表面的而取消它的資格。 

這就是我認為精細的哲學思考所特有的方法論是靠修辭學提供的，而不是

靠形式邏輯提供的原因。② 

（原載 E．阿加奇《現代邏輯概觀》，許毅力譯、張兆梅校） 

 

 

① Ch.佩雷爾曼（Perelman）和 L.奧爾布萊茨-圖泰卡（Olbrechts-Tyteca）《新修

辭學：論論辯》，1958 年法文版，1969 年英文版。 

② 參見 Ch.佩雷爾曼《哲學、修辭學與老生常談》，載《新修辭學與人文科學》

1979 年英文版，第 52 至 61 頁。 

 

原載《哲學譯叢》1988 年第 4 期 

http://lawlogic.fyfz.cn/art/180963.htm

http://lawlogic.fyfz.cn/art/1809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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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勝選演說（中英對照） 
 【聯合報╱聯合報／編譯】 

 

 

Hello, Chicago.  

哈囉，芝加哥！ 

If there is anyone out there who still doubts that America is a place wher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ho still wonders if the dream of our founders is alive in our time, who 

still questions the power of our democracy, tonight is your answer. 

如果外頭還有人懷疑，美國是否真的是任何事都可能發生的地方，懷疑我們開

國先賢的夢想今天是否依然存在，懷疑我們民主的力量；今夜，就是你們要的

答案。 

It's the answer told by lines that stretched around schools and churches in numbers 

this nation has never seen, by people who waited three hours and four hours, man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lives,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this time must be different, 

that their voices could be that difference. 

這是個用這個國家僅見，環繞學校、教堂的無數人龍，所說的答案。這些人，

苦等三、四個小時，許多還是生平頭一次，因為他們相信，這次一定要不一樣，

他們的聲音就是明證。 

It's the answer spoken by young and old, rich and poor,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black, white, Hispanic, Asian, Native American, gay, straight, disabled and not 

disabled. Americans who sent a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we have never been just a 

collection of individuals or a collection of red states and blue states. 

這是個由不分老少、貧富、民主黨、共和黨；黑人、白人、拉丁裔、亞裔、美

洲原住民；同性戀、異性戀人；肢障與四體健全者，大家共同訴說的答案。美

國民眾向全世界發出訊息，我們絕非一盤散沙，也不是由紅州、藍州拼湊而成

的集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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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and always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們現在是，未來也永遠是，美利堅合眾國。 

It's the answer that led those who've been told for so long by so many to be cynical 

and fearful and doubtful about what we can achieve to put their hands on the arc of 

history and bend it once more toward the hope of a better day. 

這個是引領國人把手放在歷史拱弧，再度讓它指向明天會更美好希望的答案。

長久以來，這些國人一直被許多人灌輸，要嘲諷、害怕和懷疑我們自身的能力。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tonight, because of what we did on this date in this 

election at this defining moment change has come to America. 

這個答案遲遲未出現，但是今晚，由於我們在這個投票日關鍵時刻的所作所為，

改變終於降臨美國。 

A little bit earlier this evening, I received an extraordinarily gracious call from 

Senator McCain. 

今晚稍早，我接到馬侃參議員打來，態度非常懇切的電話。 

Senator McCain fought long and hard in this campaign. And he's fought even longer 

and harder for the country that he loves. He has endured sacrifices for America that 

most of us cannot begin to imagine. We are better off for the service rendered by 

this brave and selfless leader. 

馬侃參議員已打完一場漫長艱苦的選戰。他為這個他所熱愛的國家所打的仗更

久，更艱苦。他為美國的奉獻犧牲，是我們多數同胞難以想像的。因為有他這

位勇敢無私的領袖的奉獻，我們才能過比較好的日子。 

I congratulate him; I congratulate Governor Palin for all that they've achieved.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m to renew this nation's promise in the months 

ahead. 

我向他道賀；也向裴林州長道賀，為他們所成就的一切。我迫不及待想和他們

攜手合作，在未來數月更新這個國家的許諾。 

I want to thank my partner in this journey, a man who campaigned from his heart, 

and spoke for the men and women he grew up with on the streets of Scranton ...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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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e with on the train home to Delaware, the vice president-el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Joe Biden. 

我要感謝我的選舉搭檔，這位先生全心全意競選，為與他在史克蘭頓街頭一起

長大的男男女女代言。在前往德拉瓦州的路上，和我一起以火車為家，他就是

副總統當選人，拜登先生。 

And I would not be standing here tonight without the unyielding support of my best 

friend for the last 16 years ... the rock of our family, the love of my life, the nation's 

next first lady ... Michelle Obama. 

如果沒有過去十六年來堅定支持的摯友，我今晚不可能站在這裡。她是我家庭

的磐石，我一生的最愛，國家未來的第一夫人蜜雪兒‧歐巴馬。 

Sasha and Malia ... I love you both more than you can imagine. And you have 

earned the new puppy that's coming with us ...to the new White House. 

莎夏和瑪利亞。我對妳倆的愛遠超過妳們想像。你們已贏得即將和我們一起到

新白宮作伴的新小狗。 

And while she's no longer with us, I know my grandmother's watching, along with 

the family that made me who I am. I miss them tonight. I know that my debt to them 

is beyond measure. 

還有，雖然她已不在我們身邊，但是我知道我外婆，也和造就今日之我的家族

一起在看。今晚，我想念他們。我知道，我欠他們的，無法衡量。 

To my sister Maya, my sister Alma, all my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the support that you've given me. I am grateful to them. 

我妹妹瑪亞、艾瑪、我的其他兄弟姊妹們，非常感謝你們給我的所有支持。我

很感謝他們。 

And to my campaign manager, David Plouffe ... the unsung hero of this campaign, 

who built the best _ the best political campaign, I think,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還有，我的競選經理普羅費，這次競選的無名英雄，我認為他營造了美國史上

最佳的政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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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y chief strategist David Axelrod ... who's been a partner with me every step of 

the way. 

感謝我的首席競選策略顧問艾索洛，一路走來，他一直是我的得力夥伴。 

To the best campaign team ever assembled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s ... you made this 

happen, and I am forever grateful for what you've sacrificed to get it done. 

感謝這個政治史上無出其右的最佳競選團隊，你們造就了這項成果，我對你們

的犧牲奉獻，永存感激。 

But above all, I will never forget who this victory truly belongs to. It belongs to you. 

It belongs to you. 

總之，我絕不會忘記這個勝利真正屬於誰。它屬於你們大家。它是你們的。 

I was never the likeliest candidate for this office. We didn't start with much money 

or many endorsements. Our campaign was not hatched in the halls of Washington. It 

began in the backyards of Des Moines and the living rooms of Concord and the front 

porches of Charleston. It was built by working men and women who dug into what 

little savings they had to give $5 and $10 and $20 to the cause. 

我從來就不是這個職位最被看好的候選人。剛開始，我沒什麼錢，也沒什麼後

援。我們參選的念頭，並非始於華府大廳，而是來自第蒙市後院，康科市客廳

和查爾斯敦的門廊，再經由眾多男女，用他們從有限儲蓄中拿出，依法所能捐

獻的五塊、十塊和廿塊美元，共同打造出來的。 

It grew strength from the young people who rejected the myth of their generation's 

apathy ... who left their home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jobs that offered little pay and 

less sleep. 

經過那些拒絕承認他們是冷漠世代的迷思的年輕朋友加持，它成長茁壯，他們

離開家，告別親人，投入待遇菲薄，永遠睡眠不足的工作。 

It drew strength from the not-so-young people who braved the bitter cold and 

scorching heat to knock on doors of perfect strangers, and from the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volunteered and organized and proved that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later 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has not perished 

from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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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那些年紀不算輕的朋友加持，它成長茁壯，他們冒著寒風酷暑，挨家挨戶

向完全陌生的民眾敲門；經過數百萬民眾自發性的組織，證明這個民有、民治、

民享的政府，在兩百多年之後，沒有從地球上消失，仍在成長茁壯。 

This is your victory. 

這是你們的勝利。 

And I know you didn't do this just to win an election. And I know you didn't do it 

for me. 

我知道，你們這麼做，不只是為了勝選。我也知道，你們這麼做，不是為了我。 

You did it because you understand the enormity of the task that lies ahead. For even 

as we celebrate tonight, we know the challenges that tomorrow will bring are the 

greatest of our lifetime _ two wars, a planet in peril, the worst financial crisis in a 

century. 

你們這麼做，是因為你們了解，橫在眼前的是千萬斤的重擔。因為即使我們今

晚慶功，我們也明白，明天所要面臨的是此生最大的挑戰：兩場戰爭，一個處

於存亡之秋的地球，及百年僅見的金融危機。 

Even as we stand here tonight, we know there are brave Americans waking up in the 

deserts of Iraq and the mountains of Afghanistan to risk their lives for us. 

即使我們今晚站在此地，我們也知道，為了我們，美國的勇士們正在伊拉克沙

漠巡邏，在阿富汗山區出生入死。 

There are mothers and fathers who will lie awake after the children fall asleep and 

wonder how they'll make the mortgage or pay their doctors' bills or save enough for 

their child's college education. 

許多父母，在子女進入夢鄉後，仍輾轉難眠，擔心房貸、醫療帳單該怎麼付，

或該怎麼存，才夠支應子女的大學教育費用。 

There's new energy to harness, new jobs to be created, new schools to build, and 

threats to meet, alliances to repair. 

新的能源要研發，新的工作機會要創造，新學校要建，不少威脅要對付，既有

盟邦關係要修補。 



《論辯與批判思考》讀本 

- 228 - 
 

The road ahead will be long. Our climb will be steep. We may not get there in one 

year or even in one term. But, America, I have never been more hopeful than I am 

tonight that we will get there. 

未來的路仍遙，路上的坡仍陡峭，我們可能沒辦法在一年，或一任內抵達。但

是，美國，我從來沒有像今晚的我，對我們的使命必達，更充滿希望。 

I promise you, we as a people will get there. 

我向各位許諾，我們會團結一心，一齊抵達目的地。 

There will be setbacks and false starts. There are many who won't agree with every 

decision or policy I make as president. And we know the government can't solve 

every problem. 

一開始，挫折和失誤在所難免。有許多人不會同意我以總統身分所做的每一個

決定或每一項政策。我們也知道政府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But I will always be honest with you about the challenges we face. I will listen to 

you, especially when we disagree. And, above all, I will ask you to join in the work 

of remaking this nation, the only way it's been done in America for 221 years _ 

block by block, brick by brick, calloused hand by calloused hand. 

但我永遠會把我們面對的挑戰坦白告訴各位。，尤其是在我們看法不同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我會邀請各位加入重塑這個國家的工作，以美國兩百廿一年來採

用的唯一方法：一磚一瓦，胼手胝足。 

What began 21 months ago in the depths of winter cannot end on this autumn night. 

廿一個月前發軔於隆冬的，不會就在這個秋夜結束。 

This victory alone is not the change we seek. It is only the chance for us to make 

that change. And that cannot happen if we go back to the way things were. 

我們追求的改變，不僅僅是這個勝利。這個勝利只是給我們機會實現我們追求

的改變。我們若走回頭路，改變便不會發生。 

It can't happen without you, without a new spirit of service, a new spirit of sacrifice. 

少了你，少了新的服務精神，少了新的犧牲精神，改變就不會發生。 

So let us summon a new spirit of patriotism, of responsibility, where each of us 

resolves to pitch in and work harder and look after not only ourselves but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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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且讓我們喚起新的愛國心、新的責任感，人人挽起衣袖，更加努力，照

顧自己之外，更要彼此照顧。 

Let us remember that, if this financial crisis taught us anything, it's that we cannot 

have a thriving Wall Street while Main Street suffers. 

我們不要忘記，如果這次金融危機給了我們任何教訓，那就是在尋常百姓生活

困頓下，華爾街也不可能獨自繁榮昌盛。 

In this country, we rise or fall as one nation, as one people. Let's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fall back on the same partisanship and pettiness and immaturity that 

has poisoned our politics for so long. 

在這個國度，不論興衰，都是全國與共，全民一體。我們一定要抗拒誘惑，不

再靠已毒害我國政治許久的黨派之私、褊狹和幼稚。 

Let's remember that it was a man from this state who first carried the banner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to the White House, a party founded on the values of self-reliance 

and individual liberty and national unity. 

我們不可忘記，第一個把共和黨旗幟帶進白宮的男士，正是來自本州。共和黨

的建黨根基則是自立、個人自由及全國統一團結等價值觀。 

Those are values that we all share. And while the Democratic Party has won a great 

victory tonight, we do so with a measure of humility and determination to heal the 

divides that have held back our progress. 

這些也是我們共享的價值觀。雖然民主黨今晚大勝，我們卻始終謙沖自持，並

決心彌合阻撓我們進步的裂縫。 

As Lincoln said to a nation far more divided than ours, we are not enemies but 

friends. Though passion may have strained, it must not break our bonds of affection. 

正如林肯向一個遠比今天更分歧的美國所說的，我們不是敵人，是朋友。激情

或曾使選情緊繃，卻不容它破壞我們之間感情的連結。 

And to those Americans whose support I have yet to earn, I may not have won your 

vote tonight, but I hear your voices. I need your help. And I will be your president,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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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向那些我仍須努力爭取支持的美國同胞說，或許今晚我沒能贏得各位的選

票，但是我聽到諸位的聲音，我需要你們協助，我也會是你們的總統。 

And to all those watching tonight from beyond our shores, from parliaments and 

palaces, to those who are huddled around radios in the forgotten corners of the 

world, our stories are singular, but our destiny is shared, and a new dawn of 

American leadership is at hand. 

對那些今晚在海外、從各地國會和宮殿觀看美國選情的人士，在為世人遺忘的

角落圍繞著收音機的人們，我要說我們的故事各不相同，命運卻是一體，美國

新的領導就要出現了。 

To those _ to those who would tear the world down: We will defeat you. To those 

who seek peace and security: We support you. And to all those who have wondered 

if America's beacon still burns as bright: Tonight we proved once more that the true 

strength of our nation comes not from the might of our arms or the scale of our 

wealth, but from the enduring power of our ideals: democracy, liberty, opportunity 

and unyielding hope. 

對那些想撕裂這個世界的人，我要說：我們會打垮你。對那些追求和平安全的

人，我要說：我們支持你。而對那些懷疑美國這燈塔是否依然明亮的人，今晚

我們再度證實，美國真正的國力不是來自船堅砲利、富甲天下，而是來自發乎

我們理想、歷久不衰的力量，這些理想是民主、自由、機會和堅持到底的希望。 

That's the true genius of America: that America can change. Our union can be 

perfected. What we've already achieved gives us hope for what we can and must 

achieve tomorrow. 

這正是真正的美國精神：也就是美國能夠改變。這個國家的結合可以更完善。

我們已經成就的，讓我們勇於企盼我們明天能夠做到、也必須做到的。 

This election had many firsts and many stories that will be told for generations. But 

one that's on my mind tonight's about a woman who cast her ballot in Atlanta. She's 

a lot like the millions of others who stood in line to make their voice heard in this 

election except for one thing: Ann Nixon Cooper is 106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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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大選有許多創舉和故事足供世世代代傳頌。而今晚浮現在我腦海的，是在

亞特蘭大投票的一位婦人。她和這次大選無數排隊投票以表達心聲的選民沒什

麼差別，不同的只有一點，安．尼克森．庫柏已高齡一百零六。 

是的，我們做得到 

She was born just a generation past slavery; a time when there were no cars on the 

road or planes in the sky; when someone like her couldn't vote for two reasons _ 

because she was a woman and because of the color of her skin. 

她出生於奴隸時代結束後那個世代；當時路上沒有汽車，天上不見飛機；而她

這樣的人沒有資格投票，原因有二：其一，她是女人，其二，她的膚色不對。 

And tonight, I think about all that she's seen throughout her century in America _ the 

heartache and the hope; the struggle and the progress; the times we were told that we 

can't, and the people who pressed on with that American creed: Yes we can. 

但就在今晚，我想到她在美國這百年人生的閱歷：心傷和希望；掙扎和進步；

那些人告訴我們我們不能的時候，和那些高舉著美國人「是的，我們做得到」

的信念奮勇向前的人。 

At a time when women's voices were silenced and their hopes dismissed, she lived 

to see them stand up and speak out and reach for the ballot. Yes we can. 

身處女性聲音受壓制、希望被漠視的時代，她這一生親眼看到女性站起來，表

達心聲，並爭取到投票權。是的，我們做得到。 

When there was despair in the dust bowl and depression across the land, she saw a 

nation conquer fear itself with a New Deal, new jobs, a new sense of common 

purpose. Yes we can. 

就在塵盆地帶（指美國大草原的一部分，大致包括科羅拉多州東南部、堪薩斯

州西南部、德州與奧克拉荷馬州鍋柄形突出地帶）陷入絕望，大蕭條席捲美國

全境之際，她目睹一個國家以新政、新的工作機會、新的和衷共濟精神克服了

恐懼本身。是的，我們做得到。 

When the bombs fell on our harbor and tyranny threatened the world, she was there 

to witness a generation rise to greatness and a democracy was saved. Yes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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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炸彈落在我們的港口，暴政威脅世界之際，她親眼看見一個世代巍然挺身而

起，拯救了一個民主體制。是的，我們做得到。 

She was there for the buses in Montgomery, the hoses in Birmingham, a bridge in 

Selma, and a preacher from Atlanta who told a people that We Shall Overcome. Yes 

we can. 

在蒙哥馬利市（黑人）搭巴士抗爭，伯明罕市的水龍（警察以強力水龍對付抗

議者），賽爾瑪城外的橋上（遭警察血腥鎮壓），來自亞特蘭大的一位牧師告

訴一個民族「我們終必得勝」時，她都在場。是的，我們做得到。 

A man touched down on the moon, a wall came down in Berlin, a world was 

connected by our own science and imagination. 

一個人登上了月球，柏林一道牆倒了，一個世界被我們自己的科學和想像連結

了起來。 

And this year, in this election, she touched her finger to a screen, and cast her vote, 

because after 106 years in America, through the best of times and the darkest of 

hours, she knows how America can change. 

Yes we can. 

而今年，在這次選舉中，她用手指觸碰屏幕，投下她的一票，因為在美國生活

了一百零六年，嘗遍酸甜苦辣之後，她知道美國能夠有什麼樣的改變。是的，

我們做得到。 

America, we have come so far. We have seen so much. But there is so much more to 

do. So tonight, let us ask ourselves _ if our children should live to see the next 

century; if my daughters should be so lucky to live as long as Ann Nixon Cooper, 

what change will they see? What progress will we have made? 

美國，我們已經走了這麼遠。閱歷了這麼多。眼前卻還有這麼多事要做。所以，

今晚讓我們捫心自問，如果我們的子女能夠活到下個世紀；如果我女兒有幸如

安．尼克森．庫柏般長壽，他們能看到什麼改變？我們又促成了什麼樣的進步？ 

This is our chance to answer that call. This is our moment. 

此際正是我們回應那個召喚的機會，這是我們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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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our time, to put our people back to work and open doors of opportunity for 

our kids; to restore prosperity and promote the cause of peace; to reclaim the 

American dream and reaffirm that fundamental truth, that, out of many, we are one; 

that while we breathe, we hope. And where we are met with cynicism and doubts 

and those who tell us that we can't, we will respond with that timeless creed that 

sums up the spirit of a people: Yes, we can. 

就在此刻，我們大家要重新開始工作，為我們的孩子開啟希望之門；迎回繁榮

並推展和平大業；重新擁抱美國夢並再次確立那基本的真理，也就是我們同舟

一命，只要活著就懷抱希望。當旁人嘲諷、懷疑我們，告訴我們我們辦不到時，

我們會回以那歷久不衰、總結一個民族精神的信念：是的，我們做得到。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And ma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謝謝大家。願上帝祝福你，求上帝祝福美國。  

 

 

【2008/11/06 聯合報】 

http://www.udn.com/2008/11/6/NEWS/WORLD/WORS2/4589123.shtml 

發表於 11/14/2008 04:2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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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瑞岡三人制標準式辯論規則 

壹 程序規則 

第一條 

比賽人員 

辯論比賽分正反兩方，各推派出賽辯士三位，依申論次序分別為正（反）

方一辯、二辯、三辯，並指定其中一位兼任結辯。出賽名單應於比賽預定

時間十分鐘前提報會場主席，否則視為棄權。 

第二條 

發言程序 

發言時間採「3．3．3」制，即申論 3分鐘、質詢 3分鐘、結辯 3分鐘，正

反辯士發言順序如下： 

（一）  正方一辯申論，3分鐘。 

（二）  反方二辯質詢正方一辯，3分鐘。 

（三）  反方一辯申論，3分鐘。 

（四）  正方三辯質詢反方一辯，3分鐘。 

（五）  正方二辯申論，3分鐘。 

（六）  反方三辯質詢正方二辯，3分鐘。 

（七）  反方二辯申論，3分鐘。 

（八）  正方一辯質詢反方二辯，3分鐘。 

（九）  正方三辯申論，3分鐘。 

（十）  反方一辯質詢正方三辯，3分鐘。 

（十一） 反方三辯申論，3分鐘。 

（十二） 正方二辯質詢反方三辯，3分鐘。 

（十三） 休息時間，3分鐘。 

（十四） 反方結辯，3分鐘。 （結辯順序視當場比賽前抽籤決定） 

（十五） 正方結辯，3分鐘。 

第三條 

計時方式 

計時工作由主辦單位指派之計時人員負責，並以按鈴方式告知發言辯士。

計時員於 2 分 30 秒按鈴一響，3 分鐘按鈴兩響，3 分 27 秒、28 秒、29 秒

各按鈴一響，最後一響延至 3分 30秒結束。時間屆滿辯士即應停止發言，

否則視為違規。 

貳 立場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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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合題性 

正方界定之立場應完全符合正方辯題之要求，否則視為違規；反方界定之

立場應完全符合反方辯題之要求，否則視為違規。 

雙方之基本立場界定應於一辯申論中完成，並不得於其後修正，否則視為

違規。 

第五條 

合題性質疑 

正方表達之立場不合題或反方表達之立場合題時，反方至少應於一辯申

論，正方至少應於二辯申論中提出質疑，否則視為接受他方界定之立場。 

參、 發言規則 

第六條 

發言義務 

辯士於指定發言時段登台發言，發言應符合清晰明瞭之原則，並展現風度

及禮儀；除指定發言時間外，不得有高聲談話、故作姿態或展示道具之行

為。 

第七條 

道具使用 

發言辯士得於發言中使用平面或實物道具輔助發言，但不得使用有聲或錄

像道具。道具一經使用，他方亦獲使用權利。 

第八條 

協助違規 

出賽辯士於比賽開始後，不得從己方辯士外之他人獲得協助；發言辯士於

發言計時開始後，不得從其他出賽辯士獲得協助，否則視為違規，但經發

言辯士主動要求傳遞資料證據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質詢權利 

質詢者控制質詢時間，得提出任何與題目有關之合理而清晰之問題，並得

隨時停止被質詢者之回答。 

第十條 

質詢義務 

質詢時間內，質詢者應詢問問題，不得自行申論或就質詢所獲之結果進行

引申，否則視為違規。 

質詢者自行申論或引申發言時，答辯者得要求其停止。 

第十一條 

答辯義務 

答辯者應回答質詢者所提之任何問題，但問題顯不合理時，被質詢者得說

明理由，拒絕回答。 

答辯者得要求質詢者重述其質詢，但不得惡意為之，否則視為違規。 

第十二條 

反質詢 

答辯者不得對質詢者提出詢問，否則視為違規。 

答辯者提出反質詢時，質詢者得要求其停止，並拒絕回答。 

第十三條 結辯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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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辯人員應就己方論點及雙方交鋒情形加以整理陳述，不得提出任何申論

及質詢階段未提出之論點，否則視為違規。 

肆 抗議規則 

第十四條 

偽證抗議 

辯士於發言中引述之證據資料應切合事實，某方引述證據資料有誤時，得

由他方檢具證據資料反證，提出抗議。 

 

第十五條 

抗議方式 

依前條或其他事由而發抗議事項時，應由結辯或領隊於賽前或賽後 5 分鐘

內以書面方式向主席提出，否則不予受理。抗議提出後，主席應知會他方，

他方亦得以書面答辯。 

第十六條 

抗議裁決 

雙方提出抗議時，主席應將「抗議裁決單」，交與裁判人員（每項抗議一

張），由其各自閱讀書面抗議及答辯書，分別裁定之。裁判人員要求驗證

事項者，其裁決單由主席收回後，應即作相關處置，並於驗證完畢後再交

該裁判人員裁定。抗議裁決之結果應於各裁判之評分表中分別執行之，並

將裁決單附於評分表後供查詢之用。 

伍  裁判規則 

第十七條 

辯論評判 

主辦單位應邀請總數為單數之人士擔任辯論評判。評判人員應循公平、中

立、敬業之原則，以雙方論點交鋒過程及發言表現獨立完成評判，並切實

填寫評分單。 

第十八條 

評分標準 

評分單中雙方總成績各 100 分，包括每位辯士個人成績各 25 分（申論 10

分，質詢 10分，答辯 5分）及團體成績 25分（結辯 5分、團體合作 10 分、

整體架構 10分）。 

於各評判人員之評分單上獲較高分數之一方即為該評判人員判定之勝方，

於全體評分單中取得較多勝利張數之一方即為該場比賽之勝方。 

第十九條 

違規處理 

凡違反本規則第貳至伍章中之一項，其因違規所獲之利益應不予承認，裁

判人員並應視情節輕重予以扣分。 

某方違反第四條合題性之規定，並由他方依第五條規定提出合題性質疑

時，裁判人員應於雙方發言結束後，個別針對合題與否進行裁決，若同意

正方不合題或反方合題情形發生，則該方於該張評分單之整體分數應視為

違規利益，計為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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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同分處理 

若總分加計出現平手情形時，就該張評分表中以「團體合作及整體架構總

分和」、「個人總分和」、「申論質詢總分」、「結辯」與「答辯」之順

序，依次比較以決定勝方，若仍為平手，則移請裁判作最後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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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比賽規則 

 
辯論程序 | 自由辯論規則 | 評分標準 | 時間分配 | 比賽注意事項 
 

一.辯論程序 

1.主席開場，介紹雙方隊伍、裁判、比賽規則，並宣佈比賽開始。 
2.第一部分，正反雙方申論。 

正方第一位辯士將先發言，接著由反方第一位辯士接著發言；接著依序為正方

第二位辯士、反方第二位辯士、正方第三位辯士、反方第三位辯士。每位辯士

發言時間三分鐘，不得超過三分三十秒。 
3.第二部分，自由辯論（請參閱自由辯論規則）。 
  每隊發言總時間為四分鐘。 
4.第三部分，結辯。 

反方結辯辯士總結陳詞，接著由正方結辯辯士總結陳詞。 每隊結辯時間為三

分鐘，不得超過三分三十秒。 
5.主席請裁判講評並收評分單。 
6.主席宣佈本場比賽獲勝隊伍，收場。 
 

二.自由辯論規則 

1. 在自由辯論的時間裡，每位辯士的發言次序、時間和次數都不受限制，但是，

整隊的發言時間不得超過四分鐘。辯士應充分利用這段時間，加強自己的論點、

反駁對方的言論。 
2. 自由辯論開始時，正方的任何一位辯士先起立發言，再由反方的任何一位辯士

起立發言，雙方依此程序輪流發言，直到雙方時間用完為止。 
3. 自由辯論時，當一方辯士發言完畢，其隊友不得立即再次發言、補充論點，否

則將以違規論，裁判可酌量扣分。 
4. 兩位計時員將分別為兩隊計時。當一方辯士發言完畢，另一方的計時立即開始，

所以，辯士應該盡量爭取時間，在對方代表發言完畢之後，立刻起立發言。 
5. 如果一隊的發言時間已經用完，而另一隊還有時間，那麼，該隊的一名辯士或

多名辯士可以繼續發言，直到該隊的時間已用完為止。 
 

三、評分標準 

1. 每場比賽的結果將由裁判依據各隊的得分，以一人一票方式投票決定獲勝隊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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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辦單位將綜合裁判評論辯士在每一場辯論中的表現，選出最佳辯論才華二名、

最佳語言使用呈現二名。 
3. 個人獎項採累進記分，候選人為打進冠亞季殿賽隊伍成員，最後分數產生方式

為總積分/總出場次，若分數相同則取出場次數較多者，若出場次亦相同，取其

所屬隊伍排名較高者。 
 

四、時間分配 

正方一辯申論三分鐘，不得超過三分三十秒 
反方一辯申論三分鐘，不得超過三分三十秒 
正方二辯申論三分鐘，不得超過三分三十秒 
反方二辯申論三分鐘，不得超過三分三十秒 
正方三辯申論三分鐘，不得超過三分三十秒 
反方三辯申論三分鐘，不得超過三分三十秒 
自由辯論（正反雙方各四分鐘） 
反方結辯申論三分鐘，不得超過三分三十秒 
正方結辯申論三分鐘，不得超過三分三十秒 
 

五、比賽注意事項 

1.本賽事為國語辯論比賽，故除特有學術性名詞與特殊用語外，辯士不得採用國語

以外之語言。 
2.辯士發言不得涉及攻擊性之政治、宗教、種族等敏感議題。 
3.辯士言論中不可向對手做出人身攻擊。 
4.辯士不得突發性中斷對方辯士之言論。 
5.比賽進行中，辯士不得接受外界任何提示或指導。 
6.比賽時，雙方辯士均就座位上起立發言。 
7.申論時，當主席要求某方發言後，無論其是否發言，其發言時間將開始計算，申

論時間屆止時，可延長三十秒；三十秒後，由主席制止發言。 
8.參賽隊伍若於開賽後二十分鐘內仍未到場，以棄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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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從申論到質詢 

申論題目  

綱要： 

 

 

 

 

 

質詢題目  

質詢步驟大綱： 

 

 

 

 

 

日期  組別  姓名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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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實作演練－政策辯論核心議題之建構 

辯題： 

政策存在（改變）之理由： 

 

1.需要性 

（1）損害的重要性： 

 

 

（2）收益的重要性： 

 

2.根屬性 

重大損害（利益）根植於政策： 

 

政策計畫方案： 

 

 

1.解決力 

（1）可行性、有無阻礙？ 

 

（2）可消除損害根源？ 

 

2.新的損

害 

（1）副作用？ 

 

 

（2）損益平衡？ 

 

 

3.證據  

日期  組別  姓名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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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辯論方案架構    月      日 

辯題及其定義： 

 

 

 

現狀的問題（優點與缺失）診斷： 

 

 

 

 

 

 

高層次（理念） 

 

 

 

 

支持

理念

的相

關理

由或

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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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層次（政策制度）： 

 

 

 

政策制度

方案實施

方式與步

驟 

 

 

 

 

 

 

低層次（技術問題） 

 

 

組別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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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課程補充資料－繞口令練習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2. 到福華飯店護髮護膚。 

3. 吸煙肺會黑，粉筆灰會飛。 

4. 高高山上一棵藤，藤條頭上掛銅鈴，風吹藤動銅鈴動，風停藤停銅

鈴停。 

5. 阿岡光顧光芒萬丈的官方觀光網站買光碟。 

6. 玩鋼彈、吊單槓、吊完單槓玩鋼彈，玩完鋼彈吊單槓。 

7. 四個四、四個十、四個十四、四個四十、四個四十四；十個四、十

個十、十個十四、十個四十、十個四十四；十四個四、十四個十、

十四個十四、十四個四十、十四個四十四；四十個四、四十個十、

四十個十四、四十個四十、四十個四十四；四十四個四、四十四個

十、四十四個十四、四十四個四十、四十四個四十四。 

8. 且南邊來了個啞巴，腰裡別著一個喇叭。且北來了個喇嘛，手裡提

拉五斤塔蟆。別喇叭的啞巴要拿喇叭換提塔蟆的喇嘛一塔蟆，提塔

蟆的喇嘛就不拿塔蟆換別喇叭的啞巴一喇叭，別喇叭啞巴就要拿喇

叭打提塔蟆喇嘛一喇叭，提塔蟆的喇嘛也要拿塔蟆打別喇叭啞巴一

塔蟆。也不知道是提塔蟆的喇嘛先拿塔蟆打了別喇叭啞巴一塔蟆，

還是別喇叭啞巴先拿喇叭打了提塔蟆的喇嘛一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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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稻香>歌詞（周杰倫） 

稻 香      詞/曲：周杰倫 
對這個世界 如 果你 有太多的抱怨 
跌倒了 就不敢繼續往前走 
為什麼 人要這麼的脆弱 墮落 
請你打開電視看看多少人 
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 
我們是不是該知足 
珍惜一切 就算沒有擁有 
 
還記得 你說 家 是 唯一的城堡 隨 著稻 香 河流繼續奔跑 
微微笑 小時候 的夢我知道 
不要哭 讓螢 火 蟲 帶著你逃跑 鄉 間的 歌謠 永遠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不要這麼 容易就想放棄 就像我說的 
追不到的夢想 換個夢不就得了 
為自己的人生鮮艷上色 先把愛塗上喜歡的顏色 
笑一個吧 功成名就不是目的 
讓自己快樂快樂這才叫做意義 
 
童年的紙飛機 現在終於飛回我手裡 
所謂的那快樂 赤腳 在田裡追蜻蜓追到累了 
偷摘水果 被蜜蜂給叮到怕了 誰在偷笑呢 
我靠著稻草人 吹著風 唱著歌 睡著了 
哦 哦 午後吉它在蟲鳴中更清脆 
哦 哦 陽光灑在路上就不怕心碎 
珍惜一切 就算沒有擁有 
 
還記得 你說 家 是 唯一的城堡 隨 著稻香 河流繼續奔跑 
微微笑 小時候 的夢我知道 
不要哭 讓螢 火 蟲 帶著你逃跑 鄉 間的 歌謠 永遠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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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那一刻地動山搖——５‧１２汶川地震親歷記 

 
作者:範美忠   2008-05-22 09:09 星期四 晴 
     
   
  我曾經為自己沒有出生在美國這樣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國家而痛不欲生！

因為我大學畢業十幾年的痛苦與此有關，我所受的十七年糟糕教育與此有關。我

無數次質問上帝：你為什麼給我一顆熱愛自由和真理的靈魂卻讓我出生在如此專

制黑暗的中國？讓我遭受如許的折磨！但我也曾為自己感到慶倖：我沒有出生在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那樣我將可能經歷戰爭的恐怖和非正常喪失親人的哀

痛；我沒有出生在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因為以我這種寧折不彎，心口如一的性格，

多半會被槍斃了家人還要忍著傷痛上交子彈費；或者誓死捍衛毛主席和紅色中國

而其實死得一錢不值；或者經歷熱烈的青春之後卻發現自己一無所有。 
  當然，十六歲讀初三的時候，我通過電視報紙隱隱約約地旁觀了那場那一代

人不堪回首的運動，但懵懂無知的我並沒有感到痛苦，因為當時我還是一個傻瓜，

雖然這場運動對我人生軌跡的影響是三年後我經歷了噩夢般的一年軍訓。但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苦難！首先就是大學以後面對商業社會和極權社會的精神分裂的痛

苦和欲求自由公正而不得的焦灼與孤獨，還有失去家園的生命虛無！但這是在某

些人看來似乎是虛無縹緲的近乎神經質的痛苦，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憂之！我

沒有遭遇戰爭，沒有遭遇特大洪災！我懷疑自我與他人的可靠性生命的可靠性但

沒有懷疑過大地的可靠性，雖然我早就否定了大地作為生命家園的可能。唐山大

地震成了遙遠的災難記憶和抽象的死亡數字。但該來的終究要來！在毫無心理準

備的情況下，我在離震中映秀最近的都江堰經歷了一生中最恐怖的一次經歷：５•
１２汶川８•０級特大地震！ 
  這一天下午照例是我的 IB 一年級 SL 語文課，課前學生和我都感到天氣極度

悶熱，我圍著教室轉了一圈，把所有的窗戶都開得最大。這節課上的內容是《紅

樓夢》第十三回，照例由學生先講一遍，但學生不到十分鐘就講完了，我覺得很

多地方學生都忽略過去了，又叫學生提問，學生也沒什麼問題，我只好親自上陣，

在講到秦可卿給鳳姐托夢的時候我問學生：“這是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嗎？”學生說：

“這是迷信！”我又問學生：“曹雪芹會認為它是迷信嗎？鳳姐會這麼認為嗎？”學生

說：“不會！因為他們信這個！”我由此循循善誘地啟發學生：“我們今天認為包括

托夢、算命和風水等是迷信，是因為我們用了現代科學實證主義和理性的眼光來

看這些東西，科學和理性有很了不起的地方，但它有它的局限，比如我生命的意

義虛無科學理性能解決嗎？親人朋友喪失之痛科學和理性能安慰嗎？科學和理性

能保證我們幸福嗎？因此，很多問題和領域是科學和理性所無法認識或無法解決

的，因此不能太過因科學和理性而自負，對宇宙間的神秘力量要保持敬畏……”剛

講到這裡，課桌晃動了一下，學生一楞，有點不知所措，因為此前經歷過幾次桌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332774&PostID=13984999
http://blog.tianya.cn/myblog/blog.asp?UserID=11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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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床晃動的輕微地震,所以我對地震有一些經驗,因此我鎮定自若地安撫學生

道:“不要慌！地震，沒事！……”話還沒完，教學樓猛烈地震動起來，甚至發出嘩

嘩的響聲（因為教室是在平房的基礎上用木頭來加蓋的一間大自習室），我瞬間反

應過來——大地震！然後以猛然向樓梯衝過去，在下樓的時候甚至摔了一跤，這

個時候我突然閃過一個念頭“難道中國遭到了核襲擊？”然後連滾帶爬地以最快速

度沖到了教學樓旁邊的足球場中央！我發現自己居然是第一個到達足球場的人，

接著是從旁邊的教師樓出來的抱著一個兩歲小孩的老外，還有就是從男生宿舍樓

下來的一個學生。這時大地又是一陣劇烈的水準晃動，也許有一米的幅度！這時

我只覺世界末日來臨，人們常說腳踏實地，但當實地都不穩固的時候，就覺得沒

有什麼是可靠的了！隨著這一波地震，足球場東側的 50 公分厚的足球牆在幾秒鐘

之內全部彤塌！逐漸地，學生老師都集中到足球場上來了，因為是 IB 二年級畢業

考試期間，有些學生沒有上課，有的學生正在寢室裡睡覺或者打遊戲，因此一些

學生穿著拖鞋短褲，光著上身就跑出來了！這時我注意看，上我課的學生還沒有

出來，又過了一會兒才見他們陸續來到操場裡，我奇怪地問他們：“你們怎麼不出

來？”學生回答說：“我們一開始沒反應過來，只看你一溜煙就跑得沒影了，等反應

過來我們都嚇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劇烈地震平息的時候我們才出來！老師，

你怎麼不把我們帶出來才走啊？”“我從來不是一個勇於獻身的人，只關心自己的生

命，你們不知道嗎？上次半夜火災的時候我也逃得很快！”話雖如此說，之後我卻

問自己：“我為什麼不組織學生撤離就跑了？”其實，那一瞬間屋子晃動得如此厲害，

我知道自己只是本能反應而已，危機意識很強的我，每次有危險我的反應都比較

快，也逃得比較快！不過，瞬間的本能抉擇卻可能反映了內在的自我與他人生命

孰為重的權衡，後來我告訴對我感到一定失望的學生說：“我是一個追求自由和公

正的人，卻不是先人後己勇於犧牲自我的人！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只有為了

我的女兒我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

也不會管的。因為成年人我抱不動，間不容髮之際逃出一個是一個，如果過於危

險，我跟你們一起死亡沒有意義；如果沒有危險，我不管你們你們也沒有危險，

何況你們是十七，十八歲的人了！”這或許是我的自我開脫，但我沒有絲毫的道德

負疚感，我還告訴學生：“我也決不會是勇鬥持刀歹徒的人！”話雖這麼說，下次危

險來臨的時候，我現在也無法估計自己會怎麼做。我只知道自己在面對極權的時

候也不是沖在最前面並因而進監獄的人。 
  這時我開始關心起成都的家人以及小狐和李玉龍的安危，但一開始手機沒有

信號，顯然因為停電，機站也無法正常工作，過了一會兒手機有了信號，也許機

站啟動了備用發電設備。但這時打電話的人太多了，我的電話根本打不出去，別

人的電話也是同樣。水、電、通訊和交通中斷，我們只好靜靜地呆在操場裡等待，

一些學生甚至在如此緊張的時候踢起了足球，我也穿著登山鞋加入了進去，這個

時候我們需要以這樣的從容態度來緩解內心的緊張慌亂！就這樣一直等到下午五

點，才有老師用微型收音機收聽到德陽廣播電臺的廣播：7•8 級地震，震中在汶川！

跟唐山大地震震級一樣！大家目瞪口呆！而震中距離都江堰又如此之近！大家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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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道：“汶川肯定被洗白了！”這時我的一個學生面色沉重，因為他的父母兄弟等親

人都在汶川縣城，這時我們還不知道震中是在汶川境內的映秀而不是汶川縣城腳

下！不知道都江堰其實比汶川縣城距震中還近！而汶川跟外面完全失去了通訊聯

絡，交通也完全中斷！這個學生告訴我：“汶川經常地震，前年還發生過 6•5 級地

震，但除了一些老房子汶川的房屋都是按照七級防震修的，因此沒有事。但這次

都江堰就比前年的汶川地震厲害……”說到這裡，這個學生幾近哽咽無語！這時我

才想起寢室辦公室都肯定不能睡了，晚上難道住操場？那也得棉被和衣服啊！如

果我回成都，那也需要錢啊！我饒開樓房心驚膽戰地回到我的寢室，發現水桶已

經從飲水機上被震下來了，放在凳子上的衣服也被震了幾件下來，手忙腳亂之中

我只拿了錢卻忘了拿衣服被子，因為我住的宿舍是修了十六年的房子，洗漱間的

牆體和房間的牆體之間早就裂開了一條大縫！所以出來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勇氣回

寢室了！ 
  之後我又到前操場閒逛，發現小學部和幼稚園的學生全在那裡。卿校長也正

在那裡，於是我過去跟他聊天。我說：“在我印象中，光亞學校的房子不怎麼結實

啊！怎麼一間都沒有倒？”卿校長多少有一些得意地回答：“我們學校的房子修得像

碉堡，怎麼會倒？我是包工不包料！那些包工頭都跟我爭，要包工包料，但我堅

決不幹，我把材料買好！工錢我可以給多點，房子是現澆鑄的！地面和牆壁都連

在一起！修好我們用儀器檢查過鋼筋水泥的含量！”原來他也並不是有先見之明，

只不過是沒有偷工減料而已，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品質保證和防震設計！這樣我放

心了，連光亞學校的看起來不見得很好的房子都沒有倒，那其他地方也不見得有

多大問題。這時我陸續收到了郭初陽、呂棟和蘿蔔坑的詢問安危的短信，並且都

回復成功，另外給李玉龍的短信也發送成功了並收到了回復，知道他和小狐都沒

事。這時我才想起，我老家的母親和兄長姐姐也可能看到都江堰發生地震的新聞

而擔心，應該給家裡一個電話，這時只有座機還可以通，但打的人太多，我等了

好久也沒等到機會，只好放棄！這時一個步行到市內觀察了情況回來的學生說：

“都江堰市內挨得慘，百分之二十的房子塌了！光亞學校的房子這次真是經受住了

考驗！”學校的老師學生一直對光亞學校的房子建築品質有微詞，經過這次地震之

後，卻不禁對卿校長和他的光亞學校的房子刮目相看！ 
  這時在成都的校長夫人也回來了，她說：“成都沒事，但都江堰聚源中學教學

樓塌了，十八個班的學生埋在下面，死了幾百人，教育局長跪在那裡哭！”又有從

聚源鎮回來的光亞學校附近居民說：“當時我正在逛商店，跑得快，街道兩邊的房

子瞬間全部倒塌了，我從死屍上跑過，太可怕了！”又有光亞學校學生家長說：“看

來多交一點錢品質就好一點，我的孩子在光亞就沒事！” 
  從下午五六點鐘開始，都江堰和成都的一部分學生家長就陸陸續續來到了學

校把孩子接回去。我也於九點多搭乘學生家長的車回成都，都江堰的交通堵得一

塌糊塗，挖掘機，救護車都沒法順利前進，因為亂竄車道的車太多了！光二環路

就走了將近一個小時，十點多車終於開上了成灌高速，車跑了一段時間之後我才

收到魏勇的短消息：“你還活著就回消息！”我趕緊回復：“我沒事我校沒事，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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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堰情況嚴重！”車開出收費站之後我們發現西沿線已經被用作救災專用通道，車

輛從繞城高速繞進城內，然後我打的直接回到家裡，家裡空無一人，之前我已經

收到老婆發來的短消息，知道他們已經避到了附近的華德福學校的空地上，於是

我拿了銀行卡之後又迅速趕到了華德福學校，發現學校已經搭起兩頂大帳篷和十

幾頂小帳篷，而我的女兒也已經在她的小車上入睡！老婆則正和一些華德福老師

和學生家長圍坐著聊天,我的突然出現讓老婆感到驚喜，因為地震之後我的電話一

直打不通，她一直很為我擔心！當晚我睡在華德福學校的校車上，身體不得舒展，

關著車門感到悶，開著車門又有蚊子，總之是睡得不舒服。半夢半醒之間，又有

兩次感覺到車在明顯地搖晃，因為是在室外，沒有心理負擔，我沒有作出任何反

應。 
  等到六點多，小姨來叫我，說她姐一夜沒睡，因為對環境的不適應，因為蚊

蟲不斷地叮咬，小傢伙不斷地醒來，不斷地哭。我們只好趕緊回家。但這個時候

大家都已經成了驚弓之鳥，對地震的反應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我隨

時盯著飲用水桶和茶杯，看水是否晃動，坐在沙發上感覺到沙發動了一下，我就

會神色鄭重地說：“剛才好象又動了！”並準備起身要叫大家跑！實際上杯中水晃動

的餘震一天之內就有好多次，吊燈晃動的較大餘震就有兩次！我們已經收拾好衣

服，買好乾糧，拿著雨傘，站在了門口，隨時準備沖下去，但終於沒有沖出去，

而很多人已經沖出去！因為在外面睡覺太不舒服了，所以 13 日晚上我們就乾脆睡

在家裡，但由於擔憂小傢伙，我一直非常警醒，根本就沒睡好。我自己跑起來很

快，但如果抱著小傢伙呢，那就未必！而且慌亂中很可能摔跟頭，所以必須反應

快才能爭取時間，大意不得！實際上我推斷，餘震不可能超過 5•12 的震級，既然

5•12 成都都沒危險，那麼之後的餘震成都就肯定沒危險。但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

猛烈地震的成都市民顯然都嚇壞了，他們製造出來的緊張氣氛也感染了我！我也

跟著緊張不已！這一天中午又接到李勇的短消息，通知說趕緊儲水，因為都江堰

化工廠洩露，成都的水源已經被污染！於是大家又手忙腳亂地找出罎罎罐罐來儲

水！我想水不能用怎麼得了？於是趕緊叫送水公司送五桶水，結果他們那裡已經

只剩兩桶水了！而商場裡人們也正在搶購礦泉水！這時我已經考慮是否撤回老家

隆昌或者乾脆撤離到老婆兄弟所在的昆明！打開電視，電視臺正反復闢謠，說沒

有華工廠洩露這回事，成都的用水沒有問題！照理說我該放心了，但由於我黨說

謊成性，就算它這次說的是真話我也不敢相信，於是一個電話直接打到正在都江

堰的卿光亞校長那裡，他說：“沒有化工廠洩露，是煤氣爆炸引發火災！”我這才放

心了！ 
  一連兩天沒有吃到舒服的飯菜，十四日上午我終於用心做了一頓三菜一湯，

熱氣騰騰，色香味俱全的菜已經做好擺在桌上，而番茄蛋花湯也快燒好了，這時

卻突然接到小狐的電話，說一到兩點之間有大的地震，通知我趕緊撤出，我一看

時間已是一點十六分，大地震隨時可能發生，我馬上把火關了就就叫大家趕緊走！

老婆卻還對美味戀戀不捨！而小姨的五歲小兒子則捨不得剛煮好才吃了一兩個的

湯圓！我哭笑不得，與生命相比，一頓美餐一碗湯圓算什麼？真要是突然發生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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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性地震，這樣婆婆媽媽還來得及啊？女人和小孩一樣非理性和缺乏決斷！匆匆

趕到華德福，那裡又已經彙集了不少學生和家長。天空下著小雨，我們就一直坐

在大帳篷下面，因為很多小孩在那裡吵鬧，小傢伙一直睡不好，好象心情很鬱悶！

過了一會兒，我們感覺到了兩次較為明顯的晃動。我估計震中震級是五六級左右，

對震中地區的人來說依然需要擔心，但震級從震中到成都一般要衰減兩級，也就

三四級吧，有什麼問題呢？大家實在是太恐慌了。由於晃動過於輕微，我們甚至

判斷大的地震還沒到來，一直等到下午五點多，我和老婆終於決定回家了。因為

就算我們可以忍受這樣的環境，小傢伙已經無法忍受了。十四日晚上仍然鼓起勇

氣睡在家裡，顧慮到家裡人尤其小傢伙，我依然隨時保持警惕，依然在半夢半醒

之間，這時我才感覺到，我關心家人尤其關心自己的女兒遠勝過我的學生！當晚

十一點鐘左右，又發生了一次較強震，住在我家裡的三個不到一歲小孩的母親反

應神速，都抱著小孩沖出了房間，而同一個社區的其他人已經基本都下樓了。我

一看震動已經逐漸平息，就叫大家別出去，但我不放心，就叫他們放心睡，我一

個人坐在客廳裡守夜，就這樣熬了一個通宵。以後幾天就在這樣的驚惶中度過，

連日來的緊張擔憂，徹夜不眠，我感到疲憊不堪。我感覺，恐怕大地震還沒有來，

而我們自己已經崩潰了！真是對即將到來但卻不知什麼時候到來的恐懼的恐懼才

是最恐怖的！十七日晚上我開始放心睡覺，十八日那天我甚至已經很放心了，不

再因自己的凳子動了一下就疑神疑鬼，眼睛隨時盯著水杯！當天晚上我已經睡得

非常舒服，感覺到精力已經恢復大半了。那知晚上十來點鐘，又看到社區裡的人

紛紛往外逃竄，並說：“電視裡通知，今明兩天有六到七級餘震！”我趕緊打開電視

一看，果然電視裡正反復播放緊急通知！好多朋友也打來電話通知，氣氛一下子

顯得非常緊張！我又冷靜地進行分析，我說“顧名思義，餘震區是指發生餘震的地

區，而成都顯然不在餘震區，既然如此，就不應該擔憂！”老婆則堅持要出去，她

說：“電視裡又沒說成都除外！你又不是地震專家！”考慮到家裡住著三個小孩子，

為了他們的安全，我終於還是決定大家一起出去，這時大街上已是一片混亂！這

天晚上又是在華德福校園裡過夜！而小傢伙則顯得很興奮，幾乎一夜沒睡，並哇

拉蛙拉地不知發表些什麼感想！睡在旁邊的華德福外籍教師提醒小聲一點，沒想

到這小傢伙卻更加大聲地“哇啦哇啦哇啦哇……”大家都笑了起來！小孩子是不知

道事情的嚴重性的，他們只是覺得好玩！這天晚上又是在車上睡了三四個小時，

將近十天的緊張疲憊，我的身體終於拖垮了，鼻塞頭疼，顯然是得了重感冒！幸

運的是，地震似乎終於過去了！接下來的時間地震的頻度和強度都在下降，也許

可以逐漸安心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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