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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中學中國語文學與教系列(5)：綜合能力學與教策略(二) 

主    辦：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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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1.2 師生之間的反饋：習作的總評與眉批、佳作賞析、片段詳解。 

近年曾應邀趨訪中學，與師生交流，並評閱中四級學生所寫的綜合能力習作。為便解說，

我為習作寫上評語，給同學參考。以下為若干例子： 

 

○○○中學 2009 年綜合能力練習評語 

樣本 1 (751 字) 

 原文 評分要點 

 

1 

 

2 

 

3 

 

 

 

 

 

4 

 

 

 

 

 

5 

 

6 

 

 

 

 

 

 

7 

 

成功與發展 

    香城體育壇發展歷史悠久，當中亦創下不少輝煌佳績。在最近的「香

城區際中學運動會」上四區中學的運動員更屢破大會記錄，成績令人振奮。 

    當中以東區為例，東區中學在今次的運動會上奪了二十面金，是成為

奪金數目最多的一區。東區之所以能創造佳績，全賴學校實行精英主義。 

    東區中學的學校投放大量的資源聘請專業的教練去訓練學校的運動精

英，為求令他們的實力越來越強，能創造佳績。而且學校亦會給予得獎的

運動員獎學金作為一種鼓勵，希望他們能再接再厲、自強不息。學校十分

注重精英培訓，會優先考慮錄取優秀的運動員入學。而且該區的運動員亦

有一種追求卓越的心態，希望自己能在運動場上發出耀眼的光芒，令他們

充滿鬥志。 

    但是，在精英主義實施亦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例如：由於注重精英培

訓而忽略了其他同學參與運動，令到區內中學的運動人員十分之少，而且

在一些區內運動會中，亦會令氣氛較為冷清，因為來來去去都是那些運動

員參加、奪獎，缺乏了一些新鮮感。而且可能由於注重精英培訓的關係，

教練對運動員的要求會比較嚴格，受訓時間會比較長，令到一些同學花在

學業上的時間不足夠，導致成績差或下降的情況出現。 

    再者，在精英主義下可能會令同學將得失看得太重，令同學可能一旦

遇到挫敗便難以接受。 

    所以，本人認為區內未來可仿效西區的政策，推行「一學生一運動」

的政策，提升其他同學參加運動的機會，而且亦可制定一些時間表，規定

一些精英運動員受訓的時間，讓他們可在運動和學業方面取得平衡，兩面

都能兼顧。而且亦可加強宣傳教育學生一些有關運動的知識，讓他們明白

比賽不只是在於成與敗，友誼，和諧亦十分重要，可讓他們能以一個平常

心去看待比賽。相信在這樣的發展之下，東區的體育發展一定會更加美好

和成功。 

    最後，在此再次恭賀香城體育總會創立十周年。        

                              東區博文中學學生：騰若飛 

                                      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 

標題 

 

 

 

 

成功因素： 

1.聘請教練 

2.獎學金 

3.收生政策 

 

 

不足之處： 

1.風氣不普及 

2.影響學業 

3.太重得失 

 

 

 

 

 

見解： 

1.一生一運動 

2.平衡身心 

3.運動真義 

 

 

 

文末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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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總評 

概略而言，本文屬中品水平，已高於一般中四同學之水平。語境意識包括標題、身分合乎論述，

文末署名三項。本文標題平平，未見文采，亦未能概括全文；身分與論述相合，而文末資料清楚，

故語境清楚。可惜末段恭維語實屬畫蛇添足，影響了語境的完整。整合要點的能力不俗，成功因

素只欠缺「為參賽運動員舉行補考的政策」一點，惟拓展猶未臻飽滿，尚需努力。「見解」切中

東區偏弊，可謂對症下藥，惜論證粗略。文句通順，分段合理。末段無端加插祝賀，宜刪去。整

體而言，各範圍均已達到基本要求。 

 

乙、各項評語 

(一) 語境意識：中品上等 

此篇文章語境意識尚可，以下分三方面言之：(1)標題概括要旨，未算準確。(2)身分與論述

觀點相合，全文環繞東區中學情況下筆。(3)篇末署名資料齊備。 

(二) 整合與拓展：中品上等 

「整合」是指考生細心分析聆聽資料與閱讀材料，因應試題要求而擷取有用的要點。「拓展」

是指把簡單的要點加以開拓與闡述，把最基本的概念加以擴展與發揮。此卷整合了成功因

素三點：(1)聘請教練，(2)獎學金，(3)收生政策，只遺漏了「為參賽運動員舉行補考的政策」

一點。此卷整合了不足之處三點：(1)風氣不普及，(2)影響學業，(3)太重視得失。整體而言，

整合能力不弱，拓展亦中規中矩，能達到一般會考生水平，雖然未臻上乘，但以中四同學

而論，則已達中上水平。再加努力，「綜合能力」一定可以增強。 

(三) 見解與論證：中品下等 

所謂「見解論證」，是指考生因應語境和試題要求，發表個人見解，只要答案持之有故，言

之成理，即可接受。今年，本卷要求考生針對東區或西區中學體育發展的不足之處，提出

兩三個改善建議；建議既可以是發展的原則，也可以是具體的辦法。細言之，此題見解論

證之評分包括以下兩項標準。第一，建議應針對本區不足之處。第二，內容飽滿，論證嚴

密。 

本文提出三點建議：1. 推行「一學生一運動」的政策；2. 限制精英運動員受訓時間，平衡

運動和學業發展；3. 加強價值教育。三點建議都只有粗略的論證。如能細加說明，解釋提

出每項建議的原因、可行的措施、預期的效果，將更細緻可讀。 

(四) 表達與組織：中品上等 

評語：首二段引子點出背景，然後第三段整合成功因素，第四至五段整合不足之處，第六

段提出見解略嫌簡略，末段收結則屬蛇足。概言之，結構尚算平衡。 

全篇文句通順，沙石不多，文字平實，略有修飾。須知論說文、應用文，也可寫得出色，

例如〈論貴粟疏〉、〈過秦論〉、〈出師表〉、〈陳情表〉、〈蘭亭集序〉、〈春夜宴桃李園序〉……

說理文字也可以寫得文采斐然，情深處更非一般抒情文字可比，同學不可不察。同學既要

學習範文，也要多讀古今佳作，長期浸潤，方能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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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 2007 會考模擬卷評析報告 

樣本 2 (880 字) 

 原文 評語 

 

1 

 

 

2 

 

 

 

 

 

3 

 

 

 

4 

 

 

 

 

5 

 

 

 

6 

 

 

 

 

7 

 

 

 

8 

 

 

關注青少年吸煙問題 

 吸煙危害健康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然而，不少南區的青少年仍然染

上這種不良嗜好，所以，我們應了解他們吸煙的成因，並針對問題，尋

求解決辦法。 

 區內青少年吸煙的成因如下： 

一、朋輩壓力 

跟【根】據統計資料，南區青少年的入學率較 01 年高了 2%，這顯

示青年接觸年紀相若的朋友的機會提高了。由於不少青少年都有吸煙的

習慣，這很容易會令不吸煙的青少年受到影響，為了爭敢朋友的認同而

吸煙。久而久之，吸煙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份【分】。同時，青少年吸煙

已是司空見慣，令無知的青少年因羊群心理而染上煙癮。 

二、家庭因素 

南區家庭中，不少父母都忙於工作，缺乏和子女溝通，甚至連子女

吸煙也不知道。更甚者，有些父母也有吸煙的習慣，成了子女的壞榜樣，

令南區青年吸煙的問題惡化。 

三、文娛康樂設施不足 

南區的青少年人口由 01 年的三十萬升至 06 年的四十五萬，但文娛康

樂設施的數目卻是全城最少的。一些設施，如圖書館和博物館更是沒有

的。不少有煙癮的青少年都表示，由於區內沒有康樂設施可供減壓，他

們只好透過吸煙來發洩情緒。 

四、青少年對吸煙的禍害認識不足 

不少吸煙的青年都不知道吸煙是嚴重的影響健康的；即使商人作出

忠告，他們也不相信吸煙的禍害，情況有如慢性自殺，青少年若不

及早醒覺，後果將會十分嚴重。 

五、私煙販賣問題嚴重 

南區是全香城私煙販賣問題最為嚴重的一區。由於青少年大多沒有

經濟能力，這些私煙價錢較低，正好切合他們的需要。同時，廉價私煙

亦會鼓勵青年人嘗試吸煙，實在帶來很多的禍害。 

 有見及此，社會各界人士都應關注南區青少年的問題。建議如下： 

一、 政府加強打壓私煙販賣 

私煙販賣活動間接吸引青少年吸煙，政府為了遏止這種非法活動，

應大力掃蘯【蕩】。同時，政府更應立法加重販私煙的刑罰，並引入「購

買者則罰」的辦法，子【以】收阻嚇責任。 

二、 加強教育 

學校和政府都應加強推廣吸煙所帶來的禍害，例如舉辦講座，令青

標題 

a.尚算清楚 

b.未寫南區 

c.明白任務 

 

 

整合拓展 

a.青少年人口

增加 

b.欠缺溝通，

父母未能照顧 

c.文康設施不

足 

d.不知吸煙禍

害 

e.私煙猖獗 

 

 

 

 

 

 

 

 

 

 

 

 

見解論證 

a.加強執法 

 

 

b.加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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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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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及早醒覺，不要染上毒癮。 

三、 父母關心 

為人父母者，應以身作則，戒除不良嗜好，並加強和子女的溝通，

以建立和諧的家庭及防止子女養成吸煙的懷習慣。 

 青少年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我們要努力防止他們吸煙，確保他們的

健康不會受到吸煙的影響，造成社會上不必要的損失。(教師給分 32/50) 

 

c.家庭照顧 

 

 

收結 

 

甲、總評 

 整體而言不俗，可列入上品。「語境意識」方面，語氣恰當，整合部分緊扣南區，本應可得

較佳分數，因標題只抄錄原文，忽略點出「南區」，故酌減分數，建議在末段呼應「世界無

煙草日」的主題。表現最佳者是「整合拓展」準確而充分。每一點都緊扣「南區」的問題

下筆，分點清楚而合理，學生的整合能力頗高。「見解論證」則僅屬中品，學生所提解決辦

法比較簡單，亦未特別針對「南區」的問題。反映學生可能分配時間尚未完善。「表達組織」

方面，前半分析成因，後半謀劃方略，分點分段，結構穩妥。錯別字四個，尚可接受。文

字尚算通順，雖偶有沙石，概而論之仍屬中上水平。 

乙、眉批 

(一) 語境意識：上品 

評語：此篇信函語境意識尚可，以下分三方面言之： 

標題 語氣 起結 

宜點出「南區」 客觀，恰當 首段點題，收結稍欠呼應。 

(二) 整合與拓展：上品 

評語：整合包括五個要點，幾已包羅全部成因。所整合各點，由大至小，排序尚算合理。引

用資料準確，而拓展尚算充分。 

整合 拓展 

a. 人口結構 青少年人口增加，未全面就學 

b. 社區設施 青少年欠缺正常娛樂，社工不足 

c. 心理因素 朋輩影響，認知錯誤 

d. 家庭因素 欠缺溝通，欠缺照顧，父母身教 

e. 私煙猖獗 私煙價低，容易購買 

(三) 見解與論證：中品 

評語：見解只列出三點解決辦法：政府加強打壓私煙販賣、加強教育、父母關心，尚可接受。

論證未算充分。 

(四) 表達與組織：上品 

評語：一段一重點，三段寫整合拓展，一段寫見解論證，組織有條理。用詞尚算靈活。文

句大致通順，偶有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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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 試卷五練習分析 

樣本 3 (778 字) 

 原文 評分要點 

 

1 

 

 

 

2 

 

 

 

 

3 

 

 

4 

 

 

5 

 

 

 

 

 

 

 

 

6 

敬啟者： 

  素聞 貴協會舉辦之「中國文化青年大使計劃」甚具意義、令參賽者獲

益良多，適逢是次招募大使活動，本人章忻忻亦冒昧致函毛遂自薦，祈【期】

能擠【躋】身大使之列，為推廣中國文化肩起己任，並能獲取此寶貴學習經

驗。 

  本人自小熱愛祖國文化，尤對中國詩詞、樂韻甚為鍾愛，亦曾於校際朗

誦節詩詞獨誦普通話組中摘得冠軍；於校際音樂節古箏獨奏取得亞軍。此

外，本人亦為校內之普通話學會會員，能操流利國語。相信此等長處以及加

上本人對中國文化之熱誠和認識，定能對青年大使工作起莫大幫助，並更有

效的在各地宣揚祖國文化。 

  另外，本人對活動推廣方面亦具有經驗，包括曾於校內英語同樂日中擔

任籌委會文書一職，及現任話劇團副團長。故此，本人對舉辦、策劃有關中

國文化之活動甚有信心。 

  其次，本人亦被獲選為英語大使，英語水平有一定程度、英文口語流利，

與外籍人士溝通並無困擾。因此本人自信能勝任計劃中赴英傳揚中國文化之

任務。 

  倘若有幸被 貴協會挑選成為大使，本人定當將所學加以運用、在社區

中好好實踐。對此，本人有三項構思：第一，與本人所屬之話劇團協力製作

一套關於中國文化的話劇，於區內中小學演出，藉此引起區內年青人對祖國

文化的興趣，亦可增進團中成員對祖國文化的認識；第二，聯同其他大使及

文化團體舉辦區內綜合晚會，並配合攤位遊戲及有關展板，專題介紹及示範

各種中國傳統藝術，如粵劇、武藝、紙藝等。在晚會上可加插以上藝術及古

樂演奏之表演；而以中國傳統美食作攤位遊戲之獎品亦可提升晚會之吸引程

度，且能配合主題；第三，於社區會堂開辦有關中國藝術之興趣班，如剪紙、

水墨畫班、書法班、中國舞等，並一併介紹技藝的典故、背後的文化。 

  本人真心期盼能將以上之活動付諸實行，所以端請主席給予本人面試的

機會，讓本人一展所長，並為傳揚母國文化出一分綿力，成為青年大使的一

分子。 

  此致 

評審委員會主席何允行教授 

杏壇中學中四學生 

章忻忻謹啟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日 

上款：語境 

第 1 段： 

a.自薦 

b.認同計劃 

 

第 2，3，4 段： 

整合與拓展 

a.文化素養 

b.活動經驗 

c.英語能力 

 

 

 

 

 

第 5 段： 

見解與論證 

a.話劇表演 

b.綜合晚會 

c.興趣班  

 

收結： 

語境意識 

a.求賜面試 

b.自謙 

c.祝頌語 

d.下款 

e.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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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評 

整體而言水平甚高，可列入上品。「語境意識」方面，自薦意識強，除第二段語氣微覺高亢外(參

畫底線部分)，通篇而言尚算恰當，格式亦完全合乎要求(上款、下款、日期)。自薦部分屬「整合

拓展」，整合個人長處，涵蓋文化素養、籌辦活動經驗、英語能力三種並加拓展申述，三點之中

以文化素養一項拓展得較佳，其餘兩項招展之深度，亦能達到中等水平。「見解論證」部分，主

要是提出回到香城後，在社區與中小學推廣文化之構想，所提三點包括話劇表演、綜合晚會、興

趣班，既緊扣個人經驗(話劇團)，又借助閱讀材料之提示(綜合晚會、攤位、展板)，緊扣主題而

加以發揮，第三項興趣班雖欠充分論證，仍切合推廣文化之主題。因此，見解論證既有個人創見，

又與主題呼應，論證有力，表現極佳。「表達組織」方面，整合分三段，每段拓展一重點，結構

穩妥；而見解論證則以一段包羅三項建議，條理分明，全篇詳略恰當。除少數沙石外，文句通順，

用詞偶有修飾，概而論之，屬上等水平。總分約為 38 分。 

 

乙、各項評語 

(一) 語境意識：上品 

評語：此篇信函自薦意識強，語境意識明確，以下分三方面言之： 

稱謂 格式 語氣 

自稱：向長輩自稱「本人」，語

氣較高亢，自稱「我」更自然。 

上款、下款、日期齊備。 

下款簽名後加上啟告語，當更

有禮。 

對收信人表示一定的尊重。 

「毛遂自薦」、「出一分綿力」

等語氣謙虛。* 

*「摘得冠軍」、「……定能對青年大使工作起莫大幫助」，語氣過強。 

(二) 整合與拓展：中品 

評語：整合包括三個要點，足以證明申請人具備合適條件，引用資料尚算準確；拓展尚可，

能闡明個人長處。 

整合 拓展 

a.中國文化素養： 曾得詩詞朗誦冠軍及古箏亞軍，證明對文化有興趣。 

b.推廣活動經驗： 曾任英語同樂日文書、話劇團副團長，證明有籌辦活動的能力。 

c.運用英語能力： 英語大使，證明能用英語與英國人溝通。 

(三) 見解與論證：中品 

評語：三點建議，既有個人創意，以話劇及興趣班推廣文化，又善用試卷提示之攤位遊戲、

展板、綜合晚會，再詳加論證。建議大致合理可行，說服力強。 

見解 論證 

a. 引用過去做法 沿用過去做法，以遊戲、綜合晚會、展板推廣文化，論證充足。 

b. 個人建議 話劇表演、興趣班 

(四) 表達與組織：上品 

評語：全篇段落安排合理，一起一結合乎信函要求；整合部分一段拓展一個重點，見解部

分條理清楚。文句通順，用詞準確，錯別字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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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 

 內語境：時、地、人、事、物等 

 外語境：情景語境、文化語境，例如〈出師表〉之忠、〈陳情表〉之孝 

 

〈出師表〉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

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

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褘、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

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

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

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也，願

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

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

探，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

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

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褘、允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課，

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教條示龍場諸生〉之〈責善〉王守仁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

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

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

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

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為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

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

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

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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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 

 

2.1 語境意識之養成：世事人情，專對得體 

 語境→應對→得體：文體運用、語言運用、表達策略等方面。 

 格式之外：謙虛、敬重、致謝、致歉、婉拒、辭謝、恭賀、慰問…… 

 

 

(1) 如果學生官嘉嘉向來訪的嘉賓「教育局黎局長」發表意見，以下哪一段開場白最合適？ 

 

A. 黎局長：香城社會的語文在每個年代都會有不同的流行用語，以下是我的看法。 

B. 黎局長：我是杏壇中學中四級的學生官嘉嘉。我很高興能够代表我校與局長直接交流。 

C. 黎局長：您好，我是杏壇中學的學生代表官嘉嘉。今天很榮幸能邀請您來臨本校與我們交流。 

D. 黎局長：謹代表本校歡迎蒞臨。我是官嘉嘉，有幸見面，談談我對語文的淺見，深感光榮。 

 

 

(2) 如果某位嘉賓向全校師生發表演說完畢，以下哪一句話最不謙虛？ 

 

A. 以上就是我研究的心得和成果，多謝大家。 

B. 以上看法，如果有未周之處，希望大家賜教。 

C. 以上都是我研究計劃的初步結果，讓大家指教。 

D. 以上意見全屬個人見解，不足之處，希望原諒。 

E. 以上都是我的淺見，如果有任何錯漏，請大家糾正。 

 

 

(3) 如果學生在台上向全校師生發言，以下哪一句結束語最得體。 

 

A.  最後，多謝大家耐心聆聽，希望大家真正了解我的意見，謝謝。 

B. 最後，多謝大家專心聆聽我的演講，希望各位明白我的意見，謝謝。 

C. 最後，我深信這次講話深具啟發性，下次我會獻上更精彩的演講，再見。 

D. 最後，多謝大家給我這個交流的機會，希望下次可以再向各位請益，謝謝。 

E.  最後，我知道今天演講內容很高深，希望每位朋友都能真正明白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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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 

 

2.1.1 要提醒學生與受眾交流意識 

 專題式：寫信的語境意識、演講的語境意識、答覆投訴的語境意識…… 

 語文運用：小姓→貴姓，貴校→本局，下屬→同事，你們→我們…… 

 

習題設計 

(1) 要求學生寫信給老師，就當作一次作文，談談成長、學習、校園生活、社會時事、時代潮流、

文化現象等的看法或感受，體會用書信交流的真實感覺。 

(2) 設定作文題，要求學生在校內早會發言，在班上發言，發言題目也可限定或由學生自擬。當

然，教師可以要求學生在班上演講，讓學生明白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不同。(講稿字數可因

應年級及水平而定，不宜太長) 

 

語境與語用練習 

 

以下是學生報顧問老師鍾紀聞先生給他的學生胡拓邦的一封便箋： 

 

拓邦： 

 我們原訂於七月九日(星期五)下午四時舉行學生報籌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剛接到校

長通知，七月九日我要跟校監見面，估計下午五時左右才能夠出席會議。你跟芊芊、小婷、

陶源先開會，我遲一點才到。還有，當天我會請大家吃蛋撻。 

            鍾紀聞啟 

                                                            七月二日 

 

(1) 如果胡拓邦用便箋回覆鍾紀聞老師，下列哪一個上款最合適？(答案可能多於一個) 

 

A. 鍾老師： 

B. 紀聞老師： 

C. 鍾紀聞老師： 

D. 鍾紀聞老師台鑒： 

E. 顧問老師鍾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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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5 

 

2.1.1 要提醒學生與受眾交流意識 

 應用文：多舉例以說明：稱謂、格式、套語、開首、結尾…… 

 

(1) 綜合能力的教學，可用文章或實用文為載體。 

(2) 實用文如書信、講稿等，都有指定的受眾。 

(3) 以書信為例，信函有一定格式，因應時、地、場合、用途，格式套語變化甚多。簡而言之，

上款、下款、日期三項一定齊備。 

(4) 書信的上款、下款涉及語境意識，作者與受眾的交流，關乎雙方的距離、通信之目的，因此

必須謹慎，以免妨礙溝通。 

(5) 以下資料只供教師參考，可選取最常用的用於教學，太僻的不宜教予一般中學生。 

 

書信套語舉隅 

開首提稱語 

用於尊長 尊前、尊鑒、崇鑒、鈞鑒、賜鑒、懿鑑（女性） 

用於師長 函丈、尊前、尊鑒、壇席、講座 

用於學界 講席、座右、麈次 
1
、有道、著席、撰席、史席。 

用於商界 尊鑒、鈞鑒 

用於政界 勳鑒、鈞鑒 

用於軍界 麾下、鈞座、鈞鑒 

用於同學 硯席、文几、文席 

用於平輩 臺鑒、大鑒、偉鑒、惠鑒、雅鑒、閣下、足下 

用於晚輩 青鑒、青覽、青及、青盼、青睞、清鑒、清覽、英盼、如晤、如握、如面、

如見、入覽、入目、收覽、收閱、收讀、知悉 

 

信末祝頌語 

用於夫婦同居 敬請 + 儷安、雙安 

用於長輩 敬請 + 鈞安、崇安、尊安 

用於師長 敬請 + 誨安、教安、道安 

用於平輩 敬請 + 大安、臺安、時綏、時祺、刻安 

用於晚輩 順問 + 近祺、近佳、近好、日佳 

用於政界 敬請 + 勳安、鈞安、政安 

用於軍界 敬請 + 戎安、麾安、捷安 

用於學界 敬請 + 學安、文安、文祺、著安、撰安 

用於商界 敬請 + 籌安、業祺、籌綏、財安、財祺、商安、商祺、鈞安 

用於旅客 敬請 + 旅安、客安、旅祺 

                                                 
1
 此字從鹿主聲，讀主。古時學者清談，座中地位最尊崇者持塵柄主持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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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新婚 恭賀 + 新囍、燕喜、燕吉 

用於新年 恭賀 + 年釐、新禧、春厘 

用於弔唁 敬請 + 禮安、用候苫次 

用於問疾 敬請 + 痊安、衛安 

用於節令 敬請 + 春安、夏安、秋安、冬安、暑安、爐安 

 

署名後之啟告語 

對直系尊親 叩稟、敬稟、叩上、謹叩 

對尊長和平輩 敬啟、謹啟、拜啟、拜上、敬上、鞠躬、頓首、再拜 

對晚輩 手書、手、白、草 

對子姪 示復、字示、示、字 

復信 敬復、謹復、拜復 

己方居喪 稽顙、稽首、泣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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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6 

 

2.2.2 不懂得把相關的信息分類，如把數據分類論述。 

 聆聽、閱讀，材料紛繁，必須善用紙筆，妥為要點分類。 

 

第一步：審題 

試卷五  綜合能力考核 (2009 年中學會考) 

題目：香城體育總會擬出版特刊，並向各區中學生徵文。試以東區的博文中學學生滕若飛或西區

的格物中學學生張莉莉之身分向特刊投稿。文章內容包括分析自己所屬區份的中學體育運動的成

功因素與不足之處，並就此提出改善本區中學體育發展的建議。(全文不得少於 400 字，標點符

號計算在內) 

 

第二步：在試卷提供的空白頁上，依試題的要求/提示，畫格記錄要點： 

 

 

東區 博文 滕若飛 西區 格物 張莉莉 

成功因素 (15 分鐘) 

 

 

 

 

 

成功因素 ( 15 分鐘) 

不足之處 (15 分鐘) 

 

 

 

 

 

不足之處 (15 分鐘) 

改善建議 (20 分鐘) 

 

 

 

 

 

改善建議 (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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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7 

 

2.2.3 缺乏主題意識，按題目要求逐點陳述，沒有脈絡組織。 

 多設練習可以鍛練。(示例 7) 

 

問題： 

1. 如果有人提出在社群、國家、學校三個層面推廣中國文化，請問三個層面的次序應該是： 

 

A. 社群、國家、學校 

B. 社群、學校、國家 

C. 國家、社群、學校 

D. 國家、學校、社群 

 

 

2. 如果某位學生向國際慈善機構申請，在暑假期間去內地山區鄉村小學當小老師。申請人須自

我介紹個人長處：校際口琴比賽亞軍、童軍小隊隊長、三年義工經驗。請問三種長處應如何排列？ 

 

A. 童軍小隊隊長、校際口琴比賽亞軍、三年義工經驗 

B. 校際口琴比賽亞軍、童軍小隊隊長、三年義工經驗 

C. 三年義工經驗、校際口琴比賽亞軍、童軍小隊隊長 

D. 三年義工經驗、童軍小隊隊長、校際口琴比賽亞軍 

 

 

3. 如果你要寫一份通告，宣傳一項活動，內容包括：報名辦法、節目內容、惡劣天氣安排、舉

辦目的。這四項資料的排列應該是： 

 

A. 節目內容、報名辦法、惡劣天氣安排、舉辦目的 

B. 報名辦法、舉辦目的、節目內容、惡劣天氣安排 

C. 舉辦目的、節目內容、報名辦法、惡劣天氣安排 

D. 舉辦目的、報名辦法、節目內容、惡劣天氣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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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8 

 

2.2.4 不懂解讀圖表、數據，容易計錯數，表述能力亦弱。 

 

善用政府各類統計圖表，要求學生作課堂討論。此舉既有助培養學生解讀圖表的能力，亦

間接推行公民教育，用於討論亦有助訓練口語表達，而老師設題只需費吹灰之力。一舉四得，何

樂而不為？ 

 

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資料：治安」 

 

表8.6 按年齡組別及性別劃分的被呈報吸食毒品人士 

http://www.censtat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1149/TABLE8.06.pdf 

人數 

年齡組別 性別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5 2006 2007 2008 

< 16 女 13 31 105 159      308 171 211 276 323 

 男 70 90 195 370 404 207 251 389 400 

16 - 20   女  95 250 213 682 742  559 602 589 735 

 男 786 1 205 892 2 446 2 448 1 341 1 514 1 745 1 972 

 

可就以上統計表設題，分組討論： 

(1) 比較由 1981 年到 2008 年，16 歲以下男女吸毒者之增幅(百分率)，與 16 歲至 20 歲男女吸毒

者之增幅，有何發現？ 

(2) 比較由 1981 年到 2008 年，16 歲以下女吸毒者之增幅(百分率)，與 16 歲以下男吸毒者之增幅，

有何發現？ 

(3) 比較由 1981 年到 2008 年，16 歲-20 歲女吸毒者之增幅(百分率)，與 16 歲-20 歲男吸毒者之增

幅，有何發現？ 

(4) 你估計以上三個現象，成因為何？ 

(5) 你對以上問題，有何解決建議？ 

 

 

其他有趣的統計： 

 表3.1 按性別及教育程度劃分的十五歲及以上人口(1) 

http://www.censtat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1149/TABLE3.01_CHART3.01.pdf 

 

 表 1.11 按種族及性別劃分的人口 

http://www.censtat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1149/TABLE1.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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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9 

 

2.3.2 對學生來說，見解論證沒法抄錄，難度高。例如力弱者能寫 100 字，力強者能寫 200 字。 

 論證力量在理據之陳述闡釋，在訊息之處理是否恰當。 

 

高中學生接受教育逾十年，對一些常人常事總有自己的看法。問題不在毫無見解，而在於： 

1. 思想混沌，欠分析力，只從單一的角度看問題，一個問題就給一個答案。 

2. 語言粗糙，詞彙貧乏，無法以精確的語言表述，三言兩語已經無以為繼。 

3. 指導學生從多角度分析問題，令思維日趨精密。 

4. 教導學生見解必須有理有據，令論證更加嚴密。 

 

以下為改善東區中學體育發展的建議。請比較第 1、2 版，兩版字數相差 70 字，訊息量有

無分別？如給分，兩版分數是否同分？  

 

第 1 版 (194 字) 

所以，本人認為區內未來可仿效西區的政策，推行「一學生一運動」的政策，提升其他同學

參加運動的機會。而且亦可制定一些時間表，規定一些精英運動員受訓的時間，讓他們可在運動

和學業方面取得平衡，兩面都能兼顧。而且亦可加強宣傳教育學生一些有關運動的知識，讓他們

明白比賽不只是在於成與敗，友誼，和諧亦十分重要，可讓他們能以一個平常心去看待比賽。相

信在這樣的發展之下，東區的體育發展一定會更加美好和成功。 

 

第 2 版 (124 字) 

促進東區中學體育發展，方法有三： 

一、普及運動：仿效西區推行「一學生一運動」政策，同學強身健體，不費分毫。 

二、五育均衡：為運動員制訂時間表，同學作息有序，訓練有時，身心平衡發展。 

三、價值教育：講解體育真諦在鍛煉身心，以武會友；不宜捨本逐末，爭強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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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0 

 

2.3.1 不能靈活運用資料，不懂把參考資料轉換為個人觀點，敏感度不夠。 

 帶引學生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嘗試體會不同人物的需要與訴求。 

2.3.3 學生思考片面、意見表層、不顧及可行性，老師覺得與平日積累有關，時事新聞看得不多。 

 熱門話題，既可用作小組討論題材，並可命題作文。例如近日世盃賽引起之病態賭徒問題。 

 

 

由家而國以至世界，新舊交替，價值多元，爭論不休。老師可以指導學生從不同角度考慮問

題。 

1. 把全班分為 4 小組，每組代表不同的角色，討論課題。甚至討論完後可寫感想一篇。 

2. 此種方法可訓練學生多種能力：語境意識、宏觀視野、論證能力、說話能力。  

 

 

討論題目 立場 1 立場 2 立場 3 立場 4 

學生眼鏡臂需要限定其粗細、花紋 學生 家長 老師 眼鏡店 

冬季時，學生有權不穿校褸上學 學生 家長 校長 校服商人 

女教師必須穿著裙子上課 學生 男老師 女老師 校長 

強制所有學生參與校園驗毒計劃 學生 家長 老師 警方 

學生每年須參加最少一項社會服務計劃 學生 家長 老師 社工 

把行為不當的片段上載到 Youtube 學生 市民 當事人 當事人家長 

把犯錯主角的個人資料上載網上討論區 學生 當事人 當事人家人 警方 

政府公務員加薪 公務員 議員 商界僱員 商界老闆 

禁止足球博彩 賭徒 社工 警方 馬會 

 

其他主題： 

1. 透明度 vs 私隱權 

2. 權  利 vs 責  任 

3. 民  主 vs 獨  裁 

4. 全  真 vs 求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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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1 

 

2.3.4 新穎/獨到的標準難定，學生害怕冒險失分，不懂拿捏創作空間的大小。 

 提出建議，則宜逐層分析，如剖剝洋蔥，層層深入，力求論證嚴密。 

 提出解難方法，應如醫生治病，先談病徵，再論醫理，後開藥方。 

 

要求學生發表意見，重點在培育其理性思維，故以有理有據為依歸。 

假如要求學生必須發表創見，奇譚怪論必然日多，造成嘩眾取寵之風。 

 

以下答案見解並不新奇，卻有一定理據： 

 

香城中學聯會正舉辦「網上閱讀獎勵計劃海報設計比賽」，本校有兩份作品參賽，以下從三

方面比較其宣傳效力。 

從宣傳對象看，不少中學生來自外地，未必明白海報一的蒲點、達人等本地流行用語。相

反，海報二使用規範中文，全體讀者都能明白。 

從內容訊息看，海報一「網上至潮蒲點，勁熱大賞放送」，標新立異，卻沒有點出閱讀的主

題，意思含糊。相反，海報二點出「網上觀書」，訊息清楚。 

從宣傳效果看，海報一用勁吹、激賞、CU，未顧及主辦機構的形象，學生可能心生疑惑。

海報二用開卷有益、學問泉源等四字詞，「書中自有黃金屋，網上豈無知識庫」更是對偶句，格

調高，效果更勝一籌。 

 

 

至於在社群中推廣文化，初步構想如下： 

第一，在社區，歷屆大使曾辦展覽、攤位遊戲、綜合晚會等，行之有效，應可沿用。我建議

為今年的節目設定主題，例如中國文化的西傳、傳統婚禮的演變、民以食為天等。 

第二，在校內，我會協助老師舉辦文化週，也可以選定專題，例如，由火藥到火箭、古代計

時器，中國的宗教等。 

第三，我比較熟悉電腦技術，樂意為貴會網站設計文化網頁，讓所有市民均可瀏覽。至於歷

屆文化之旅的精華，也可上載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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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2 

 

2.3.5「整合」「見解」兩柱，詳略失衡：不懂分配時間，重視「整合」而忽略「見解」(8：2)。 

 平衡之道，在按學生水平、作答時限、各部分數、試題難易……而妥善分配各部分之字數

與作答時間。 

 

假設中等水平學生，須於一小時內寫 800 字文章一篇，論述本區中學體育運動之短長與改善之策： 

 

 分數 (約數) 字數 (約數) 時間 (約數) 每分鐘寫字 

首段 10% 50 5 分鐘 10 

成功因素 15% 200 15 分鐘 13 

不足之處 15% 200 15 分鐘 13 

改善建議 30% 300 20 分鐘 15 

收結 10% 50 5 分鐘 10 

 

 如果同學須於一小時內寫好 400 字，寫字速度約為每分鐘 7 字。 

 如果同學須於一小時內寫好 600 字，寫字速度約為每分鐘 10 字。 

 如果同學須於一小時內寫好 800 字，寫字速度約為每分鐘 13 字。 

 如果同學須於一小時內寫好 1000 字，寫字速度約為每分鐘 17 字。 

 

以上估計，純屬虛構。才有高下，思有緩急，不宜固守原則。縱有原則，運用之妙，仍存乎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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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3 

 

2.3.6 整合齊全，拓展充足，難以兼顧：學生或整合齊全，拓展不足；或整合不全，拓展充足。 

 「拓展不足」多由思維粗疏、語文粗糙而引起。此類問題應由語文練習入手。 

 

比較以下兩段東區成功因素的整合拓展，哪一段拓展得較飽滿？ 

 

A. 東區的中學都把大部分的資金投放於專責培訓體壇精英，包括聘請專業的教練和頒發獎學金

予得獎的運動員，以大力推行培養精英運動員的政策。 

 

 

B.   東區中學着重培訓，因而聘請專業教練訓練具有潛質的運動員，使之得到專業的支援，能

夠發揮所長。據資料所示，本區投放於聘請專業教練的支出高達三十萬元，為四區之冠。 

    另一方面，本區中學也鼓勵運動員自強不息，爭取勝利，以奪冠為目標，因此對於獲獎的健

兒，往往頒發獎學金以資鼓勵，上年度所頒發的獎學金就高達十萬元。以上的資源運用模式，使

本區體育成績大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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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4 

 

 學生文字冗贅，以致浪費作答時間。乍看以為文字多拓展亦多，其實訊息量甚少。 

 

請比較下列三段拓展，看看拓展跟字數有何關係？ 

 

A.東區能成為最優秀區份，我認為全賴學校提供專業級的教練來為我們訓練。學校支出了三十萬

來為我們聘請專業教練，教練的培訓令我們感到終身受用。比起以往訓練，專業訓練能令我清楚

知道自己的弱點，從而改善。(96 字)  

 

 

B.東區之所以如此優秀，全賴學校每年用三十萬聘請專業教練。教練的培訓令運動員清楚知道自

己的強弱，從而改善，終身受用。(56字) 

 

 

C.東區勇冠三軍，全賴學校每年用三十萬禮聘專業教練。專業培訓令運動員發揮潛能，捨短取長，

終身受用。(4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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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5 

 

2.4.1 措辭貧乏 

 

學生雖已誦習多篇佳作，卻罕能運用。平時可指導學生修辭之法，以精簡其文字，增添其

文采。 

 

〈飲水機通告〉請把下列一段文字的毛病改正 

此飲水機只供市民飲用，應注重個人衛生，嚴禁在飲水機洗手或作出污染水源行為，面斥不

雅，多謝合作！ 

 

改寫建議： 

此飲水機供應淨水給人飲用，必須常保清潔，故嚴禁在此洗手，或弄污機器。如有違者，

面斥不雅，多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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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6 

 

2.4.2 學生不懂區分內容的主次、輕重。 

 不少實用文類的內容要點，都按照由大至小，由重至輕，由遠至近的原則而排列。 

 

鄒校長： 

 (1)        

 (2)        

 (3)        

 (4)        

 (5)        

 (6)        

    敬祝 

道安 

    康寶文敬覆 

二零一零年六月五日 

 

A. 承蒙邀請出席七月二日為貴校創校四十五周年舉行的慶典 

B. 惜當日已另有安排，故未能參與其盛，殊感抱歉 

C. 對於貴會的美意，謹此衷心致謝，並預祝活動舉行順利 

D. 六月一日來信收悉 

E. 各位參與盛會的嘉賓均能盡興而返 

F. 深感榮幸 

 

參考答案 

鄒校長： 

  六月一日來信收悉。承蒙邀請出席七月二日為貴校創校四十五周年舉行的慶典，深感榮幸。

惜當日已另有安排，故未能參與其盛，殊感抱歉。對於貴會的美意，謹此衷心致謝，並預祝活動

舉行順利，各位參與盛會的嘉賓均能盡興而返。敬祝 

 

道安 

    康寶文敬覆 

二零一零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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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7 

 聽寫結合：讓學生聆聽一段錄音，再寫一段評論或感想。 

 寫稿演說：自己親手寫一篇演辭，並在全班面前演說。 

香港天文台台長林超英〈香港家書之『天下一家』〉  

林力、林丰： 

    數星期前你們兩兄弟返港，我們難得一家團聚，但是轉眼間你們又回到英、美各自的工作崗

位，如今全球一體，我們也就以天下為家吧。 

    你們走後我去了一趟日內瓦，在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總部主持會議，訂定一個支援世界上最

低度發展國家的行動計劃，來去匆匆，費神吃力，不過能夠為在艱難中奮鬥的氣象同行出點力，

我是義不容辭的。 

    我們長期生活在香港，以為安定和富庶是理所當然，無法想像貧困地區的人們是怎樣掙扎求

生的，我有些氣象同行要自己耕田才吃得飽卻仍然堅守崗位，發出天氣警報防禦天災，對於他們

我抱著萬分的尊敬。可惜他們在自身的國家由於知名度低，往往得不到應有的資源，以致欠缺儀

器，縱有熱情，亦無法發揮作用。 

    為了幫助他們跳出這個困局，香港天文台多年前向世界氣象組織建議成立一個全球官方天氣

預測網站，讓所有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氣象部門有機會向全世界展示他們的工作成果，提高

知名度。 

…… 

    由於過去數十年香港經濟成就非凡，有些人形成了一種狹隘的「大香港主義」心態，輕視世

界上經濟條件比我們差的人，一方面失去求上進的動力，另方面侵蝕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本

質。我很高興地觀察到官方天氣預測網站的工作，令同事多接觸其他文化，打開心窗，認識到香

港不是宇宙的中心，學懂從宏觀角度看事物，並且以一種慈悲的胸懷關注全球的動態。如果這種

風氣能夠擴散到全香港，我想大家的生活內容都會豐富一些，而且會多些寬容，多些愉快。 

    其實過去數年，我十分擔心香港人失去了以前賴以崛起的國際視野，我年輕時國際新聞都放

在報章頭版，現在都轉移到內頁不顯眼的地方，而且篇幅不斷萎縮。我們接見求職者時請他們在

地圖上指點菲律賓或其他地點，得到的結果往往謬誤千里，令人搖頭嘆息。如果我們的目光長期

局限在香港內部的零碎小事，忽視世界大局的急劇變化，又怎稱得上是國際大都會的市民！ 

    二零零四年底的印度洋海嘯一度觸動我們香港人對外部世界的注意，而且高度展示了香港人

的善良本性，但是祇不過幾個月，在匆忙的城市生活裏，事件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事實上，地

球正面臨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不穩定狀態，包括大氣污染、食水短缺、氣候變化、生態環境崩潰、

糧食生產波動、疾病微妙變化等，貧困的地區恐怕愈是貧困，在未來天災中死亡的人數將是海嘯

事件的千百倍。未來世界的動蕩，香港人是不可能獨善其身的，因此我們不可能不關注，亦不可

能不想想我們必須作出甚麼貢獻去拯救地球。 

    林力、林丰:「天下」如今是「一家」，我們之間的空間距離很遠，但是面對的問題如一。我

鼓勵你們多些關懷處於弱勢的社群，多些了解全球的動態，以及檢點自己的生活方式，減少對地

球資源的需索，讓我們唯一的地球有機會休養生息，也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多一線生機。 

 受了薪代人憂天的父親         

二零零五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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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8 

除傳世傑作外，不少公文佳作，雖非鴻文，亦具學習價值，可向學生展示。 

 

蔣經國致李澤藩函〈賀李遠哲得獎〉 

澤藩先生道鑒： 

欣聞令郎遠哲院士榮獲本年諾貝爾化學獎，佳訊傳來，國人均引為榮。遠哲院士務實認真，

堅毅勵志，殊獎之獲，誠見實至名歸，而先生之庭訓，同以彰顯也。今歲先生八十華誕，松柏青

茂，蘭桂崢嶸，正宜雙慶。特函馳賀，順頌 

儷茀 

           蔣經國敬啟 

 

蔣經國〈賀李遠哲得獎〉  

遠哲院士惠鑒： 

欣悉榮獲本年諾貝爾化學獎殊譽，國人同引為榮。此不僅為台端個人治學成就之非凡紀錄，

足以楷模後進，亦為我國學術界增加一大鼓舞力量，並與台端近年協助國內科學發展之貢獻相互

輝映。特函申致欽佩忭賀之忱。並祝 

潭祺 

         蔣經國敬啟 

 

諸葛亮〈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

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

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諸葛亮〈自表後主〉 

臣初奉先帝，資仰於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

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

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