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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而不是迴避有關道德信念的討論，

可能才是尋求社會正義最好的方式。

──Michael Sandel，《正義》 

*** 

壹、 課程緣起：知識的論辯與表演

 坦白說，構思這一門課程並非深思熟慮

小說家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

劇本《恐怖行動》之中譯本在台灣出版

改變航道撞向滿座的足球場

機上乘客全數（164 人）罹難

戰鬥機飛行員必須站上法庭為其行為負責及辯護

一個關於生命價值、人權、

是以劇本的形式表述並討論正義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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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偈】 

把心意放入課程中把心意放入課程中把心意放入課程中把心意放入課程中，，，，    

勇於求知，勇於表現勇於求知，勇於表現勇於求知，勇於表現勇於求知，勇於表現 

社會劇：恐怖行動 

 

一百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大學部選修課程 

星期四，14:10-17:00 

戲劇藝術必須有日常生活的表象

故事、情境、主題必須能引起共鳴，

人總是對他所瞭解的生活感興趣。

──Peter Brook

而不是迴避有關道德信念的討論， 

可能才是尋求社會正義最好的方式。 

 

戲劇是社會的一種

更是社會的一種

知識的論辯與表演 

構思這一門課程並非深思熟慮，而是純屬偶然。今年四月

(Ferdinand von Schirach)──一位執業超過二十年的刑事辯護律師

之中譯本在台灣出版。內容敘述一名恐怖份子劫持客機

改變航道撞向滿座的足球場。空軍戰鬥機駕駛違抗上級命令，在最後一刻將飛機擊落

罹難，但因此挽救了整座足球場觀眾的生命

戰鬥機飛行員必須站上法庭為其行為負責及辯護，讀者藉此故事判斷有罪與否

、自由、安全與正義兩難抉擇的討論。我翻讀內容

是以劇本的形式表述並討論正義課題，便立刻決定嚐試將這樣的文本形式帶入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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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必須有日常生活的表象， 

故事、情境、主題必須能引起共鳴， 

因為說到底， 

總是對他所瞭解的生活感興趣。 

Peter Brook，《敞開的門》 

*** 

戲劇是社會的一種表現方式， 

是社會的一種存在形式。 

──鄭志成 

*** 

今年四月，德國著名的

一位執業超過二十年的刑事辯護律師──的

一名恐怖份子劫持客機，脅迫機長

在最後一刻將飛機擊落，

但因此挽救了整座足球場觀眾的生命（70,000 人）。

讀者藉此故事判斷有罪與否。這是

我翻讀內容，因為這

便立刻決定嚐試將這樣的文本形式帶入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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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正義的討論與論辯表演出來！即便，我對於戲劇演出實務實在外行，但，教學也需

要學習。 

 囿限於知識學習慣性，對於正義課題的研究與討論，例如之前我曾開授三次的

「正義的理論與不正義的現實」課程，多以課堂的慣常形式，也就是研讀文本、分組

論辯、課堂討論、考察實例、撰寫報告等項目進行。如今席拉赫的《恐怖行動》以劇

本形式表現對於正義理念的不同思索以及衍伸而來的不同立場及判斷，正好可以提供

另一種學習方式。也因此，這一門課程的知識內容是關於正義的判斷與抉擇，但是知

識表達形式則是藉由戲劇的演出並體驗。 

 以戲劇方式演出的課程在文學藝術科系實在尋常不過，但在社會科學領域尚屬少

見。我希望藉由這一門課程的演出實驗，不只是提供另類上課方式，獲得不同的學習

成效；更進一步的企圖，是希望能藉此聚集培養戲劇人才，以表演形式，向觀眾，而

非讀者，展現社會正義的討論，演出社會學的能動形式，發出社會學的正義之聲。 

 扼要言之，這是一門以理解文本，掌握正義觀點的論述與析辯，並試圖藉由戲劇

表演詮釋並展現的課程。預期達到的學習成效與教學目標梳理如下： 

1 學習並掌握社會正義中，生命價值與集體安全兩難權衡的相關論述邏輯與觀

點立場； 

2 以表演形式展現學習成果，盼藉此種體驗且積極動態的學習方式，深刻化也

活潑化學習效果； 

3 此課程係初步探索。企圖在文本學習與演出實做的過程中有所積累。若是成

果不惡，爾後可嚐試不同議題的不同劇本。進而成立社會系劇團，盼有朝一

日能夠對外公演，既生動闡述社會學知識，亦廣為宣傳東海社會系。 

 所以，這一門課程的基本要求，除了用心思辨討論文本，還得有勇氣入戲演出。

對本課程有此認知，也樂於思辨，勇於將文字化為行動者，歡迎妳／你們！ 

 總之，我冒著對於戲劇僅識之無的無知，仍鼓起勇氣嚐試提供這一門課程。修習

這一門課程的妳／你們，也需要勇氣，不只勇於求知，還得勇於表現！ 

*** 

貳、 課程分組 

 本課程分別以個人以及分組（約 10 人）為評鑑單位同時進行，尤其是期末演出

（演出排練、正式演出）以 10 人小組為單位。學期第一週即進行分組。分組後，由各

組自行分配協調劇本角色以及編劇、幕後等劇組分工。成績評鑑依據於第四項「課程

評鑑項目及方式」中說明。 

*** 

參、 課程規劃與執行 

 如前所述，本課程有別於一般聽講、報告、討論之學習方式，除了強調融會貫通

文本義理，還得以戲劇方式生動演出。為了對戲劇表演有初步的認識，並提高期末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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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果，本課程特別聘請表演專長老師王瑋廉先生，到課講授及指導同學們的表達與

演出。並邀請具備戲劇學習與經驗，現就讀本系三年級的張零易小姐擔任課程助教。 

 本課程的運作執行分為四大部分： 

1 文本朗讀、詮釋與討論（第 2-8週） 

 課程中，首先以全班輪流朗讀文本（讀劇），同時解析闡述並討論內容，著重於

文本解讀與正義理論的梳理。因此，除了朗讀《恐怖行動》文本之外，尚需課前閱讀

相關正義理論文本（請參閱「伍、課程內容及進度」），俾利文本要義之掌握。 

 這個部分包含一場次專題演講，進一步闡述此劇本在德國演出的背景、脈絡與影

響。 

2 表演課程（第 9-13週） 

 自期中考週起，本課程進入表演課程，共計五週次。將由表演專長老師王瑋廉先

生到課講授並引導表演基本要領。表演課程各週次主題請參閱「伍、課程內容及進

度」。 

3 演出排練（第 14-16週） 

以分組為單位，演出全劇。 

4 正式演出（第 17-18週） 

Ω 選項（1）：每週由各組分段合演一齣戲，擬對外開放演出，並邀請外賓觀賞

及評審； 

Ω 選項（2）：由課程所有組別於「演出排練」中表現最佳兩組代表，並公開演

出。 

！ 本課程之各階段／各週進度及內容、方式得視修課人數（分組）以及實際需要機

動調整，以利學習及演出效果。 

*** 

肆、 課程評鑑項目及方式 

 本學期課程評鑑以下列項目為依據，所列項目皆為修習本課程基本義務，亦即課

程參與者必須參與所有評鑑項目： 

一、課堂出席及參與（40%）：以個人為評鑑單位 

 出席本課程為當然義務，並且在本課程中實難想像可以沉默聆聽，不發一語。 

二、短論（20%）：以個人為評鑑單位 

 本課程整學期僅繳交兩次書面作業，即開學初以及學期結束撰寫對於本課程爭議

論點之立場與論據。本項作業的主要旨趣在於比較並省思比較並省思比較並省思比較並省思學習本課程前後，對於自身學習本課程前後，對於自身學習本課程前後，對於自身學習本課程前後，對於自身

的價值與態度是否發生變化的價值與態度是否發生變化的價值與態度是否發生變化的價值與態度是否發生變化。 

【題旨】一名恐怖份子劫持客機，脅迫機長改變航道撞向滿座

的足球場。空軍戰鬥機駕駛違抗上級命令，在最後一刻將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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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落，機上乘客全數（164 人）罹難，但因此挽救了整座足球場

觀眾的生命（70,000 人）。 

請問妳／你，戰鬥機飛行員是否有罪？並闡述妳／你對此事件

的立場與論據。 

1. 期初短論期初短論期初短論期初短論（2000 字）：作業格式同一般學術論文，以書面紙本形式繳交，期限

為第二週上課（2017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繳交。 

2. 期末短論期末短論期末短論期末短論（5000 字）：作業格式同一般學術論文，以書面紙本形式繳交，期限

為學期結束後第一個星期一（2018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繳交。 

本作業闡述要點為比較並省思、檢討對於課程題旨之爭議，經過一個學期的閱本作業闡述要點為比較並省思、檢討對於課程題旨之爭議，經過一個學期的閱本作業闡述要點為比較並省思、檢討對於課程題旨之爭議，經過一個學期的閱本作業闡述要點為比較並省思、檢討對於課程題旨之爭議，經過一個學期的閱

讀、討論、演出，自身立場是否發生改變，理由何在？讀、討論、演出，自身立場是否發生改變，理由何在？讀、討論、演出，自身立場是否發生改變，理由何在？讀、討論、演出，自身立場是否發生改變，理由何在？    

三、演出排練（第 14-16週）（25%）：以分組及個人為評鑑單位 

1. 分組互評（15%）：由分組相互評分，評分標準及實施細節於課程中說明及討論 

2. 教師評鑑（10%） 

四、正式演出（第 17-18週）：（15%）以分組及個人為評鑑單位 

本項評鑑項目擬邀請專業老師及到場觀眾評分，評分標準及實施細節於課程中說

明及討論。 

五、本課程評鑑項目、成績配置及實施辦法取決於確切修課人數，以及演出項目如何

評分，皆有待上課視現實情況，並討論後方能定案，故僅為暫訂標準。 

*** 

伍、 課程內容及進度 

 

週次週次週次週次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主題及研讀、討論文本主題及研讀、討論文本主題及研讀、討論文本主題及研讀、討論文本    

1 
2017 

0921 

課程旨趣與進行方式說明 

分組 

2 0928 
［朗讀劇本］ 

� 《恐怖行動》第一幕，頁 5-53［辯護人(5-17)；證人(17-53)］ 

3 1005 

［朗讀劇本＋閱讀文本］ 

� 《恐怖行動》第一幕，頁 53-82［被告］ 

☉ 《正義》第二章：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頁 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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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12 

［朗讀劇本＋閱讀文本］ 

� 《恐怖行動》第一幕，頁 83-93［附加訴訟人］ 

� 《恐怖行動》第二幕，頁 95-101［檢察官最終陳訴］ 

� 《恐怖行動》第二幕，頁 102-107［辯護人最終陳訴］ 

☉ 《正義》第五章：人權是普世價值／康德的自由主義(頁 117-157) 

5 1019 

［朗讀劇本＋閱讀文本＋劇本分析］ 

� 《恐怖行動》第三幕，頁 110-116［判決結果］ 

� 《恐怖行動》附錄，頁 118-129［請務必堅持下去］ 

☉ 《道德哲學要義》第七章：效益論(頁 127-141) 

☉ 《道德哲學要義》第八章：效益論的論爭(頁 143-162) 

6 1026 

［閱讀文本＋劇本分析］ 

☉ 《道德哲學要義》第九章：絕對的道德規則存在嗎？(頁 165-181) 

☉ 《道德哲學要義》第十章：康德與敬人(頁 183-196) 

7 1102 【校慶，停課】 

8 1109 
專題演講 

蕭蕭蕭蕭煒煒煒煒馨馨馨馨博士博士博士博士：「社會劇：恐怖行動」的背景、脈絡與影響：「社會劇：恐怖行動」的背景、脈絡與影響：「社會劇：恐怖行動」的背景、脈絡與影響：「社會劇：恐怖行動」的背景、脈絡與影響    

9 1116 
【期中考週，照常上課】 

表演課程 1：身體、空間意識 

� 場地：Lan 004 / 好學堂 

10 1123 
表演課程 2：舞台、表演意識 

� 場地：Lan 004 / 好學堂 

11 1130 
表演課程 3：行為、動作意識 

� 場地：Lan 004 / 好學堂 

12 1207 
表演課程 4：演員、角色意識 

� 場地：Lan 004 / 好學堂 

13 1214 
表演課程 5：文本、語言意識 

� 場地：Lan 004 / 好學堂 

14 1221 
演出排練 1 

� 場地：Lan 004 / 好學堂 

15 1228 
演出排練 2 

� 場地：Lan 004 / 好學堂 



16 
2018 

0104 

演出排練 3 

� 場地：Lan 004

17 0111 
正式演出（第一場

� 場地：Lan 004

18 0118 正式演出（第二場

� 場地：Lan 004

陸、 課程書目 

� von Schirach, Ferdinand

齣劇本。新北市：活字

� Sandel, Michael J.（

市：雅言文化，2011

� Rachels, James（雷秋爾

2010。 

柒、 文本取得 

� 《恐怖行動》：T's

巷內 15公尺處）［

� 《正義》＋《道德哲學要義

村臺灣大道五段 33

- 6 -

Lan 004 / 好學堂 

場） 

Lan 004 / 好學堂 

【期末考週，照常上課】 

第二場） 

Lan 004 / 好學堂 

*** 

Ferdinand（費迪南‧馮‧席拉赫）／薛文瑜譯

活字，2017。 

（邁可‧桑德爾）／樂為良譯：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2011。 

雷秋爾）／林逢祺譯：道德哲學要義。臺北市

's 書店（臺中市龍井區新興路 2 巷 2-1 號

［新臺幣：182 元］ 

道德哲學要義》（節選影本）：萬翰影印（臺

33 號） 

�� 

薛文瑜譯：恐怖行動：一

一場思辨之旅。臺北

臺北市：麥格羅希爾，

號 1 樓；東別屈臣氏

臺中市龍井區新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