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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於 1991年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課程綱要》中提到，學生
於完成預科兩年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課程後，「能用語體文表情達意，務求主題明

確、詳略得宜、用詞恰當、語句流暢、條理清晰、結構完整和標點正確；尤其能

掌握各種實用文類的寫作技巧。」1但按歷年的公開考試報告，考生於實用文的考

核表現並不理想：考生或則審題不清，弄錯作者和讀者身分；或則未能針對題目

所擬就的情境構思，以致所言空泛誇張；或則措辭語氣不得體，這些都使文章不

能達致「實用」的效果。2 

 

上述情況，正說明了實用文寫作教學並未達到課程發展議會訂定的目標。究

竟，實用文的學與教出現了甚麼問題？又應如何解決？ 

 

2 實用文教學的現況 
 

有研究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論者指出，實用文寫作的教學存在著相當的困

難。第一，任教的老師對於課程沒有通盤的計畫。第二，教學材料多依賴坊間教

科書，即使是自訂教材，也只是坊間教學材料的輯錄。第三，老師教學多為考試

主導，主要叫學生避免考試報告中談及的毛病而已。
3 另外，課堂時間不足，亦令

很多教師在講授實用文的寫作時遇上不少困難。 
  
一般老師在課程設計方面各施各法，各以自己對於實用文寫作教學的認識而

佈置教學流程。他們若以坊間教科書為教學材料，很容易便會將實用文寫作的教

學定義為實用文體的教學。學生於學習實用文寫作的時候，亦只知道背誦各種文

體的格式，而不知道留意讀者身分、寫作者的身分、情境解構等等。一般學生面

對這種情況，只會模仿其形式，甚至將其中材料大量移錄，作為答案，結果就是

資料的抄錄而非寫作了。我們知道傳統的中文教學很著重知識的傳授，並鼓勵學

生浸沉於語文中，讓他們掌握語感，體味範文，進而培養自己寫作的能力。不過，

從語文水平不斷下降的社會現實來看，這個方法對於現在的社會情境，可能已不

太合用了。既然本地的教學範式未能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我們可否從外地取材，

借鑑外地的經驗，以求改進本地的寫作教學呢？ 
                                                 
1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1991)，《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課程綱要》，頁 9。 
2 歷屆考卷報告及建議，請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1994 – 2002)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報告》。 
3 李玉蓉 (1999)，頁 202。 



 
唐煥星  系統功能語言學在實用文寫作的應用研究——以新聞稿(消息發佈)的寫作為例  

2

3 系統功能語言學和澳洲課程改革的啟示 
 
3.1 系統功能語言學 

 
韓禮德（Michael A. K. Halliday）4認為語言的性質決定人們對語言的要求，即

語言所必須完成的功能。這種功能當然是千變萬化的，具有無限的可能性，但我

們可以把它們歸納為若干個有限的抽象功能，這就是「純理功能」或「元功能」

（metafunction）。這都是這種語言用途所固有的。純理功能包括三方面： 
 

i 語言是對存在於客觀世界的過程和事物的反映，這是「經驗」（experiential）
功能，或者說關於所說「內容」的功能。在語言中還有「邏輯」（logical）功能和
「概念」（ideational）功能。 
ii 語言是社會人的有意義的活動，是做事的手段，是動作，因此它的功能之一

必然是反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是對話輪（turn-taking，指講話的輪次）的選擇
作出規定，或是對事物的可能性和出現的頻率表示自己的判斷和估測，或是反映

說話人與聽話人之間的社會地位和親疏關係。這個純功能稱為「人際」

（interpersonal）功能。 
iii 實際使用中的語言的基本單位不是詞或句這樣的語法單位，而是表達相對地
來說是完整思想的「語篇」（text）。上述兩種功能部份最後要由說話人把它們組織
成語篇才能實現。這就是「語篇」（textual）功能。 

 
另外，韓禮德把語言系統看成是一種可以進行語意選擇的網絡，當有關系統

的每個步驟一一實現後，便可產生結構。5      據此，我們可將系統功能語言的
觀念畫成以下的一個圖6：   

 

 

 

 

 

圖 1：系統功能語言學概念圖，採自 Eggins 1994，頁 34 

 
                                                 
4 以下論列參胡壯麟 (2000)，頁 31。 
5 同上，頁 34。 
6 此圖見 Eggins (1994), p. 34。本文把 context of culture譯作文化背景，context of situation譯作情景
語境，register譯作語域，field譯作語場，tenor譯作語旨，mode譯作語式，genre譯作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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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我們可見語言的功能是多樣的，也不能只由語言的形式來規範。緣此

而來的語篇分析主要目的是指出它是怎樣從系統中派生出來的，以及它為什麼有

它所具有的意義和功能。7既分析了情景、語境，則實用文中所要求的確定對象（發

文者和受文者）、寫作的目的是甚麼、用甚麼語氣態度、文章是以甚麼方式組織等

等均變得具體實在了。 
 

3.2 系統功能語言學與實用文寫作教學 
 
由上節所述而言，系統功能語言學能以具體的手段來將抽象的語言技巧向學

生教授，以期學生能有效地掌握寫作的能力。在語言教學的範圍，這套理念為教

師帶來了以下反思： 
 

i 著眼於語言要表達的意義，而不是空泛的條文法則； 
 
ii 著眼於人在一定語境下使用的活的語言，不是書本上語法的操練； 
 
iii 語言是社會的產物，要瞭解某篇的語言，要從語境入手； 
 
iv 人們表達意思是要通過整個語篇才能實現，所以理解語言，要從語篇層次入手，
而不是著眼於字詞層次或者句子層次； 
 
v 在寫作教學上，著眼於展示語篇如何安排，才能有效達至目標功能，所以主張
引導學生分析一定數量的範文，瞭解其結構與功能的關係； 
 
vi 功能語言學者著眼描述語篇如何因應不同受眾而有所變化，這符合寫作要配合
讀者這個原則； 
 
vii 功能語言學者著眼於人與人之間意思的傳達情況，所以強烈支援課堂內的小組
互動活動。8 

 
3.3 澳洲課程改革的啟示 
 
早於 80年代末，澳洲即因學生的語文能力問題而檢討寫作教學，並推行了一

個試驗計畫。其效果顯著，值得我們借鑒。 
 
他們首先就改變以往只教學生寫作散文的傳統教學模式，反之而集中在教導

學生寫作具備不同功能的文類，因為他們覺得，即使學生集中學習傳統模式的散

文創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亦有寫作的能力，這種能力仍與他們的生活並無太大

的關係9。由此，澳州政府於高小及初中(第五級至第八級)方面試行一個實用文類

                                                 
7 胡壯麟、朱永生、張德祿 (1997)，頁 182。 
8 岑紹基 (2003)，頁 33。 
9 Callagham, M. & Rothery, J. (1988). Teaching factual writing: a genre-based approach: The report of 
the DSP Literary Project, Erskineville, NSW: Metropolitan East Disadvantaged Schools Program，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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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寫作教學試驗。10 
 
在這個試驗計畫中，澳洲的教育學者首先培訓參與這計畫的教師，讓他們先

明白文類教學的理論及實行方法。而指導著整個計畫的，就是韓禮德 (M.A.K. 
Halliday) 教授倡議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是將語言與生活
整體結合的一個最全面的嘗試。 

 
其次，參與計畫的老師亦要學習文類 (genre) 教學方法。文類據 Jim Martin的

定義就是一個透過文字的、分階段的和目標為本的社會活動。11 透過學習不同的
文類，學生就能培養溝通技巧。當然，教師亦需明瞭系統功能語言學所強調的語

場 (field) 、語旨 (tenor)和語式 (mode)的理論。基於以上，他們確立了這麼一個
模式12： 

                                                 
10 至於為何選擇高小及初中(第五級至第八級)的學生來實施這個計畫，可參看上引書，頁 12。 
11 原文為 ‘ a staged, goal oriented social process achieved primarily through language’，同上引書，頁
25。 
12 此圖見上引書，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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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文類教學法結構圖，採自 Callagham, M. & Rothery, J. (1988)，頁 34 

 
以上這個模式與上引 Eggins的圖大同小異，而基本上要應用系統功能語言學

的理論於寫作教學上，這個模式就應如此。 
 
不過，落實教授寫作，澳洲的教育學者還設計了一個教學的文類 (curriculum 

genre)。他們認為教學也是一個文類，一個有階段的社會活動。他們將這活動分為
三個階段：13 

 

                                                 
13 同上引書，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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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文類教學階段表 
 

第一階段 模仿 

第二階段 合作創製語篇 

第三階段 獨力創作語篇 

 
使用這種教學模式的好處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正如上文所言，語篇非一人創作，而是師生合力創作的成果。透過這

活動，老師與學生分享於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語言的經驗，學生亦可從中體會語

言是如何使用的，繼而培養出自己獨立使用的能力。 
 
第二，鑒於上課時間有限，教授寫作決不能採用以往的教學模式，讓學生慢

慢體味寫作的技巧。此外，傳統的教學模式，即讓學生通過長時間浸淫，以培養

語言能力的方法，明顯地是對那些來自中上階層及父母能給予指導的學生有利。

因此，這種教學模式能於短時間內予學生明確的指導，使其掌握寫作的能力。 
 
第三，明示式教學能加強學生對語言使用的意識，而學生們也能自由選擇合

適的文類來表情達意。 
 
顯然，這種教學方法能滿足到時代的需要，而學生也能具體地掌握寫作的技

巧。在今天的香港，面對著學生語文水平日漸下降的情況，我們是否需要改弦易

轍，採用一種在外國行之有效的教學模式以改善現況呢？ 
 
當然，上述的課程改革只在外國施行過，能否適應本地的情況呢？這是一個

值得深入探究的課題。如果這種教學方法能在香港的環境中合用，則我們可將這

教學法推廣，以補救現存的教學困難。 
    

4 新聞稿的教與學 
 

由此，筆者擬以新聞稿的教學為試點，將這種教學法應用於香港的課堂環境，

觀察其是否適用於本地。 
 

4.1  新聞稿的特色----結構 
 
新聞稿雖然也是事件的敘述，它是有自己獨特的形式結構的。Teun A. van Dijk 

(1988) 於分析了報章上的新聞稿後，曾繪畫了以下的新聞稿圖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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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圖 3：新聞稿的圖式結構 
 
這個結構圖式14 頗為複雜，但其中卻透露了新聞稿與一般敘事文的分別。 
 
此外，新聞稿的撰述也和個人敘述不同，在於它不是以第一人稱寫作的，而

且寫的角度也不一樣。個人敘述由始到終都是以一個角度來寫，而新聞稿因資料

來源不同，所以就可以容許撰寫人引述不同的資料來源。15 
 

Peter White (1997) 16則以為新聞稿的結構有如衛星的軌跡般，其繪畫的新聞稿結構

圖如下：

           圖 4：軌道式新聞稿結構圖，採自 Peter White 1997 

                                                 
14 原圖見 Tuen A. van Dijk (1988)，頁 55。 
15 Allan Bell (1991)，頁 147 – 155。 
16 Peter White (1991)，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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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聞稿的特色----語氣和敘述角度 
 
一般人對新聞稿有一種誤解，以為新聞稿只是事件的報道，要客觀公正，不

應偏頗。但 Peter White曾於文章中說，新聞稿的作者一般刻意迴避一些價值判斷
或他的立場的，不過，透過選用詞語或拿其他事物跟要報道的東西、事情作對比，

撰文者的主觀看法還是藏在文字裡的。17另一方面，撰文者很多時以第三人稱撰

文，目的是令讀者有一種客觀的感覺；但是，撰寫新聞稿仍然以客觀公正為目標

的。 
 
從以上各節所示，實用文教學存在的問題在於老師沒有一套有理論支持，有

系統地教授的方法，而學生的學校成果並不顯著。學生在組織文章，選用詞語，

表達意思方面並不得體。 
 
因此，筆者希望透過以下的研究，檢驗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為指導理論，澳洲

課改模式為藍本的教學方法，看看它是否適用於本地的實用文教學上。 
 

5 研究設計 
 

本研究即想透過一個質性的研究，找出學生學習新聞稿寫作的難題及一個既

實在、又易掌握的新聞稿的教與學的方法，以期改善現在的新聞稿教學的不理想

情況。繼而，本研究也想從新聞稿出發，探索一個改善整個實用文教學的方向。 
 
為方便研究，現在先預設了以下幾個問題。希望透過解答以下兩個問題，找

出改善新聞稿教與學現況的方法。問題是： 
 
i學生在學習新聞稿時，感到最困難的是甚麼？通過一般的教學手段（即倚靠一般
教科書），能否使學生明瞭新聞稿的特點？教學參考材料應如何利用以輔助教學？ 
 
Ii以系統功能語法為指導思想的教學法能否解決學生的疑惑？學生能否透過以系
統功能語法為指導思想的教學法，建立一套具體而明確的步驟，來應付新聞稿的

寫作？ 
 
Iii最後，在解答這兩個問題後，也希望能藉新聞稿的教學，找出一個能改善實用
文教與學的新方案。 
 
5.1 研究步驟 
 
5.1.1 研究對象 
第一組別男校的中七學生。 
 
 

                                                 
17 Peter White (1997)，頁 107 –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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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研究方法 
透過訪談研究三名學生對寫作新聞稿的意見及表現，來確定系統功能語法在

新聞稿教學中的成效。 
 
訪談的對象將定為三個(實驗組)：一個為寫作能力比較高的、一個為能力一般

的，而另一個則為能力稍遜者。 
 
訪談將會分為兩部分局。首先，筆者會先要求學生仔細閱讀一般教授實用文

寫作的教科書，然後由筆者訪問，看看他們在閱讀教科書後對這類文體有多深的

認識。接者，筆者將以老師身分，利用系統功能語法的課程設計，於班上講授新

聞稿的寫作方法。 
 
系統功能語言學在寫作教學上，著眼於展示語篇如何安排，才能有效達至目

標功能，所以主張引導學生分析一定數量的範文，了解結構與功能的關係。18 此
外，功能語言學也著眼於描述語篇如何因應不同受眾而有所變化，這符合寫作要

配合讀者這個原則。 
 
該三名學生在課後會寫作新聞稿一篇，筆者會將那些文章作語篇分析，然後

按系統功能語言學內的三個層面：即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三個角度來仔細

研究。 
 
筆者亦會於該三名同學寫作新聞稿後作第二次的訪談，目的是蒐集該三名同

學在利用系統功能語法設計的課堂中能否有效地學習新聞稿的寫作。同時，此次

訪談將會集中讓學生講述他創作那篇新聞稿的過程，看看受訪者能否應用系統功

能語言學的概念於寫作上。 
 
為確立信度，筆者更會拿其他班其他老師任教的同學(控制組)的文章（也按能

力分上中下三等隨機取樣）做語篇分析，看看不以系統功能語言學設計教學活動

的教學模式能令學生在新聞稿寫作有何表現。兩相比較，則系統功能語言學在新

聞稿的教學上的作用便可大致確定。 
 
5.2 研究意義與研究局限 
 
因為研究的對象是一所第一組別的男校學生，因此研究結果可能只能反映一

些學習能力較高的男生的看法。其實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為指導思想的教學方法對

學習能力一般的學生可能有更大的影響。不過，若研究結果顯示，一套較有系統、

較為具體的教學方法對第一組別學校的學生有效，則對其他組別學校的同學的幫

助可能更大。當然，若研究結果對這次研究的問題未能作出明確的答案，則以後

的研究就可能要集中於能力稍遜的同學上。 
 
另外，是效度的問題。本研究作為一個質性的研究，只集中在少數的研究對

象，因此，研究結果不能代表所有預科生在實用文學習中表現。不過，研究結果

                                                 
18 見岑紹基 (2001)，「系統功能語言學及其在中國語文教育上的應用」課程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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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能揭示學生如何將抽象的意念轉化為具體方法的途徑，這樣於改進實用文的教

與學是有莫大裨益的。 
 

6 課堂設計 
 
6.1 課堂流程 
 
這個實用文教學單元的設計，筆者參考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理論。最重要的，

如上文所言，這個教學設計採用明示式的教學法，務必令學生對所學的文類在不

同層面，即系統功能語言學所著重的語境、文步、文章結構和人際功能等有清楚

的認識。其次，這個單元的設計的特色在以學生為中心，強調學生積極參與，透

過活動來建立寫作這個文類的能力。 
 
據 Frances Christie (1997)19的分析，課堂教學也是一種文類。她稱之為教學文

類(curriculum genre)。透過這種文類，學生就能通過課堂活動而認識社會實況，而
教育就因此而達到其功能。課堂活動流程詳見下圖。20 
 
 
 
 
                                               

1 curriculum initiation  ^ 2 curriculum negotiation ^ 3curriculum closure 
 
 
 
 
 
 
 
 
teacher direction             student collaboration       student       student          
                          and 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on    independent 
                          collaboration                          activity 
 
圖 5：課堂流程分析圖 [^表示一串有連繫的教學階段，如 x ^ y代表 x 在階段

y 之前。]21，見 Christie, Frances (1997: 149) 
 
岑紹基 (2001) 22即據此分析了一節香港老師施教調查報告的課。他將該老師

的課畫成了下表： 

                                                 
19 Frances Christie (1997)，頁 135 – 158。 
20 此表見上引文，頁 149。 
21 符號的用法見 Eggins (1994)，頁 40。 
22 岑紹基 (2001)，頁 7。 

task  

orientation ^ 

task  

specification ^ 

task  

deconstruction 

task  
colloaboration

Task 
Draft ^ 

Task 
Fi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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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香港報告文類教學課程圖解，岑紹基 2001 

 
這個分析的工具，為我們解構了課堂設計，亦方便了我們去量度一個課程設

計的有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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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節一 教節二 教節三至四 (課後延伸)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階段四 

文類介紹              範文分析               共同討論               個別寫作 

 

課程起動                           課程推展                           課程收結 

(curriculum initiation)             (curriculum negotiation)               (curriculum closure) 

 

文類分析  新聞稿特性                                     教師總結前節所學  佈置作業 

 

消息發佈、活動報道  遣詞語氣 

              

新聞稿的寫作方式  新聞稿裡的用語    共同創作 

 

              第三人稱  倒金字塔式          人際功能     學生分組  老師評講 

 

                        導語    其他段落 

 

 

教師個人               教師利用問題及小組活動    學生和老師合作階段    學生個人創作 

講授階段                引導學生學習 

 
圖 7：新教學方法過程圖解 

 
6.2 選材分析 
 
這個教案便是依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理論，大量選用一些真實的、日常生活中

的例子以為範文，然後由老師詳細分析其結構及用語，讓學生掌握這種文類的寫

作技巧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以為語言既為表情達意，體現人際功能，因而就

變動不居。故此，在選用例文時，系統功能語言學著重原創語料，以使學習者有

接觸實例的機會。23這個方面和一般教科書是不同的。一般教科書採的都是編書者

創作、改寫的材料，是抽離了語境的。可能亦因此，使用於教學上，成效便不很

大了。 
 
實際上，筆者於選擇材料時，是盡量選取一些能體現新聞稿的特色的，如於

                                                 
23 岑紹基等(2002) 編《學校實用文闡釋》的其中一個原則，即盡量選用原創語料。見該書總說一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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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教節中選用的澳門賭牌投標的報道，便是當時最熱門的新聞。而第二教節選

用的是一篇賣樓的消息發佈。當日上課時，學生便因這兩篇教材生活化而特別投

入。當然，這類教材是否真的完美，完全配合新聞稿的教學，則又不盡然。 
 

6.3 文章人際功能分析 
 
學生學實用文寫作，其中一個最大的難點是措辭及語氣。24如何能讓學生明瞭

何為措辭得體？何為語氣恰當呢？這個教學方式吸收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理論而

特別注意分析語境，因此學生可更具體地明瞭如何去寫一篇得體的文章。如在第

二教節中，筆者利用工作紙，要學生分析這篇的語境。學生因為明白發件人與受

眾的關係，因而明白該文的詞語選用。而且當學生找出所有體現人際功能的詞語

後，筆者和學生分析這些詞語的鋪排，使學生更明白在新聞稿(消息發佈)中，雖則

要以第三人稱撰文，但其實中間尚有一定的立場。而從這種探討中，學生較易理

解一些抽象的課題。總的而言，現行的教學法只讓學生去體會撰文者如何去措辭

而不能實實在在的為學生解釋詞語的選用，是比較抽象難明的。 

 

6.4 師生合作 
 
據研究很大部份的老師都主導著課堂，學生甚少有參與的機會。如有，亦只

是抄抄筆記，或指出老師的錯別字，根本跟實用文的教學重點無關。25 反過來

說，以系統功能為指導理論的教學法則以學生為中心，除一般的問答外，其中還

有一部份是師生合作寫作要教的文類。這個設計能讓學生更具體地理解該文類的

要求，因為透過學生間的合作和老師的隨機指導，學生更能明白寫作這文類的要

求。而且在自行創作前有一個實踐的機會，學生也會更有把握自己去完成作業。 
 

7  實例----學生文稿分析 
 

在研究中，筆者從文章結構、人際關係兩方面分析了三位學生的文稿，發覺

他們三位的文稿都基本上達到要求。與其他控制組學生文稿相比，顯然在掌握新

聞稿寫作的技巧上更優勝。茲舉其中一位學生的文稿作分析26： 
 
學生一的文稿 
 

文步 / 功能 原文句子 能體現人際

功能的詞語 
標題 服務社群敬老親仁 

沙田嵩齡會十週年誌慶 
 

第一段導語 1沙田嵩齡會為政府註冊的不牟利社
團。 

 

                                                 
24 同上附錄，頁 101。 
25 見上引李玉蓉(1999)裡所描述的其中一位老師的課。 
26 這三篇文章的結構都符合倒金字塔式的要求，此處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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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步 / 功能 原文句子 能體現人際

功能的詞語 
 2今年適逢該會十週年誌慶，特舉辦兩

項活動與長者同樂。 
與長者同樂 

 3首項活動是「粵劇妙韻獻嵩齡」，定
於七月十二日舉行；次項活動是「長

者同樂青嶼遊」，定於七月十九日舉

行。 

 

第二段鋪敘活

動一具體內容 
4兩項活動之詳情如下：  

 5「粵劇妙韻獻嵩齡」是沙田嵩齡十週
年誌慶的第一炮，為隆重其事，該會

特別邀請粵劇界巨星溫寶釵及薛飛卿

主演題為「帝女花庵遇」，「胡不歸慰

妻」的粵劇表演。 

隆重其事 
特別邀請 
巨星 

 6眾所周知，溫前輩及薛前輩已是半退
休，今次為慶祝沙田嵩齡會成立十週

年，特別邀請這次粵劇表演，故機會

難得，加上這次表演只演一場，故機

會更加難能可貴。 

機會難得 
只演一場 
難能可貴 

 7倘若欲一睹兩位粵劇界前輩的風
采，則需要留意以下日子，是次表演

定於七月十二日(星期日)下午二時於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舉行，門票定價三

十元，門票於六月二十日於該會會所

(沙田安樂路)開始發售。 

一睹⋯⋯風

采 

 8本次粵劇表演歡迎沙田區耆英參
加，並蒙該會會董賈雨村議員贊助，

隨票敬奉精美紀品。 

歡迎 
敬奉 

第三段鋪敘活

動二的具體內

容 

9該會另一重頭戲，「長者同樂青嶼遊」
是該會本次誌慶之重點活動之一。 

重頭戲 

 10這次活動將會遊覽青馬大橋、新機
場大廈及青衣淨慈法苑，團友更有機

會享受齋宴，並特設抽獎。 

享受 
特設 

 11這次一日遊行程吸引，並且價錢合
理，費用為五十元正(包括膳食及交通
費在內)。 

價錢合理 

 12「長者同樂青嶼遊」的出發日期為
七月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八時三十
分，並於該會會所大堂(沙田安樂路八
號)集合，並定於下午四時左右於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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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步 / 功能 原文句子 能體現人際

功能的詞語 
會所正門解散。 

 13這次活動名額為一百八十位，額滿
即止。 

 

 14截止報名日期為五月三十一日(星
期日)，有意者可於該會會所報名，親
友代辦亦可，但必須即場繳費，臨場

報名，一概並不受理。 

 

 15今次活動得機場管理局安排參觀機
場新設施，並由該會會長甄士隱先生

捐出獎品以作抽獎之用，故機會千載

難逢，是次活動歡迎沙田區耆英參

加，有意者務必從速報名。 

千載難逢 
務必從速報

名 

第四段結尾 
呼籲參加 

16這兩次的活動機會難得，無論各耆
英們欲一睹粵劇界巨星的風采，或欲

往青嶼暢遊一番，均非常合適，有意

者務必從速報名參加。 

機會難得 
從速報名 

 
證諸控制組的學生文稿，可看到實驗組的學生在掌握文章結構和人際關係功

能方面比控制組的學生佳。基本上，對於文章結構，兩組同學基本上都能掌握。

可能這個文章結構較為簡單，無論是一般教學材料與這個新的教學方法都能讓學

生明白，故在此處難以看到分別。不過，文章的好壞就可從人際關係功能看出。

以下為六個同學的文稿中使用人際功能詞語頻率的統計： 
 

 實驗組   控制組   
 學生一 學生二 學生三 學生四 學生五 學生六 
使用表達

人際功能

詞語次數 

17 13 7 14 5 誤解題目 
不符要求 

 
從以上可看到，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為指導理論的教學法能使學生更瞭解者與

讀者的關係，從而更有效地達到題目的要求。加上這個教學法能更有效地利用課

堂時間，所以我們可斷言，若要改革實用文教與學的方法，以期使課堂更有效，

這個方案是比較合適的方法。 
 

8  總結 
 
8.1 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的應用 
 
由學生一至六的幾篇文稿顯示，學生學習新聞稿寫作，最困難的乃是措辭。

而這個措辭的問題，也是公開考試報告中最令人關注的問題。這牽涉到兩個方面：

語境(寫作文稿的背景、撰文者身分、受眾的身分)和人際功能的體現。但這兩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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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教學法中，是並無特別有系統的方法的。 
 
要掌握實用文的措辭語氣，除要學生明白該類實用文的格式，更重要的是要

讓學生了解該文類的特色及結構特點。最佳的辦法莫如利用系統功能語言學提倡

的工具—語篇分析，從不同曾面將例子解構，令學生明瞭例子的特點。如在本教
案中，老師全面分析例子的語境、結構和情態 / 意態，所以令學生對該文有全面
的認識。如在本教案的第二節，老師利用問答的方式讓學生明白作者如何模擬第

三人稱的寫法而向讀者宣傳推銷房地產。學生在課堂上積極參與，因此能充份掌

握在新聞稿中如何得體地措辭的技巧。這在他們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8.2 教學編排 
 
現行的教學方法既很大程度是以教師為中心的，則學生多只是被動地聽老師

講課，中間實欠缺一個模擬嘗試的階段。新的教學模式強調學生中心，且有一段

老師學生合作創作文稿的過程。學生在這個活動中，透過實踐及老師的即時回饋，

能知道寫作這種文類的技巧。因此在回家完成老師佈置的習作時不至於不知從何

入手或抄錄例子。 
 

8.3 教學檢討 
 
系統功能語言學以教學為一種社會活動(social process)，強調學生參與。而一

般的教學方法並不如是強調，可能跟本地的教學文化有關。27 不過，實用文的教
學同時又是一種思維的教學，學生於課堂上不單單是掌握寫實用文的格式，而是

從了解文類特色、懂得謀篇佈局及能運用得體詞語幾方面入手來建構自己的能

力。所以，系統功能語言學所提倡的以學生為中心，激活思維以建構學生能力的

方法值得採用。至少，課堂因有學生的積極參與而不沉悶，已值得我們深思。 
 
與一般教學方法不同的時，這個教學法有很多小組活動，學生之間分組討論，

解構或建構文稿。由於是學生主導，學生在課堂上可積極參與，避免了只有老師

單向講解，使課堂變得沉悶的問題。這一點實在值得老師們深思。 
 
8.4 建議 
 
在本文開首，我們預設了幾個研究問題以探討改善現行實用文教學的可能。

問題為： 
 

♦ 實用文的教學方法可如何改進？有沒有一種比較具體的教學方法可以使學生
能更容易掌握實用文寫作的技巧？ 

 

♦ 教師應如何利用教學參考資料以達致最大的教學效果？ 

                                                 
27 岑紹基 (2001)。作者分析了一節本地老師的作文教學課，發覺師生互動的比重較老師講授的少，
由此可推知在本地課堂上，很大程度是老師主導，以老師為中心的。李玉蓉 (1999)的研究也有大
致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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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行的建制下，應如何調節實用文寫作的教學致使教與學都能得到最大的
成效？ 
 
進行了這個小型的研究後，我們大概已找到一些方向，以下是我們對現行課

程的實用文教學所作出的建議： 
 

8.4.1  以系統功能語言學建立實用文的學習框架 
 
研究顯示，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為指導理論的教學法採用明示式的教學模式，

使學生有法可依，不用渺無目的去摸索文章的寫作技巧。這個教學法在其他實用

文類也應合用，因為寫實用文的目的也是為了達到某種社會功能。系統功能語言

學著重的正是文章的功能，因此這套理論可推廣至其他實用文類的教學。28 
   
8.4.2  配合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範式 
 
研究顯示，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為指導理論的教學法強調以學生中心，比現行

的教學方法以教師為中心更適合現代教學的需要。在新的課程改革中，我們強調：

「學習者必須親身體驗學習的過程，才容易令知識內化、能力遷移。最有效的教

學是教師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引導他們主動學習，激發學習興趣。」29 系統功
能語言學強調以學生為中心，正正符合這種課改的精神。 
 
8.4.3  在適切的環境中學習 

 
系統功能語言學主張解構日常生活實例，為學生創設適切的學習環境，讓他

們明瞭該文類的特色、社會功能、結構和人際功能。實則上，實用文的寫作正要

考慮以上幾項才能達至預期的目標，利用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理論來解構例子，是

一個有效使學生明白文類要求的方法。 
 
8.4.4  有效的課堂組織 

 
本研究顯示，利用這種教學的方法，更能有效地利用課堂的時間，在現時有

限的課堂資源中，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如將這種教學方法應用到整體實用文的

教學上，應該會有相類似的效果。實際上，當岑紹基將這系統功能學理論應用到

投訴信的教學上的時後，參與該試教計畫的老師普遍認為運用文類功能寫作教學

法，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能提高教學的效率。30 在這個新聞稿教學的研
究中，研究員也有相同的體會，足以證明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製定的教學法宜

廣泛應用於實用文的教學上。 
                                                 
28 實際上，岑紹基已廣泛地將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理論應用到作文教學上，如剛出版的《學校實用
文闡釋》也很全面地介紹在學校環境中使用的實用文。但這只是將系統功能語言學應用在作文教學

上的起步，況且岑先生的這本書並非用作中學生實用文教學的教材。因此，應用實用文理論於實用

文教學尚有很長的路要走。 
29 課程發展議會 (2002)，《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頁 47。 
30 岑紹基 (1999)，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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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結語 

 
當然，實用文範圍涵概這麼廣，實用文類的特色各有不同，所以要全面應用

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理論於實用文的教學上，全面的研究是少不了的。下一步的研

究可能就是為多類的實用文類設計教學單元，然後在不同組別的學校中施教，看

看這個教學模式對不同語文水平的同學的影響。 
 
另一方面，系統功能語言學能將抽象的行文措辭問題變得具體，若能從這方

面深入研究，實用文寫作教學定必能再上層樓。亦即是說，假若學生掌握體現人

際功能的能力和方法，實用文的寫作便會變得容易和有法可依。至於這個手段能

如何有機地和現存的課堂文化結合，就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了。 
 
如第二章中所言，學生在公開考試中表現不太理想，主要就是在文章結構和

行文措辭方面。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理論強調描述語言的應用，正好就是針對上述

的兩個方面。因此，就語境和人際功能在實用文的教學上的應用研究，當會令實

用文的教學有一新的境界。 
 
若能如此按此方向邁進，我們可樂觀地預期，實用文寫作的困局將可打開，

而寫作教學將會更有效，更能就學生能力培育而開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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