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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學習單元五 
 

語言轉譯 (一)──說理和議論的技巧  
 

一、學習目標 

掌握說理和議論的表達技巧。 

二、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分析寫作方法(分析寫作技巧) 

 

寫作範疇： 

w 說明(闡釋事理，使人明白；掌握說明方法，如比較) 

w 議論(掌握議論方法，如例証、因果、比較、駁斥和正反立論) 

三、課節 

共 2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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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第 1-7節  

學習重點  

w 閱讀範疇：分析寫作方法(分析寫作技巧——說明)  

w 寫作範疇：說明(闡釋事理，使人明白；掌握說明方
法，如比較) 

 

教學步驟  

1. 學生分組討論：比較人和禽獸的不同之處，然後派
代表向大家說明「人禽之別」。 

 

2. 老師向學生講解本節的學習重點。  

3. 講讀《大同與小康》，讓學生體會作者如何透過比較
說明法來闡釋事理。 

‧引導學生分析作者通過哪幾方面的比較來說明「大
同」社會和「小康」社會的分別。 

‧跟他們討論文中運用比較說明法的好處。 

‧老師總結：透過比較說明法，能夠清楚、透徹地闡
釋事理，使人容易明白。 

 

4. 導讀梁啟超《少年中國說》，讓學生進一步掌握如何
透過比較說明法來闡釋事理。 

‧學生分組討論作者如何透過老年人與少年人的比
較，從而說明自己對中國少年的期望——「製出將
來之少年中國」。 

‧請學生比較以下兩種寫作手法，並指出哪種手法
能較清晰地闡釋事理： 

(1) 只指出少年人或老年人的特點，從而說明中國
少年有責任「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 

(2) 從正反兩面比較老年人與少年人，從而說明中
國少年有責任「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 

‧老師總結：透過比較說明法能較清晰地闡釋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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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學生回家自讀羅家倫《運動家的風度》，然後分析
作者如何透過君子與小人在競賽爭勝時的不同表現
與心態的比較，從而說明運動家應有的風度，以加深
學生對比較說明法的認識。 

 

評估活動 評估重點： 

寫作文章：以《守時》為題，請學生運用比較說明法寫
作說明文一篇。 

用比較說明法清楚地闡釋
事理 

第 8-10節  

學習重點  

w 閱讀範疇：分析寫作方法(分析寫作技巧——議論)  

w 寫作範疇：議論(掌握議論方法：例証)  

教學步驟  

1. 分組討論一個大家都關注的話題(例如「學校應否取
消考試」、「學校是否必須為學生提供儲物櫃」和「中
學生應否做暑期工」等)，然後要求學生確定立場，
並舉例支持自己的看法。 

 

2. 老師向學生講解本節的學習重點。  

3. 講讀啟凡《發問的精神》第四至第九段，使學生進
一步認識例証法。 

提問：(1) 作者舉了哪些例子來証明「發問是思想的
初步，研究的動機」？運用這種議論方法
有什麼好處？ 

回答：(1) 作者舉了以下四個例子： 

‧牛頓創立「萬有引力」學說 

‧瓦特發明蒸汽機 

‧釋迦牟尼創立佛教 

‧孔子「不恥下問」而成為聖人 

(2) 舉多個例証可以增加說服力。 

 

4. 學生重讀《享福與吃苦》，然後找出作者舉了哪些例
子來支持「很多聖賢豪傑都是從吃苦中磨鍊出來」
的論點，並分析「例証」在議論文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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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老師總結： 

‧例証法是一種常用的議論方法。 

‧為了具體地論証，並增加文章的說服力，作者往往
會舉出足夠的例証來支持自己的論點。 

‧為了增加說服力，應選典型而具真實感的例子。 

 

6. 老師作簡單的提問，然後請學生回家自讀李英豪《過
橋拆橋》，以加深他們對例証法的認識。 

提問：(1) 文中要論証甚麼？ 

(2) 作者舉了哪些例証來支持自己的論點？ 

回答：(1) 作者的論點：古往今來，「過橋拆橋」的
人比比皆是。 

(2) 作者舉了以下五個例子： 

‧《官場現形記》第十七回的一段話 

‧《孽海花》第三十一回的一段話 

‧越王勾踐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 

‧劉邦得天下後誅殺功臣 

‧朱元璋把功臣「今日封侯，明日賜死」。 

 

第 11-13節  

學習重點  

w 閱讀範疇：分析寫作方法(分析寫作技巧——議論)  

w 寫作範疇：議論(掌握議論方法：因果)  

教學步驟  

1. 老師提出一些因果問題，請學生從前因推斷後果(例
如：一個人很喜歡各種球類活動，一般來說，他的體
魄會怎樣？)或從結果猜想原因(例如：一個人從地上
拾到一張鈔票，馬上據為己有，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2. 老師總結，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會利用因果關係
去推論事情，或是從原因去推斷結果，或是用結果來
推論原因。這種從事物的前後聯繫和發展中闡明事理
的方法就是因果論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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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講讀《寫好作文的根本》，讓學生掌握因果論証法的
特點。 

提問：(1) 作者認為「每逢作文，學生常常無話可說」
的原因是甚麼？ 

(2) 本文運用了哪種論証手法？試略加說明。 

 

總結：(1) 作者認為中學生寫不好作文的主要原因是
未有「深入生活，廣泛閱讀」，以致缺乏
材料和詞彙貧乏。 

(2) 本文運用了因果論証法——從結果(「每逢
作文，學生常常無話可說」 )推論        
原因(學生未有「深入生活，廣泛閱讀」)。 

 

4. 導讀《如此「人生信條」》，讓學生進一步認識因果論
証法。 

提問：(1) 本文要論証甚麼？ 

(2) 文中用了哪種論証方法？試略加說明。 

總結：(1) 作者透過因果論証，揭示了「向錢看齊的
人生信條」的危害性。 

(2) 本文用了因果論証法。作者從中學生信奉
「向錢看齊的人生信條」(原因)，推論他
們「以自我為中心，以錢為重」，很易為
錢而做出危害社會利益的事情(結果)。 

 

第 14-16節  

學習重點  

w 閱讀範疇：分析寫作方法(分析寫作技巧——議論)  

w 寫作範疇：議論(掌握議論方法：比較)  

教學步驟  

1. 學生觀看兩個電視廣告(不同牌子的同類商品，例如
洗髮水、飲品等 / 不同公司的同類服務，例如流動
通訊服務、旅遊服務等)。 

 

2. 學生分組討論：從內容、選角和表達手法等方面比較
兩個廣告，然後論述哪個較佳。 

 

3. 老師向學生講解本節的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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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講讀《荊軻辯》，讓學生掌握比較論証法的特點。 

提問：(1) 作者認為荊軻值得為太子丹「獻身」嗎?
為甚麼？ 

(2) 為甚麼作者要將越王勾踐跟太子丹作比
較？ 

(3) 你欣賞本文的論証方法嗎？為甚麼？ 

 

回答：(1) 作者認為太子丹並非荊軻的知己，他厚遇
荊軻，完全是為了利用他，因此荊軻不值
得為太子丹「獻身」。 

(2) 越王勾踐跟太子丹都要報仇，作者將兩人
作比較，便突顯了太子丹「不是一個賢
君」，從而論証荊軻「為這樣的人而死，
空灑一腔熱血，死而不得其所」。 

(3) 學生可自由作答，答案言之成理即可。 

總結：(1) 透過比較，可以將事物的特點或矛盾闡述
得更加清楚明白。 

(2) 論說問題，固然可以從多方面進行分析；
但是也可以像本文只選最關鍵的一點，透
過比較而一針見血地加以論証。 

 

5. 導讀《祥林嫂和楊二嫂》，以加深學生對比較論証法
的認識。 

提問：(1) 祥林嫂和楊二嫂有甚麼相似的地方？她們
的性格和命運相同嗎？ 

(2) 文中要論証甚麼？ 

(3) 文中用了哪種論証方法？用得好嗎？為甚
麼？ 

 

回答：(1) 祥林嫂和楊二嫂同是魯迅筆下的人物，同
是女性，同是處於封建勢力壓迫下的江南
農村；但她們的性格和命運卻不一樣。 

 

(2) 作者用比較論証法論証了「性格決定命
運」，他認為只要「有一點『潑辣』的精
神，有一點『能言善變』的能力，有一點
『獨立自主』的精神」，就能夠在逆境之
中取得較好的命運，「活得容易些」。 

 

(3) 學生可自由作答，答案言之成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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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1) 用比較論証法寫文章，比較的目的一定要
明確，比較的對象一定要選得恰當。 

(2) 本文正能夠善用比較論証法：將兩個相似
的人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從而突顯了「性
格決定命運」的道理。 

 

6. 請學生回家重讀蘇洵《六國論》，然後指出作者如何
運用比較法突顯賂秦與不賂秦的不同結果（賂秦者使
國力虧損，以致較早被秦所滅；不賂秦者能固守其
土，以致較後被秦所滅），從而論証「六國破滅，非
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的道理。 

 

第 17-19節  

學習重點  

w 閱讀範疇：分析寫作方法(分析寫作技巧——議論)  

w 寫作範疇：議論(掌握議論方法：駁斥)  

教學步驟  

1. 老師提出一個有趣而富爭議性的論題，例如「男性比
女性能幹」、「金錢是萬能的」、「好心有好報」等。 

 

2. 請不同意這個觀點的學生提出自己的意見。  

3. 老師將學生的不同意見綜合寫在黑板上，並總結他們
的觀點和看法。 

 

4. 老師向學生講解本節的學習重點。  

5. 講讀啟凡《發問的精神》第十至第十四段，讓學生掌
握駁斥論証法的特點。 

提問：(1) 作者要駁斥的是甚麼？ 

(2) 他如何駁斥？ 

(3) 他最後確立了甚麼論點？ 

回答：(1) 作者要駁斥的是：只努力學習，然後牢牢
記住知識和道理而不多問的主張。 

(2) 他從以下三方面進行駁斥： 

‧不發問便不能產生新知識； 

‧不發問便會把錯的當作了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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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發問便沒法把知識和道理融化到生活
和習慣裏去。 

(3) 他最後確立的論點：大家必須「勤於發
問，勇於發問」。 

總結：(1) 駁論就是用充分有力的論據，去駁斥錯誤
的論點。 

(2) 必須抓住對方言論中最主要的觀點，才能
一針見血地批駁。 

6. 導讀梁啟超《敬業與樂業》第八段，讓學生進一步掌
握駁斥論証法的特點。 

提問：(1) 作者如何駁斥「做工好苦呀！」這種論調？ 

(2) 他透過駁斥「做工好苦」來論述甚麼道理？ 

總結：(1) 作者透過以下的論據來駁斥「做工好苦
呀！」的論調： 

‧「做工苦，難道不做工就不苦嗎？」 

‧做任何事都「一樣淘神、費力」。 

‧「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 

(2) 他透過駁斥「做工好苦」來論述人們必
須「樂業」的道理。他指出「凡職業都
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繼續做下去，趣
味自然會發生。」 

 

第 20-22節  

學習重點  

w 閱讀範疇：分析寫作方法(分析寫作技巧——議論)  

w 寫作範疇：議論(掌握議論方法：正反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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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1. 老師從正、反兩面指出「守時的重要」，然後引導學
生從正、反兩面探討其他話題，例如︰「中學生不應
/也可以談戀愛」、「公德乃良好人際關係的基礎」和
「勤學的重要」等。 

 

2. 老師向學生講解本節的學習重點。  

3. 講讀《為學》，讓學生掌握正反立論的特點。 

提問：(1) 作者提出甚麼論點？他如何從正反兩面立
論？ 

(2) 若作者只從正面或反面立論，效果如何？ 

(3) 本文有運用其他議論方法嗎？ 

 

回答：(1) 作者指出天下事「為之，則難者亦易矣(正
面)；不為，則易者亦難矣(反面)。」人之
為學亦然。「學之，則難者亦易矣(正面)；
不學，則易者亦難矣(反面)。」 

(2) 若作者只從正面或反面立論，則不夠全
面，效果較差。本文從正反兩面立論，然
後加以論証，就能更全面、更透徹地分析
問題，從而增加文章的說服力。 

(3) 本文還運用了「例証法」及「比較法」。 

‧「例証法」：以「蜀之鄙有二僧」「欲之
南海」的事為例，從而論証天下事「為
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
矣。」 

‧「比較法」：透過「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
者」和「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
的比較，論証了「學之，則難者亦易矣；
不學，則易者亦難矣。」透過蜀之二僧
往南海的事作比較，論証了天下事「為
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
矣。」 

總結：寫作一篇議論文時，可以因應需要而同時運
用不同的論証方法，以增加文章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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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學生重讀啟凡《發問的精神》，然後分析作者如何
從正反兩面立論，以論証發問精神的可貴，使他們進
一步掌握正反立論。 

正面立論：「一切知識的獲得，大都從發問而來⋯⋯
勇於發問、勤於發問的人，頭腦自然會日
益豐盈，眼光自然會日益敏銳。」 

反面立論：不發問便不能產生新知識，便會把錯的當
作了對的，也沒法把知識和道理融化到生
活和習慣裏去。 

 

第 23-24節  

評估活動 評估重點： 

1. 閱讀篇章及分組討論 

‧請學生閱讀《諸葛亮是個聰明人嗎》。 

‧分組討論本文的論點及論証方法，然後作口頭報告。 

‧老師總結： 

(1) 作者提出「諸葛亮並不聰明」的論點。 

(2) 本文用了以下的論証方法： 

‧駁斥法：作者從決事、用人、招才、審時度
勢及勇氣決斷五方面論証諸葛亮並
不聰明，從而駁斥一般人對諸葛亮
的正面評價。 

‧例証法：作者從決事、用人、招才、審時度
勢及勇氣決斷五方面分析諸葛亮並
不聰明時，都有舉例加以証明。 

‧比較法：作者以司馬懿取代魏曹一事，跟諸
葛亮愚忠地「硬扶阿斗」而不「取
而代之」作比較，論証諸葛亮「缺
少勇氣和決斷」，並不聰明。 

(3) 再次提示學生在寫一篇議論文時，應因應情況
而運用適當的議論方法，此外又可以同時運用
不同的議論方法。 

分析寫作方法及技巧(議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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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寫作文章 

‧老師在黑板寫出幾個題目，例如《天下烏鴉一樣黑》、
《中學生不應該/也可以談戀愛》、《我看明星崇拜熱》
及《真正值得「崇拜」的人》，然後跟學生略作討論。 

‧請學生選擇其中一個題目，並運用最少一種已學過
的議論方法，寫一篇文章。 

評估重點： 

掌握議論方法，如例証、
因果、比較、駁斥和正反
立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