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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學習單元四  

 
表達與應用（二）——達意得體  

 
一、學習目標  

透過不同的情境，掌握實用文的語體、演講的技巧等，提高口頭和書面

表達能力，做到達意得體。 

 

二、學習重點  

寫作範疇： 

w 實用寫作：演講辭、書信 

w 實用寫作：確定讀者，使用合適的格式，用語得體 

說話範疇： 

w 選擇用語：符合情境的要求，表達得體 

w 說不同類型的話：就不同主題演講 

w 說不同類型的話：充分準備，擬定提綱、講稿 

w 掌握說話策略：根據聽者的情況，確定話題及說話形式 

語文基礎知識： 

w 認識用字遣詞在表達上的效果 

w 認識實用文（演講辭、書信）的應用特點 

 

三、課節  

共 20節（每節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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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材料  

甲  選用學習材料：  

1. 林肯在葛底斯堡國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禮上的演說 

2. 《中小學中文實用參考資料（試用）》演講辭示例 

3. 《行政長官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動土儀式致辭全文》 

4. 鄭曉滄《愛惜光陰，努力進取》 

5. 楊振寧《在石溪的一篇演講（一九八二）》 

6. 胡適《防身的三味藥方》 

7. 電視節目：《政壇新秀訓練班》第二十二集 

8. 克里在波士頓發表承認競選失敗的講話 

9. 布殊在華盛頓發表宣佈競選獲勝的講話 

10. 投訴信示例 

11. 覆投訴信示例 

 
乙  建議配合閱讀書籍：  

1. 河南人民出版社演講學編寫組編《演講學》 

2. 劉文杰、蔣青編《金口才》 

3. 楊振寧《讀書教學四十年》 

4. 陳耀南《中國人的溝通藝術》 

5. 李鵬飛《不准錄音》 

6. 黃嫣梨《文化省察與婦女省覺── 中國文化演講錄》 

7. 張曉林《朱鎔基雋語錄—— 我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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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演講和演講辭  
——導論  
第 1-3 節  

 

學習重點   

語文基礎知識 

w 認識實用文（演講辭）的應用特性 
 

  

閱讀範疇 

w 分析寫作方法 

 

  

教學步驟   

1. 閱讀林肯在葛底斯堡國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禮上的演
說，教師引導學生討論： 
� 這篇演講辭的對象是甚麼人？他在甚麼場合演講？
演講的目的是甚麼？ 

林肯在葛底斯堡國家公墓的
演講辭可參考演講學編寫組
編，《演講學》(1988)，河南
人民出版社，頁 323–324。 

� 這篇演講辭表達了哪些內容？ 

� 本文表達了作者哪些觀點？流露了哪些情懷？ 

初步了解演講的應用範圍和
作用，並培養欣賞演講辭的
態度。 

  

2. 教師總結。  
  

3. 教師範讀演講辭，然後著學生嘗試投入感情演繹。 這篇演講辭短小精悍、言簡
意賅、內容豐富、感情真摯、
見解獨特。 

  

4. 閱讀《「盡展才藝迎千禧」音樂會閉幕辭》和《校友
會周年聯歡會歡迎辭》兩篇演講辭，著學生從應用範
圍、作用和格式方面歸納演講辭的特點。 

《「盡展才藝迎千禧」音樂
會閉幕辭》和《校友會周年
聯歡會歡迎辭》兩篇演講辭
可參考教育署中文組編《中
小學中文實用參考資料（試
用）》(2001)，頁 69–70。 

  

5. 教師總結。  
  

6. 重溫初中時有關演講的分類、六要素、結構模式等的
知識。 

 

學生初中時曾看教育電視
「天外來客」，對演講的分
類（學術性演講、鼓動性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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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著學生於政府機關、公營機構、學校、社團等機構的
網頁上搜尋演講辭一篇，然後就應用範圍、作用、格
式、結構等方面加以分析，寫成簡短報告，於課堂上
分組互相交流。 

 

講及禮儀性演講）、演講的
六個要素（內容：理、事、
情；表達：口語化、表情動
作、語音清晰有變化）和演
講的結構模式（引起興趣→
說明主題的重要性→舉事例
論證→結尾提出願望和呼
籲）已有初步的了解，故教
師可略提教育電視的內容，
讓學生溫故知新。 

  
  

演講和演講辭  
——目的、身份、對象  

第 4-11 節  
 

學習重點   

寫作範疇 

w 實用寫作：演講辭 

w 實用寫作：確定讀者 

 

  

說話範疇 

w 說不同類型的話：充分準備，擬定提綱、講稿 

w 掌握說話策略：根據聽者的情況，確定話題及說話形
式 

 

  

語文基礎知識 

w 認識用字遣詞在表達上的效果 
 

  

教學步驟   

1. 閱讀《行政長官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動土儀式致辭全文》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太平紳士
出席聯合商會午餐會演辭——破除錯誤觀念》兩篇演講
辭，著學生比較兩次演講的目的，內容選取和表達手
法。 

《行政長官在香港迪士尼樂
園動土儀式致辭全文》可參
考以下網址： 
http://www.info.gov.hk/gia/ge 
neral/200301/12/0112181.htm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
司司長曾蔭權太平紳士出席
聯合商會午餐會演辭——破
除錯誤觀念》可參考教育署
中文組編《中小學中文實用
參考資料（試用）》，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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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在香港迪士尼樂
園動土儀式致辭全文》內容
重點在於描述迪士尼樂園對
香港旅遊業發展有助益，香
港的基建將如何配合，並祝
願迪士尼公司與香港特區政
府合作愉快，令迪士尼樂園
能早日落成。而《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蔭
權太平紳士出席聯合商會午
餐會演辭——破除錯誤觀念》
一文的重點在於提出證據，
駁斥社會上對財政預算案的
錯誤觀念，故全文列舉不少
數據，如各項公共開支的轉
變和本港勞動市場職位的轉
變等，以支持論點。 

  

2. 教師節錄數段演講辭的片段，著學生指出該演講的目
的、對象的身份。 

 

  

3. 導讀鄭曉滄《愛惜光陰，努力進取》一文，著學生討
論： 

� 演講者的身份 

� 演講的對象 

� 演講的目的 

� 演辭的主題、內容 

� 用語的特色 

教師引導學生分析作者如何巧妙地把自己與聽眾的距
離拉近，增加了親切感和讀者的認同感。 

鄭曉滄《愛惜光陰，努力進
取》一文可參考劉文杰、蔣
青編(2000)《金口才》，頁
347–351，吉林攝影出版社。 

鄭曉滄為浙江大學代校長，
他以「假若我得重做一個大
學生」的形式來闡述自己要
說的話題，與學生作出平等
的交流，而不是以校長身份
處處教訓學生，令人聽來更
有親切感。 

  

4. 講讀楊振寧《在石溪的一篇演講（一九八二年）》一
文，著學生討論： 

� 演講者的身份 

《在石溪的一篇演講（一九
八二年）》可參考三聯書店
出版《讀書教學四十年》。 

� 演講的對象  
� 演講的目的  

� 演辭的主題、內容  
� 用語的特色  

教師引導學生演繹某些用語得體，或語重深長的句
子，讓學生體會演講辭的內容、語調及用語如何配合
中國訪問學者和研究生這些聽眾對象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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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四人一組自讀胡適的《防身的三味藥方》，從中
找出內容、語調及用語如何配合聽眾（大學畢業生）
的身份來寫。 

 

  

6. 把學生分為六組，分別就以下兩種處境，寫作一篇約
300字的演講辭： 

三組以校長的身份向小六學生介紹自己學校，以吸
引他們報讀本校。 

參考香港教育署(2001)《中小
學中文實用寫作參考資料
（試用）》頁 66–67。 

三組以學生會會長的身份向中一同學介紹學校，以
協助他們盡快適應中學生活。 

 

  

7. 學生小組互評，然後修改文稿，選出一位學生於課堂
上演講。全班學生就確定自己身份和聽眾對象兩方面
評論各組演講的優缺點，並建議改善方法。 

 

  

8. 教師引導學生進一步認識演講辭的內容和用語須按目
的和對象的不同而有別。 

 

  

9. 搜集演講材料：著學生開始從生活中發掘一些有意義
的題材，搜集資料。 

此舉為寫作演講辭作準備，
且有助學生積累素材，對日
常的寫作和說話皆有幫助。 

  
  

演講和演講辭  
——用語得體  
第 12-16 節  

 

學習重點   

寫作範疇 

w 實用寫作：演講辭 

w 實用寫作：用語得體 

 

  

說話範疇 

w 說不同類型的話：演講 

w 選擇用語：符合情境的要求，表達得體 

 

  

語文基礎知識 

w 認識用字遣詞在表達上的效果 
 

  
教學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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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聆聽香港電台《政壇新秀訓練班》第二十二集訪問何
秀蘭講述落選心情的部分（約十五分鐘）。教師引導
學生討論： 

� 她的心情如何？ 

《政壇新秀訓練班》第二十
二集訪問內容可參考以下網
址： 
http://www.rthk.org.hk/rthk/ 
radio2/YoungPolitican/ 
20040918.html 

� 她說無意令任何人為一個議席難過。她說這話的背
景是甚麼？目的是甚麼？作為聽眾，聽了這句話你
有甚麼感覺？ 

 

� 她曾提及她的同事，她說了些甚麼？作為聽眾，你
聽了這些話有甚麼感覺？ 

� 除了提到競選失敗的事，她還提到甚麼事情？你認
她這麼說有甚麼作用？ 

何秀蘭雖然落敗，仍能無怨
無悔，更積極大方地檢討不
足，努力計畫未來。 

� 試摘錄一些得體大方的用語，或一些仍未得體的用
語，並加以改寫。 

 

  

2. 自讀美國大選，克里在波士頓發表講話承認失敗和布
殊在華盛頓發表演講宣布競選獲勝的文字稿，摘錄得
體或不得體的用語，並說明原因。 

克里講話的摘要可參考以下
網址： 
http://www.cctv.com/news/w 
orld/20041104/100889.shtml 
布殊講話的全文可參考以下
網址： 
http://www.cctv.com/news/w 
orld/20041104/100079.shtml 

  

3. 教師引導學生歸納用語得體的策略，如體諒他人感
受、使用委婉語、轉換話題等，並提醒學生要因應情
境和對象隨機應變。 

 

  

4. 教師擬定情境（如以學生會主席或領袖生長身份在中
一迎新營中演講），著學生寫作演講辭初稿，學生就
內容、用語是否符合寫作目的和場合互評。學生修改
文稿。 

 

 

建議評估準則： 

� 切合情境、主題突出、內
容豐富 

� 結構完整 
� 用語得體 
� 格式正確（稱謂、引言、
正文、結語） 

 
5. 教師批改文稿後請個別學生向全班演講。教師和學生
評論措詞語氣等是否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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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信和覆投訴信  
第 17-20 節  

 

學習重點   

寫作範疇 

w 實用寫作：投訴信和覆投訴信 

w 實用寫作：用語得體 

 

  

語文基礎知識 

w 認識實用文（投訴信和覆投訴信）的應用特性 

w 認識用字遣詞在表達上的效果 

 

  
  
教學步驟   

1. 教師事先預備若干則報刊中的投訴剪報，在課堂上向
學生展示，並引導學生分析投訴的目的： 

 

� 反映投訴人不滿  

� 要求改善現況  
� 要求對方道歉  

� 要求對方賠償  
  

2. 教師進而向學生解釋投訴旨在改變對方觀念，認同己
方的投訴合理，並促使對方有跟進行動（例如：改善
服務、道歉、賠償等等）。 

 

  

3. 閱讀投訴信示例，區分信中的敘述成分，然後分析在
投訴信中詳細敘述事件的作用： 

� 讓對方知悉事件的脈絡，從而讓雙方在共同了解的
情境中展開對話 

學生若已經於初中階段掌握
投訴信的構成部分，則略為
重溫 3–5部分便可。 

� 為己方的投訴提出具體的理據  

� 為對方提供足夠的資料跟進和作出判斷  
  

4. 教師著學生就以下情境，指出應向投訴機構提供哪些
資料： 

 

� 垃圾站衛生環境惡劣  

� 超級市場收款員服務態度欠佳  
� 旅行團行程與宣傳單張所載不符  

� 外國遊客無須排隊購票參觀藝術館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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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著學生思考除了敘述投訴的事件外，投訴人還要在信
中提供哪些資料。 

 

� 投訴的目的（反映不滿？要求改善服務？要求立即
補救缺失？要求道歉？要求賠償？） 

 

� 投訴人的聯絡資料（以便對方回覆，或查詢更詳盡
的資料） 

 

  

6. 學生分小組討論。比較數則投訴信的用語特色，以被
投訴者的角度評論哪一篇更能促使你向他賠償和道
歉，並寫下原因。 

 

  

7. 寫作活動：教師著學生從上述四個情境中（見步驟 4）
選取一種，寫一封約 400字的投訴信。 

建議評估準則： 

� 敘述清楚具體、訴求明確 

� 文句簡潔 

� 用語得體 

� 格式正確（稱謂、開段分
段、署名、日期） 

  

8. 閱讀一封投訴信和一封回應的覆投訴信，分析覆投訴
信者所用的策略和用語特點。 

 

  

9. 著學生從下列各方面比較投訴信跟覆投訴信用語之
別： 

 

� 信中用語的褒貶色彩  

� 信中用語的謙敬意味  
� 信中用語的輕重程度  
� 信中的用語是直接還是委婉  

  

10. 教師總結撰寫投訴信的人往往為了強調自己的不滿，
會選用感情色彩鮮明、語意直接、程度較重的詞語；
相反，撰寫覆投訴信的人要在消弭對方不滿、淡化雙
方矛盾的同時，盡量維護本身機構的利益。因此，在
提及同一件投訴事件時，會調節信中用語的褒貶色
彩、謙敬意味、輕重程度等，務求既要達意，也要得
體。 

 

  

11. 寫作練習：選取數封學生所寫內容豐富的投訴信，著
學生以機構負責人的身份覆信。 

建議評估準則： 

� 能直接回應投訴者提出的
問題，平息投訴人的不滿 

� 表達清楚明確，能突出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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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語得體 
� 格式正確（稱謂、開段分
段、署名、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