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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話能力：研究、課程、教學與評估
「說話」自 1990 年寫進中一至中五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 (課程發展議會, 1990)，發
展至今，說話學習範疇在範圍、能力、策略、興趣、態度、習慣各有明確的學習目標和
重點，成為中國語文教育課程架構的重要支柱 (課程發展議會, 2002, 2007)1；1992 年高級
補充程度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實施，
「說話能力測試」兩年後施行，自此說話能力成為中國
語文學習領域的公開評核項目之一，發展至今，中學畢業學生的說話能力水平已有完整
的等級描述作為評估的準則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09)。在課程和評估兩方的內外拉引
下，說話教學的實施便是必然的事了，從教育局的設計示例，到種籽計劃與校本支援，
乃至教師和學生日常的課堂內外實踐，二十年來，說話課程、教學、評估的發展，不可
說沒有成果。
然而，相對於說話課程、教學與評估，本地對中文說話的研究，相對冷落。例如，
中文說話究竟是甚麼一回事？說話能力 (speaking competence) 包括甚麼？說話能力與其
他語文能力有怎樣的單獨與綜合的辯證關係？有哪些有效的第一語言的說話教學方法與
策略？這些問題，並沒有想當然的答案，但都對說話課程、教學、評估的進一步發展，
有關鍵的作用。
本文旨在回顧三個經典的語文能力及說話能力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建構了今後說話
能力研究的範式。本文並發展這些說話能力的研究範式，提出了說話能力的架構，作為
分析與評鑑說話課程、教學、評估，以及日後進一步研究說話能力的理論基礎。
二、說話研究的三塊里程碑
2.1 說話的認知心理過程
荷蘭心理語言學者 Willem J. M. Levelt 在 1989 年出版的《說話的認知心理過程》
(Speaking: from intention to articulation)，面世雖已超過廿載，但此書所提出的語言生成模
型 (model of language production)──Levelt 稱為「說話人藍圖」(blueprint for speaker)──
依然是了解說話能力的必讀經典。Levelt (Levelt, 1989, 1994; Bygate, 2001; Thornbury,
2005) 提出，說話過程涉及四個認知心理環節：構思立意 (conceptualization)、選詞造句
(formulation)、吐字發音 (articulation)，以及自我監控 (self-monitoring)。我們把這模型簡
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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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如有興趣了解「說話」在香港中國語文課程發展歷史中角色與地位的變化，可比較 1978 年香港課程
發展委員會《中國語文科（中一至中五適用）》
（pp.15-22）與 1990 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中國語文科．中
一至中五課程綱要》（pp.9-10），兩本課程綱要對教學目標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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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說話藍圖

說話人在構思立意階段，根據說話目的，運用對世界（以及話題）
、社會（以及情境）
、
話語類型與組織等已有的背景知識，計劃符合情境與目的的訊息內容；然後，說話人在
心理詞彙中選配附有語法結構資訊的詞彙2，並且設置詞彙與語句的語氣、語調、語音形
式，這是選詞造句的階段；最後說話人協調發音器官超過一百條肌肉，把自肺部呼出的
氣流塑成不同的音色，產生存在於時空之中的具體話語，這是吐字發音的階段。構思立
意連繫着自我監控，說話人監察自己整個說話生成過程是否符合計劃中的訊息內容，並
適 時 對 詞 句 與 發 音 作 出 修 訂 (repair) 。 自 我 監 控 有 時 被 歸 類 為 「 元 認 知 策 略 」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Buck, 2001)。
這一說話的認知過程，與寫作的過程──計劃、轉譯、修訂、監控──相似 (Flower and
Hayes, 1980, 1981; 謝錫金, 1984, 1986)，最大的不同，是說話過程沒有修訂環節，說話的
修訂在自我監控中實現；另外，發音階段獨立也是說話過程的特點，在寫作中，執筆的
生理肌能活動，可以看成是轉譯過程的內容。說話沒有獨立完整的修訂過程，這顯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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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t 自鑄了新詞 lemma 表示這種附有語法資訊的詞彙，其概念與系統功能語法的 lexico-grammatical
是極相似的，也就是說，詞彙與語法並不是分割的，而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形式與表現，詞彙其實同時也
就是語法。例如，說話人構思立意出「對公眾有大助益」的訊息內容，可以選擇「奉獻」或「貢獻」
，前
者帶有動詞的資訊，後者是名詞，這些訊息有助說話人把詞彙造成符合語序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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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說話過程極短促的內在時間限制，不似寫作原則上可以任意延展其中任何一個過程，
Bygate (1987) 稱為說話的「處理條件」(process condition)。由於處理條件的限制，說話
人耗用最多精力在構思立意和自我監控的過程上；在選詞造句和吐字發音兩個過程上都
是自動化的 (automatic) 的。因此，說話一如其他語文能力，當然要求「準確」(accuracy)，
但是，還特別要求「流暢」(fluency) (Bygate, 1987, 2001; Thornbury, 2005)。因此，除了與
修訂階段的活動外，寫作教學的活動都可以挪用到說話教學上，只要教師注意說話的處
理條件限制，並且以吐音發言為學習的產出。Alcaya et al., (1994, cited, Cohen et al., 1996,
pp.48-51) 把說話分為說話前、說話期間、說話後三階段，整理了不同階段不同說話策略
（下表括號內數字為策略項目的數量）
，可以參考：

減少憂慮 (6)
說話前
計劃 (17)
控制情緒 (8)
說話策略

說話期間

參與 (6)
監控 (7)
自我評價 (5)

說話後
為下一任務計劃 (6)

圖表二：說話策略

2.2 說話的話語分析分類
英國應用語言學學者 Martin Bygate 在 1987 年出版了為語文教師而寫的《說話》
(Speaking) 一書，提出了很有影響的口語能力 (oral skill) 的類型學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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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三：說話類型
Bygate 指出，早期的說話教學重視肌動知覺技能，這技能對應於 Levelt 模型中吐字
發音階段的能力，說話人正常地操作發音與聽覺器官，以正確發出和感知聲音；今天多
媒體教室 (MMLC lab) 的原形，本是為訓練這一技能而發展出來的。隨着七八十年代會
話分析和話語分析的發展，學者認為除了這種與語境、目的，甚至意義無關的肌動知覺
技能外，說話人更須運用知識，在具體的情境中，達到傳意交際的目的，這是互動技能。
互 動 技 能 包 括 了 已 經 成 為 類 型 (genre) ， 因 此 訊 息 內 容 的 組 織 比 較 程 式 化
(conventional)，所以也較可預測 (predictable) 的「常規」話語能力，以及較受說話對方
左右，說話人要與聽話人協調的「協商」話語能力。
常規又包括了強調訊息內容的程式的資訊常規，例如描述、比較、指示、記敘等說
明客觀物事的說明常規，以及解釋、判斷、論證、預測、決定、評鑑等表達個人見解為
主的評述常規；以及側重交際互動的程序的互動常規，例如訂票、面試、購物、查詢等
為完成某具體事務的服務常規，以及例如飯局交談等為建立或維持人際關係而作的社交
常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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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性與社交性的二分，在話語分析中，又常被稱為「事務交易」(transactional) 與「人際交往」
(interpersonal)，名目不同，所指平行。Nunan (1991, 1999) 認為事務交易／人際交往的二分，與資訊常規
／互動常規平行，本文不取，認為應與服務／社交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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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包括了意義協商，指說話人為保證自己說得清楚、為目的而發話的技能，說話
策略與此最有關，例如運用話語標記 (discourse marker) 為標示語 (signals)、提問對方以
澄清共同理解或前提、運用補償或迴避策略以另一方式表達，超越自己的不足，乃至 Levelt
所提出的自我監控，修訂錯誤等；互動管理指會話交談時說話人何時插話，如何接續話
輪 (turn) 的能力，例如，課堂上學生插話常要求先舉手，面試時應徵者大多要等待對方
提問才發話，討論要求說話人等待對方完成一個論點的論證後自發接續話輪，話語交叠
極不禮貌，朋友交談則較可隨時插話，話語交叠一般無傷大雅。
對於 Bygate 的分類，特別值注意的是：分類強調分別，不過，凡事自其異者視之，
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因此，以上分類，宜視之為話語的不同取向，
而不是不同話語的種類。例如，學生與師長討論應否參校園驗毒計劃，其中固然要說明
校園驗毒計劃的意圖與措施，也要對計劃作出評價、提出理由支持自己的觀點，以達到
最後的議決目的，過程中維繫甚或促進了師生關係，各人要能澄清自己和他人的訊息內
容，更要適時發言插話；更不要說，討論當然涉及發音與聽覺器官的有效與正常運用4。
Bygate 的系統建基於說話是人際在具體語境中的互動，即說話會因聽眾一方的參與
而變化，Bygate 稱為「相互條件」(reciprocity condition)。相互條件對教學的啟發是：說
話教學以聆聽教學為前提，說話教學離不開聆聽教學。
2.3 學童語文能力發展
加拿大雙語學者 Jim Cummins (1979, 2000, 2003) 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基本人際構通
技能」(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Skills, BICS) 與「認知學術語言能力」(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CALP) 區分，Cummins 後來分別簡稱之為會話語言
(conversational language) 與學術語言 (academic language)。會話語言指在具體社會情境中
的交際，例如與友談心，或 MSN 等面對面（直接或間接、真實或虛擬）的人際溝通，這
類語言的使用者可以利用語境與人際的標示（如面部表情、手勢動作、語調等）幫助理
解與溝通，因此，認知要求相對較低；學術語言指可以抽離於具體語境、只利用非語境
的、語言本身的訊息內容所作溝通，認知要求因此相對較高。Cummins 因此提出了一個
供分析用的二維框架，一維由「依賴語境」(contextual embedded) 與「抽離語境」(contextual
reduced) 兩端構成，另一維由「低認知要求」(cognitively undemanding) 與「高認知要求」
(cognitively demanding) 構成，愈依賴語境、愈低認知要求，當然愈屬於會話語言，相反，
愈可抽離語境、愈高認知要求，當然愈屬於學術語言。Hall (1996, p.68) 和 Baker (2001,
p.176) 為這框架各舉了認知行為和具體學習活動的例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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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例如 Nunan (1991, 1999) 便曾重整 Bygate 的分類，發展了一個兩維的矩陣，橫列是資訊和協商
常規，代表功能，縱列是互動常規，代表情境，藉此作為發展口語課程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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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四：說話認知分類
Cummins 指出，會話語言的學習並不太困難，反而，對學生來說，難點在於學術語
言的使用，學生一般要求更長時間才能把握學術語言。會話語言十分依賴說話的語境，
依賴語境的語言使用方式傾向於把世界建構成變動不居、正在發生的「事」，讓人參與、
互動，建構切身的經驗；學術語言盡量獨立於特定的語境，把世界建構成存在的、凝定
下來的「物」
，讓人能夠超越個人經驗，整體把握或層分細析。無疑，沒人可以否認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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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是學習知識的一個極重要途徑，但個人化的經驗只能提供較狹隘的世界知識，而且
往往不夠典型而富誤導性。通過學術語言，人接觸到紛紜的世界知識，這是難以由其他
途徑獲得的，因而具學術語言能力的人較能超越語境地思考，給人提供了獨特的機會掌
握陳述知識 (謝錫金等, 2005)。忽略學術語言能力的訓練，對學童的語文能力發展是一個
災難。
會 話 語 言 與 學 術 語 言 很 容 易 令 人 聯 想 到 口 語 與 書 寫 的 二 分 (oral-literate
dichotomy)，但 Cummins 已很明確否定了這種平行。這不難理解，談天說地當屬會話語
言使用無疑，但深入的智性論辯，卻是學術語言的表現。Cummins 會話語言與學術語言
的區分，有效解答了一些不了解語文學習的人對說話能力課程與評估的錯誤質疑：以為
學生平日經常以口語與朋友、親人甚或媒體作大量的閒聊 (causal talk)，便以為學生的說
話能力無礙，其實，這只屬會話語言的表現，一旦要求學生就不同的指定嚴肅課題內容，
以認真的態度，有效地以口語方式發表個人意見、與人交流，這便不是不學而能的能力。
而這恰是說話能力學習與評核的焦點 (鍾嶺崇、林偉業，將出版)。不過，說話的學術語
言使用，與讀寫有較多的共通性，卻又是不必否定的；在話語分析中，學者強調了說話
與讀寫的分別，不過，學術語言的概念，讓我們了解到這不宜誇張這分別，特別是對第
一語言學習來說，把說話看成是不必計劃 (unplanned)、句子不必完整、倚賴語境 (Hughes,
2002) 等，以讀寫的相反來定義說話，是很危險的；把說話視為讀寫的添補，是必須解
構的。
Cummins 以對語境倚賴與否，特別是認知水平要求的高低，讓我們不僅注意到話語
分析所強調的說話的會話性格，還須關注說話的學術語言使用一端。這一端，恰能與閱
讀的認知水平掛上鉤 (祝新華, 2003, 2004)，把閱讀教學的活動引到說話教學中去。
三、說話能力的架構
Levelt 從認知心理角度分析個人如何說話，提出說話的過程；Bygate 從話語分析的
角度分析說話的互動性，提出說話的分類；Cummins 從社會政治角度分析語言發展，提
出說話的教育目的。三人從不同角度，分別局部地建構了說話能力的架構。下面我們嘗
試把這三者重組，作為說話能力課程、教學與評估的基礎。
整個說話過程，說話人最終目的是要產生某種口頭話語行為 (oral discursive act)，如
「學生與老師討論下一期壁報主題」
，一如其他大部份人類行為，口頭話語行為的核心是
目的 (goal)。如果沿用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觀點：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
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那麼，目的也是這兩大類：解釋世界（可以是闡
述或者想像等）和改變世界（可以是祈使、建立關係，或者發現等）
。口頭話語行為有以
下五個環節，構成說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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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運用世界背景知識，計劃訊息內容
口頭話語行為是表義與思維行為，必然與世界有關，要求說話人運用對世界的已有
知識，進行加工，然後產出語言成品。世界不只事理，還包括人情，因此與文化有關。
加工涉及不同層次的認知要求，最通用的認知分類，當然仍是 Bloom’s taxonomy (Bloom,
1956)。
3.2 按照話語功能和類型，把訊息內容組織起來
口頭話語行為的課題內容雖千差萬別，但最常見的口頭話語行為類型與功能卻仍是
有限的，否則，學習便不可能。口頭話語行為的功能即最常見的話語組織，包括描述、
比較、序列、因由、解難等，即閱讀理論中的篇章結構 (Meyer, 1975, 1985)，或話語分析
中的修辭關係 (Mann and Thomspon, 1988; Mann, Matthiessen and Thompson, 1992)，不同
的話語類型，如演說、面試、討論等，各要求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功能組合序列。
3.3 視乎情境，構思與組織訊息內容，並把訊息內容賦予語言結構及形式
口頭話語行為由情境決定其目的，因此總與情境有關。有些情境有較強的特定色彩，
有些情境較有普遍性。情境主要由參與者多少、參與者之間的社會關係決定，說話人因
應不同的參與者，有不同的構思內容、話語組織與語言結構，這部份常被稱為語用能力
(Leech, 1983; Bachman, 1990)。參與者的介入影響互動的程度，而參與者互動程度愈高，
愈涉及聆聽。訊息組織最終要以語言產生出來，而不是其他符號系統。因此，要有詞彙、
句構等語言結構形式的表達。
3.4 訊息內容的語言結構形式經生理活動產生實質的物理存在
口頭話語行為與其他語言實踐最大的不同，是它最終還要以語音為媒介產生出來，
詞彙、句構轉換為語音形式，最後以發音器官生產出來。這環節是最典型的說話能力表
現，也即最能立於讀、寫、聽之外。
3.5 監控整個過程是否符合要求
監控的目的是保證構思與生產對應，兩個無時無刻不在。監控涉及：一、標準，包
括「準確」(accuracy) 和「流暢」(fluency)，二、溝通與說聽的策略，三、發現錯誤時的
修訂。
以口頭話語行為為中心的說話能力，如下圖所示：

8

1.世界知識／構思

5.
監
控

課題
內容

認知
層次

話語
類型
3.
訊
息
組
織

身份
對象

功能
組織

互動
程度

說話能力

2.
情
境

聆聽

詞句
結構
語音
形式

發音
實質

策
略
/
修
訂

4. 語言生產
圖表五：說話能力架構
按照上圖所示的說話能力架構，說話能力包括了五方面的能力：一、說話當然必有
內容，這內容與外在世界有關，說話是對外在世界知識的加工；二、說話也一定有語境，
說話人與隱含或存現的聽話人溝通交際，說與聽雙方都有其各自的身份和不一定相同的
看事物的角度；三、說話是訊息，這訊息必然以語言的方式表達出來，訊息有它的作用，
有它的組織，也有它的句構與詞彙的形式；四、說話最後也必定以語音的方式表現出來；
五、凡思維，皆有監控調節，說話人也必對所說的話作適時的調整。
以上五方面其實並不艱深曲折，可以說是卑之無甚高論，但它根於認知、話語與雙
語研究文獻──Levelt 的說話理論主要關心「課題內容──口頭話語行為──詞句、語音、
發音」這一縱軸；Bygate 則關心「功能、類型──口頭話語行為──互動這一橫軸；Cummins
則關心認知──口頭話語行為──互動」這一區域。縱向過程的特點是極短的處理條件，
最下方的詞句、語音、發音具有自動化的特點，橫向過程的特點是相互條件，因此，對
中國語文學習領域發展說話教學，或有點啟發。

9

我們且以極簡單的日常生活──電影院購票為例說明之。一、電影院購票首先當然涉
及當時播放的電影，還有購票應有的已有知識，如電影院的座位編排，電腦購票的手續
等，說話人只須把所要購買的座位編號告知售票員，認知要求顯然不很高；二、購票的
情境一般是買賣雙方一問一答的面對面對話；三、購票是一項交際事件，完整的購票過
程，由一連串活動組成，並形成購票的話步 (move) 組織。Halliday & Hasan (1985) 認為
購買的組織結構為：[（致候）（招呼）^ ] [（詢問 n）{要求^應答}n ^售賣^ ] 購買^收束
（^完結）(參見林偉業, 2006a)，各話步又由特定的句構和詞彙表達出來，如致候和收束
通常是非完整句子，詢問用提問語氣等；四、購票要說出來才達成；五、購票所需策略
一般較簡單，例如事先檢視座位編號，並抓緊購票的目的即成。至於其他說話事件與說
話學習活動所要求的能力，可據上例舉一反三。
四、說話能力的教學設計
在這個整合的架構中，第三節圖表五愈靠上方和左方，愈與讀寫有關，愈靠右方和
下方，愈與聆聽有關，因此，說話教學的活動，其實不必離開，也離不開讀、寫、聽。
背誦一首詩，自然會在學生學習了一首詩後出現；辯論校園驗毒計劃，也應該在學習了
議論寫作與理解議論文章之後安排。因此，特別是對第一語言學習來說，其實不應有嚴
格意義的「單項說話能力訓練」
。嚴格意義的「單項說話能力訓練」把說話能力完全抽離
於讀、寫、聽教學，兩個可能的後果是：一、學習效能降低，特別在構思、組織和詞句
結構這三方面最容易出現問題；二、要花上更多時間，因為要在構思、組織和詞句結構、
聆聽等方面，重複補充。這是設計說話課程和學與教時，我們不得不慎的。我們下面以
學習《燭之武退秦師》一文為例，說明以上架構。
常見把《燭之武退秦師》選到發展學生議論能力的單元中，把單元學習重點設計為
「認識類比論證、因果論證等論證方法」或「認識游說技巧」等，當然，這些都不是不
合理的，不過，如果把學習《燭之武退秦師》抽象成為學習其中論證方法的材料，則《燭
之武退秦師》作為《春秋》篇章之一，其中的儒家微言大義，便不免被忽略，如此，則
任何一篇有運用因果論證的文章，皆可取用替代，甚至，廣告運用論證或游說，其實更
突出、更有趣，不過，作為中國語文教師，我們知道，用廣告作為教材之一，固然可以，
但以廣告取代《燭之武退秦師》指導學生論證和游說的說話能力，是荒謬的。
作為單元中選用的文言篇章，我們要從以下三個層面設計教學內容（並見圖表六，
附表中有方框者乃說話能力的學習重點）：
一、課程層面：即本單元與整個六年中國語文課程的關係，這裡至少宜從以下四方
面連繫課程與本單元：文言字詞的認識與累積；對史傳、春秋戰國、
《左傳》等相關文化
知識的累積與深化（例如，與《戰國策》對照，或其他《左傳》篇章的呼應，如事前的
晉楚城濮之戰，與事後的晉秦殽函之戰）
；利用本篇所突出的敘事與議論元素發展學生這
兩方面的聽、說、讀、寫、思維等能力；學生在教學前後自行尋找資料的探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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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元層面：對於有經驗的老師來說，這層面比較明顯，宜包括：具體文言字詞、
敘事的結構、人物性格的營造與分析、議論技巧、故事所蘊涵的文化主題（特別是何謂
「武」與「不武」）、對春秋的探究學習活動等。
三、篇章層面：篇章層面涉及單元的學習重點如何具體地藉該特定的篇章，配合學
習活動，而得以實踐。下文我們只側重說明與說話教學配套的教學環節。
《燭之武退秦師》既是這單元的篇章，學生要能把握其中字詞，特別是掌握不認識
字詞的音義，並流暢朗讀，讀出其中人物神態，乃不在話下，不必詳論。
由於《燭之武退秦師》是敘事文，學生須先按敘事的一般組織把握全文，教學活動
因此可以包括以時序線 (timeline) 整理故事的時序線索，然後按「背景──問題──解決
方法──結果」或所謂「新六何法」的典型敘事圖式結構理解故事的脈絡i。教師還可以要
求學生自行到網上或圖書館，尋找當時晉、秦、鄭、楚四國間的糾紛與關係，作為研讀
本篇的已有知識，並理解故事的背景。而故事的主體，一如其他典型敘事，常是主人公
以其智慧，解決了所面對的困難，從中作者突顯了主人公成功解決問題的方法所根據、
倚賴或透露的價值，這價值一般就是故事的主題，並且往往積澱成為文化的一部份（參
見謝錫金等, 2005）。
因此一般敘事作品，敘事結構中的方法常是理解的關鍵和核心，
《燭之武退秦師》更
是如此，因為，故事中四個解決問題的方法，其中的關鍵是鄭文公說服了燭之武，以及
燭之武成功說服了秦穆公兩段對話，他倆所運用的，都是「後果論證」(argument from
consequence) ， 即 說 話 人 指 出 某 事 件 所 導 致 的 後 果 ， 並 根 據 此 後 果 之 是 否 可 欲
(favorable)，以反過來決定該前因事件是否應為。醫務團體宣傳吸烟危害健康（壞後果），
以警戒大眾不要吸烟，便是例子之一。
《燭之武退秦師》一文有一特點：鄭文公說服燭之武一段，與燭之武說服秦穆公一
段，恰好循序拾級漸上，前者是後果論證基本的簡單形式，後者是更完整的複合形式。
鄭文公說服燭之武時，一、先道歉（情）
，二、然後提出了「鄭亡，子亦有不利焉」的不
良後果（理），三、這後果之所以不良，當然是從燭之武作為鄭人的身份而發的（境）。
所以鄭文公的論證是這樣的：

i 本文認為，以敘事圖式分析敘事，往往較傳統的六何法更能把握故事的脈絡和主題。簡言之，傳統敘事
六要素雖突出了組成記敘的六項基本元素，但卻不太強調六元素間如何互相連繫以建構完整故事，運用
的時候，一不小心，容易把故事割裂成六塊互不相屬的斷片，反而有損理解。敘事圖式或新六何法則十
分注重構成敘事的要素之間，如何呼應配合，以構成有意義的完整故事。其實，只要足夠審辨元素間的
關係，傳統六何法與新六何法也是異曲同工的。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作詳細開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
參考謝錫金等 (2005)、林偉業等 (2008, 2009)、Ng & La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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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式（常稱作論證）：後果論證
2. 理由（常稱作論據）：事件所導致壞後果（或，事件會導致好後果）
──「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3. 立場（常稱作論點）：不宜做該事（或，宜做該事）：
──不宜不游說秦穆公（此乃隱含論點，由上下文推論出來）
不過，後果論證不止於此，因為，一個論證圖式是否成立，要看該論證圖式的關鍵
條件 (critical question) 是否得以滿足，燭之武成功說服秦穆公一段，一、先承認不作奢
求（情）
，二、然後便針對後果論證，提醒秦穆公，須同時考慮後果論證三個重要條件（理）
：
1. 圖式：後果論證
2. 理由：事件會導致好後果
──「鄭亡而有益於君」
3. 立場：宜做該事
──亡鄭
4. 條件：(i) 事件與後果是否有強因果關係？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
(ii) 有沒有其他方法同樣達到所欲的好後果？
──「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iii) 事件有沒有不良副作用？
──「鄰之厚，君之薄」；「晉何厭之有？」
燭之武說服秦穆公的方法，在於燭之武指出了原定計劃（亡鄭）所想當然的好後果
（秦強）
，其實：(1) 因果關係不強（越國以鄙遠）
；(2) 以其他方法（不亡鄭，鄭成附庸）
仍可達至；(3) 有副作用（厚晉薄秦）。這三項條件既不滿足，則原有的好後果論證（鄭
亡而有益於秦）便成疑或不成立了。三、燭之武花費了最多篇幅在第三項條件上，首兩
項力度其實不強，但卻十分著力建構第三項副作用條件，這當然與說話對象有關：秦穆
公最關心的，是自己如何成為霸主，後果是好是壞，壞至甚麼程度，是從聽話人的角度
而發的（境）。
教師通過鄭文公說服燭之武和燭之武說服秦穆公兩段，分兩環節引導學生把握「後
果論證」這一日常十分常見的論證圖式，指出議論的四元素──論點、論據、論證，以及
滿足論證的關鍵條件ii，立論常常省略關鍵條件，但反駁卻往往針對關鍵條件而發。
ii 本文認為，論證乃四元素構成，不只是傳統所說的三元素。大略而言，基本的論證有四大類：因果
(argument from consequence)、專家 (argument from expert)、特徵 (argument from sign)、類比 (argument
from analogy)，不同類型的論證，各須滿足不同的關鍵條件（即第四元素）
。以專家論證為例，它至少要
滿足四個條件：(1) 專家的可信性；(2) 專家的專業範疇；(3) 與其他專家的一致性；(4) 專家論斷是否
建基於證據。能滿足以上關鍵條件的專家論證便是成立的論證，否則便有可能是謬誤；傳統邏輯和一些
批判思考文獻傾向把專家論證打成「訴諸權威謬誤」(appeal to authority fallacy)，便是忽略了論證還有第
四元素，不符日常生活的論證實踐 (daily life plausible argument)，也與語文學習接受「引用論證」
（即專
家論證）矛盾。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詳細論述論證類型的現代發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Walton
(1989, 1996, 2006, 2008)，四類基本論證的簡單說明可參看 Renkema (2004, P.212)，至於中文著作中，有
較詳細的說明的是武宏志等 (2009)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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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學習還應超越篇章的表層內容，要求學生評價作者或篇章人物所運用的論證。
學生可以燭之武之道，還諸燭之武身上，包括：一、燭之武論第三項關鍵條件（亡鄭晉
強秦弱）的因果關係夠強嗎？二、燭之武的後果論證，有沒有把全部他所知的因果關係
都明白陳述了呢？特別是「不亡鄭」這一其他方法，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後果，就是
晉秦分裂，讓鄭逃過難關，可是燭之武沒有提（學生當然也可以提出秦穆公早知此後果，
燭之武並非刻意隱瞞）
，而這一對秦鄭雙方皆有利的後果，是整個故事中燭之武之所以能
夠解決鄭國危難的核心所在。
至於結局部份，一如背景，學生不但要把握篇章中所述的結局，教師還可以要求學
生進一步尋找這事件之後的歷史結果，如鄭國下場，晉與秦的關係等iii。
根據敘事結構，整個故事的主題在於：解決重大糾紛，除了以戰爭／武力／暴力之
外，還可以運用（一）外交／言辭，
（二）即通過思量後果之利與害，反過來決定前事之
宜或不宜的論證方法，分析處境，提出觀點，
（三）以達致雙贏的做法。而其中的後果論
證更是此單元議論能力的重點，可以發展為更明確和完整的說話教學學習，讓學生把握
這種論證，學習多角度的分析，並認同以理性討論而非暴力（不論語言還是身體）方法
解決問題的態度。
許多糾紛可以通過分析處境，平衡對各方的利害，以尋求對各方有利的後果，得以
解決。以「校園驗毒計劃」為例iv，教師可以按以下步驟指導學生把握後果論證v：
1. 教師選印贊成與反對「校園驗毒計劃」的文章各一篇，先讓學生備課閱讀；
2. 全班分為 8 組，每兩組分別擔任以下其中一個角色：禁毒專員、家長、學生、社
工；
3. 教師利用圖表七的圖式，引導學生分析贊成與反對「校園驗毒計劃」文章中後果
論證各論據，歸納成評價「校園驗毒計劃」五個關鍵條件的全面圖式：
(i) 目的是甚麼？這目的是否足夠嚴重，必須利用「校園驗毒計劃」處理？
(ii)「校園驗毒計劃」的具體內容是怎樣的？是否具體可以執行？
(iii)「校園驗毒計劃」與其目的之間，是否有強因果關係？
(iv) 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達致同樣的目的？
(v)「校園驗毒計劃」有沒有／有甚麼不良副作用？

iii 燭之武這事件導致晉秦分裂，成為春秋歷史的重大轉捩點，這方面吳宏一 (1988) 有很清晰而簡潔的說
明。
iv 這裡選擇「校園驗毒計劃」為題材，僅是個例，用以說明宜選用與學生生活有關的題材而已，實際施教，
當然應選擇更具時效性的題材。此外，「校園驗毒計劃」作為《燭之武退秦師》的配套學習活動，本身
其實有一個缺陷：「校園驗毒計劃」的糾紛性質不算重，與「以言辭代替武力」的主題不算十分呼應，
容易導致這說話活動與單元/篇章主題互相獨立，讀與說在內容意義（言辭代武力）上無關，只憑話語類
型（後果論證）粘連。近年社會上其實也有些議題涉及不同持份者或以「語言/身體暴力」解決的糾紛，
與鄭文公／燭之武面對的處境平行，學校可因應校情，斟酌選擇是否化用為教材。
v 有關後果論證的五個關鍵條件，以及由此發展而成的說話教學活動，可以參考林偉業 (2006b)、教育局語
文教學顧問專責小組 (2009, pp.1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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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組根據自己角色，評價步驟 3 所完成圖表七的圖式；
5. 各組滙報，學生提問；
6. 教師根據後果論證圖式，評價學生的表現；
7. 學生根據討論結果，以個人身份，寫成議論文章提交；教師並提醒學生，學生在
討論中所持的立場是文章的主論點，五個關鍵條件是分論點，一般分成不同段落
分別陳述，五個關鍵條件的具體內容則是論據。
根據第三節圖表五的架構說明，以上與同學辯論校園驗毒計劃應否推行的說話學習
例子，其中所涉說話能力包括以下各方面：
1. 世界知識／構思
課題內容：課題是社會時事的社會教育政策和措施，學生須對有關計劃有清楚的已有
背景知識，教師可運用其他輔翼學生背景知識的教學策略（如 KWL）
認知層次：對課題加工的難度較大，認知層次較高，特別包括創作（講述和支持己見）
和評鑑（反駁別人漏洞）
2. 情境
身份對象：本來是學生，以個人身份發言，但設計成禁毒專員、家長、學生、社工及
自己等不同角色，按角色作判斷
互動程度：報告時不必互動；但面對面的討論，須能即時回應他人，提問、回應要有
禮，不壟斷
聆
聽：能聽出對方後果論證未滿足哪些關鍵條件，也聽出別人對自己的質疑
3. 訊息組織
話語類型：爭辯性質的討論
功能組織：以後果論證組織內容──包括立場論點，從五個關鍵條件角度分析立場論
點的分論點，以及以五個關鍵條件的具體內容為論據；不長篇累牘
詞句結構：能表達因果關係；能運用標示語如「因為」、「所以」；先論點後論據的複
句安排；能禮貌地表示不同意；不了解時提出問題要求澄清等
4. 語言生產
語音形式：語調堅定但自然，不過速
發音實質：發音準確，吐音清晰
5. 監控
策略／修訂：事先了解事件，清楚自己的身份與立場，準備後果論證的圖式，發言與
聆聽時幫助整理他人與自己的內容和觀點，排列要表達觀點的優次，抓
緊要討論的核心、不枝蔓，為寫作作準備等

於此明確說話教學之後，教師可以重申學生所學：《燭之武退秦師》、後果論證、以
言辭代武力等，以進入下一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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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教學設計，從三方面體現說話能力訓練的要求：一、說話與整個單元的讀、
聽、寫教學分不開，閱讀輸入成為說話，耹聽與說話是一幣兩面，說話為寫作作貢獻；
二、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有大量朗讀、回答、報告、發表觀點的機會；三、選擇重點作明
確 (explicit) 而完整的說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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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文言字詞累積

春秋戰國名篇

單元 閱讀／說話：文言字詞（通假）
寫作：

敘事結構／人物性格

背景文步

探究

敘事／議論能力
價值（言／武）

議論模式（後果論證）

化解文步

探究（戰國背景、後果）
評議文步

激化文步

篇章

背景

問題

1. 鄭 晉 有 何 仇
怨（重耳出
走）？
2. 晉 秦 有 何 良
好關係（重耳
出走）？
3. 晉 楚 有 何 戰
事（城濮之
戰）？
4. 鄭、晉、秦地
理 關 係 如
何？（地圖）
5. 何 謂 故 事 前
事件？
6. 為何插敘？

1. 鄭 國 有 何 危
難？
2. 面 對 敵 國 入
侵，現代國家
一般會怎樣
做？

方法（利）
方法
1. 求 助 於
誰？
2. 求 他 做
甚麼？
3. 為 何 求
他？

方法

結果（義）

方法

方法

1. 為甚麼燭之武
說自己無能為
力？
2. 鄭文公用甚麼
吸引燭之武？

1. 燭之武用甚麼吸引秦
1. 為何出城
1. 三帥為何
穆公？
要夜縋？
戍鄭？為
了保護鄭
2. 夜縋出城
國嗎？
對燭之武
其他
秦成霸 副作
後果
有甚麼後
主(利) 用(害)？ 2. 鄭國的危
後果？
果？
機解除了
後果 燭之武如何？ 3. 由此你對
嗎？
燭之武有
因果
何評價？
？
鄭亡
方法
方法

燭之武
不見秦君

國危

佚之狐做
了甚麼？

鄭文公說
了甚麼？

夜縋

年 9 月甲午
（閱覽《左傳》填上年份）

圖表六：《燭之武退秦師》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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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秦與晉
方法？ 攻鄭亡鄭

燭之武說

秦與
鄭盟
三帥

了甚麼？

戍鄭 晉去

2. 秦穆公為何答應？他
完全同意燭之武嗎？

3. 燭之武為何答
應？

無禮於晉
貳於楚

篇章

歷史
1. 鄭國結果如
何？
2. 晉、秦國有
沒有再攻鄭
(弦高）？
3. 秦晉關係如
何(殽函之
戰)？
4. 燭之武後來
如何？

圖表七：後果論證的多角度思考

3.因果關係：

4.其他方法：

1.目的：

3.因果關係：

2.校園驗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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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良後果：

3.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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