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中國語文「中、長期建議方案」 (諮詢稿 ) 

諮詢篇章《出師表》設計示例  

 

 

構思說明  

 

 教育局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現正進行「中、長期建議

方案」(諮詢稿 )學校意見調查，就「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

的實施，蒐集學校意見。為配合是次諮詢，現以「諮詢稿」

建議篇章《出師表》為例，提供設計示例，方便教師參考，

以說明課程提供指定學習材料的理念︰  

 

 課程提供「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目的是要進一

步提升學生文言閱讀能力和豐富語文積澱，讓學生熟

記其中精華片段，理解文意及掌握篇中文學、文化內

涵，從而汲取養分，同時可作為培養讀寫聽說能力的

部分學習素材。   

 「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並非學生學習的全部，只

是學生學習的切入點。教師仍需配合開放學習材料的

課程精神，因應學生的興趣、能力和學習需要，選用

其他文言及語體材料，幫助學生提升語文能力和素

養。  

 

 本設計示例的單元架構依據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

育組提供的「必修部分學習單元架構」，並以《中學中國語

文學習單元設計示例（高中階段試用）》（ 2006）中的示例

「表達與應用 (一 )—— 游說」為基礎，略作修訂，以體現指

定文言經典作品如何配合現有單元的學習目標和重點，能

有效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和素養。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nss-lang.html


 

高中中國語文課程  

「必修部分」學習單元架構示例  

 

組織重心  中四  中五、中六  

理解和分析 梳理貫通 對照比較 

表達與應用（一） 紀實 游說 

質疑與評價 思考辨析 評論反思 

表達與應用（二） 達意得體 應對機敏 

文學與人生 人生百味 / 

表達與應用（三） 議論說明 創意寫作 

品味和鑒賞 語言品味 風格鑒賞 

自學與探究 文化專題研習 / 

 

 

 

 

 

 

 

 

  

以《出師表》為例，說明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如

何配合現有單元「游說」的學習，以培養學生的語

文能力和素養。 



中五級學習單元二  
 

表達與應用（一）——游說  
 

一、  學習目標  

閱讀古今游說作品，探究作品的思想內容，掌握游說的策略和技巧，
提高書面和口語的表達能力，並培養文化、文學的素養和品德情意。 

 

二、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理解游說作品的內容，分析寫作目的  

 分析及評價作品的思想內容和寫作手法 

 探究作品的內涵、對作品有個人的感悟 

 

寫作範疇： 

 游說：揣摩讀者心理，懇切陳詞，嚴密論證，情理兼顧，以改變
讀者的觀念或行為 

 實用寫作︰建議書 

 實用寫作：確定讀者，用語得體 

 掌握寫作策略：因應寫作目的、場合和對象，運用不同的寫作方
法 

 

說話範疇： 

 說不同類型的話：揣摩聽者心理以進行游說，理據充分，陳詞懇
切，使聽者接受，並改變觀念、態度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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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實用文（廣告信、建議書）的特點 

 鞏固及綜合運用初中所學的文言知識 

 

品德情意： 

 勇於承擔、鞠躬盡瘁 

 知恩感戴、關懷顧念 



 中華文化： 

 認識「五倫」︰君臣 

 反思中國古代「忠君」的觀念 

 

文學︰ 

 感受作者的情意 

 

思維範疇： 

 培養良好的思維素質：深刻全面 

 



四、學習材料  

甲  選用學習材料：  

1. 杜甫《八陣圖》 

2. 諸葛亮《出師表》 

3. 梁啟超《敬業與樂業》 

4. 左傳《燭之武退秦師》 

5. 《中小學中文實用寫作參考資料（試用）》建議書示例 

 

乙  建議配合閱讀書籍：  

1. 羅貫中《三國演義》 

2. 香港城市大學語文學部編著《中文傳意──寫作篇》 

3. 韓敬體《語文應用漫談》 

4. 陳志誠《新世紀應用文論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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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說」典範︰情理兼備   

教學步驟  

 

 

1. 引入活動：  

(1) 觀看《三國演義》(電視劇)諸葛亮朗讀《出師

表》的片段 

 

 

 

 

「三國演義」電視劇(1994 年)

由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導

演：王扶林。 

 

着學生留心影片主角朗讀的部

分。待學習本文後，自行回答︰

影片為何從全文中只選取這部

分朗讀? 

 

亦可配合學生玩三國電子遊戲

的經驗，設問︰影片的人物與

遊戲中諸葛亮的形像有沒有不

同? 從而讓學生了解諸葛亮的

身份。 

 

(2) 教師帶領學生朗讀杜甫《八陣圖》，認識諸葛

亮在三國鼎立局面中的角色和他的才略、遺

恨，以及後人對他的評價。 

 

以杜甫《八陣圖》作為研讀《出

師表》的補充資料，幫助學生

了解諸葛亮的功業和心志，包

括善謀略、知兵法；渴望幫助

蜀主統一三國，但未能成功。 

 

 

(3) 師生共同說故事︰學生先說成語故事「樂不思

蜀」，教師則講解劉備白帝城託孤的故事，讓

學生 

 認識諸葛亮和劉備父子的關係 

 猜想諸葛亮為何沒有取代能力遠不及己的後

主，從而初步了解諸葛亮的人格魅力 

 

 

劉備白帝城託孤： 「君才十倍

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 」(《三國志》卷

三十五《蜀書‧諸葛亮傳》)透

過了解劉備臨終對諸葛亮的囑

咐，有助理解《出師表》的背

景。 

 

教師亦宜透過說故事培養學生

文化素養，如︰ 

 五倫中「君臣」的關係 

 民間俗語「扶不起的阿

斗」的意思或「阿斗」的

文化象徵 

 

2. 講讀諸葛亮《出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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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着學生課前預習本文︰ 透過閱讀文本、自行搜集資

料，了解寫作背景。 
 作品背景和文章體裁 

 文言字詞理解 

 參考工具書，疏通內容大意，並思考︰按題目

「表」的性質，猜想本文以「說明」為主，還

是「抒情」為主？本文哪些段落是「抒情」，

哪些段落是「說明」？ 

 

教師宜按學生在初中學習文言

知識的基礎上設計預習，讓學

生掌握常見的文言辭彙，如︰ 

 一詞多義 (遺、任等)  

 古今詞義(開張、卑鄙、驅

馳等) 

 通假字 (闕、簡等) 

 

教師亦宜因應學生的閱讀能

力，指導學生應用閱讀理解策

略，如認識標題和內文的關

係；嘗試從文體特點出發，找

出主旨所在等，以培養學生的

遷移能力。 

 

 

(2) 教師引導學生進入文本： 

 結合學生前備知識，分析蜀漢當時形勢； 

 為君者應「有所宜，有所不宜」。作者給後主

提出哪些建議？試引述有關文句。 

 作者北伐的原因是甚麼？ 

 作者和後主均需肩負不同的責任。他建議後主

要承擔哪些責任呢？  

 

然後着學生綜合全篇內容，分析作者給後主的

建議，從而掌握本文的寫作目的。 

 

教師可先要求學生準確引述原

文，然後再申說，以了解學生

的閱讀能力。 

 

 

 

作者的建議包括︰ 

 要廣開言路； 

 要嚴明法紀、賞罰公平  

 舉薦賢臣 

 

 

(3) 朗讀出師表「臣本布衣」一段，引導學生領悟

作者的感情。 

 

 

 

 

朗讀，有助熟習語文節奏、加

強感受、領會作者的感情。 

教師亦可因應學生的能力和作

品的特點，選取片段讓學生適

量背誦，以幫助深入領會，豐

富積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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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分組討論以下問題，然後分享︰ 

 

 本文是諸葛亮出師前的奏議，為什麼他在文中

敘述自己的身世和經歷？ 

 諸葛亮向劉禪提出建議，但文中提到「陛下」

的地方不過七次，但提及「先帝」的地方卻有

十三次之多。你認為這樣寫有甚麼作用? 寫法

恰當嗎？為什麼？ 

 以諸葛亮的才幹，加上白帝城託孤中劉備所說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應可取代劉後主，但諸葛亮仍致力北伐，更對

後主叮嚀備至，你認為諸葛亮是「愚忠」嗎? 

 

回應學生的預習，讓學生明白

「表」是奏議類公文，原以說

明為主，但「臣本布衣」一段

側重抒情，以抒發諸葛亮對劉

備的感激之情，以及對蜀漢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感情，這

正是作者的本意所在。 
 

透過分析諸葛亮的身世、經歷

和抱負，可引導學生感悟諸葛

亮鞠躬盡瘁、知恩感戴的高尚

情操，並可體會中華文化「君

臣」一倫中「忠」的涵義。 

 

 
(5) 指示學生利用已有知識或工具書，找出與「報

恩」有關的成語，如「一飯之恩」、「感恩圖

報」、「知遇之恩」等。 

 

教師亦可隨文分享中國文化中

的報恩精神(可參考唐君毅《說

中國人文中的報恩精神》，以

引導學生認識知恩感戴的品德

情意。 

 

 
3. 教師總結  

(1) 本文雖是文言文，但有不少用語已成為成語或

名句，着學生找出這些成語或名句，以了解本

文的語言成就。 

(2) 綜合全篇，共同歸納諸葛亮的才幹、品格。 

 

通過找成語，如「妄自菲薄」、

「引喻失義」、「作奸犯科」、 

「苟全性命」、「斟酌損益」、 

「感激涕零」、「不知所云」; 

名句，如「親賢臣、遠小人」； 

教師可引導學生理解文言的價

值。 

 
4. 評估活動  

  學生分六組作小組討論，三組討論題(1)，另三組討

論題(2)︰ 

(1) 《出師表》中，諸葛亮詳述劉備與自己的交

情，你認為下列三項，何者在今天最為年輕人

所重視/哪一項最值得在現今的社會提倡?試

結合日常生活的事例，闡述你的觀點。 

 感激朋友的恩惠/知遇之恩(三顧草廬) 

 與朋友生死與共/福禍與共(後值傾覆，受任於敗

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朋友無條件地信任/無條件地信任和支持朋友

(臨崩寄臣以大事) 

古人做事的智慧、待人處事的

態度，放諸現代依然適用，教

師可以結合文言篇章及學生

日常生活，設計活動。 

這部分因應單元的特點「表達

與應用」，讓學生運用《出師

表》所學內容，發表意見。 

 

建議評估準則： 

 掌握《出師表》內容大意/

文化內涵 

 論點明確、論據充分，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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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組討論以下的題目，並闡述個人的觀點： 

《出師表》中，諸葛亮教導領導者應該「有所不

宜」。下列三項，你認為哪一項是今天的「學校

學生會會長」最需要戒除的呢？試引用例子說

明。 

拒納諫言   妄自菲薄   偏私 

 

理服人 

 能掌握別人話語重心，準確

回應 

 用語準確 

 尊重他人的不同意見 

 

亦可使用指定文言經典篇章其

他的評估方式，如默寫喜愛的

片段、朗誦、譯寫、欣賞名句

等。 

 

游說策略 (一 )︰  

說之以理、動之以情、誘之以利 
 

教學步驟   

1. 教師引導學生分析諸葛亮的游說策略： 

 思考諸葛亮與後主的關係，賞析文中使用的手

法如何達到勸勉、提交建議的目的。 

 着學生找出文中的「君臣語」和「父子語」，

分析及評價作者的寫法。 

 綜合全文，你認為本文打動你的是「情」還是

「理」，抑或其他?  

《出師表》一文包含作者對君

主的勸勉和建議，屬游說類文

章。 

本文「情理兼備」，通過深入

分析，學習作者「曉之以理、

動之以情」的游說技巧。諸葛

亮利用「父」、「臣」的兩個

身份，一方面對劉禪叮嚀、鼓

勵勸勉，另一方面嚴肅地提出

治國建議。 

2. 教師以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廣告信/視訊（例如商業

機構推銷商品或服務，或志願團體募捐）為例，引

導學生分析這些廣告信所運用的游說策略，然後着

學生評價這些策略的效果。 

廣告信可分為商業性質和非商

業性質兩類，目的在得到對方

的認同，令對方有所行動，具

游說性質。 

一般而言，商業性質的廣告信

會採取「誘之以利」的策略，

如直接指出收信人可能獲得的

利益和突出商品/服務的賣點。 

非商業性質的廣告信（一般都

是募捐信件），則會採用「動

之以情」的策略，如具體描述

支援對象正面對的困境，以及

強調收信人有能力改變上述情

況。 

教師可透過這個活動，說明「動

之以情」的策略有時較「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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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或「誘之以利」更為湊

效。 

3. 教師著學生回家從電視或電台找尋有游說成分的

時事新聞或宣傳廣告（如區議會或立法會選舉、反

吸煙運動），在課堂上分析新聞/廣告中人物的主要

觀點和所運用的游說策略。 

學生可搜集效果佳或欠佳的游

說例子，以作比較。 

 

 

 

4. 教師總結：誘之以利、動之以情、說之以理等都是

常用的游說策略。不過，除了這些游說策略之外，

揣摩對象的心理也十分重要。 

 

 

 

游說策略 (二 )︰揣摩心理   

教學步驟   

1. 教師可以用春秋戰國期間說客成功游說的例子作

為本部分的導引，讓學生認識春秋戰國期間，諸子

經常四出游說君主的歷史面貌。 

 

2. 導讀《左傳‧燭之武退秦師》： 

 理清本文的時代背景資料 

 解釋字詞，疏通文意 

 分析燭之武如何揣摩聽者（秦穆公）的心理以進

行游說 

 分析篇中所運用的游說策略 

 

學生在研讀《出師表》或其他

指定文言作品時，已認識一些

常見的文言字詞或句式，教師

可指示學生運用之前所學，理

解本文文意，以鞏固學習。 

 

游說策略︰ 

 曉之以理︰攻鄭的壞處 

 誘之以利︰不攻鄭對秦

的好處 

 揣摩心理︰洞悉秦國攻

鄭只是為了自身利益，於

是強調攻鄭對秦的不利 

 

 

3. 說話活動：着學生分組進行游說活動，運用所學的

技巧，游說同學參加慈善步行籌款步行活動。活動

後，教師邀請數位學生分享游說的過程和結果。 

 

4. 自讀梁啟超《敬業與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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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清本文的寫作背景：作者勉勵即將投身職場的

年青人的演講辭 

 分析作者如何因應聽者(年青人)面對的處境，說

明工作應有的態度 

 重溫寫作論說文章的論證手法 

 

閱讀以勸勉別人為目的的白話

文，欣賞其說服力，尤其是情

感的感染。  

5. 教師總結：游說者掌握了聽者的心理之後，也不一

定會成功，因為實際的游說過程中隨時會有形勢的

變化，因此，游說者還要懂得隨機應變，因勢利導，

運用恰當的語言，游說才能成功。 

可介紹學生閱讀一些篇章，尤

其是孟子的文章，頗多因勢利

導的答問，具咄咄逼人的效果。 

 

 

 

建議書   

教學步驟   

1. 《出師表》是古代的公文，着學生再次揣摩得體而

不卑不亢的語調，然後閱讀以下建議書︰ 

 《建議增加小賣部食物種類》 

 《有關放學後開放課室予學生溫習的建議》 

 《建議改善大廈管理及配套服務》 

  《籌辦「清遠市賑災扶貧之旅」建議書》 

諸葛亮是丞相，又是受「託孤」

的老臣，既要循循善誘地開

導，又不失臣下尊上的分寸；

既不宜用訓斥口吻，又不能用

卑下的語氣。 

 

透過欣賞《出師表》這類古代

實用文，教師可引導學生寫作

現代實用文︰建議書。 

 

2. 教師導讀建議書示例，從寫作目的、交際對象、訊

息提供、文辭選用、策略部署和格式（稱謂、標題、

正文、發文者名稱、日期）等角度加以分析。 

建議書示例見《中小學中文寫

作實用參考資料（試用）》教育

署，2001。 

3. 教師引導學生分析實例中如何使用合適的語氣、得

體的語言和內容是否適切，並作總結。 

 

語氣：委婉得體，不亢不卑 

語言：清楚扼要，具體直接 

內容：言之有據，持之以理 

 

教師可改寫一篇示例，變成語

氣無禮、語言累贅和內容不適

切，讓學生加以比較，以突出

建議書的語體特點。 

 

單元評估   



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任擇其一   

1. 撰寫建議書 

 教師把班中學生分組，著學生代入以下的身份撰

寫《某某區空置官地用途建議書》（約 500 字）： 

— 駕駛人士（建議興建停車場） 

— 家長（建議興建兒童遊樂場） 

— 學生（建議興建圖書館和自修室） 

— 小型足球推廣委員會主席（建議興建小型足

球場） 

 教師提示學生在撰寫建議書時要注意以下數項： 

— 所提出的建議必須配合自己的身份； 

— 提出建議時必須有理據支持； 

— 提出的建議必須是可行的； 

— 注意文辭語氣，不宜帶有命令意味。 

 教師選出內容與身份配合得宜，且在各方面都符

合本單元教授的游說技巧的作品，在課堂上評

講。 

 

教師可就單元目標、學生的能

力和興趣，選取或擬設不同深

淺的題目，讓學生選擇。 

不同身份的人都會有本身的立

場和價值觀，本活動要學生在

同一事件中代入不同角色去處

理問題。 

學生可先搜集資料、訪問老師

或家長，以了解不同身份人士

的看法。 

 

建議評估準則： 

 內容和表達方式切合身份 

 觀點清晰，論據充分，建議

實際可行 

 言詞懇切，情理兼備，具說

服力 

 結構完整 

 文句簡潔 

 格式正確 

2. 個人短講：  

假設你是學生會的候選內閣主席，你需要在答問大

會上游說同學投你一票，試預備約 3 分鐘的演講辭，

並運用適當的口語表達技巧，向全班演說。 

 

教師須提醒學生不要在說辭中只列出政綱，而要針

對同學的心理進行游說，陳詞懇切，情理兼備。 

說辭的格式可參考中四單元

「達意得體」對演講辭的介紹。 

建議評估準則： 

 能針對同學的心理進行游

說，主題突出 

 陳詞懇切，情理兼備 

 結構嚴謹 

 文句簡潔、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