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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講話。開學了，不是一定要講話，而是總想說說話──總想與妳／你們說
說話。這是我自德返臺，邁入第十七年教書生涯，每學期初都由心地想望。是關切，
是叮嚀，也是期許吧！──對著尚未謀面的妳／你們。
自上學期末以來，我與自己說，與東海聊得來的同事朋友說，也與我的研究生們
說，甚至與上過課的大學生們說，說我上了一個學期的課程感觸：整個學期下來，讓
我教書十六年來，第一次覺得要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及上課方式是否已不再合時宜，
甚至跟不上時代了。長久以來，我的上課理念很質樸，只要
並且，我也
有著不知哪來的自信，我總覺得我有本事，也有把握將艱深的理論學說講得直白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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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時下事實為例。所以啊，我上課只專注自己的思路，從來不太理會學生們的反應。
講者用心備課，專注講課；聽者只要注意聽講，便有所得。教書，似乎不是件難事。
但是，上個學期的經驗，好像這種「自以為是」的教學方式已不再靈驗，頭一回
留意到學生的「默然」與「漠然」。按理說，這個「理」是臺灣民主化進程逾卅年的
開展，大部分人對於意見表達的意願與能力「理應」自主與積極，也應理所當然地反
映在學習上。然而，課堂中的反應卻是安靜，不！該說是死寂。「逼」得我──我真
是不情願啊！──不得已請上課當天生日者起頭表示意見，然後依生日前／後為序發
言。十餘年來，上過我的課的人都知曉，我從來不會敦請，更不要說指定，哪一位課
程參與者發言講話。這是大學啊！
知識場域不該是遊樂場，輕鬆上課，快樂學習，那是幼兒園。大學生上課還想輕
鬆還要快樂，那去東大附幼好了！這話說得情緒了。我不否認，我真是有感而發啊！
再說點風涼話，先別高興太早，說不定在幼稚園要學的才藝美語比唸大學更多更辛苦，
在臺灣！
［在臺灣，「改革」是權力的展演，對執行者；是一種懲罰，對當事人；是一個笑
話，對旁觀者；對整個社會，則是一場災難！］
面對課堂的一片死寂，當如何？
我的第一個省思，死寂並不意謂著無知不懂沒意見。反而，我從來的經驗與認知，
不說話不理會的人，對於課程文本以及討論的議題，還是有自己的主張，仍然瞭然於
心。這是從每週繳交的作業得知。也就是說，不說話不理會不代表不用功不讀書。自
然，我說的不是全部，是一般整體印象。
第二個省思，課堂座位空間的安排亟待改變。東海空有偌大的空間，但上課教室
卻總是捉襟見肘，遑論根據不同上課人數提供相應的空間。這是校方蒙昧失職，罔顧
師生教學環境。只有換了執事者的腦子，將對外爭排名的虛榮心，轉念為對內善待學
生的教育良心，實非本課程檢討所能改進。為了便於討論，交換意見，上課宜採面對
面環狀座次，盡可能讓所有人看到所有人。所以那種事不關己地坐後排，靠邊坐的慣
性入座須配合調整，視為上課秩序。
第三個省思，上課自然鼓勵積極參與，主動發言者。成績獎勵是結果，而非誘因。
若無法自然而然形成討論，便只好人為促動。以隨機非針對性為原則，依序表示意見，
進行闡述及論辯。
第四個省思，針對當今大學生的沉痾──遲到──的問題，老實說，這種病不致
命，卻是久治不癒的學習痼疾頑癬，還真無藥可解，只能以「美德」型塑，以「使命」
培養。如此可視教育為志業。面對知識的教與學，用心備課是使命，追根究柢是美德，
準時出席當然是一個小小的美德。
總之，上課，是需要老師和學生共同完成的一件事。眼下臺灣大學教育病灶在於，
。三方各行其事，無有交集，遑論教學相長，
相輔相成；校方不扯師生後腿，已屬萬幸！我的課，已不指望校方能夠提供任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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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與學生一起

。當成一回事就是用心。只要用心，課程的教與學

就成功了一半。
在這個大學理念與知識價值遭受政治干擾，以及市場牽制的教育困境下，好好上
課，好好教好好學，用心教用心學，成為挽救大學日漸沉淪的最後法寶。好好上課，
是在這茫茫無邊的知識大海中的一塊浮木。
最後，最後，我要向妳／你們問一個問題：

這一門課程有一個現下處境的促因，那就是臺灣社會在國族認同、性別政治、環
境生態、經濟發展、能源選項等各個社會面向經常陷入立場對立的爭議。一個民主多
元社會中，政策理念不同自屬常態。但若意見不同，理念殊異，源自於資訊不對等，
訴諸情緒而理盲，意識形態上綱為宗教信仰，而非據理論辯，包容異己，致多元成為
對立，紛爭不止。那麼一個相互尊重、彼此寬容的多元社會將失格成為一個各執己見、
各說各話的偏見社會。
我以為，臺灣社會屬於後者，也是這一門課程的發想緣由。
**
偏見，是這一門課程的關鍵字詞。對這個字詞常識性地說明，偏見意謂著一種缺
乏依據，或者經不驗證的見解。在英法德語文中，偏見的字詞構作都指向一種先入
（為主）的判斷。中文的語意到沒有「先入」之見，而是指向一偏之見。其對照意涵
未必是「全」見，而是「不偏」之見，意即「正」見。
偏見的社會性意涵並不在於求得「全」見，或者「正」見；而是關注偏見所帶來
的負面效應。直截了當地說，就是「歧視」。也就是說，如果偏見沒有帶來負面的社
會效應，充其量不過是無害的無知。不傷人的無知，難以吸引社會學的關注。若因偏
見的無知而引發社會性區別、社會不公不義、社會霸凌，乃至於形諸於制度性、系統
性的差別待遇，那麼，偏見現象便引發社會學的強烈好奇。
以上對於偏見的初步描述，都關注偏見所引發的社會性效應，意謂著本課程並非
從心理學──一種關注個體認知的知識取向──出發，而是強調一種偏見的集體／群
體性成因、過程與效應。所以，嚴格說來，這一門課程所指涉的「偏見」是社會偏見，
也就是考察偏見生成、過程、以及結果、影響的社會性諸因素。
整學期課程內容概分為兩大部分，大致以期中考為分界。前半學期梳理偏見概念，
以及偏見成因（類型）；後半學期則針對不同偏見現象的考察，分別探究：常識、知
識、科學（大數據）、恐懼、身分、種族、審美等七個偏見面向。文本類型也擴及對
話方式（種族偏見）及科幻小說（審美偏見）。
本課程除了文本閱讀、作業及討論，亦要求對於偏見事實的專題探究與自我反思。
前項於期末分組口頭報告，後者個人繳交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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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本課程為偏見社會學的專題討論，課程目的在於認識、瞭解偏見現象的生
成、過程、結果、作用種種。至於偏見問題（歧視）的預防、解決，甚至消除，本課
程只能提供事實現象理解的知識參考，而非病理處方。這是我對於知識「效用」的一
貫看法。不是知識的謙虛，是限制。切記！切記！
***

為鼓勵課程參與者對課程文本內容閱讀、討論之學習，以分組方式進行文本重點
整理、提問與討論；每組以三位課程參與者組成為原則，於第一次上課進行分組。

本學期課程評鑑以下列項目為依據，課程參與者必須參與所有評鑑項目。詳細實
施辦法於第一堂課說明及討論後確定。
（15%）：
課程參與者每次上課務必親自簽到，以為課程出席之證明。經查證有簽到不實情
事（例如代簽、早退），本課程學期總成績以零分計算。課程出席之評分依下列表項
實施：
缺席次數

四次以上

三次

二次

一次

全勤

出席分數

0分

5分

10 分

12 分

15 分

（50%）：
本項課程除了出席的基本要求之外，尤其重視課堂中的主動參與討論。討論內容
以每週閱讀指定文本並繳交作業為依據。每週作業寫作要點如下：
分組撰寫作業：課程參與者以分組為單位，閱讀每週所安排之文本，討論後構
思撰寫下列要點。
1

500

針對每週閱讀文本扼要闡述旨趣及重點。

2

500

針對每週閱讀文本提出問題，並對此問題加以闡述。

3

500

針對每週閱讀文本主題，列舉實例說明。

上述作業於每周上課時以書面紙本繳交。
任課教師針對文本以及繳交作業進行討論，並得以隨機方式指定發言表示意見。
課程閱讀文本請於開學後逕至萬翰影印店付費取得（臺中市龍井區新東村臺灣
大道五段 33 號／TEL: 04-26325389, 04-26337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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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課程分組需針對某一偏見現象進行考察，於期中考後課程（11 月 14 日）第三
節課提出研究主題或方向。

2.

對於專題報告議題是否合宜或不確定，請隨時與任課教師討論。

3.

各組專題報告於學期最後一週（2020 年 1 月 9 日）舉行，需備妥簡報
（ppt）。

4.

各組專題報告時間視修課人數平均安排。

5.

本項專題報告不需繳交書面報告。
（15%）

1.

課程參與者需內省自身偏見，敘述、反思，以及如何因應。

2.

對於個人反思報告議題是否合宜或不確定，請隨時與任課教師討論。

3.

個人反思報告以書面繳交（約 3,000 字），文體格式不拘。

4.

繳交日期：2020 年 1 月 9 日（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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