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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文字 
 
 
(一) 作用 

 
宣傳有廣泛向外宣示，使某些事物得以流傳並被接納的意思。因此，凡是有目

的、有計畫地把特定的信息通過一定媒介渠道，向外宣揚的文字，都可以稱為宣傳

文字。當然，絕大部分宣傳文字的目的都不只是傳播信息，而同時希望受訊者能接

受宣傳的內容，並在必要時有相應的行動。 
 

 
(二) 應用範圍 

 
一提起宣傳，人們很容易就聯想到廣告。根據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廣告管理》

的定義，「廣告」是指工商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以及公民個人以公開付費方式，

通過一定的媒介或形式向社會公眾宣傳商品、勞務、服務及其他信息，或向社會公

眾提出某種主張、意見、建議所進行的特殊宣傳活動。這個定義雖然面面俱到，但

是卻使「廣告」的義界過於迂闊含混，並容易跟其他應用文體重疊。例如某醫生為

自己診所搬遷所發出的「遷址通知」 或「遷址啟事」，按照這樣的定義也可以算是

一則廣告；又如某些團體為表明自己的某些政治主張而發表的「聲明」，似乎也可以

歸入「廣告」的範疇。這樣一來，情況就會相當混亂。 
 
「廣告」的概念是由英美等西方國家傳入，我們不妨看看英國《大不列顛百科

全書》和美國廣告協會的定義，前者認為廣告是傳播信息的一種方式，其目的在於

推銷商品和勞務，影響輿論，博得廣告者所希望的反應。後者大同小異，認為廣告

是付費的大眾傳播，其最終目的是傳遞情報，改變人們對商品的態度，誘發其行為，

而使廣告主得到利益。兩者都把「廣告」限定在宣傳商品和勞務方面，跟社會的經

濟活動掛鉤，其他與經濟活動無關的宣傳或者信息的傳播，不包括在「廣告」的範

疇裏，定義顯然比較清晰，比較容易掌握。 

 

採用了這個定義，我們就會發覺其實商品廣告只不過是其中一種宣傳文字，像

傳單、海報、小冊子、場刊、招牌、標語、口號等，都具備宣傳的作用，只不過它

們不一定牽涉經濟活動而已。可見「宣傳文字」比「廣告」所涵蓋的範圍要大一點。 

 

但是，「宣傳文字」本身也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宣傳文字，甚至可以包括

新聞稿、部分商品說明書、商品包裝上的文字等。此外，部分演講辭——像選舉演

說所用的演講辭，也都包含向外宣示信息，以求大眾周知的作用。從功能上看，它

們跟我們這裏談論的宣傳文字有互相重疊的地方，但是由於新聞稿、說明書、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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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等有本身獨特的結構模式和表述方法，因此我們還是把它們分開來介紹，在本章

裡不再涉及。何況所謂廣義的宣傳文字，跟廣義的廣告一樣，有義界含糊的毛病，

同樣會造成文體分類上的混亂。 
 
 
(三) 寫作注意事項 

 

一般來說，傳播活動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即知曉層次、態度層次和行為層次。 

 

知曉層次的目的在讓公眾對信息所要傳播的內容有初步的認識。在現今信息爆

炸的年代，一段信息是否能在萬千不斷湧現的信息當中脫穎而出，吸引民眾的注意，

取決於它的強度、對比度、新鮮度和重複度。因此，一則好的宣傳文字，必須做到

信息明確、淺白通俗、便於記憶，手法新穎等幾點。有的宣傳因而採用對仗、押韻、

比喻等修辭手法，構思出凝煉精簡，易於上口的語句，作為宣傳的標題，引領其他

文字；有的則巧妙套用或者改易經典詩詞名句或諺語俗話，務求達到畫龍點睛的效

果。比如某銀行宣傳外幣存款改易了成語「有聲有色」，成為「有升有息」，一語道

盡該外幣存款的所有好處；某保險公司在宣傳一個入息保障計畫的時候採用了這樣

的一個比喻：「您是寶貴的印鈔機，自然需要最可靠的保用證」，放在直銷書折疊頁

的首頁，然後接著說：「您和您的家人都依靠這印鈔機正常運用，萬一引鈔機失靈

了……誰去繳付帳單、租金、按揭和日常生活支出？」對那些事業有一定基礎，身

為家庭經濟支柱的人士來說，提出了一個明確、強烈，而又不能不思索的切身問題，

一下子就引起這些人的注意。 

 

態度層次的傳播是在民眾對信息已經有一定認識以後，進一步改變他們的態

度。對事物有一定的認識以後，我們很可能就會對它產生一定的態度，或正面，或

反面。成功的宣傳文字，需要在提供進一步信息的過程中，盡量改變民眾既有的態

度—— 把反面的變為正面，使正面的繼續維持。要達到這個目的，方法多種多樣。

有的努力追求信息來源的權威性和專業性，即通過所謂「名人效應」或「專家效應」

提高信息的說服力。有的則視乎宣傳的內容和對象，分別採用不同的表達手法。比

如宣傳服裝、煙酒等消費品，多數採用比較感性的手法，以推銷形象為主。塑造形

象可以不太講求真實，只要消費者喜歡、嚮往，廣告所營造的形象甚至可以跟現實

生活脫節。成功地營造形象的例子有「可口可樂」、「萬寶路」、「麥當勞」等，它們

可說是廣告界的經典。 

 

但是，如果所要宣傳的是一些其他的信息，比如某些活動的具體內容、健康飲

食的方式、選舉活動、牽涉法律責任的商品勞務等，則往往需要採取比較理性的表

達手法。比如選舉活動中，候選人需要向民眾交代他的選舉政綱，以及他對某些政

治社會民生問題的立場等；保險、信用卡和銀行貸款等涉及買賣雙方利益和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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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自然也需要交代其中的細節。當然，最理想的宣傳文字，能把感性的刺激和

理性的認知互相結合運用，達到「動之以情，曉之以理」的效果。比如前面提到的

保險直銷，在利用「萬一印鈔機失靈」這樣的感性刺激觸動受訊者的心靈以後，就

重點介紹所要推銷的保險計畫有甚麼特點，賠償額、賠償期、等待期等比較理性的

資料，使受訊者了解計畫所能為他帶來的具體利益，從理性上發掘這個計畫的優點

和好處，形成正面態度，從而產生購買欲望。 

 

傳播活動的最後一個層次是行為層次。這個層次的活動是建立在態度層次的基

礎上的。只有當民眾對宣傳的內容持正面的態度，才可能出現傳播者所期待的行為。

雖然影響民眾行為的因素很多，並不完全受宣傳文字左右。但是一則好的宣傳文字，

起碼應該提出一個明確的目標，而這個目標最好能跟民眾的既有目標相接近，也就

是說符合民眾的興趣或者利益，這樣才能引發他們採取行動。其次，在宣傳中應該

提供一些方便民眾採取行動的途徑，途徑越簡單便捷越好。再次引用上述保險的廣

告，該直銷書在介紹完計畫的特點和其他重要資料以後，再以敦促的口吻說：「任何

突如其來的意外，都會令您和家人措手不及。因此，替您的印鈔機申請一紙包用證

是刻不容緩的。您只需花數分鐘填妥隨附的投保申請書，便可以極低廉的保費享有

一個周全的入息保障。」提供行動的途徑。最後再介紹一份精美的禮品，除了保險

計畫本身所能為受訊者帶來的利益和保障外，還奉上額外的好處，宣傳目標符合受

訊者的興趣和利益，這樣就比較能夠促使受訊者採取行動。 

 

總的來說，宣傳文字可以依據上述的原則寫作。當然，不同的宣傳文字有不同

的作用和特點。比如標語、口號等宣傳語言，本質上具備很強的鼓動性，多數在推

行運動或者舉行集會時提出，可以發揮傳遞重要信息、帶動群眾情緒的作用。因此

很多需要群眾響應支持的事情，有關當局都會將之概括為一些簡練、易於上口的標

語，向民眾推廣。像多年前推行清潔香港運動時提出的「清潔香港，人人有責」，

家庭計畫指導會鼓吹計畫生育的時候提出的「一個嬌，兩個妙，三個呱呱叫，四個

斷擔挑」等，都曾在我們的社會上廣泛流傳，對人們的觀念、行為，產生一定的影

響。標語的應用在中國大陸尤其盛行，有關於政府政策的，如「獨立自主，自力更

生」；有關於行為指引的，如「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有關於道德風尚的，如

「講文明，講禮貌，講衛生，講秩序」；也有帶慶祝、紀念性質的，如「熱烈慶祝

XXXX 大會在京召開」。通過上述例子，我們可以看出標語的寫作要求語言極端濃

縮凝煉，利用一兩句話或幾個短語來概括一種主張或態度；而幾個組成部分之間的

語言結構要相同，有時候還講求聲調諧協，符合韻律，使人易於記憶，易於傳誦。 
 

同是宣傳文字，標語大多採用比較感性的、文學的手法來表達。但是海報則通

常承載比較多的信息，配合美術設計和插圖，帶出宣傳內容。海報的感性不表現在

字句本身，而表現在整體的視覺安排、美術效果方面。比如宣傳徵文比賽的海報，

一定要交代比賽內容，包括題目，文體類別，字數限定等，另外還要說明參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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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日期、投遞方式、評判、獎品、公佈結果日期和方式等資料。但是這些比較理

性的資料，可以通過美術設計以及圖像的配合，營造出特殊的視覺效果，吸引民眾

閱讀。 

 

至於商品廣告的寫作，則沒有成規可循。新穎有創意，不落俗套是使廣告成功

的重要條件。傳單是廣告的一種，寫作形式也很自由，在一定程度上取決於制作者

的經費和散發對象。它跟一般廣告不同的地方只在於它主要通過沿途派發或者郵寄

的方式散發而已。每天走在街上，我們都會接到數以十計的傳單；信箱裏堆積的也

不少。大部分這種傳單都難逃被拋進垃圾筒的命運，尤其是制作粗糙，平鋪直敘的

傳單。要使傳單引起民眾最起碼的注意，上述信息明確突出、精簡通俗、能觸動民

眾的感情始終是重要的原則。 

 

值得特別提出的，倒是目前大行其道的直銷廣告。它可以說是一種變種的傳單，

只不過一般傳單不要求受訊人馬上有行動，直銷廣告則十分強調行動的部分。一般

來說，直銷廣告多數包括以下五個項目：信封、推銷信、產品彩頁、訂購卡、回郵

信封，以配套方式寄到人們的手上。其中信封除了用來裝載直銷廣告品以外，也要

肩負起引人拆閱的功能，因此設計和字眼運用常要花點功夫。信封裏面有言辭懇切、

禮貌周周、極盡奉承之能事的信件，一般都有標題，並會解釋收信人為何被選中作

為產品推銷的對象、產品有甚麼優點、購買有甚麼好處等；而最後通常都以鼓勵對

方從速作出反應作結。 

 

廣告裏最重要的當然是一份美侖美奐的產品介紹或者目錄，詳細解說產品或者

服務的優點、特性、功能，對於一些比較複雜的商品，這一方面的解說是相當有用

的。此外，說明購買有關產品可以得到甚麼優惠、折扣或者禮品，也往往可以刺激

收信人的購買慾望；要達到直銷效果，當然還必須付上訂貨或者申請表格；如果牽

涉到一些法律義務的，則同時要包括有關條例或者守則，比如使用信用卡的付款守

則；最後是一個寄回表格的回郵信封。 

 

由於直銷廣告必需包括了這幾個不同的部分，所以一般直銷廣告都以比較大的

紙張雙面印刷；有的則省略了信件，把回郵信封也印在同一張紙上，然後多層折疊，

每一個折疊面包括一種信息。這樣既能利用物質因素分割開不同的信息，又可以把

各種信息集中在一起，方便郵寄，也方便閱讀。 

 

至於廣告內文微觀的信息安排，直銷廣告有其明顯的特色。由於直銷廣告直接

寄到消費者的手上，因此不少直銷廣告的內文，在信息組織方面，都以「您」或者

「閣下」作為敘述的出發點，比如：「閣下擁有屬於自己的家居天地，必定花盡心

思……您只需接納……預先批核的信用金卡，即可……您可選擇 6、9 或 12 個月的

還款期，……若您申請的貸款額……」。另外一種安排信息的方式，是以所要推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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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或者勞務作為敘述的出發點，以此來組織篇章，比如：「XX 保險為您提供一紙

最可靠的保用證……傷殘入息保障計畫旨在補償受保人因長期不能工作而……」，

「本公司一向以“服務更周到，客戶全滿意”為依據，故歡迎貴戶就此項試驗計

畫……」。 
 
在語言使用方面，由於直銷廣告都是直接寄到消費者手上的宣傳品，每一份廣

告都是向個人提供的推銷機會，為了與銷售對象建立起一種親切、友好的關係，並

給予對方一種備受重視的感覺，所以特別多「閣下」、「您」一類的直接稱呼法，仿

彿有關的商品或者服務是單純為收信人所設計似的。此外，這類廣告還處處表現出

設想周到、無微不至的態度，而推銷的商品則高貴典雅，既獨特，又有各種各樣的

優惠，或者能夠顯示消費者尊貴、顯赫的地位，或者能夠為消費者帶來各種方便、

優惠，使他們生活更輕鬆、寫意，因此，多使用副詞或形容詞來修飾所銷售的商品

或顧客所能得到的好處。這種寫作模式，已經成為香港直銷廣告的一大特色。 
 

 

(四) 示例 

 

例一：標語 

 

 

 

 

 

 

 

 

 

 

 

 

 

 

 

 

 

 

 

 

 
日日運動身體好，男女老幼做得到。 

(衛生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聯合舉辦「健康生活新紀元活動標語」) 

 

歧視不存在，世界更可愛。 （平等機會委員會標語） 

 

助養兒童，照亮生命。 （香港世界宣明會標語） 

 

清潔香港，人人有責。 （香港清潔運動標語） 

 

替你申訴，還你公道。 （申訴專員公署標語） 

 

終身學習，自強不息。  (香港教育制度檢討：教育改革建議書標語) 

 

展現優勢，弘揚國際。 （香港品牌形象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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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二：候選人自我介紹 

 

 

 

 

 

 

 

 

 

 

 

 

 

 

 

 

 

 

 

 

 

 

 

 

 

 

 

 

 

 

 
 

我是 6C 班的梁頌恩，是本年度風紀隊長四個候選人之一。 

 

我相信大部分同學對我並不陌生，從中一開始，我就在這所

學校讀書，每天早會、小息、午飯時間，我會是你們所碰見的無

數張熟悉的面孔之一；學校裏幾乎每一個角落，都留下過我的足

跡，六年來所認識的老師同學，伴隨著我成長。對於學校的一切，

我也因此特別愛護，特別關心。 

 

我衷心地希望，我們的學校是一所校風純樸、學習氣氛濃厚

的學校，有勤奮的學生，優美的校園。在這裏，我們可以愉快地

學習、歡樂地成長。這就是我的理想，我相信也是你們的理想。

但是，要讓這個理想實現，我們不能只是被動地希冀和等待，而

是要共同去耕耘和創造。 

 

抱著這個信念，我在兩年前就參加了風紀的隊伍，為服務同

學、服務學校而盡一點棉力。兩年來，我因為執行職務而認識了

不少同學，得到其中一些同學的熱心支持和幫忙，當然也曾經跟

少數同學有過不太愉快的經歷。但是我因此學會了聆聽，學會了

尊重，學會了怎樣與人相處，怎樣與人合作共事，怎樣律己和律

人。兩年的風紀生活使我得到很多，也學到很多，包括友誼，包

括知識，都是書本上所無法得到的。我因此決定要繼續這項有意

義的工作，繼續跟大家一起共同創造美好的校園生活。 

 

我覺得，風紀不是高高在上的警察，而是熱心於服務同學的

公僕；不是代替學校去監管同學的偵探，而是促進老師與同學之

間密切溝通的橋樑。我希望利用我過去兩年的經驗和體會，跟其

他同學一起組成一支優秀的風紀隊伍，為團結全校的同學,為維持

學校的秩序，為保護優美的校園，盡我們的一分力量。希望大家

能支持我，在選舉風紀隊長的時候，投我神聖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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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三：衛生署傳單 

 

 

 

 

 

 

 動 
 

簡介 

在生活節奏緊張，工作忙碌的現代都市裏，很多上班族都缺乏恒常的運

動，因而影響健康，容易患上慢性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骨質疏

鬆和肥胖等疾病。 

 

每天運動半小時 

據研究顯示，每天進行半小時或以上的體力活動，對健康有莫大裨益。因

此，我們誠意推薦閣下每星期用不少於 3.5 小時去進行適合自己的活動。 

建議形式： 1. 每天進行 少半小時的運動；或 

    2. 隔天進行 少 1 小時的運動；或 

3. 每天累積半小時的運動時間 (每次不少於 10 分鐘) 
例如：每天上班走路 15 分鐘，下班也走路 15 分鐘。 

或把 30 分鐘時間分早、午、晚三段，每次走路 10 分鐘。 

 

運動保健益身心 

1. 增強心肺功能，促進血液循環。 

2. 減少患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大腸癌的機會。 

3. 增加抵抗力，減少疾病，提高工作效率。 

4. 強壯肌肉，減少腰酸背痛。 

5. 強健骨骼，減低骨質疏鬆。 

6. 增加關節靈活性，減少受傷。 

7. 消耗熱量，避免過胖，維持適當體重。 

8. 促進心理健康，消除壓力，令工作時更精神奕奕。 

9. 與家人一起做運動，增強家庭聯繫。 

10.擴闊生活圈子，提高自信心。與同事一起做運動，更可提高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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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增加活動機會 

1. 多利用樓梯，少乘電梯。 

2. 多爭取機會走路，少乘汽車。 

3. 接聽電話時，可來回走動。 

4. 與同時商談公事，宜多作面談，盡量少用電話，以增加活動量。 

5. 在小休或午膳後，做一些伸展運動。 

 

在閑暇時 

1. 多做戶外活動，如遠足、郊外旅行。 

2. 多做帶氧運動，如緩步跑、踏單車、游泳、球類活動。 

3. 減少看電視、玩電腦等靜態活動。 

4. 公司的聯誼活動，多安排戶外活動，如遠足、家庭同樂運動等，代替室內的靜態

活動或大食會。 

 

活動時應注意事項 

1. 注意身體情況 
*  要因應自己的興趣和能力選擇適合自己的體力活動。 
*  疲倦或睡眠不足時，不要做劇烈運動。 

2. 注意安全 
*  不要在太擠迫的環境下活動，以免跌傷或碰傷。 
*  步行上班和回家時，要小心交通情況，也不要選太僻靜或黑暗的道路。 

3. 在活動時，不要穿太緊身的衣服或高跟鞋。 
4. 有心臟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在計畫做體力活動前， 好先向醫生查詢。

 

 

 

 

 

 

（資料來源：衛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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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四：樂團傳單 

 

 

 

 

 

 
 

 

友  樂友社 

 
 
 
 
 
 
 
 
 
享有折扣優惠                                                     

- 購買香港管弦樂團經常性音樂會門票八折優惠( 低成人票價除外) 
- 購買樂團的紀念品及所出版刊物八折優惠 

- 多家唱片公司、書店、琴行折扣優惠 

- 多本雜誌折扣優惠 

音樂活動                                                          

- 音樂欣賞講座 

- 與本地及國際著名音樂家會面 

- 各類有關音樂及樂團的活動 
免費樂團刊物                                                      

- 樂友社通訊 

- 香港管弦樂團會刊《起拍》 

- 樂團音樂會資料 

積分優惠計劃                                                      

- 參加積分優惠計劃，所累積分數可換取樂團的音樂會門票及紀念品 

免費禮物及獎品                                                   

- 新會員可獲贈精美禮物及音樂講座現金代用券 

- 每月有獎問答遊戲禮物 

 

會籍類別       年費 
個人        $160 
聯合 2 人       $250 
家庭 3-6 人      $300 
學生        $80 
六十歲或以上高齡人士    $80 
 
如有查詢，請電 2312 6103 

 

（資料來源：香港管弦協會傳單） 

弦樂樂趣  
由此起 

Pleasure  
in Music 

Starts 
Here 

支持你的樂團，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樂友社是個專為音樂愛好者而設的組織，目標為

促進聽眾與香港管弦樂團的溝通和認識，並培養

會員對音樂欣賞的興趣。 

成為樂友的你，可享獲不同優惠和參與各種精采

音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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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五：直銷廣告 

 

 

 

 

 

 

 

 

 

 
生命因你發亮 

兒童是寶貴和獨特的，他們擁有生存、受教育和被愛的權利。貧窮、戰亂、

飢荒、天災、疾病……，令無數兒童生活在黑暗之中，然而黑暗並非永恒。 

只要你成為宣明會助養者，便能夠照亮兒童的生命，同時他們身處的家庭

和社區，也因此得到改善。 

看著助養的兒童成長和改變，身為助養者的你更可以感受到施予的滿 

足 —— 原來自己的生命也被照亮了！ 

 

助養兒童，照亮生命 

「宣明會助養兒童計畫」是一個以兒童為中心的發展計畫。你的幫助，可

以為兒童提供基本的醫療保健、教育、清潔食水及營養食物，並同時改善兒童身

處家庭及社區的經濟條件，讓兒童得以健康成長。 

 
每天 7元，照亮你我 

 你只需每月付出港幣 200 元，便可以幫助一名兒童及其家庭和社區。當你

成為助養者，你會收到： 

• 兒童的照片及背景資料 

• 兒童居住國家的簡介 

• 兒童的成長報告 

• 助養者手冊 

同時，你可以透過互通書信，甚至探訪，向助養兒童表達你的愛和關懷，與他建

立一份獨特真摯的友誼，照亮彼此的生命。 

 

請即參加「宣明會助養兒童計畫」 

照亮你，照亮我！ 

 

 

「宣明會助養兒童計畫」回條 

(略) 

 
                             

 

                                           （資料來源：香港世界宣明會傳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