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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法律文化觀察校園學術網路規範 

 

在對功能結構理論進行思考之前，必須要對「規範」一詞做一個說明。當我

們在觀察一個規範時，有時會把它當成是「一套關於正確及錯誤行為所做出的權

利義務規定，這樣的規定包括成文與不成文的規則或準則」，或者是「一套確立

和調整社會關係的行為規範」。很明顯的，有很大的成份就是指「法律」。單單從

這個角度上來看，法律這個東西是怎麼產生的，它長什麼樣子，以及它怎麼運作，

大體上是法學家長期所熱衷研究的。但是這往往忽略了一個無法忽視的現象，就

是社會背景的描述，因此才會有法律社會學家提出應該來研究法律對社會產生什

麼樣的衝擊，以及它能夠解決什麼樣的問題，並且企圖從法律與社會的連動關係

中，重新詮釋法律的功能。 

經過幾世紀所累積下來的文化與社會生活，除了個體與個體逐漸分歧化、細

緻化之外，人類社會透過文化知識的傳承與更新，使得社會種種制度體系逐漸產

生，並且越來越講究分工，形成一種系統性的規定與管理，然後透過這些系統把

社會成員的活動協調整合在一起。 

當這些系統將社會成員組合在一起時，因為社會成員生活在共同的文化背

景、文字表達使用、以及相似的生活經驗之下，不大會留意到溝通行為中的主張，

不論這些主張是真實，還是可理解性、真誠或適當，大家都習以為常而不加分辨，

更不加以批判1。 

這樣的情形發展到現代，這些體系、制度逐漸不再倚靠溝通行動來求取人際

的理解、建立共識，換句話說，因為社會的複雜性程度越來越高，使得現代人要

靠溝通方式來達到共識的困難度增高，反而要靠駕馭性的媒介，也就是金錢和權

力來發揮其影響。利用權力和金錢來協調眾人的行動，在這一點上比過去依靠溝

                                                 
1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 at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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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方式還來的容易、還能有制度與標準可遵循。最明顯的便是政治和經濟制度、

政治與經濟體系最值得吾人來注意2。例如由政治家與官僚的運作，使公共領域

的改革得以推行；又例如藉由市場的供需、貨幣的流通，使貨物與勞務能不斷生

產、交換與消費，透過金錢與權力，使得社會運行更為順暢。 

但是金錢與權力不能無限制的擴張，以免造成獨裁的現象，因此學者哈伯瑪

斯(Jurgen Habermas, 1930-)提出一個制度—法律，使金錢與權力的運作具有制

度性和穩定性的特質。而法律發展到極致，又回頭影響我們的生活世界、抑制或

管制體系界本身，換句話說，生活界再次與體系界掛鉤(recoupling)。例如涉及

金錢與貨物的交易，原本是交易者間的交換關係，而交換關係的規定就落實在財

產法與契約法上；又如權力的運作，政府各部門的內部組織以及執掌範圍，乃透

過各種組織法來明訂。此時實證法律的擴張，使得更多社會關係依靠法律來規

定，法律越來越精緻化，也以系統化的方式干預人們的日常生活。同時以功能的

角度來看，法律並不是僅具有穩定的功能而已。任何團體、組織都可以看到「法

律」的職能，例如 Parsons 所主張的3把法律看成是與功能相結合的規範準則，

例如學校的「法律」指的是學校制定和實施的規則，或者連結到學校本身其他功

能的方法4。換句話說，對法律一詞的解釋逐漸不再侷限在準則或規則本身的觀

察，一個完整的法律理論將包含在社會理論的框架下，也就因為如此，它就要去

考慮其他行為人所主張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在前一章也提過功能結構理論所強

調目的—手段的功能主義公式過於約化，反而不能充分的解釋法律社會的整體現

象。因為除了社會結構之外，價值觀以及其他因素也有考量的必要。最終文化製

造這些價值觀，這是人們選擇的或是父母教師向他們灌輸的。價值觀和理想就像

是商店架子上的衣服。雖然商店和製造商有訂出短期的選擇限制，但是長期來看

                                                 
2 洪鎌德，〈法律、道德、民主和法治國家的發展—哈伯瑪斯法律觀的評析〉，哲學與文化第 28

卷第三期，2001年 3月，頁 206-217。 
3 Talcott Parsons,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i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 
at.18. 
4Lawrence M. Friedman, The Legal System: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Russell SageFoundation, 
1975,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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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會受到顧客的偏好影響。人們會去選擇自己喜歡的，並且符合自己尺寸的，而

不是照單全收。結構最終也是文化的產物。而且，結構是長期存在的行動模式，

是透過文化緩慢塑造成型的容器。長期來看，結構、價值觀和社會文化將融合在

一體。因此當我們在觀察一個日常現象時，結構、價值這些都應有所注意。以下，

本文嘗試從宏觀角度上來觀察規範與成員的交互影響來考察社會變革，以及微觀

的角度上來觀察校園法律文化及網路環境中相互作用的偶然性，用此來保持功能

結構研究上的反思性。 

 

第一節 個人主觀利益的考量 

 

大體而言，社會成員對於規則的需求來自於利益，但有利益的個人並不一定

求助於法律機構來滿足他們的需求。利益，也就是個體可以感覺到的欲望或是需

求，這樣的需求和對法律的需求是不一樣的。後者是起源於希望透過某項措施來

增進某項利益，而且當這樣的需求不僅僅是個體本身，而是大多數人的共同需求

時，就會產生對法律的需求。 

從經濟學的某些觀點來看，也可以觀察到對利益的需求。當財貨透過自願性

交換，整個社會將獲得更好的利益，因為這交換機制使得財貨本身的價值能夠被

發揮到最大化，也就是會將財貨交到給予最高評價的交換者手中，可是這個前提

是在交易雙方彼此同意的情況下。如果達成的交易行為不是透過雙方的同意，例

如偷竊，那麼這將無法獲得自願性交換的利益。對所有人而言，他對所有物的評

價或許是高於竊賊，但偷竊行為源自於竊賊無須給付所有者所要求的價格，所以

有些論點認為刑法的部分功能是為了保障並鼓勵透過市場的自願性交易。當這些

多數所有者利益大於個體利益，甚至是脫離單個擁有者的利益時，對法律的需求

自然就形成一股壓力，迫使法律對外界的壓力做出反應，從而滿足這些施加壓力

的大眾需求以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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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制裁與犯罪者心理之間的關連性可以使觀察者釐清法律的目的，它究竟

是為了內生化成本，還是嚇阻作用。當行為者的犯罪動機增強時，需要更強烈的

制裁才能達到嚇阻的效果，而當法律的目標是嚇阻作用時，強烈的犯罪動機就必

須有更嚴厲的懲罰，例如蓄意行為比臨時起意的行為更需要嚇阻。同樣的，累犯

的懲罰比初犯的懲罰更重，也是嚇阻作用的考量。 

相對地，犯罪動機並不影響內生化成本的目標。犯罪動機是行為者主觀衡量

的成本與效益，且無須以法律為參考。內生化的法律問題關心的是行為者加諸於

他人的成本。當犯罪動機增強時，內生化成本的考量並不會隨著制裁的增加而有

所改變，例如對於蓄意或是臨時起意的行為，對於初犯或是累犯，內生化的考量

並沒有差別。 

如果把這樣的論點延伸到校園網路中的使用行為時，似乎可以找到一些蛛絲

馬跡來觀察。 

網際網路使用並不是一個孤立行為，利用方式、心理需求、互動程度等等都

是影響一個人採用網際網路的因素。一般而言，竊賊不會因為在被逮捕之後必須

歸還贓物而受到警惕。為了使竊賊心生警惕，法律必須課以足夠的處罰，使得犯

罪行為人之預期淨利益為負值。舉 MP3為例，學生考慮是否盜拷一張價值$400

元的音樂CD，而他被逮捕並判定有罪的機率是0.5的話，從財產法的角度來看，

他的犯罪預期成本等於預期的責任成本：0.5 ($ 400) = 200。所以學生的利益

是 $400，預期的淨利益就是 $400- $200 = $200。在沒有刑事制裁的民事責任

部分，學生將獲有利益；更遑論利用網路傳輸下載免費的MP3或電影，學生獲得

的利益就更為擴大了。那麼，會阻礙學生隨意而行的法律，這個法律的目的將具

有嚇阻作用，在有嚇阻的威脅下，行為者考慮謹慎而行，以避免懲罰所帶來的後

果大於預期成本。也就是說，必須要有一群人的共同利益被集結起來之後，要求

國家制定法律的壓力提升到某個階段時，相對應壓力的法律才會出現，而且法律

必須至少達到滿足壓力的程度。也因此，刑法的電腦犯罪罪章或是著作權法的新

規定，其加重刑罰以及提高罰金刑的做法，也是站在這個角度而出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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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壓力也同樣反映在網站的成立以及站規、學術網路規範的出現。以政

治大學貓空站為例，1994 年 9 月以「政大計中」為名開放使用，該 BBS 站並在

次年二月經使用者票選，重新命名為「醉夢溪畔」站，成為校園資訊流通的管道，

師生溝通的平台。但是在1995年3月時卻發生學生在BBS網站張貼文章詆毀行

政單位，以及對師長進行人身攻擊。之後，計算機中心要求電子佈告欄「醉夢溪

畔」站長全面重新確認使用者身分及電子郵件號碼，「醉夢溪畔」站的存亡危在

旦夕。三個月後又因為硬碟的毀損，「醉夢溪畔」站在開站後一年就此關閉，此

一事件還有立法委員為此提出質詢5。隨後因為學生的強大需求聲浪，重新在1995

年 9 月開站，改名為「貓空行館」，轉由政大資訊科學系來管理。重新開站後，

為避免類似的情況再次發生，加上 1997 年教育部再次修訂相關的網路規範，責

成各學校應為其BBS站負起督導責任，而各站管理者也必需配合督導其站內使用

品質。因此我們看到的是在學生部份所做出的利益讓步，也看到校方態度上教育

態度的調整。從這幾年BBS的發展上來看，使用者轉而需要站規的輔助，透過管

理者的執行使這個網路環境得以有效的延續、建全的發展。而這些衍生出來的制

度或站規，不再是透過校方的威權管制，也不是透過實體社會中具有公權力的法

律，而是使用者在衡量利益過後所折衝出的安排。 

 

 

第二節 校園網路的法律文化 

前已提到Parsons理論的遺漏在於缺乏充分的根據，他沒有充分說明做為社

會秩序基礎的共同價值觀的本質，也沒有詳盡解釋價值觀形成的途徑和方式。另

一方面他也忽略了個人的因素，對個人生活過份簡單的描述，進而也忽略了其他

方法也是有可能可以指出法律功能的不良之處，藉此彌補功能分析的不足。在上

一章我們也提到可以從法律文化的角度來加以補足，或者是從個人價值觀的層面

                                                 
5 顏錦福，立法院公報，84卷 45期 2802號，1995年7月10日，頁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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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加以思考。尤其，校園是社會系統的一部分，當我們在觀察校園學術網路時，

絕不能單從校園實體環境的一個面向來研究，而應儘可能對使用者以及網路加以

了解，以免落入見樹不見林的情況。以下，本文就先後從法律文化的角度來思考

校園網路文化的種種議題。 

 

 

一、法律文化的層層轉變 

不容否認的，法律要能在現代社會中發揮作用，有很大的成分是透過政府這

個體制來加以運作。從法制演變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在工業革命之前社會是互

為獨立的個體，提倡管制越少的政府就是好的政府，但是工業革命改變了這個狀

況。由於生產流程的變化，他人開始協助我們生活上的需求，例如罐頭食品的出

現、衣服家具的製造等等，使得我們不再是各自獨立的個體，而是相互依存的生

命共同體，也就因為這樣，如果在整個生產流程中有任何一個疏失，都有可能造

成社會成員的死亡。面對這樣的情況，一方面我們沒有辦法控制生產過程來影響

結果的發生，另一方面當時的政府也沒有辦法管制個人生活、控制經濟、控制疾

病，換句話說，政府功能的弱化，使得人民生活在較往常更為不確定的社會裡。

政府無法掌控經濟就像無法掌控地震天災的變化一樣，而每一個人也沒有能力自

己來對抗疾病，隨時都處在危險之中。這樣的情況一直到19世紀中葉開始轉變，

例如基本的公共衛生、健康以及水質安全等等，因為人民的要求帶動了政府態度

的轉變。例如透過大眾的要求，對於這些從事攸關全體人民生死的工作者，政府

應該要去擔保可能發生對大眾的危險，因此就有健康與安全的相關法令。又例如

衛生局責成食品公司不得添加化學物質以避免引發食物中毒，或是衛生局會決定

哪些有限制的技術或者哪些經濟領域受到管制，因此就有相關的食品檢驗標準。

又例如在社會保險、老人年金的議題也是一樣的。以老人年金來說，雖然讓中青

代負擔較多的經濟壓力，但可以使老人活的更久，家庭關係更為緊密。職災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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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賠償金也是，工人為了開鑿隧道而受傷，法律便要求雇主應該保障其工作，而

不應立即的解雇受傷的工人。換句話說，工業革命帶來了意識的改變，意識的改

變帶來相關法律的需求。諸如此類無法靠我們自己來擔保的事情，逐漸在輿論的

壓力下，政府涉入人民生活的層面開始擴張。由於一般非正式的規範只能夠在個

案中發揮其功能，而無法運用在許多大量、複雜、變化快速的社會關係，因此需

要法律的介入。福利國的色彩也開始醞釀。 

本文並不在研究福利國的歷史演進，比較需要觀察的是在一個改變的發生，

往往會造成定義的翻新，同時造成體系本身範圍的改變。隨著社會變遷以及對政

府觀念的改變，人民對福利國政府的期待也變得越來越高。但是社會變遷是如此

的迅速，具有龐大組織的政府，就如同大象一樣無法前進的和老鼠一樣快，因此

在反應人民的需求時就顯得不靈活，也比較沒有彈性。在許多情況裡，政府無法

履行他的承諾，例如大多的年金制度將會造成政府財政上的重大負擔，或是新科

技的產生造成法規的衝突，法案累積的現象也越來越為嚴重。因此倡議危機理論

或去政府理論開始發聲，認為政府已經無法控制這些情況，保守主義者更希望消

減福利國，甚至改變人民過渡的期待。但這樣的理論並不為多數所認同，因為這

麼做只能消減表面的問題，因為福利國的核心很堅硬，輕微的緊縮或是短暫的停

止，並不會影響社會運動的進行，消滅福利國是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除了政府本身功能無法因應環境變化之外，依賴政府來運作的法律又是如何

因應？一般來說，法律的社會意義不是靜止不動，也不是既定的，而是隨著社會

狀況的變動而變化，也就是說，當社會本身在做高度發展時所引起的各種現象，

法律本身對這樣的情形是無能為力的。所以就法律所形成的力量來看，可以發現

做為社會制度之一的法律是缺乏自主性的。 

就是因為法律缺乏自主性，因此在它來不及因應社會變化的時候，利用規範

移植的方法在歷史上可說是屢見不鮮。對法律從一個社會到另一個社會的移植作

用(transplantation)研究顯示，那怕是從一個具有截然不同文化的社會裡引

進，只要引進的法律和實際事物有關，如商務活動，那國外法律原則的引進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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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成功的，因為實際事物具有強烈的誘導因素促使國內接受這種改變，這裡並

不考慮不同法系的關係，反而是法系之間的互通有無，使問題能夠解決才是關

鍵。但是，研究也證明那些社會關係表現出很強的文化價值的地區，如家庭關係，

往往對引進的，或是反映不同文化的法律原則，會在國內產生強大的抗拒力。 

 

 

二、網路時代的法律文化 

這樣的問題在網路科技的來臨就更為膨脹。對政府來說，網路空間本身就是

有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特質，超越國家政府控制的能力之外，資訊科技正

不斷侵蝕傳統的政治範疇和結構，政府或國家為中心的政治控制有可能將不再能

持續6。雖然說上網的行動是個別、私下的活動，但是使用者可以意識到自己是

在參與一種群體的互動過程。當我們用網際空間(cyberspcae)、電腦中介傳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虛擬社群、網路社會(cybersociety)

等來指稱網路的相關概念時，這些空間(space)或地方(place)的隱喻就已經透露

了我們以一種「場域」的概念來看待這個新興媒體。網路已經不再是一個資訊傳

播的工具，或一堆系統軟硬體的集合。它已經形成一個對話的環境，包括網路公

民(netizen)的情感交流、討論以及類似這種形式的對話等等，網路甚至可以組

成一個特定的網路社群，就像實體社會中一樣的社群，但是網路社群較實體社群

的另一種體驗是，網路的使用者除了可以感受到一個虛擬空間的存在之外，還能

夠感知到虛擬環境與我們的實體生活正在對應中7。 

但是法律能夠有效進行，是立基在政府的支持上，政府控制能力的消弱，將

連帶使法律更無法面對未知的環境變化。如果我們從顛覆既有的傳統政治的角度

來看，資訊科技的發展以及網路虛擬時空的建立，的確具有反政治的特質；資訊

                                                 
6 李英明，《網路社會學》(台北：揚智出版，2000)，頁 3。 
7 吳美瑩，〈網路成文規範與使用者行為之初探—以台大椰林風情 BBS 政治版為例〉，國立交通
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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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逐漸取代以人的身體實踐為中心的對話溝通，對傳統政治所架構出來的政府

及法律而言，重新理解和定位已經成為重要的課題8。換句話說，不論使用者是

處在哪一種虛擬社群裡，政府、法律或是規範也要隨著這一波科技浪潮有所更動

9。例如在 BBS、MUD(Multi-User Domains)、MOO(Multi-Object Oriented)的互

動中，使用者透過電子訊息的傳輸，逐漸凝聚出一種群體關係，這樣的群體關係，

或是稱為「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是一個「長期參與網路上的公共

討論、涉入情感，在網路空間中建立起人際關係網絡，所產生的集合體」。以虛

擬社群來隱喻網路上所建立起的群體關係，當人進入網路世界，等於就是進入一

個「人」的社會，自然要面對人與人的互動群體生活。如果人與人之間有了衝突

或歧見，那麼針對這樣的情況所需的規範，就有產生的必要，用此來解決這些歧

見或衝突。同時，規範也賦予使用者某些程度的權利和義務，俾使使用者能夠在

社群中同樣受到群體所提供的保障。 

那麼虛擬社群的規範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先回到一般社會中規範產生的原

因做為討論的起點。在早期的社會契約論中，就已經提到社會契約是在自然獨立

狀態下與社會存在之間的角力過程，它是關於群體與個人利益兩者間的調和問

題。社會契約的訂定就是去放棄部分的個人自由，使得人們能夠存活在一個群體

中，讓群體提供最大的保障，保障多數人的自由與共同利益。如果人們只看重個

人利益，社會就會四分五裂，每個人的自由都會減損。這樣的觀念演變到後來就

是我們所認識到的法律，或者是一些社會規範。 

有學者10指出，網路上那些「有管理的討論群」(moderated group)、「網路

禮儀」(netiquette)，就是網路空間的「社會契約」。大部分的網路公民會選擇

接受「有管理的討論群」的形式，因為管理並不必然意味著檢查制度

(censorship)，而是透過網站管理員將討論區的文章做一定的篩選，刪除不當或

                                                 
8 李英明，《網路社會學》，頁 4。 
9必須要說明的是，縱使要採取移植的方式來解決本國內部產生的問題，也往往因為科技變化過

於迅速，導致緩不濟急。故此，透過不成文形式的規範就成了解決問題的另一個通道。 
10 黃少華、陳文江，《網路空間的人際交往》(嘉義縣：南華大學社會所，2002年)，頁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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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緊要的文章。它是為了確保群體的公共利益，使得個人必須做出部分的讓

步。換句話說，為了保障個人的發言權力，在虛擬社群透過社群間訂立的社會契

約，以規範的形式明訂個人的部分自由必須放棄，以獲得社群的自由。這就是目

前許多網站或BBS站所訂立的相關使用者規範。 

 

 

三、校園法律文化 

過去在校園當中，所謂的規範或規則指的是校規或國家的法律。學生間發生

衝突事件時，往往透過校方制式的處理流程，學生主體的權利往往是聲音最小的

那一方。隨著社會的法律文化改變，個人權利意識逐漸受到肯定，近幾年來在家

長、學生與教師的互動過程裡，三個群體間的互動模式多有調整。同樣的，規範

也不再局限於實體校園活動中，而是延伸到網路環境裡了。 

校園學術網路環境較以往的實體校園環境的不同之處，在於使學生間的互動

更為頻繁，父母與教師的參與機會變的更少。同時，新的環境所需要的規範逐漸

受到使用者需求的影響，造成規範的範圍逐漸擴大。校園與網路是社會體系中重

要組成部分之一，缺少了校園，我們都將失去很多學習以及成長的機會，而網路

又是使校園的生活變的更為豐富以及有趣的工具。這項工具使得資訊來源不再限

於教室，學習管道也不再限於教師的傳授，交往的對象也不再限於學校同學。於

此，依據個人本身的特質所產生的同質社群與異質社群越來越多，與此相關的規

範也以倍數來成長。 

我們以BBS站為例，每一個站都有自己的站規，雖然各站的風格不同，卻同

樣都以教育部所頒布的「BBS 站管理使用公約」做為指導綱領11，而各版則依其

性質制定自己的版規。例如有關二手貨品的買賣來說，版規往往會規定「凡直接

或間接與〞交易〞無關之文章，不應於本版出現」、「在有限期間內，不得重複

                                                 
11 許多 BBS站的站規都會指出「本條文依據教育部電子佈告欄管理公約與本站特性而制定」一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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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內容相近之文章」、「嚴禁Cross-Post或Multi-Post」、「勿以Re-Post的方式

重覆張貼」、「標題不同，內容相同的文章一併刪除」等等12。在某種程度上，新

成立的同質版規會以「移植」的方式來做為新版版規。以拍賣版為例，

BeautyMarket版、House版、ClothesSale版、Booksale版所規定的版規就是大

同小異。因此，規範不再侷限於各校園當中，而朝向跨校、跨區域的社群規範。

一方面各版仍保有其主體性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各版之間又有類似的規範交

流，「Me-too」的情況也越來越多。 

另外一個案例也非常有趣。這是在2003年六月貓空站chat版所發生的誹謗

爭議事件。主要是使用者ahai請求站方針對LoveMeiYi誹謗行為予以處置。事

情源自於使用者LoveMeiYi在chat版上持續不斷挑釁版內使用者，造成多位使

用者與LoveMeiYi發生衝突，使用者ahai於是在LoveMeiYi所發表的15篇文章

下，都回了「摸摸你的良心」一句話，經LoveMeiYi表示不滿，ahai依然故我，

故LoveMeiyi認為構成騷擾，回了一句「你這個瘋子」，故ahai認為涉及「惡意

攻訐、污辱、誹榜本人之具體事證13」，請求站方逕行裁決。 

當時站務站長herby首先要求雙方提出解釋。因此ahai針對每一句「摸摸

你的良心」提出說明，LoveMeiYi也表示「吾人認為已構成騷擾，已經跟他講過，

還是繼續這樣子，我不曉得他想幹嘛」、「除了罵你瘋子以外，我不知道可以回你

什麼」、「該人先騷擾我，我必須自衛」等語。站方在查證 chat 版之後做出以下

判決： 

第一是基於BBS是匿名社群，所以在沒有指名道姓的情況下，外加沒有極度

粗俗的字眼出現，站方判定ahai的投訴不成立。其次是站方在chat版查閱相關

文章之後，對於LoveMeiYi版友胡亂回其他版友的文章造成別人困擾確有其事，

且先前chat版 的moan版主已經有對LoveMeiYi口頭警告14與浸水桶之處罰，所

                                                 
12 參考貓空行館 market版、台大椰林風情 beautyMarket版、sale版、批踢踢 shoppingMall版等
版規。 
13 Ahai, 貓空站看板 sysop，2003年 6月 27日。 
14根據 chat版版主 moan訪談表示：「警告就是嘴巴上講講，不列入處罰中，例如『下次再犯就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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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站方判定「ahai一直亂回"摸摸你的良心"對別人所造成的困擾，LoveMeiYi口

出不遜，兩位版友此次皆判定為口頭警告。且LoveMeiYi如再有類似亂回人家文

章內容，造成其他板友困擾的行為發生，將罰之停權或浸水桶15最高期限三個月

之處分。16」 

在站長做出裁決後，當天晚上便引起熱烈討論，在不到兩個小時之內就有將

近14位使用者發表59篇文章來回應。大多是針對BBS上面的匿名功能，是不是

就無法代表現實社會中的一個人的問題，討論集中在如果使用者帳號無法「識別

該個人」的話，就沒有「指名道姓」的問題，誹謗也無法成立。 

按一般刑法所謂誹謗罪，係指意圖散佈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

譽之事者，為刑法第三百十條誹謗罪。如其所誹謗之事，非僅涉於私德而與公共

利益無關，且能證明其為真實者，則不罰，這個在本條第一項、第三項分別都有

明文。 

又刑法第三百十一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

這是指行為人如果是善意發表言論，可知其主觀上不具誹謗故意，亦不具散佈於

眾之不法意圖，就不具構成要件該當性，即不成立誹謗罪。這在刑法第三百十一

條17就是阻卻構成要件事由，換句話說，在探討誹謗罪構成要件是否該當時，就

必須注意阻卻構成要件事由是否存在。 

所以在司法院的判決中，對於誹謗罪大致上是圍繞在行為人主觀要素的確

立，以及阻卻違法事由成立的討論。前者如果確定有誹謗故意，則再去判斷對於

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以及是不是「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

                                                                                                                                            
予 xx懲處，這次先警告一下』。可是這種警告只能當作是提醒，並未有絕對的強制處罰力」，
2004.4.4訪談。 
15 所謂浸水桶是指在本版上停止某個使用者發表任何文章。 
16 herby，〈關於 ahai , LoveMeiYi 兩位版友事件處理方式〉，貓空站看版sysop，2003.6.30。 
17 刑法第三百十一條 

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 
  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 
  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 
  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 
  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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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無關者」。在後者，針對因善意評論為阻卻構成要件事由時，那麼就要由檢察

官或自訴人就構成要件該當、或因阻卻構成要件事由存在而被排除與否，來肩負

舉證責任；反之，在阻卻違法事由之下，善意與載述是否適當，皆是行為人必須

自己負責舉證，自訴人或檢察官只要舉證行為人對指摘傳述之事件認識其足以損

害他人名譽即可18。 

因此，如果是一般司法案件，ahai 必須舉證 LoveMeiYi 並不是出於善意所

為的言論，換句話說就是有誹謗故意。就阻卻違法事由的部分，LoveMeiYi就必

須舉證自己是善意發表言論，雖然是有誹謗，但基於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

益的原因，成立誹謗罪卻不罰。 

我們在這裡就可以發現BBS的處理方式與一般司法案件存在很有趣的相異處： 

(1)就判決結果而言，只會有一造有罪或無罪的情況，而本件誹謗案則會有兩

造都受處罰的情形。 

(2)本件誹謗案是基於 BBS 是匿名社群，在沒有「指名道姓」的情況下，判定

不成立。一般司法案件誹謗成不成立，首先觀察的是行為人有沒有主觀故意，

而不是行為人存不存在的問題；另外本案判決認為因為沒有極度粗俗的字眼出

現的部分，在一般司法案件中判斷標準是在「對他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

聲譽地位，因加害者之指摘或傳述，達於足以貶損之程度者19」，是以對主體人

格及聲譽地位來觀察，而不是遣詞用字本身。 

(3)BBS 環境懲處方式多樣性：依照站規，若涉及謾罵、毀謗、性騷擾等不當

言論或行為，經當事者提出告訴，確定屬實者，初犯依行為方式予以停止該項

之基本權利一個月。若情節嚴重或再犯者，加重處份20。但是 BBS 站的懲處方

式並非只有停權一項，還有包括浸水桶、口頭警告、寫悔過書等等。根據chat

                                                 
18 87年自字905號。 
19 86年易字第1315號。 
20 貓空站站規第四條：「若涉及人身攻擊、漫罵、毀謗、性騷擾、侵犯個人隱私等具威脅性、猥
褻性、攻擊性之不當言論或行為，或以言語或信件惡意騷擾等行為，經當事者提出告訴，確定屬

實者，初犯依行為方式予以停止該項之基本權利一個月。若情節嚴重或再犯者，加重處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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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版主moan表示21，在發生本案之前，LoveMeiYi就已經有發生與版友互相用

言語攻擊的行為，當時 moan 要求兩位版友以寫悔過書的方式做為懲處。有趣

的是，這在chat版的版規並沒有明訂。根據moan版主表示「我實在不想看到

兩個人一直吵來吵去，所以判定他們倆個寫悔過書，其餘我一率不追究。所以

說，悔過書根本是我一時興起的」。後來本件誹謗案由當時的站長受理後，由

於 moan 表示 chat 版本身就沒有版規存在，所以只好依據站長會議來加以解

決，而不依照chat版版規處置。 

 

 

四、版規？法律？ 

根據 BBS 站管理使用公約第一條，賦予各站之管理人與相關版主相關權

利，就其版內之文章發佈做適切地選擇，促使使用者確實針對討論區主題參予

討論，必要時得刪除不適切的文章並於適當時機說明理由。這只是做一個原則

性的規定，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chat 版在沒有版規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將版面

維持正常的運作。版主 moan 甚至言「在我觀察這個版的屬性發現，版主最大

的意味也是版友最大的同義詞」；也就是版友們對於眾所厭惡的使用者而言，

版主是依循版友們的的反應而做出相關的處置。而此時的版規，moan 版主則

認為「版規等於=屁、版規就是『我說了就算』」，所以版規是因地制宜，因時

制宜的便宜措施罷了。 

由此可見，在校園網路的法律文化中，存在著種種規範外的處理方式，使

用者對於這些處理方式也往往能夠接受，並不一定需要廣大的投票或是白紙黑

字的規範，而正是因為這種不確定性造就了網路本身的彈性，對於使用者而

言，少了這層束縛，也不會因此造成網路世界的混亂，反而在某種程度下吸引

更多人來參與。 

                                                 
21 93年4月4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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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校園網路社會默許的規則 

 

不論是哪一種社會都存著規則，規則來自於社會背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

變化。它雖然會隨著社會在變動，但目的地在哪裡並不清楚。它就像潮水一樣

隨著這些力量而起落，服從人們看不到的力量所牽引。同時制度在不同的社會

情況要求不同的起點，當每個規則在分析的時候都是一個起點，沒有明確的階

段。每個規則本身是起點、中間點和終點22。 

在這裡，有些規則會形諸文字，例如當個別的規則越來越多的時候，規則

制定者會把這些類似的單個規則組合起來，把它轉向客觀的法律形式或是量化

的法律形式。毫無疑問的，掌權者希望行動自由，就像教師喜歡管理自己的教

室，法官喜歡管理自己的青少年法庭。權威者不喜歡約束性的規則，他們喜歡

所有遊戲規則就是依照自己的意願。但是當這樣的遊戲規則受到挑戰時，權威

會退而採取更具體的規定。例如我們會看到為了阻止地方政府的擴權，必要的

限制就會明列在法律當中。而且，我們看到輿論破裂時，社會就更需要正式的

法律。具體化是比不具體化更高的正式化23。從BBS站的政治版案件就可以清楚

發現，當版主的決定受到使用者的質疑時，要求依照版規的聲音或是質疑版規

的公正性就會產生。有就是說，當信任越少，對裁量的默許越少時，就越是需

要嚴格的規則。 

另一方面，在政府統治下的社會並不是完全只有法律規則的存在。我們可

以粗略分為非法律形式出現的行動，以及非法律形式出現的規則。以後者而言，

可以理解成是由一些見不得人的潛規則支配運行的。潛規則其實很像是一般的

社會規範，但又不盡然。它可以說是一套「不用明講」的規矩但卻有能力來支

配生活的運行。有關潛規則一詞是源自於大陸學者吳思。他把這個詞用在描寫

                                                 
22 Lawrance M. Friedman, supra note 108, at 304, 308-309. 
23 Lawrance M. Friedman, supra note 108, at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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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的觀察上，他說： 

 

「支配生活運行的經常是這套規矩，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制度，不明

白這一點就難免要吃虧。等到釘子碰多了，感覺到潛規則的存在了，尊

重這套不明說的規矩了，人就算懂事了、成熟了、世故了。」 

 

以下是他對潛規則的定義24： 

(1)潛規則是人們私下認可的行為約束； 

(2) 這種行為約束，依據當事人各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在具體的社會

互動中自發生成，可以使互動各方的衝突減少，交易成本降低； 

(3) 所謂約束，就是行為越界必將招致報復，對這種厲害後果的共識，

強化了互動各方對彼此行為的穩定預期； 

(4) 這種在實際上得到遵從的規矩，背離了正義觀念或正式制度的規

定，侵犯了主流意識型態或正式制度所代表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隱

蔽的形式存在，當事人對隱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確的認可； 

(5) 通過這種隱蔽，當事人將正式規則的利益代理人遮罩於局部互動之

外，或者，將代理人拉入私下交易之中，憑藉這種私下的規則替換，

獲取正式規則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其實這樣的想法也可以用在校園網路社會當中，以Grumble版為例，在一般

的道德水準上出口諱言是不被容許的，但是在 Grumble 版上主要是「以宣洩情

緒，吐漏苦水的管道，以促進心理的健康及調適」為目的，因此在版上往往可以

看到粗俗或是不堪入目的字眼，而這樣的言詞若不涉及人身攻擊，即可認為是被

使用者所接受的。換句話說，這個版所塑造的環境，讓使用者即使侵犯了實體社

                                                 
24 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上的進退遊戲》(台北：究竟出版社，2002)，頁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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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譴責的意識，還可以保留一個道德標準發言環境，而且重點是，這種行為是

被社群所接受的。另外以Sex版為例，雖然討論性的議題逐漸可以在公開場合中

被接受，但在某種程度上爲了禁止色情的氾濫，尤其在針對校園環境裡，色情問

題往往是被加以批評的。但在Sex版上，卻能夠「公開」的討論「性愛方面的知

識、經驗分享討論及版務規劃建議。」25。也就是說，在這些網路使用者的行為

模式中，彼此之間有某些「不用明講」的協議存在，大家彼此可以接受這樣的「不

道德」，來換取讓彼此有一個發洩的管道，或是談論有關性的開放空間。 

那麼關於非法律形式出現的行動，則可以從法律是不是能夠反映真正的公眾

輿論來觀察。以法律來說，大多數的意見並不能像總統直選那樣地制定出法律；

加上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在不同的時空、不同的社會經驗以及才能的差異上，對

於制度感情也會有反映程度上的不同，但這些都無法在民意調查中得知。因此，

要說法律是反映並且滿足他們的需求，是一個危險的主張。尤其當我們在主張平

等的時候，一人一票的制度其實並無法在法律中顯現出來。平等是倫理思想，但

不是事實26。 

當我們在考慮校園的網路行為時，尤其是BBS站的網路行為，如果我們問學

生最想要得到些什麼，我們會得到一連串的答案，例如瀏覽網頁、收集資料、交

友或是娛樂，這是有助於我們了解學生的需求。但是要預測行動，我們必須知道

學生為了要做這樣的上網行為時，他們想要得什麼，以及願意放棄什麼？或者是

說，他們要玩網路，他們玩的起什麼？以及他們為了玩，必須要放棄什麼？還有

當兩種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們如何選擇？所以，在了解這些問題時，他們的意見

非常重要。 

                                                 
25台大椰林 SEX版規中的相關使用規範寫到： 

(1) 版面以性愛方面的知識、經驗分享討論及版務規劃建議為要點。 
(2) 針對謾罵、人身攻擊、私人聊天、無意義灌水行為、政治辯論、廣告張貼、徵求一夜情
等文章，一律刪除。 

(3) 違反台灣學術網路 BBS站管理使用公約等相關規定或台大椰林風情 BBS站站規，直接
刪除，違反者懲處依照公約及椰林站規規範。 

(4) 椰林規範禁止轉貼其他網站情色文學，但歡迎網友創作且擇優收錄精華區中。 
26 Lawrance M. Friedman, supra note 111, at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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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了解他們的意見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困難。有些人是為了獲取同伴之間

的消息、自己所屬團體的意見交流、有關各種消費機能的資訊、以及對某些議題

的看法等等，雖然每個使用者都有所屬的帳號(ID)，以及平等的權限，但是他們

並不會把這樣的權限利用在同一個網站上。某甲對於政治議題發表言論、某乙對

於學校附近商家做出評論、某丙只是單純的瀏覽文章、某丁只是為了交友。因此，

在具有同等影響的「完全民主制度」之下，會將自己認為合適的表達方式顯現在

不同的議題上。 

校園學術網路規範約束這些多樣化的使用者，有趣的是，大多數的使用者並

不會對這樣的規範表示不滿，反而他們保持沉默，不引起注意，只有在發生重大

影響利益的時候才能顯現出來。這就是「沉默的多數」。矛盾的是，這群人只有

打破沉默才發生作用，只有在組織起來後或是被別人鼓動之後才顯出力量，這樣

的力量可以說是另一種非法律形式出現的行動。 

舉例來說，1995年兩名政大學生透過BBS動員學生，以汽車包圍行政大樓，

鳴按喇叭抗議校務會議「限制學生汽車由後門出入」之決議。使原本分散在各處

的學生，因為有這樣一個資訊流通的管道，迅速的集結起來反應他們的訴求。這

也迫使校方無法忽視且必須立即解決這個問題。另外一個例子是2002年11月一

名政大學生在 BBS 版上(其帳號為 hyomay)抱怨學校附近某商家態度惡劣，數日

後遭店老闆以誹謗為由，半夜強拉該學生到警察局作筆錄，要求公開道歉，此事

在 BBS 站上引起廣泛討論，近四百名政大同學發起連署，要求商家不得干涉學

生在網路上交換心得的自由。 

使用者hyomay在BBS站上發表一篇措詞激動的文章，敘述她的同學因攜帶

外食，遭到某商家罰款，文章中還批評店老闆服務態度惡劣、食物難吃又不衛生，

「千萬不要去吃」。一個星期後，這名發表文章批評店家的同學，卻又在 BBS 站

上發表道歉啟事，前後態度作了 180 度的轉變，引起許多網友的關切，也使得

這名學生遭恐嚇的傳言在網路上蔓延開來。當時政大學生會轉述這名學生的話表

示，在她發表對店家老闆不滿的文章後，某天晚上她從這家商店門口經過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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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老闆對她喊「站住，妳在網路上給我亂寫什麼⋯⋯」，並一路追趕，態度強硬

地要求她一起到警察局「說清楚」，並語帶威脅，說要控告她誹謗，嚇得她不知

所措，最後只得道歉了事27。此事經學生會以及網路上披露後，立即引起政大學

生的不滿，質疑店家的行為不當，因此發起連署，聲明要維護學生發表言論的權

益。 

整個事情大概延燒了將近一個多月左右，從歷史資料來看，在BBS站上引爆

與現實商家引發的問題也曾發生過28。整個事件是發生在政大學生生活資訊交流

版(D_Consumdata)29，並延伸到Grumable版展開討論。首先，從資訊分享的角度

來看，hyomay 在 Grumble 版的發言是正確的，學生在網路上的批評除了發洩情

緒，多半還有提供個人經驗，希望別人不要遭受相同委屈的用意，但是 hyomay

在遣詞用字上卻過於失當。當時版規都具有規範的效力，使用者大多也能遵守這

些規範，依照正常的情況，在版面上若涉及人身攻擊，那麼依照版規應該與以刪

除。但是 hyomay 所提到事情並不屬於個案，反而是碰觸到大多數人的議題，而

當這個議題成為「觸發同學對不良商家反彈的導火線」時，就沒有人再去提及有

沒有違反版規或是站規了，公眾輿論的力量超越了原先規範的界限，當這些「沉

默的多數」打破沉默，組織起來所展現出來的力量，縱使超越規範界限，也能夠

為多數所接受。 

同時，商家是直接訴諸公權力來尋求解決，不因為對象是學生或是一般民眾

                                                 
27 根據網友 aniou 表示：「我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晚上十一點左右經過福全門口，有二個女生從
那邊出來，然後一個看起來像是福全老闆的男人追出來，高分貝的罵那二個女生，說他們在網路

上亂寫。還要那二個女生跟他去警察局，後來緊接著這位男士的老婆也跑出來，因為她高聲喊著

"老公"，應該就是老闆娘吧(從來沒去福全買過東西，所以對那邊不熟)，她也跟著大罵。我剛好
跟這位女士擦身而過。於是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她說那二個女生在網路上亂寫，我當時是覺得很

怪。為什麼他們會知道是那二個女生寫的呢?難道那二個女生自己跑去跟人家講啊⋯⋯後來他們
就一路叫罵。我轉彎往熊威方向去，就沒看到結局了。接著在十一月三十日出現了道歉啟事。真

是詭異⋯⋯」 
28 本次事件發生的半年前，是與一家電腦公司所發生的爭議問題，同樣也引起 BBS站的熱烈討
論。 
29  D_Consumdata的版規是 

(1) 提及商家時，必儘量附上商家店名。 
(2) 發文時請多多提出自身經驗，以供其他使用者參考。 
(3) 和平討論事項，試著用理性的態度觀看別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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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說，校方在這一方面是完全沒有發揮到任何作用的。這讓我

們再一次的發現，當規範以及相關的主體沒有產生任何作用的情況下，網路卻能

夠將這些互相不認識的使用者聯合起來，而這樣的聯合方式是使用者所私下認可

的，縱使這個方式可能會招致無法預知的後果，例如被退學或是受到申誡、記過

等處分；而且如果今天學生把不滿發洩表現在現實社會中，以一般實體社會的價

值觀來看，這樣的行為將受到道德以及法律批判，但因為表現在網路上，在

grumble版卻成了使用者心照不宣的容許行為了。 

 

第四節 新治理觀與對話機制的建立 

 

透過對功能結構理論的反思，來進一步了解校園學術網路的特殊性質，以及

認知道校園的法律文化之後，如何讓學術網路規範更能具體的落實到現實環境

中，而不是空泛的宣示性條文，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部分來加以著手。 

 

一、對話機制的建立 

蘇格拉底曾說：「辯證乃是一切學問的拱石，凌駕了他們，再沒有比它更高

的學問。30」亦即透過對話，以及說話者之間的語言往返運動，能揭露出所謂的

「真理」。 

我們在前面也提過，因為社會的複雜性程度越來越高，使得現代人要靠溝通

模式來達到共識的困難極大。因此透過駕馭性的媒介來協調眾人的行動，將比依

靠溝通模式還來的容易、更有制度與標準可遵循。同時，為了避免這些駕馭性的

媒介無限制擴張，造成獨裁的現象，因此學人 Habermas 指出法律在這裡扮演了

穩定制度的功能，這恰好與功能架構理論所指出的法律整合功能有雷同之處，但

是 Habermas 進一步認為由於越來越多的社會關係依靠法律來規定，使得法律越

                                                 
30 Plato著，侯健譯《柏拉圖理想國》(台北市：聯經，1980)，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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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精致化，也以系統化的模式干預人們的日常生活。 

在許多的法律制訂的過程或程序裡，是透過代議政治的方式來進行，但這並

不意味著這是以大多數人的意願所制訂出來的，因此就算認定法律是「反映公眾

意見」，堅持「主權在民」，多數人，如果以計人頭的方式來算，這樣計算出來的

意願不是也不能夠以此來認定法律是什麼。這並不是說「公眾的意見」是抽象的，

而只能說它是難以計算，並且是難以算出每個人對法律的贊同程度。人們會因為

身份與財富的不同，甚至個人表達方式的不同，對於同一法律的意見有所不一。

於前者，石油大亨比起在等待社會救助的老人更有影響力；於後者，有些人選擇

把自己的不滿強烈表達出來，有些人則選擇沈默。也因此，制訂法律者就應該顧

慮這些因素，從而適切反應出他們的關切31
。那麼接下的問題便是，如何反應出

這些參與者的需求。 

在 Habermas 對理想的法律認知裡，他認為理想的法律就是建立在慎思明辨

的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與人際溝通之上，法律也是呈現著依靠人際溝

通與程序性公平所建立的社會規範體系32。但是這種「理想的法律認知」，在現階

段是難以實現的，原因在於政治權利的生態，很難看到慎思明辨的民主33，反而

卻是由利益來主導政治的方向，連帶法律也受到影響。但是我們也不必如此悲

觀，校園整個大環境似乎可以讓Habermas的理論找到一線曙光。 

上文已約略述及 Habermas 對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與價值予以高度的肯定。

他不僅主張個人存在的價值，亦進一步強調個體應發揮反省之作用於社會群體

中。透過個人理性的發揮，尋找各種問題的根源，並進一步凝聚社會大眾的共識，

建構出理想進化的社會。然而此種凝聚共識的方法，乃奠基在下列各原則之上： 

1.社會各溝通成員之間，具有相同的溝通背景。 

                                                 
31 Lawrence M. Friedman，《法律與社會》(臺北市：巨流，1991)，頁 145-146。 
32 洪鎌德，《法律社會學》，頁 302。 
33 如何整合政府與民間研究的「論述」，必須顧及實際政治權力的生態，否則只憑藉理性上的應
然思考，或者道德性勸說，其結果通常是讓民間的研究者大失所望。因此，「社會的政策網絡」

的形成，必須緊扣著實際政治生態與權力的發展，而且必須以制度性的建置來強化兩者之間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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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為保證溝通得以順利進行的基本原則。若成員間缺乏溝通言談的背景，

例如言語不同所造成的溝通障礙，或是文化不同所造成的價值觀差異等等，則

溝通行動即難以進行。 

2.確保個人言談的自由，人人皆有權利抒發己見。 

  在溝通行為之中，每個個體皆有權利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不會因某特殊

事件而遭致忽略或犧牲。 

3.保障社會中個體地位之平等，人人皆站在對等之地位上闡述己見。 

  團體中每位溝通者皆處在相等之地位發抒己見，不會受政治、文化、經濟、

性別，權力支配的干預而遭受無情的壓抑。 

4.參與溝通者具有「成長」的共識，並在良性互動的原則之下，創造社會進化

的動力。 

  但是，即便有了溝通行為，Habermas 還提醒我們要立於一種理性的思辯基

礎，這樣溝通行為才有其意義，否則，有溝沒有通仍無法真正的解決問題。個人

理性的思辯能力是從小開始培養的，家庭、學校佔了很大的啟蒙角色，也就是說，

透過教化的方式，人類理性思辯能力焉然而生。在教化的過程中，去引發個體的

思考能力，如此溝通理論才能獲致。 

早在古希臘時代，教育即與對話有密切的聯繫。對話被視為一種教育的過

程，目的在引領人發現真理、揭露自己的侷限和無知，更可以助人回憶遺忘的記

憶，轉向至善的理性型態34。但是這樣的對話方式曾經一度被教育所遺忘。教育

淪為學生被動的接受教師身上的知識，或者是照著預定的模型去「雕刻」出理想

的兒童，這樣使得教育陷入主客體的對立關係，或是流於教師的本位主義。直到

布伯(M. Buber，1878-1965)重新反省當時的教育，提倡教育即對話，使得「對

話」的重要性重新被喚回，甚至深化許多。布伯認為教育是一種我—汝的對話關

係，師生之間不是一種疏離的我—它關係。「對話」不再只視為一種語言行為，

                                                 
34 劉育忠，〈對話、遊戲與教育—高達美與德希達之對比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0，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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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種存有行動。這樣的對話不再只是一種知識的交換方式與真理的尋得，而

是一種存有的關係、一種真實的你—我關係35。透過布伯的提倡，對話的力量逐

漸受到教育領域的重視。 

在另一方面，學者如巴赫汀(M.M. Bakhtin，1895-1975)在他所強調的社會

性中，反對個體心理直覺主義的對話美學；傅雷葉(Paulo Freire，1921-1997)

針貶囤積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強調對話解放力量的解放教育概念；阿

佩爾(K.O. Apel，1922-)強調意識型態批判，以對話追求「詮釋共同體的主體」

(Interpretationsgemeinschaft)；以及Habermas主張以對話、多樣式的論述方

式從事批判反思的意識型態批判，來達成相互理解與解放的理想言說目標36，以

此建立了「溝通行動理論」與「深層詮釋學」。這些都或多或少影響了長期以來

的教育方式，期望能夠改善過去主客體對立的關係，單純地把對話當作是一種語

言活動。 

溝通行動之所以可能，是透過語言做為中介的，因此必須對語言的語用層次

先進行分析與重建。Habermas認為語言具有互為主體的結構，透過語言這個媒

介，我們不但可以相互有意義地瞭解對方的感受、動機、慾望和想法，而且可以

具體地形成對外在世界的認知，而這是與存在個人內心世界沒有表達出來的「想

像」是不同的，因為「想像」並沒有透過語言表達出個人的感受、動機或需求，

對方無法體會，因此「想像」是無法在人們社會的溝通生活中被理解和掌握的。

而語言又同時具有溝通和限制的雙重作用，因此語言也有可能淪為人們藉以「偏

頗」地表達個人的意見，從而壓制別人或另一個集團的意見，並將之排除於語言

表達和公共溝通之外的工具。此時人與人之間所存在的就是一種系統扭曲的溝

                                                 
35 布伯認為，是這種「我—汝的對話關係」教育了人。「教育的目的並非告知後人存在什麼，或
必然存在什麼，而是曉喻他們如何讓精神滋潤人生，如何與「你」相遇。這裡的「對話」是存有

論上的，而不是一種語言行為。這樣的解釋消弭了「你」「我」之間的對立關係，強調的是一種

真實的相遇。在這裡，沒有任何概念、先天預見橫亙在我與你之間。⋯⋯你與我的相遇，我步入

與你的直接關係中。⋯⋯我實現我是因相繫著你，在實現我的過程中我講出了你。」所以，對話

的重要性，被布伯從古希臘時代的知識論、本體論傾向、視為尋得真理的方式，轉向存有論、倫

理學化的角度來省思師生的關係。參閱 Buber，陳維剛譯，《我與你》(台北：桂冠，1991)，頁
10。 
36 劉育忠，前揭文，頁 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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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這表現在社會層面，便是意識型態的宰制現象37。 

Habermas將意識型態視為「系統扭曲的溝通」，因為意識型態對於個人的思

想和行為造成束縛與規範的作用，以弗洛依德的心理學理論，正可以說明意識型

態對個人生命和人格的扭曲關係。因為在意識型態(或系統扭曲的溝通)的籠罩

下，群眾的很多需求因為無法容於意識型態所建構起來的價值體系，而使得個人

自身的需求受到壓抑，甚至被排除於公共溝通之外，更甚者，會使生活的需求動

機變為無意識動機。 

如上所述，Habermas 對意識型態進行批判是可以想見的。Habermas 認為，

去肯定人可以進行自我反省、並能夠與別人形成自主、和諧而且毫無宰制的溝通

情境下，對既有的意識型態進行批判，才能不陷入系統扭曲的溝通情境當中。若

是想要企圖用新的意識型態取代舊的意識型態，充其量只是讓意識型態所造成的

「系統扭曲的溝通」的悲劇，循環反覆而已。 

Habermas指出，現代社會所蘊含的最大危機是認同危機，也就是系統扭曲

的溝通。在現存社會中充滿了意識型態的禁錮和權力，這種權力對人產生束縛，

使人不能充分的自主。他所提出的批判理論，其目的就在於使行動者能夠自我反

省，而從權力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相對於系統扭曲的溝通，則必須去預設一個沒

有扭曲的溝通，因此，Habermas的理論首先便要「重建」沒有扭曲的溝通。 

當我們深入去分析教室情境中具體的學習，雖可發現教育中處處是對話關

係，學習就恰好是發生在不同層次與不同對象間許許多多的對話裡，但卻未重視

到對話的深層結構，即超越語言行為的種種意涵部分。省視當前教育過程中的對

話，雖然普遍被視為是教育的一種方式，卻已經淪為一種知識的傳輸方式，遺忘

了古希臘時代那種以對話來反映自身侷限的意涵，忽略了「無知之知」的真理。

而建立在威權宰制下的師生關係對話，只有「對話」之名，卻無「對話」之實，

更是喪失了「對話」所具有的開放性。其實，學習的發生，首先是學習個體本身

                                                 
37 李英明，《哈伯馬斯》(臺北市：東大出版，1986)，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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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科內容間的對話關係，也就是學生與教材的互動關係；而教師的教學活動，

在教室內對教材的理解詮釋所呈現的教學活動之間，同樣也屬於一種對話關係；

並且，發生在整個教室的教學情境中，在教師、學生與教材內容三者間的交互作

用，在教師與學生不同心情、不同意見的交換與討論，又是另外一種對話結構。

對話具有一種本質上的詮釋性，教室內的種種溝通與對話，本質上就是詮釋的；

課堂上師生的討論與教學更是一種詮釋循環結構，師生溝通的對話結構正是由運

作在學生理解中的先前結構，與構成教師教學呈現的先前結構間的差異所維持

的。因此，教育中的對話本身即是一種「詮釋的交換」，學習也只有當不同詮釋

間的溝通對話發生時，才能產生38。當教室的環境透過對話不斷的產生後溝通行

為時，便能逐漸將語言內部所隱含的規範性內容加以呈現，這就是所謂的溝通理

性。如果將教室的層面加以擴大，那麼透過語言來達成溝通，並且在這些語言使

用中，找到一些基本的規範性結構，那麼這些規範的內容，至少在這個脈絡之下

而言，是可以做為社會規範的終極基礎，社會也就能夠持續的維持下去。網際網

路在某種程度上建立了沒有扭曲的溝通環境。當人進到網路中，從一個網站到另

一個網站，就像是走迷宮式的過程，有好多管道以及可能性。人只知道從迷宮的

某個入口進入，卻不知所以然的到達迷宮的終點站。人倚賴科技進行溝通互動的

程度越高，人就被拋入更多的資訊迷宮中。從悲觀的角度來看，人透過資訊科技

進行溝通，就像走迷宮的白老鼠，是在被設計操控的情況下，去和別人進行互動

的39。但是，網路也有它積極的一面，它能夠排除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讓使用者

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對於有「發言」的使用者，透過語言的溝通無形中增強

了與其他使用者的互動機會，那麼溝通機會增多了，基本的規範性結構自然就有

機會生成了，如同網站自主規範的建立。 

我們回頭過來檢視台灣學術網路規範的形成過程，雖然這個規範的對象是網

路使用者，這些使用者中是以學生為多數，但是這些多數的參與者卻都沒有參與

                                                 
38 Shaun Gallagher, Hermeneutics and educa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at 24-29。 
39 李英明，《網路社會學》，頁 104。 



 87

規範制定的討論機會，反而它是透過教育部的相關官員以及學校計算機中心的相

關人員所組成的會議，目前雖有學生代表參與其中，但是顯而易見的是在討論過

程中，多數網路的使用者往往只能得知或被告知會議的結果，而沒有辦法也沒有

機會得到討論過程中的資訊。1999 年的時候政大貓空站因為爭議事件引起某位

教師與學生們在網路激論，討論過程中教師要求直接訴諸校方所組成的委員會，

使用者xram便提出委員會是否真能具有裁決功能，以及是否了解BBS整個生態

的質疑40，也就是說透過參與者意見交流，學生的批判思考、教師的批判思考、

校方的批判思考都將引發出來，並透過「公開討論」的方式，充分表達出來。 

其次是對規範的共識，這個共識是出席委員的共識，而非參與者的共識。第

三是因為沒有透過溝通啟發所形成的規範，因此參與者的溝通理性無從發揮，反

思的能力更不可能發生，衍生而來的結果是被動的服從以及個體依照各自的利害

計算來選擇服從或不服從。 

其實校園是一個能發揮溝通的好環境。主體間一方面透過知識的傳播，型塑

社會所期待的人格、價值觀；另一方面透過實體的教育環境，使學習過程改變過

去對主體忽視的做法，使得對話關係提高溝通的可能，甚至參與者彼此之間更能

了解一些基本的規範性結構，形成溝通理性。當然這必須建立在前述Habermas

凝聚共識的原則上，而不是為所欲為的抒發己見，使得彼此無任何交集可能。教

育的目的除了逐漸培養個體的溝通理性以及自覺反思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培養這

樣的能力能夠進一步在這個環境裡將共識得以展現，確保這個共識是大家所接受

的，如此Habermas的批判理論以及溝通理論在這個基礎上將得以實現。 

 

                                                 
40
 Xram 表示「為什麼會跑出 BBS 管理委員會？以前的歷史我不知道。可是，學務長、記中主

任與其他 12名委員，他們是這個 BBS的使用者嗎？他們瞭解 BBS文化生態嗎？他們為什麼可

以獲得裁定 BBS 言論的權力？校長瞧不起這個 BBS 與網路，那他憑什麼賦予委員有裁定的權

力？在一個 BBS 的各式使用者之上還有一個具有裁定權力的單位，那他們到底負責裁定什

麼？」，參閱〈Re: 有人要告 cavy〉，貓空行館 sysop看板，1999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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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的新治理觀 

 

(一)從公共領域做為出發點 

 

在過去，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指的是理性及開放地討論和決定公共事

務的一種社會生活中的情況。在古希臘的城邦政治裡，經濟生產由家庭裡的奴隸

從事，擁有奴隸的公民則利用時間投入國家事物的討論，參與審判等等。到了資

產階級興起，市民利用「公共領域」議論公共事務，節制王權，對抗貴族，逐漸

產生了市民社會與國家分離的現象。也因此，「公共領域」有了不同的面貌，例

如報紙、刊物、俱樂部或是茶館等等，相當活躍。 

  當政府為了制訂法令和政策時，首先必須收集資訊；同時，政府也必須提供

資訊，讓社會大眾知道政府在做什麼，想做什麼，或是要人民不要做什麼。透過

資訊的交換，修正或配合制訂政府的政策或法令，達到福利國家的目標。站在此

觀點上，似乎資訊的蒐集及交換是可以促進民主政治的運作。這可以從歷史經驗

中得到部分的驗證，例如透過沙龍、小型集會場所、報紙、電視、收音機、出版

品、衛星傳播等媒體，的確加強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政治關係與經驗。不過近代

的經濟活動又超越古代家庭生產的方式，成了公共事務的一部份。加上資本主義

企業經營方式及國家不斷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使得「公共領域」日漸萎縮。公共

關係和民意調查取代了公意，壓力團體和利益競爭取代了公益。在這樣的情況

下，儘管經濟的不平等有增無減，被壓迫的階級仍無法形成強烈的意識41。 

暫且跳脫公共領域只是服務政策的觀點來看，公共領域其實是一個透過人與

人之間的溝通行動所建造出的一個意見交換空間。在此環境當中，溝通的方式是

以一種特定的方法來進行的，並透過這種方法來聚集議題，形成公共的意見或輿

論。這樣的方法最重要、最基礎的要素便是語言。我們透過語言，和生活世界中

                                                 
41 黃維幸，《法律與社會理論的批判》(台北：時報出版，1991)，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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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個行動系統，例如宗教、家庭、學校、科學、藝術等等，來搭起頻繁的互動

模式。它是一個溝通的結構，既不是日常溝通的功能，也不是日常溝通的內容，

而是在溝通行動中產生的社會空間。42 

那麼經由語言到意見的聚集，以及相關措施的形成，基本上與參與者的偏好

改變、觀點改變是不可分離的，但這和政策的實際執行卻是可以分開觀察的。在

政策的推動上，明顯的是交給一些決策制訂者去進行，公眾在這個地方其實已經

卸掉了決策的負擔。在此需要釐清的是，公共領域與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

或輿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輿論，是指公眾對於有組織的國家權威進行批評與

控制；輿論的產生，是針對特定的議題進行肯定或否定的統計，是透過一個形成

的方式，以及它所「攜帶」的廣泛贊同而產生的，而不是透過對一對一個人的詢

問與回答所得出的結果。但是公共領域，是一個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行動所建

造出的一個意見交換環境。換句話說，Habermas所認為的「輿論」(或公共意見)，

必須是在一個具有平等、具有理性的溝通環境下產生，才有其意義。如果輿論只

是一個民意調查、公民投票，這樣的輿論在統計學上並不具有太大的意義，民意

調查的結果更不能夠代表 Habermas 的輿論概念。舉例來說，縱使投票是現代代

議政治下民意的表現，但是投票並不代表溝通，充其量投票只是能反映出多數與

少數間對議題的態度而已。因此，在 Habermas 眼中，假若一個民意調查要提供

「輿論(或公共意見)」的某種反映、某種實質解讀的時候，在調查之前就必須在

一個實質的公共領域當中，就特定的議題進行意見形成過程43，這樣的輿論，始

生意義。 

輿論在這裡就可以連結到前面所提到的公共領域。毫無疑問的，沒有公眾就

不可能有公共領域44。單一的個人只能有私人領域，而沒有辦法形成公共領域，

但是私人領域並不與公共領域排斥，這兩個是並存的。好比一個人除了做為單獨

的個體之外，同時又屬於社會的成員。在私人的領域中，個人可以和朋友、鄰居、

                                                 
42 Jürgen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1996 , at 360,446. 
43 Id.,at 448. 
44 Id.,at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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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等等進行互動；在公共領域中，個人做為社會成員之一，可以形成醫生與病

人、老師與教師、導遊與遊客等等的互動關係。因此公共領域是把簡單互動的空

間結構加以擴大化、抽象化，公共領域不是將私人領域扭曲45。也就是說，私人

領域並未與公共領域相衝突或是分割，而只是在於不同的交往條件所產生的不同

呈現方式而已。通常，人們在私人領域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往往先經過私人方式

處理之後，再進入公共領域，用來活絡公共領域。「公共溝通過程越是服從於自

生活世界中市民社會的內在機制，它的進行就越是不受到扭曲46」。當進入公共領

域的同時，或是在形成輿論的過程，一個輿論本身的質量，就必須依靠它產生過

程的程序方式來做衡量，就此而言它是一個經驗事實。 

  另一方面，公共領域並不一定受到實體空間的限制。從網際網路的發展上，

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一個公共領域的產生。這種不受空間限制的公共領域，與親身

到場的公共領域(例如舞台、實體空間、公園)的聯繫越鬆，公共領域越是擴展到

散佈各處的讀者、聽眾，或是觀眾的通過傳媒中介的虛擬性在場，把簡單互動的

空間結構擴展為公共領域的過程所包含的那種抽象化，就越是明顯47。因此，過

去把親身到場這種簡單互動的空間結構，擴展到不需要親身到場的抽象化空間，

可以把存在於不同時空的台灣與美國讀者，在一個虛擬平台做溝通行動。當公共

溝通的環境建立在一個結構平等的公眾集體和公共同意的基礎上時，還必須使公

眾信服，信服那些議題是與他們自己切身有關的議題，是可理解的、具有普遍興

趣的議題。公眾之所以擁有這種權威，是因為他對於活動者能夠在其中出場的公

共領域的內部結構來說，是具有權威性意義的。換句話說，如果能提供一個結構

平等而無歧視的舞台，公共領域將能產生，網路就是一個最佳代表。 

 

(二)新治理觀與公民參與 

 

                                                 
45 Id., at 452. 
46 Id., at 463, 376 
47 Id., at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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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在民意日漸抬頭下，為了消彌政府與民眾相互對立的不良印象，並加

強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社會學上因而產生了一種新的理念—「公民參與」

(citizen participation)及「新治理觀」(new governance)。透過「公民參與」

可以培養社會成員對生活環境的認同意識，來彌補資訊的不足，一方面整合社會

資源，另一方面建立人民與政府依存之感受；而「新治理觀」則是強調公民社會

中的組織必須重構與國家(state)和市場(market)的良性協力關係48。 

從整個社會發展角度來看，要增進政府管理效能的提升，先進國家已經廣泛

應用「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及公／私部門的「合作生產」

(public/private coproduction)的治理觀念及作法。民間部門及公民透過民主

政治所保障的機會，提供知識及參與公共問題的「集體解決」(collective 

problem-sloving)。從民主發展的角度而言，公民參與是一種公民意識榮譽感及

歸屬感的表現，如果能夠誘導這種參與感投入公共事務當中，不僅有助於社會發

展，更能造就公民成為「知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s)。一個真正施行民主

政治的政府是建立在「知的公民」的基礎上；一個健全的社會也應該建立在「知

的公民」的根基上49。 

這個新的理念正可以為BBS站上的網路行為提供另一個思考角度。尤其對於

網路社群討論版，它恰巧營造出了同類型的機制。 

首先是依照社群性質的不同，使用者依其興趣加入不同的討論群中，因此產

生了不同的誘因。其次，使用者因為有了誘因，產生了參與感，但是「參與感」

並不是親身到場的，即使是這樣，參與感卻不受影響，甚至這樣的參與感還有可

                                                 
48 Richard Victor. Fricson & Nico Stehr, Governing Modern Societies, 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 at 2; Gilles Paquet, Governance Through Social Learning,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99, at 5. 
49 但是公民參與不僅僅是民眾的熱情參與，在政府法令、民間機制與行政單位三方面的配合也
很重要。在法令方面，雖然已經有行政程序法，但政策諮詢法案、資訊自由法案尚未完成立法程

序，實有待公佈施行。在民間機制方面，公民社會可建立民間智庫，以良性政策競爭的方式，來

針對法案研擬進行較勁，並運用媒體的大眾傳播與擴散，達到政策行銷與宣導。同時行政單位要

掌握與整合民間資源，進而強化政策制訂與政策管理和行銷的能力。參閱張翰璧、吳英明，〈全

球化趨勢下政府與民間社會科學研究資源的整合〉，收錄於李文志、蕭全政主編，《社會科學在台

灣》(台北：元照出版，2002)，頁 30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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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超越現實環境的討論環境。資訊搜尋或是感情交流都是使用的誘因之一，因此

並不是所有的討論議題都圍繞在公共事務上，但是當討論集中在公共議題上時，

例如政治版在討論總統大選、政治人物或是政黨議題時，使用者發表的文章就明

顯的增多50；又例如有關學生權益、學校事務，過去是以公告的方式來讓全校學

生都知道，但是有多少人去閱讀卻很難去衡量。反而目前透過網路的方式，經過

使用者的傳遞電子郵件或是討論，相關訊息反而傳遞的更為迅速，更廣為人知。

這種不受時間、地點限制就能加以「集會」的方式，輕鬆的將校園參與感導入，

同時透過虛擬的討論，也能適時的反映在實體校園社會中，進一步將議題得以解

決。除此之外，透過高度的參與，使用者將進一步學習到如何接受不同的意見，

並且接納多數的意見。換句話說，網際網路比起過去，它提供了另類的意見表達

管道，這樣的管道又同時能夠廣納意見、改善問題，功能實不輸於現實社會的操

作方式。 

另外一個社會學上的新概念是「新治理觀」。它所表達的概念是過去政府在

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裡，大多是倚賴政府本身歲收調配、選任民意代表監督，民

間的參與雖然沒有受到阻擋，但也處於被動、未受鼓勵的情形。而新治理觀最大

的意義在於表現民間與政府間的緊密協力過程。在民間，本身的經營除了必須注

重民眾與政府的互動，經營民間的管理者更需要有效的強化民眾的涉入

(citizens involvement)和政府單位的集體行動(government’s collective 

action)。因此在公共服務方面，經營者可能不是最主要的演員，高度支持的民

眾和大眾願意協力合作的精神和行動顯得格外重要51。 

隨著公共事務的複雜性以及福利國家的政策要求，政府部門在制訂政策已經

被迫走向專業化(specialization)和分割化(fragmentation)。面對這樣的趨

勢，不同性質的公共政策遂帶動不同的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52，各自形

                                                 
50 類似這樣的議題，可以從每個網站的「每日熱門十大議題」中窺知。 
51張翰璧、吳英明，前揭文，頁 310-311。 
52 Marc K. Landy and Martin A. Levin (eds), The New Polities of Public Policy,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at 2. Hank C. Jenkins-Smith,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Policy Analysis, Br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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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同的政策網路，進而產生不同的政策領域(policy domains)。基於政府與團

體間資訊交換的需求，二者間便存有強烈的誘因來營造合作協力的過程。因此，

政府網絡是社會基礎權力互動(the infrastructure power of society)結果的

伸展；政策網絡的參與者靠著互動機制的建立，彼此以務實的態度來溝通談判，

謀求公共事務的解決之道。政府和民間的協力關係不是以鞏固既得利益為動機，

反而強調的是資源的極大化使用、雙贏的組織關係，以達到新治理的落實53。 

那麼如何創造互動的機制呢?在這裡新治理觀認為可以先透過非官方的組

織，先行在正式政策決定前充分讓政府與民間進行溝通，或是透過長期折衝妥協

出共識後，才正式的提出於官方的決策體系當中，以減少日後政策推行時的困

難。換句話說，做為民間與政府單位之間的仲介者，例如民意代表或是相關公協

會，雖然在過去扮演著民間與政府溝通橋樑，被動的參與資源分配；但在新治理

觀之下，則是藉由獲得高度且實質的民眾支持，進而化消極為積極的態度，在相

當的目標導向或政策導向之下，謀求民間與政府部門間的協力，透過協力的過程

及成果，獲取雙贏。 

這樣的概念同樣可以延伸到校園網路上。在考慮校園環境受到網路科技的影

響後，我們仍需要肯定校方具有其權威性。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只要校規仍然是

校方據以管轄的領域以及相關的委員會仍然是資源分配者，那麼校方仍將繼續發

揮掌控秩序的作用。學生縱使是為數最多的參與者，卻仍然處於被動、未受鼓勵

的角色。但是在網際網路的影響下，我們看到校園網路的多樣性，網站雖然還是

需要受到校園網路管理者的約束，但是有的網站其實是以教師或學生做為實際的

管理者甚至是決策者，學生或教師躍上這網路舞台並且活躍了起來，換句話說，

網站的生態以及網路規範的具體內容在相當程度上面是透過所有使用者反覆的

互動模式來加以決定的，不再僅僅是校方管理者單方的決定，也就因為校方的權

力相對縮小的情況下，校方不可能像過去一樣操縱所有的決策部分，其他單一的

                                                                                                                                            
Cole Publishing Company: Oacific Grove, California, 1990, at 5. 
53張翰璧、吳英明，前揭文，頁 3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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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也無法隨心所欲的改革，縱使有也會受到其他使用者的質疑，而且這樣的

質疑也不是像過去一樣只能唯唯諾諾，反而是所有使用者站在平等的基礎上發表

自己的意見。這意味著校方需要加強對使用者活動的理解以及反思的理性，認知

高高在上的「權威」將轉變成一種使用者參與的建構過程，這也代表著網路秩序

也可以透過複數主體相互交錯來維持與管制，產生一種新的自我驅動、自我維生

的機制。在這裡，網站就好比是校方與學生的仲介者，透過這個仲介者使得校方

與學生互動過程有了新的制衡關係以及互動機制。透過這樣的互動機制，彼此之

間能夠務實的解決公共議題，學生可以更了解校方的需求，校方也可以更明白學

生的立場，真正營造出雙贏的局面，進一步帶動新治理觀的實現。 

 

(三)批判思考的教育體制 

 

無庸置疑的，校園是一個教育的搖籃。現代人從小到大累積的知識、價值

觀甚至是法治觀念與法治實踐的培養，大部分是透過學校來進行學生社會化的

工作。對於規範的認識，或是國家法律的了解，將法律知識傳遞給學生，透過

這樣的方式，來型塑個人對法律的認知、態度與價值取向。就此點而論，做為

學校法治教育重要工具的法治教育課程內容，便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54。 

我國也是透過學校法治教育的實施，培養國人對法律的認知、態度與價值取

向。西方法治的精髓，不在於威權的、盲目服從的法治，反而是要能實現民主的、

自由的法治，才是法治的真諦。因此，在民主法治教育的課程規劃上，應強調法

治意識的塑造、法律知能的充實、法律實踐的落實；在目標上不僅僅是使學生成

為知法者，也成為守法者，更成為執法者、立法者55。 

法治教育對於學生的人格開展也有其影響，尤其是學生對自身學校事務的參

                                                 
54 在這裡並不是說個人對法律的認知只限於法治教育課程，而是透過法治教育的課程，學生獲
得較多的機會認識法治精神。 
55 李伯桂，〈試評「國民教育階段法治教育教些什麼？」〉，1999中學法治教材研討會，民間司法
改革基金會，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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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及與同儕之間的互動。透過學生對學校事務參與決定的過程，逐漸培養其日

後在民主憲政中公民的自我實現，以及培養對公眾事務共同負責的使命感，和對

公眾事務批判及參與決定的權利情感56。透過與同伴之間的互動關係，來培養尊

重對方的價值觀、基本人權以及對國家法律的認識。 

根據研究，我國國小學生法律知識的主要來源依序為：電視、學校上課或法

律專題演講、父母以及長輩、課外法律書籍及雜誌、報紙、網路。不同學校規模

的國小學生在法治態度上有顯著差異，大型學校和中型學校的學生均優於小型學

校的學生；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國小學生在法治態度上有顯著差異，高社經地位

和中社經地位的學生均優於低社經地位的學生57；而非原住民兒童之法律態度顯

著優於原住民兒童58
。 

 

1.過去的法治教育 

 

在過去，稱的上法治教育推廣的，在小學階段是以「生活與倫理」為核心課

程，國中階段以「公民與道德」為核心課程，高中階段以「公民」與「三民主義」

為核心課程，大學則無。在課程內容上，中學的法治教育課程內容幾乎等同守法

教育與犯罪防治教育，對於法律知識的描述過於刻板，深度與廣度的啟發較少59。

而教科書中的法律概念，單一課程內容比例過重，取材不平均；法律教科書內容

多屬零碎片段的法律知識，缺乏具體事例引發學生學習興趣；補充教材設計方式

呆板少變化，且未能顧及實施方式，導致窒礙難行；甚至還有認為，所謂學校公

民教育，就是公民教師於每週規定的二小時，將「公民」學科做講解，即已盡公

民教育之責任，更遑論對法治教育內容的講授。整體而言，國中公民科法律教科

                                                 
56許育典，〈法治國原則在台灣教育行政上的建構〉，成大法學第二期，2001年，頁 9。 
57毛中勻，〈國小學生法治教育實施情形之調查研究〉，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頁 3。 
58祁婉琳，〈花蓮地區國小兒童法律知識與態度之研究〉，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8，頁 4。 
59林佳音，〈我國中學法治教育課程內容的理論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9，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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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內容結構，以知識為主導，忽視學習過程與生活實用性，未能啟發學生思考、

明辨與判斷的能力60。 

有論者並且指出，現行教育體制實際上與實質的法治文化核心內容有所抵

觸。在我國的教育法制與實務中，存在太多的一致性管制與命令，只有可能產生

形式法治的文化，例如以工具懲戒學生，做為「教育」學生的手段，以達成將學

生外在行為紀律化而方便統一管理的目的，或以統一內容的教科書為教材，來達

成學生內在思想僵硬化，以利一致性的教學目的。這種以形式法治存立的校園文

化，學生極有可能會將教師非經由理性說明的不當體罰，以及學校未經溝通的「蠻

橫」一致性的教育行政措施，誤以為這些是未來社會生活的常態，而轉換成潛意

識的認知，進一步讓國家未來的公民誤以為權威與命令，是其在社會上取得認同

的必要手段61。 

因此，這樣的體制透露出另外一個問題是：教科書中所呈現的「法治」概

念，是否真的能夠內化到學生的法律意識當中？根據學者對高中高職的一項研

究中指出，在教育中是有幾項因素，對學生們的法治態度培養有重大的影響，

如「教師的民主風度」、「師生間的互動關係」、「對同學違法行為及自身違法行

為的認知」、「是否有舉辦班會活動」、「法律知識的水準」、「學生的年級」、「是

否具有民主政治的知識」、「學校所在地」、「社團幹部的產生方式」、「公立或私

立的學校類別」、「民主法治活動舉辦的多寡」等等62，但是這樣的指標雖然透露

出對學生法律意識的影響，但並不代表學生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即能理解法律真

正的意涵。理解，是需要透過個人深化的咀嚼，內化到思想中，進一步理解到

所規範的東西，是能對個人或群體帶來積極作用，並且進而提出對規範的反思，

始為理解。但是，當我們習於被動式的學習方式(例如背誦式教育、考試導向)，

或是告誡所表現出來的行動需要符合社會與家長期待的時候，我們便早已喪失

                                                 
60黃琇屏，〈國民中學公民科法律教科書內涵分析之研究〉，國立師範大學公民訓育學系碩士論

文，1994，頁 8。 
61 許育典，〈法治國原則在台灣教育行政上的建構〉，成大法學第一期，2001年，頁 151。 
62 張秀雄，《民主法治教育之研究》(台北：師大書苑，1993)，頁 1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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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懷疑的能力，以及對規範省察的能力。教科書中所宣示的任何一個法律概念、

對法律制度的解釋，都可代表著國家所尊崇、所讚賞的就是如此。因此我們的

法律意識就成了「教科書」所希望的定型化理解63。如此，在既定的法律規範中，

人皆有其所歸屬的「配置」64與合法化的理由65，我們就在不懷疑自身階層的情

況下達到了穩固社會階層的功能，同時增強了法律的權威，而長久以來支配法

律的上層社會菁英，地位也更加穩固。66 

在我國教育基本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

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並促進其對

基本人權之尊重、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同國家、族群、性別、宗教、文化之瞭

解與關懷，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要使學生能夠在

校園瞭解實質的法治文化，必須讓每一個學生有充分的時間去參與及體驗校園生

活，從體驗中反省其中的問題，經由認識與瞭解問題的校園生活過程中，參與群

體或個體間的討論，齊力匯整出大家能遵守的校園生活規範，並且使其彼此互相

尊重他人的態度，此才是實質法治文化的校園化。 

在這樣的願景下，學生如何找回已經喪失的懷疑能力以及對規範省察的能

力，抑或是在校方如何在兼顧教育目的下照顧到學生的主體性，學者提出「批判

思考」或是「反思」概念，當可認為是一另個出路。 

 

2.批判思考理論的應用 

 

批判思考可說是由德國觀念論承襲而來。德國觀念論學派學者從康德、黑格

                                                 
63 赫欽斯著(Robert M. Hutchins)，陸有銓譯，《民主社會中教育上的衝突(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台北：桂冠圖書，1994)，頁 6。 
64 John C. Bock,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A Conflict of Meaning, in Philip G. Altbach, Robert F. 
Arnove, and Gail P. Kelly (Ed.), Comparative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at 90-92. 
65  Henry A. Firoux, 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 A Pedagogy for the Oppressed. 
Massachusetts: Bergib ad Garvey, 1983, at 72-111. 
66 羊憶容，〈教育與國家發展—「台灣經驗」的反省〉，收錄於賴澤涵、黃俊傑主編，《光復後台
灣地區發展經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27)》(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所，1991)，頁 13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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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以及馬克斯、胡塞爾、佛洛伊德，一直到現代的 Habermas，都曾對批判思

考提出他們的看法。本文無意研究批判理論的脈絡，僅提出有關在校園規範如何

應用批判思考的問題。 

根據學者鄔昆如對康德哲學批判的概念所做的綜合性歸納整理，得到批判的

定義如下： 

 

批判是一種自我反省及檢視的能力。透過此一反省及檢視的作用，主體將

建構起屬於自己的知識體系。批判是主體對於影響其形成自我概念之因素

所做出的反省。換句話說，就是「凡壓抑主體自由意識的思想或觀點，皆

是主體批判的對象67
。」 

 

國內學者陳伯璋68對馬克思哲學中批判概念的詮釋，其所謂批判可界定如下： 

 

批判是指「存在於歷史上，因物質條件的不平等，所造成社會上不同階級

的人群從事改造不平等及創造平等的過程。」 

 

因此，在馬克思學說中，社會上的價值是因為勞動者付出勞力所創造的，而

整個人類的歷史，就是代表不同階級的勞動者相互批判過程的記載，亦即是不同

階級相互鬥爭的結果。現代的 Habermas 則歸納前述的康德與黑格爾對“批判”

的定義，他認為： 

 

批判是人類運用理性的作為，透過此一理性之作用，人類始能發生自我反

省之功，並進一步建立起屬於全人類共有的知識體系69。 

                                                 
67鄔昆如，《近代哲學趣談》(臺北：東大，1977)，頁 66。 
68陳伯璋，《意識型態與教育》(台北：師大書苑，1988)，頁 2。 
69此一路線經由認知主體理性的作用，建構了屬於形而上的理性知識論。Habermas本人雖承認了
這一路線的價值與功用，但卻也指出了此一路線的缺憾與不足。畢竟人類是存在於現有的社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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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言之，Habermas對批判理論主張大致可以做出以下的整理： 

 

(1) 批判的關鍵在於主體的自我省覺 

  Habermas 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只重視集體意識而忽略個人存在的價值

是不正確的。Habermas主張個人存在於社會之中，有他個體存在的重要性。因

此，縱使是在團體中的個人，也具有他相當的份量，而透過個體的自我反省，並

且凝聚這樣的自我反省共識，將能產生確保團體持續動力的潛在力量。換句話

說，批判的出發點，在於個人的自覺，透過個體的自我反省作用，尋找出事實扭

曲的部分後，再進一步重新建構正確的觀點，成為下一階段個體自我反省的目標。 

 

(2) 批判的目的在於建設（批判的積極性意義） 

根據 Habermas 的批判理論，批判的過程大致可區分為『解構』與『建構』

兩階段。前段之目的乃在透過主體的自我檢視及反省的過程，找出各種事件扭曲

的現象，讓主體能透過自我省察的方式，明白造成事件扭曲的真正原因。後者的

目的，則在依據個人所具備的條件，重新建立起一個正確的目標。由此可知，

Habermas 的批判理論雖然以解放個體受壓抑的意識為其出發點，但此一過程並

非是批判的最終目的，重新建構符合主體意義的全新方向，才是批判理論積極意

義的目標。 

 

在整個批判思考的過程裡，是以企圖解決問題為開端，以有關信念與行動的

決定做結束。整個做成決定的過程是一個推論的過程，經常發生在個人與外在世

界及他人互動的情境中。在做推論之前，個人先尋求一個探討或推論的基礎，這

個基礎包括由他人或觀察而得的訊息、個人先前所下的可接受的結論、以及從經

                                                                                                                                            
中，若僅將學說停留在理念與思想階段，而無法落實到社會實踐層面，恐將陷入鳥托邦思想的窠

臼中，失去整體社會生活的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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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環境與學歷中所得的背景知識；再從此一基礎進行演繹、歸納、價值判斷等

推論活動以導出結論做成決定。在整個批判思考過程中，澄清的活動與批判思考

的意向隨時都在發生作用。 

有了批判思考的流程，還需要有批判思考的能力。透過培養批判思考能力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使個體在進行一種有目的、自我調整的判斷歷程

時，能夠去運用自身的認知能力，包括說明(explanation)、分析(analysis)、

推論(inference)、解釋(interpretation)、評鑑(evaluation)、自我調整(self- 

regulation)等等，這些認知能力，使我們在判斷什麼是可信的，或什麼可做為

判斷的反省歷程中，會相互影響其運用情形70。此外，哲學取向批判思考學者Paul

認為，批判思考能力包括對概念理解的精確性(precision)、接近事實真相的正

確性(accuracy)、資訊充足(sufficiency)、判斷資訊與議題間的關連性

(relevance)、進行邏輯性的推論(inference)、將整體分為概念成分的分析

(analysis)、對許多選擇的判斷(judgment)、對許多判斷進行評量的評鑑

(evaluation)等能力71。 

Habermas本身並非一個教育家，但是他的理論可以開啟教育學上的新思考。

如果我們將這樣批判思考的概念延伸到教學上，就應該是指「著重在決定何者應

當相信或應當去做反省性、合理性的思考」，亦即對問題能夠去搜集證據，並正

確而合理的反省、分析與評價，再據以引導出實踐行動的能力。當個人在解決問

題或做決定時，能根據所獲得之資訊來決定什麼是可信的、或何者可行動的合理

思考72。批判思考並非消極批評或挑毛病，而是具有評鑑功能，能針對主張訴求、

資訊來源、信仰信念等方面進行客觀分析，進而判斷其精確性、妥當性與價值性

                                                 
70 P.A. Facione & N.C. Facione, 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 The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1992, at 22.  
71 R. W. Paul, Critical Thinking: What Every Person Needs to Survive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in Jane Willsen & A. J. A. (eds.) Tinker Foundation for Critical Thinking(1993). 轉引自陳萩卿，前揭
文，頁 13。 
72Stephen P. Norris & Robert H. Ennis, The practitioner's guide to teaching thinking series: Evaluating 
Critical Thinking. Pacific Grove, CA: Midwest Publication, 1989, at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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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縱使個人有了自我反省的能力，但是仍要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批判思考的

流程，也就是個體之間的互動。以個人而言，主觀的我若不能常和客觀的我取得

溝通和協調，便容易將自己推向焦慮與不安的情境之中。以整個社會環境而言，

個人無法脫離社會而生活，自然無法自外於社會，因而人類的互動與交往，即是

人生必修的一大課題。Habermas明確的主張，人類的價值是透過人與人之間互

相溝通，逐漸產生共識之後所形成的。透過人類社會生活的語言分析，可以幫助

我們瞭解潛藏在社會不同層次結構下的各種受壓抑與不平等狀況。經由各種不同

個人或團體的相互溝通及辯證過程，社會正義與價值將會逐漸產生。 

因此，在校園的法治教育過程中，學生應該養成批判思考的能力。批判思考

不僅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心裡傾向，批判思考教學的最終目的乃在發展學生批

判思考的意向，亦即要培養學生具有批判思考的態度與精神，養成質疑和評估的

習慣。教師若要提升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則必須經由平日的教學行為74表現來

達成，也就是互動。這樣的互動，除了在法治教育課程中呈現之外，在校園環境

裡也必須能夠充分反應，用此做為整體社會結構中的階級或階層的共享性基礎，

也就是能夠充分體現出社會上各種階級、階層或是團體的權利均等概念，讓學生

能夠感受到教師所要傳達的環境概念，進而培養其參與感。 

所以，今後在法治教育課程內容的設計與選擇方面，必須改變現行這種過渡

傾向以「教條」為中心的觀點，而應該更重視以「知識」與「學習者」為中心的

方式，亦即以法律知識本身與法律知識學習者本身為核心考量的課程內容設計

75。若進一步要想實現公民教育的目標，而必須思考並非單獨的「公民」學科的

教學即能達成，必須與其他學科如語文學科、杜會學科、自然學科等密切的聯繫

                                                 
73 Barry K Beyer, Improving Student Thinking: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7, at 66.  
74 有研究歸納出七項有助於提升學生批判思考能力的教師教學行為：(1)透過教師的發問；(2)討
論、多向溝通和鼓勵學生發問；(3)合作學習；(4) 教師的反應；(5)教師的候答時間；(6)教室內
的座位安排；(7)教師的教學和行為的示範。參考吳明吉，〈人權教育在國小課程中的實踐〉，國
立台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專題研究論文，1992，頁 31。 
75 林佳音，前揭文，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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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才能收到相輔相成之功；此外更需與各種活動，如團體活動、童軍活動、

訓育活動等交織配合的設計，才能獲致事半功倍之效。因為藉各學科的學習，可

以充實生活經驗、陶鑄思想情意、鍛鍊思考能力、培養科學精神，並能使道德、

社會、政治、經濟、法律與文化等方面的公民知能，得到加深加廣的學習；另外，

從各種活動中，能發展道德判斷力，體驗為人處世之道，涵養民主風範，學習愛

己愛人等德性，使公民教育的「知」得到實際踐履的機會，而能化為「行」，方

有成效可期76。 

 

 

                                                 
76 吳務貞，〈公民訓練與童軍訓練相互關係與功能〉，中等教育第三十二卷第一期，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中輔會，1981，頁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