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型高中綜合活動領域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思考：智慧的啟航單元教案

普通型高中綜合活動領域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生命教育科)思考：智慧的啟航(Thinking：The Beginning of Wisdom)
單元二：你以為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嗎？–談偏見與謬誤
一、內容說明
(一)設計理念：
「思考：智慧的啟航」是依據生命教育學習重點之一「哲學思考」所設計的加深加廣選
修課程，期待學生能進一步深刻理解「思考」的內涵、規則與方法，並涵養良好的思考態度。
在第一單元「思考的重要性」中，已透過檢視思考歷程來釐清思考內涵，，驗證推論生
涯抉擇各種答案的合理性與真實性，並理解其背後的價值。
在理解到思考的重要性與意義後，第二單元「偏見與謬誤」則是希望學生從問題的直覺
反應，看到直覺與判斷的關聯性，並理解到直覺的限制。同時在認識各種偏見與謬誤的內容
與形式後，能舉出日常生活中的實例，以增強自己的偵錯神經。思考資訊的來源，以評估參
考的價值，並理解資訊的有限性。整理並歸納妨礙思考的各種偏見與謬誤，在生活中練習偵
測與避免。
(二)單元課程架構圖

(三)單元內容：
綜合活動領域
領域/科目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團隊教師

生命教育科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思考-智慧的啟航」

設計者

翁育玲、謝依樺、錢雅婷
胡敏華、吳瑞玲、范毓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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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節數

6 節(3 週*2 節)

實施年級

不限(應完成生命教育之必修課程)

單元名稱

你以為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嗎？–談偏見與謬誤
設計依據
總綱

核心素養

項目：

A.自主行動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綜S-U-A2

核心
素養

面向：

確立自我需求與目標，學習批判思考與自主管理的知能，透過具體可行的學
領域
核心素養

習方案與實踐過程，積極面對及處理生活與生命中的各種挑戰。
綜S-U-B2
具備科技、資訊與媒體識讀的素養，運用妥善管理開發源，深究科技資訊與
媒體倫理的議題，提升生活效能。

綜合

主題軸

1.自我與生涯發展

活動

主題項目

b.自主學習與管理

學習表現

思1b-V-1能夠避免偏見與謬誤對思考的負面影響及其所帶來的困擾。
思 Ab-V-1 直覺與判斷。

學習
重點

學習內容

思 Ab-V-2 各種偏見與謬誤形式及實例。
思 Ab-V-3 資訊的來源與有限性。
思Ab-V-4妨礙思考的各種偏見與謬誤。

議題

學習主題

融入

實質內涵

與其他領域/
科目的連結
教材來源

自編

教學設備

單槍、筆電、移動式桌椅、撲克牌 4 副、有磁性的小白板 6 份、彩色筆
學習目標

1.發現直覺與判斷的關聯性，並理解直覺的限制。（第一、二節）
2.理解各種偏見與謬誤的內容與形式，並能舉出日常生活中的實例。（第三、四、五節）
3.思考資訊的來源，以評估參考的價值，並理解資訊的有限性。（第五節）
4.整理並歸納妨礙思考的各種偏見與謬誤，在生活中練習偵測與避免。（第五、六節）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教學策略)

時間

活動一：相信你的直覺？
一、直覺如何影響判斷

25 分鐘

（一）發下答題牌，限時舉牌回答 PPT 上的題目，共計五題（題目詳見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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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
（二）每一題作答完，請同學自由發表「你是怎麼判斷與選擇的？」待同
學說明後，再呈現答案，催化答錯和答對的同學之間更多的對話。
（三）探究：
上一單元，我們探討了思考的重要性與意義，而在剛剛的活動中，
我們好像更多是依賴直覺做判斷。
1. 剛剛五題，你有幾題是用直覺來判斷、回答的？

口語評

2. 為什麼會用直覺來進行思考或判斷？

量：能說出

3. 直覺的可靠程度如何？

直覺與判

4. 直覺是如何影響我們的判斷？你是怎麼用直覺在“思考＂的？

斷的關聯

（四）小組討論 5 分鐘後，進行小組報告。

性，與直覺

（五）小結：

的限制。

1.直覺是演化過程中生存的能力之一。
2.直覺有其限制，如：遇到複雜、需思考的問題。
3.直覺不僅僅是直覺，理解直覺背後是自己的生命經驗、大數據，故
每個人的直覺並不完全相同。
二、挑戰活動：全部 11 點（完整師生互動歷程，可參考「體驗式教學法：
全部 11 點」影片）

25 分鐘

既然看到直覺有其限制，現在邀請大家試著超越直覺，用理性思考來
進行這個體驗活動。
（一）分組：四人一組，每組發下一份 12 張撲克牌，內容皆為點數 1、3、
4、5 各兩張，點數 2、6、7 各一張，以及鬼牌一張。老師在課前備
好。
（二）進行方式：
1.發牌後，全程不能講話。每個人手上維持拿 3 張牌，不能給組內其
他人看到，。共同任務是以最少回合，讓組內四個人手上的牌各自
加起來都是 11 點。「鬼牌」因為未呈現具體數字，所以同學說是幾
就是幾。
2.只要組內有人尚未湊成 11 點，就必須換牌，每個人要將手上的牌向
右手邊蓋牌傳一張，都傳過算一輪。整個換牌過程不得說話，直到
組內四人達成任務為止。
3.先試玩一回合，過程中有疑問可舉手向老師發問，確認了解進行規
則。結束後進行小組討論策略 3 分鐘。
4.正式進行兩回合計時挑戰賽，第一回合結束後再次進行小組討論策
略 3 分鐘。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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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導反思：先小組討論下列問題 3 分鐘後，再回到大團體進行分享
報告

語評量：能

1.剛剛過程中發生了什麼事？

說出直覺

2.你怎麼選擇傳哪張牌出去？你是怎麼思考的？

的限制。

3.你們用什麼策略？效果如何？
4.「鬼牌」代表什麼？讓你聯想到生活中的什麼現象或事件？
5.你在這個活動中學到什麼？
（三）小結：
1.「鬼牌」其實只能是 3，為什麼？你是如何推論出來的？
2.透過思考，形成有效策略，更有機會挑戰更快完成。
四、實例挑戰

30 分鐘

（一）問同學：「人可以吃狗嗎？可以的理由是什麼？不可以的理由又是
什麼？」。
（二）個別閱讀網路文章「為什麼不能吃狗？－從九把刀得來的九個以上
的疑問」並整理文章的立場及論述。（附件二）。

高層次紙

（三）小組討論 5 分鐘後，分享報告：

筆評量：整

1.「人可以吃狗嗎？」我們這組的立場是什麼？
2.我們這組認為可以吃/不可以吃，佐證的理由有哪些？

理出文章
5 分鐘

的論述重

五、總結：針對大家提出的理由，鼓勵進一步思考下列問題

點，並成為

（一）可不可以吃狗肉，適合採取「多數決」嗎？

佐證

（二）法律可否限制人吃什麼的自由？若可以，限度到哪？
（三）情感關聯論：如何顧及養不同寵物的人的感受呢？
（四）面對文化上、道德上的衝突，該如何因應？
六、填寫「每週學習摘要與生活反思記錄表」。
第一、二節課結束
活動二：認識偏見
一、前言：偏見與謬誤，是生活中常見的麻煩。所以今天來談談什麼是偏 2 分鐘
見。
二、什麼是「偏見」(prejudice)？（完整師生互動歷程，可參考「對話
教學法：什麼是偏見」影片）
（一）請各組選一位主持人，負責掌控時間，一位記錄人，簡要紀錄每個 3 分鐘
人分享的實際案例。
（二）發下「對話紀錄表」
（附件三）
，請各組同學在組內每個人輪流分享
高層次紙
一個自己遇到的偏見實際經驗，每人分享 2 分鐘。
25 分鐘 筆 評 量 ：
（三）組內進行歸納，找出共同點，一起整理，形成偏見的初步定義。將
彙整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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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內初步定義寫在黑板上。
（四）小組報告：各組介紹自己的偏見定義，並說明可以解釋的實例。
（五）大家來找碴：小組討論 3 分鐘，設法找出別組定義無法解釋我們這
組實例的部分，再進行小組報告，說明哪些組的定義沒我們這組好，
因為無法解釋哪些實例。
（六）票選最佳定義：
1.每人 2 票，不能投給自己組。若各組人數無法一致，可給每組相同
投票數。
2.將票投給你認為的最佳定義。
（七）修正最佳定義：
1.以最高票組的定義做為出發點，請各組討論 2 分鐘，提供修正意見。
2.彙整各組修正意見，形成班級最佳定義。
三、如何因應偏見
邀請全班一起思考：在理解偏見後，可以怎麼減少偏見對我們在思
考、判斷或行為上所帶來的負面影響？
四、小結：就算你知道自己有偏見，不等於你能克服偏見。但至少要知道，
自己受到偏見的影響，它通常只是我們簡化世界的一種方式，在企
圖瞭解其他人時選擇了心理的捷徑，並採取特定的規則。
五、填寫「每週學習摘要與生活反思記錄表」。

的實例，
20 分鐘 並 形 成 偏
見的定義
20 分鐘

5 分鐘

15 分鐘

口 語 評
量：整理並
歸納妨礙
10 分鐘
思考的各
種偏見，
並能說出
在生活中
如何練習
偵測與避
免

第三、四節課結束
活動三：認識謬誤與期中報告
一、常見的思考謬誤
實 作 評
（一）什麼是「謬誤」？
25 分鐘 量 ： 從 謬
1.詢問同學：妨礙我們思考的，只有偏見嗎？還有想到什麼別的干擾？
誤的實例
2.簡單說明「非形式謬誤」
：看似合理，實則不合理的推論；把不是理
中，認識
由的理由，當成理由。
不同謬誤
3.有什麼問題：在簡報上呈現 10 個謬誤的實例與名稱，請各組討論 5
的形式
分鐘，並發下「有什麼問題？！」學習單（附件四）
，找出每題哪裡
不合理。
4.小組報告：每一題哪裡不合理。每組 2 分鐘。
實 作 評
5.發放「非形式謬誤簡介」
，一組一張（附件五）
，簡要說明每個謬誤。
量：理解謬
並預告「形式謬誤」將於下個單元介紹「邏輯推論」時再討論。
誤後，能舉
（二）腦力激盪：生活中的謬誤實例
15 分鐘 出 相 對 應
1.將全班分成六小組，每組抽籤認領兩種謬誤，每個謬誤各舉出 1 個
的生活實
例子，愈是會真實發生在自己身上的例子愈好，並寫在小白板上。
例
範例：輕率因果連結的謬誤–輕率的想出一個因去解釋某個果。–例
一、我傳訊息給他，他竟然已讀不回，一定是因為他現在不再那麼
在意我、不愛我了。–。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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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真正的考驗在於能夠舉出自己生活中可能會犯的謬誤實例。
3.每組報告 2 分鐘，結束後，將小白板貼在黑板上。
4.請全班逐題討論與分辨：各組所舉的例子是否符合該謬誤？還是犯
的是其他的謬誤？
5.依事實上會犯此謬誤的程度，以舉手方式表達對別組的案例的讚賞
程度。
6.總結：期待大家對自己所犯的謬誤能有更多的自覺。
二、謬誤辨識小考驗
（一）發下謬誤辨識小考驗題目卷（附件六），各自作答後，請各組討
論 2 分鐘。
（二）逐題宣布答案，若有同學不理解，鼓勵理解的同學加以說明。
（三）進一步探問：
1. 有可能同時犯了不只一種謬誤嗎？各組能否想出例子？
2. 當遇到別人有謬誤時，如何有更好的回應方式？

10 分鐘

（四）總結
1. 先至少自己避免產生謬誤。
2. 發現別人犯有謬誤，若要說服對方，需給他一個他可以接受的理
由，這需要思考。
三、期中報告
（一）先讓各組進行期中報告準備 5 分鐘。
50 分鐘
（二）各組同學輪流上台，報告
1.公共議題題目、探討主題。
2.內容、重點概述。
3.組內分工。
4.發表形式：打算如何帶領全班討論這個議題。
（三）每組報告時間共 6 分鐘（包含小組報告 4 分鐘和別組針對這個議題
提問與回饋 2 分鐘）。結束後換下一組報告及提問。
（四）最後再留 5 分鐘讓各組就同學的回饋，進行討論與修正。鼓勵透過
期中報告的準備，增加同學們的期待及投入度。
四、填寫「每週學習摘要與生活反思記錄表」。

實 作 評
量：能對
負責的公
共議題進
行思考，
及合理的
任務分工

第五、六節課結束
二、 教學省思(或提醒)
（一） 不論是「體驗教學法–全部 11 點」
，或是「對話教學法–什麼是偏見」
，都是需要先
熟悉帶領流程，方能讓學生在時間內完成體驗與討論。故建議在上課程先觀看教學法
影片備課。
（二） 非形式的謬誤有很多種，若觀察發現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較常犯的謬誤類型，進行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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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修改和替換，更能引發學生共鳴。

三、附錄
附錄一：直覺大考驗
一、有六個小孩的家庭中，出生序為「男、男、男、女、女、女」
，和出生序為「女、男、男、
女、男、女」，哪個機率比較高？
（一）選項：1. 男、男、男、女、女、女
2. 女、男、男、女、男、女
3.一樣高
（二）解答：3.一樣高。
（三）說明：但因為第二組出生序看似更隨機，而會被誤以為出現機率比較高。
二、一位個性很內向的人，比較有機會成為下列哪一種職業的人？
（一）選項：1.圖書館管理員
2.零售店職員
3.一樣多。
（二）解答：2.零售店職員。
（三）說明：因為直覺印象中，圖書館管理員的特徵是內向，零售店職員的特徵是較主動的。
但事實上，圖書館管理員的數目十分少，零售店職員的數目遠遠多於圖書館職員。所
以，性格內向的人成為零售店職員的機會仍然是較大的。
三、琳達 31 歲、單身，直率而聰明。她主修哲學。當年在學校唸書的時候，非常關心歧視問
題與社會正義，也參加反核遊行。請問琳達成為以下怎樣的人的機率最低？
（一）選項：1.活躍的女性主義者
2.銀行行員
3.銀行行員兼活躍的女性主義者
（二）解答：3.銀行行員兼活躍的女性主義者。
（三）說明：根據機率原理，A 且 B 的機率永遠小於或等於 A 或 B。琳達如果是個銀行行員
兼活躍的女性主義者，則她必是個銀行行員。換句話說，琳達是「銀行行員」的可能
性不會小於她是「銀行行員兼活躍的女性主義者」的可能性。
四、假定我們選擇某一篇英文文章，並記錄每個字母出現在不同單字的第一個和第三個位置
的頻率，看哪個出現頻率較高。少於三個字的英文單字不在計算範圍內。請你試著預估，
K 較有可能的情況是：
（一）選項：1.出現第一個字母的位置的頻率較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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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現第三個字母的位置的頻率較高
3.出現第一個字母和第三個字母的頻率一樣高
（二）解答：2.出現第三個字母的位置的頻率較高。
（三）說明：這些字母出現在第三位置的機率，都高於出現在第一位置，比率為二：一。但
因為人們要記起以字母 K 開頭的單字，顯然比記起字母 K 在第三位置的單字容易得多。
五、某城鎮有大小兩家醫院，大醫院每天接生 45 名新生兒，小醫院每天接生 15 名新生兒。
我們都知道，男寶寶的占比大約是 50%，只是比率每天都不同，有時高於 50%，有時低
於 50%。接下來一整年，這兩間醫院會每天記錄新生男嬰比率超過 60%的天數，你認為
哪家醫院「新生男嬰比率超過 60%的天數」比較多？
（一）選項：1.大醫院
2.小醫院
3.兩間都一樣（誤差都在 5%以內）
（二）解答：小醫院。
（三）說明：因為醫院規模愈小，母體數量不夠多，越有可能出現較異常的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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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為什麼不能吃狗？－從九把刀得來的九個以上的疑問
https://www.peopo.org/news/13440
今天在自由時報論壇看到某知名作家投書，呼籲民眾抵制韓
國將狗列為「食用家畜」－即吃狗合法化的行動。然而投書內
容裡說服人的方式實在令人搖頭：
「為什麼大家都吃牛猪雞鴨魚，卻獨獨針對合法化吃狗這件
事義憤填膺？也有很多人養猪養魚當寵物，你們為什麼不顧及
到那些人的感受，一直吃猪跟魚呢？是，你說的沒錯，我們就
是偏心。我們就是愛狗，所以不想讓狗被人吃、不想看到狗一
條條被吊起來割喉，尤其是一個不需要吃狗、肉類蛋白質營養
也不虞匱乏的韓國，我們真的無法坐視你們公然合法化吃狗這
種事。就算我們在辯論上狂輸給了韓國政府跟國際吃狗人士，我們還是會鍥而不捨，為了『我
們想要保護的東西』而戰鬥，這麼簡單的心情，很難理解嗎？」（2008/04/15 自由時報論壇）
這些說詞其實可以改寫成：「我們就是偏心。我們就是愛吃狗，所以不想因為人以寵愛
特定動物的名義而禁止我們對狗肉的喜愛，尤其是對於肉類蛋白質營養不虞匱乏、卻同樣因
為口腹之慾而食用各種動物的台灣，我們真的無法同意你們公然反對合法化吃狗這種事。就
算我們在辯論上狂輸給了國際愛狗人士，我們還是會鍥而不捨，為了『我們想要保護的食物』
而戰鬥，這麼簡單的心情，很難理解嗎？」
知名作家所提出的「我就是要這樣」的理由，其實根本不是什麼理由，如果這樣的理由
是可以成立的，那麼我們其實很可以想像台灣社會將有許多光怪陸離的聯盟與訴求將會出現。
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回頭看看韓國狗肉新聞的脈絡，在動物保護領域著力許久的「台灣動
物社會研究會」對此事件的論述裡，其實是著重在韓國在飼養、販賣、屠殺狗隻的過程中的
問題，甚至，它並沒有強烈地訴諸「愛狗情結」來讓人重視這事件，若真有提及，則可能為：
「目前韓國約有 1 千萬人口將狗視為伴侶飼養，若政府真的將狗納為食用家畜，不僅將造成
更多虐待動物案件，更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立法，也將在國際形象上讓韓國人蒙羞，甚至可
能帶來貿易、經濟上的損失。」
但這樣的說明其實也是曖昧的，因為今日台灣人的寵物物種也常與食用物種重疊，那麼
我們又要怎樣面對這樣的問題呢？如果我們粗糙一點地延伸，那麼是否作為寵物的物種，我
們都不該食用－即我們應該從「寵物物種」來推知「可食用物種」，否則會有虐待動物的影
響，但這樣的想法是否周全呢？
在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所提供的動物權與動物福利小百科裡，珍古德（Jane Goodall）也
提到了韓國人吃狗肉的習慣，她是以作為食用的狗「生前該怎麼飼養才適當」作為議題來和
韓國人進行討論－即便她認為那是一種為了進步所不得不做的妥協。再回頭看看台灣動物社
會研究會的論述內容，是否我們該討論的是「怎麼吃狗」而非「可不可以吃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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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按照知名作家的說法，之所以不能吃狗是因為許多人愛
狗。而在這關係裡，我們最常聽到的是「忠實」，其次才是比較
廣泛的「情感上的交流」，所以稱：「不吃狗，不虐狗，理由很
簡單，狗是人類最好的朋友。狗從不背叛人，人若吃狗，如同背
叛朋友，就是人性墮落。」（2008/04/10 中國時報）但倘若我們
只是片面地強調忠實、不背叛，那可能會將狗的價值徹底工具化
－事實上我們過去所接收到的狗的價值也大多是工具性的價
值，例如看家防小偷、避免無聊的陪伴，甚至是晚近的把妹等等。
但事實上，我們除了會發現狗的價值並不僅止於此之外，這
些工具性價值，也將難以讓我們對其產生尊重－我們會對一只監視攝影機產生「敬意」嗎？
我們會「尊重」一張墊腳的矮凳嗎？
工具往往不是難以取代的，甚至是非常需要汰換的。從這個角度來看，那些對寵物喜新
厭舊以致於會棄養寵物、再購買寵物的行為也就不足為奇了－因為他們是把狗看成是手機那
樣的流行飾品。而正因為狗不只有工具性價值，牠擁有超越工具性價值的價值，所以我們在
失去一隻狗時，很可能宛如痛失親人，即便再養一隻同種的狗，牠也不會是原來的那一隻。
而或許就是從這種角度與經驗來看，我們會很難將狗「只是當成食品」。
但在這裡，我們就又會碰到相同的困難：我們或許也能和牛、猪、羊、魚建立起某種感
情，發現到牠們工具性價值之外的價值，那麼這是否就意味著我們也不該食用牠們呢？而面
對素食主義，我們或許也可以質疑為什麼動物不能吃，同樣有生命的植物卻可以吃呢？植物
一樣有工具性價值之外的價值－我們會能在森林裡、田園裡被感動、被撫慰、思索生命的道
理，那麼為什麼我們可以吃它呢？我們究竟有什麼理由「就是偏心」呢？
此外，吃狗似乎常會被戴上不文明的大帽子，而姑且不論「我就是要這樣」究竟文明不
文明，我們或許可以從兩種想法所衍生出來的兩種面向，來另外對「養狗」這件事進行批評：
從人道的角度來看，將一條繩子綁在你最忠實的朋友的脖子上、拉著牠走，這種做法是文明
還是不文明呢？
從狗道的角度來看，將狗根本不需要的衣服、鞋子穿在牠的身上，還將狗當成是塑膠做
的芭比娃娃、在牠身上做各種「取悅主人」的美容、染色、修指甲…，將狗當成人類的嬰兒
來養，這樣對待狗是否也犯了人類過度以自我為中心的毛病呢？這種養狗方式與吃狗習慣，
是不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差別呢？
我們或許可以設想一種極端的情況，那就是在一個非常貧窮的地方，在面對難以忍受的
飢荒時，人們到底可不可以吃－那最忠實－的狗呢？這樣吃狗－它可能因此延續了「文明」
－究竟是文明還是不文明呢？如果我們真的決定吃狗，那麼理由是什麼？－因為我們不可否
認我們可以不吃，我們可以選擇不要犧牲一個生命來換得自己的生命，這是人的一種可能性。
根本問題到底是什麼？
讓我們再試著回到開頭的一個問題：是否我們該討論的是「怎麼吃狗」而非「可不可以
吃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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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marymactavish on Flickr.com
如果作為食用的狗在飼養過程中能被細心的照
料、也儘可能的減輕被屠宰時的痛苦，那麼我們是否
就可以吃狗了呢？這對於愛狗的人來說，可能還是很
難接受，這或許可以比擬那些將猪或牛視為不可吃的
聖物的人一樣。而如果，某天有個「愛雞聯盟」出來
反對人們食用雞肉時，那因為拿著六塊雞桶而感到十
分幸福的我們，又要如何說服他們我們對雞肉滋味的
喜愛，與食用雞肉的理由呢？「唔…因為這些雞是雞
農細心照料且經過電宰的，所以可以吃」，你認為這
樣的說法，愛雞人士能夠接受嗎？
我認為，其實問題的根本不在於「我們到底可以
吃哪些東西、不可以吃哪些東西」－不是「可以或不
可以」、正負立判的問題。而是我們－身為人類到底
應該以什麼樣的方式、態度生活在地球上的問題－沒
錯，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除非我們能努力釐清這
個問題，那麼吃狗與否、以致於吃肉與否的問題都很
有可能只是在原地打轉，我們會碰到前述的許多難
題，甚至還得訴諸不成理由的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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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對話紀錄表
時間

年

月

主題

地點

主持人

記錄人

組員
案例蒐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例一（簡述）

集

案例二（簡述）

案例三（簡述）

案例四（簡述）

案例五（簡述）

初步
定義
（組內）
修正
定義
（全班）
修改自潘小慧老師「蘇格拉底對話紀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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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有什麼問題？！

有什麼問題？！
班級：
組別：
說明：請依據語句內容，找出有問題的地方。
序號

語

句

內

容

組員座號：
哪裡有問題？

1

女人就是不用讀太多書，乖乖聽話就
好。因為幾千年來的傳統就是這樣，遵
守先人的智慧就對了。

2

開快車和酒駕都會造成更多人死亡，因
此開快車的危害及罪惡程度和酒駕一
樣。

3

死刑判決越多， 謀殺犯罪率越高，因此
死刑導致更多的謀殺。

4

這個人這麼有錢，一定很外向。

5

螞蟻是動物，因此，大螞蟻是大動物。

6

雙魚座的人都很浪漫。

7

常出事故的交通路段，辦了法會之後果
然就沒事了耶！

8

甲：你之前借的漫畫還沒還給我。
乙：你不要誣賴我偷你的書！

9

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能證明鬼不存在，
可見鬼是存在的。

10

你要不就是愛我，要不就是不愛我。

13

普通型高中綜合活動領域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思考：智慧的啟航單元教案
附錄六：非形式謬誤介紹

編號

謬誤名稱

特徵

1

以偏概全

以少數個例推論多數、全部、以及未來。

2

輕率因果連結

輕率的想出一個因去解釋某個果。

3

非黑即白

推理依據不當二分。

4

批評稻草人

依據誤解去批評。

5

不相干

用理性上無關的理由去推出結論。

6

訴諸無知

從不知道、無法證明推出有或沒有的結論。

7

不當類比

使用類比作推理，而且此一類比是不當的。

8

歧義

一個推理中有某個詞，有兩個不同的意義被使用。

9

錯誤解讀

推理中存有誤解

10

妄下結論

沒有理由或理由明顯不足就做出篤定的結論
出處：冀劍制教授〈謬誤辨識的原理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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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謬誤辨識小考驗
1.

「每個人都是我的敵人或者朋友。如果他是我的敵人，我就應該恨他；如果他是我的朋
友，我就應該愛他。所以對每一個人，我應該去愛他或者恨他。」請問以上的敘述最適
合用下列哪一個謬誤來說明？
(1) 非黑即白

2.

(2) 批評稻草人 (3) 錯誤解讀

「我家小孩回家就只會打電動，現在的小孩怎麼都那麼愛打電動啊！」請問以上最適合
用何種謬誤說明？
(1) 不當類比 (2) 以偏概全 (3) 輕率因果連結

3.

阿飛：
「我從來沒聽過人家說過我的壞話，所以我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一定還不錯。」請
問以上的敘述最適合用下列哪一個謬誤來說明？
(1) 以偏概全

4.

(2) 訴諸無知

(3) 不相干

小花剛剛說她考得很差，結果我發現她考 80 分，一點都不差。真是愛騙人的傢伙！請問
以上想法最有可能犯甚麼謬誤？
(1) 歧義

5.

(2) 不當類比

(3) 輕率因果連結

某甲看到有路人往他這邊看，就嗆說：
「瞪甚麼瞪阿，真沒水準。」請問以上最可能犯了
甚麼謬誤？
(1) 批評稻草人

6.

(2) 不當類比 (3) 輕率因果連結

「那個女生一定是喜歡我，因為他看到我都在笑。」請問以上最適合用何種謬誤說明？
(1) 不相干 (2) 以偏概全 (3) 輕率因果連結

7.

小黃：
「這個老師連字都寫這麼醜，我看他根本就不會教書吧。」請問以上的敘述最適合
用下列哪一個謬誤來說明？
(1) 非黑即白

8.

(2) 不相干 (3) 歧義

小華：
「你討厭我嗎？」小芬：
「不討厭啊。」小華：
「我就知道，妳果然喜歡我。」請問
以上的對話最適合用下列哪一個謬誤來說明？
(1) 歧義

9.

(2) 批評稻草人

(3) 非黑即白

小明經過小美的座位，看到她桌上放了某本書，就說：
「這看封面就知道一定是本很難看
的書。」請問以上的敘述最適合用下列哪一個謬誤來說明？
(1) 不當類比

(2) 妄下結論

(3) 以偏概全

10. 金融海嘯過後景氣慢慢回溫，房市在漲到高點之後開始下跌，你覺得自己運氣不好了一
陣子，所以決定找算命師改運，改運之後運氣還真的變好了，你一定覺得很靈驗。請問
以上可能犯了何種謬誤？
(1) 錯誤解讀 (2) 不當類比 (3) 以偏概全
解答
1-5 題

12211

6-10 題

3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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