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作和寫實的應用文寫作訓練 
 
前言 
在寫作教學上談到創作的技能訓練，一般指的是文學創作；要是談到實用寫

作，都理解為應用文寫作。創作與實用寫作屬不同的訓練，兩者的寫作範疇不同，

各有專門技巧：在創作方面來說，重視作品的原創性、講求創意；在應用文來說，

要求把握格式、重視內容的真實性。兩者的要求不同，表示了寫作上的不同方向，

教學也就設定不同的訓練目標。 
寫作是建基於現實生活的 － 創作和實用寫作兩種不同的寫作取向卻有這

樣的相同基礎，兩者因而既不矛盾，還可以結合訓練，互為補益，讓學生的寫作

技能得到綜合的練習。本論文將說明應用文類 － 計劃書的寫作訓練，讓寫作技
巧得到綜合運用對學生學習寫作的好處。 
 
計劃書寫作訓練的目標和意義 
計劃書是大學基礎中文科目的文類寫作訓練之一，是學生的小組作業，他們

一般有十周的時間構思和寫作，直到學期末的最後一周才提交。 
這個寫作練習規定了學生的設題範疇：一是寫和他們所修讀的專業有關的內

容；另一選擇則是他們設想自己創業，寫作一個創業計劃。當然，學生可以就他

們所修讀的專業知識開創事業，也是一個創業的計劃。計劃書寫作練習的施行目

的既為了配合大學各個學系課程的專業、讓學生可以應用專業知識自由發展寫作

內容，又是為了順應本港近年來年輕人愛好創業的潮流，希望利用語文訓練的機

會，促進學生的創意思維，他們可以利用 3000字到 4000字盡情發揮，盡寫小組
的集體意念、表述如何合作開創業務。整個計劃書除了業務的計劃這主體外，還

要求附以配合計劃的實用文 2至 4篇。這是一個集體作業，每組學生人數為 3
或 4人。 
    任何活動都有它舉辦的目的，也有需要給製定預算、安排步驟、設計進度等
等，換句話說，就是需要一個計劃。計劃，辭典上的解說是：工作或行動以前預

先擬定的具體內容和步驟。這把它的時間性、內容深度、進展要求都說明了：它

是要預先籌定的、有一個具體的內容、有進行的程序。可見計劃書的寫作應表現

出有預算、夠具體、有進度的特點。計劃書寫的應該是一個能夠做到預先籌謀而

又實際可行的工作，這特點也是寫作重點。 
    一門寫作課，特別是大學裏的，他的任務應該最少包括：它給學生歸納中學
的寫作經驗，整理零散的寫作知識，讓它系統化，更有可能的話是豐富學生的寫

作理論，強化他們對寫作的認識。寫作課的特點之一在於這是一門重視實踐的科

目，所以它應給予寫作學習以實踐的機會，讓學生的寫作技巧配合理論而得到適

當的磨練。大學是一個讓學生追求理想、鍛鍊思維、提高專業技能的地方，因此，

大學的寫作科更要結合思維訓練，讓大學生的寫作能力得到全面的提高，同時，

寫作來自生活，它的取材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寫作能夠反映社會，實用文寫作



更是順應社會需求而產生，藉著計劃書寫作讓學生面向社會，放眼將來，在商業

環境中作多方探討，找尋寫作材料，在體驗現實生活中發展思維，達成大學完人

訓練的理想，應該也是計劃書寫作的訓練目的之一。 
 
計劃書的創作過程 
    寫作的過程並不就在寫作時才開始，是更早於寫作之前的，是經常抱持著的
一種寫作心態：先就是要有一個開放心靈，深入觀察生活，這樣，社會上的現象，

世界的新事物、新景況才能累積在個人心中，才有利構思，構思是執筆寫作前的

一系列思維活動，只有具創意的構思才能成就一個好計劃，創意的過程需要小組

成員的努力，這個過程又富有階段性的特徵：一是有一個發現問題和界定問題的

準備期，然後是設置目標和設計主題的產生期，最後是把創意變為實踐的驗證期

（崔義中，2002）。創意思維的過程是需要持續發展的，計劃書有重視預先籌定、
要求進行程序的特點，是一種恰當的文體讓學生培養創意思維。 
（一）發現問題和準備寫作 
寫作計劃書就和寫作其他文章一樣，需要具備素材，提煉主題，選取材料，

佈置內容。在這個過程中，學生需從紛陳的素材中發掘新意，提煉主題，這是一

個訓練創意的過程。他們有三至四周時間作出觀察，留意各行各業的活動，又或

就自己的專業內容作出選擇，以決定是寫一個創業計劃書還是一個專業計劃書。 
為甚麼選擇創業、或專業？ 
為甚麼決定做這樣的計劃？ 
計劃的特色何在？ 
甚麼會令這個計劃成功？  
這個計劃的困難何在？ 
學生要給自己不斷提問、反覆思維，要從千百種行業中選擇他的路向，要開

創新方向，他就得先發現問題，能尋求問題所在是創業的開端，也是訂定整個計

劃書的基礎。先把問題提出，讓整個小組思考問題的性質。這段時期學生的觀察

能力和分析能力得到很好的鍛鍊，這過程可說是寫作計劃書的準備過程。 
（二）醞釀目標和提煉主題 
在發現問題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中間，學生的創作思維不斷推進，醞釀  

解決問題的方法，促使著寫作主題的湧現，他們不但要從發現問題到求證這問題

是否正確、也要界定問題的性質以便尋求解決的方法，他們需要收集資料、需要

提出若干方案、更需要探索方案的可行性。根據這些客觀條件去選擇、設置目標，

訂定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步驟，創意的靈感就在這過程中產生，這是創意的醞釀  
期。學生以小組形式集體進行這創意活動，他們通過討論互相發揮、互相質疑，

把醞釀胸中的意念過濾，去蕪存菁，創意的主題總會慢慢地提煉出來，寫作的內

容便有了中心，整個計劃書的雛形也就產生了。 
 
以下就幾個作業舉例說明學生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設置目標和提煉主題



上的寫作重點： 
 
 發現問題 解決方法 設置目標 提煉主題 
貓狗一窩 寵物服務分佈

各區，非常分

散。 

提供一站式服

務。 
開辦寵物店

「貓狗一窩」

以便利寵物主

人。 

一站式店舖，

提供給貓、狗

的各種服務。 

紅豆子漫畫店 以商業為目的
經營者多，卻

欠缺同時能夠

推動漫畫文化

前進的書店。 

開辦漫畫店以

推動漫畫文

化，促使業界

注意漫畫質

素。 

開辦「紅豆子

漫畫店」，設有

同業交流服

務。 

推動青少年閱

讀高質素的漫

畫，又以同業

交流等方式提

高漫畫質素，

推動漫畫文

化。 
優悠茶座 該區快餐店很

多，卻缺乏讓

人鬆弛身心、

具良好設施的

茶座小館。 

創辦茶座供客

人優悠地欣賞

好茶。 

創辦「優悠茶

座」，茶座的情

調、設施都配

合優悠、閑適

的宗旨。 

除提供名茶美

點外，客人可

無時間限制上

網以鬆弛緊張

的生活。 
健身中心 香港有不少健

身中心，但這

些健身中心對

健身以外的健

康因素不夠重

視，健身並非

以提倡健康生

活為主。 

創辦講究、提

倡健康生活的

健身中心，讓

客人在健身之

外，例如對選

擇食物、生活

方式等都能注

意。 

創辦一健身中

心，中心以提

倡重視健康生

活為創辦的宗

旨之一。 

中心除了具備

良好的健身設

施外，還提供

健康教育給社

會大眾。 

數碼夢工場 科技發達，人

們生活日趨數

碼化，趁此機

會提供緊貼潮

流的服務，提

高人們的生活

質素。 

提供的服務該

多元化，照顧

生活的各個環

節。 

開辦公司「數

碼夢工場」，提

供各種數碼化

服務。 

推廣公司提供

的服務，讓顧

客的個人生活

和工作，皆可

提高質素，並

緊貼數碼化的

現代潮流。 
 
 

 
 



（三）優化創意和文字表述 
設定了目標、形成計劃的雛形，卻不就是大功告成。許多事業，它的創意乃

是在實踐中不斷驗證而得到優化。計劃書是作業，未能拿出來實踐，但它仍然可

以放在全班同學面前，讓大家通過集體評論而試行驗證：它的創意能否得到接

納，是否需要改進，學生將根據下述原則考慮。 
所述的客觀現實是否有根有據？ 
問題的界定是否合理？ 
所提出的解決方法是否可行？是否最佳選擇？ 
提出來的計劃是否有價值？ 
接受驗證的計劃書，該組同學的答辯是否有理據，能否令人滿意。 
經過群體審查、質詢，每組學生也為自己一組的計劃答辯，並藉此機會收集、

參考他人的意見，計劃書的寫作便更有把握，這才開始下筆，按照計劃書這種文

類的寫作方法一一表述計劃內容。整個計劃書作業包括三大部分：計劃屬於正

文，還有在計劃中需要使用的應用文，最後是把計劃中的有關的、可供參考的資

料如圖表等等作為附件，輔助計劃書的表達，讓它看起來更清楚明確。 
 
創作與寫實並重 
    前人論及文章作法，說是「文場筆苑，有術有門」，這概括地說明了一切文
章，都講究寫作方法。寫作文章 － 特別是把它作為一個科目而提供訓練的時
候，教學目標應該得到重視，只有針對目標，教學才能得到預期的效果。 
    寫作科多把訓練劃分為實用性的文章寫作和文藝性的創作。最具實用性的文
章大家都認同是應用文：一封查詢問題的書信、一個會議記錄，都是如實地提出

問題或紀錄討論情況，是那樣寫實，想像力並不受重視。至於創作，一般都認為

和寫作小說、詩歌等有關，創作思維的訓練乃是屬於文藝作品的。實用性和創作

性的寫作，要分析起來又是大有區別：首先從表達手法來說，寫實性文章以事實、

道理服人；文藝性創作則以塑造形象、描繪事物感動別人。再從它們因這些不同

而產生的作用說：實用文章的作用是直接的；文藝性作品的作用往往是間接的。

還有，兩者的語言技巧也不相同：實用性的文章寫事實，文字力求準確無誤；文

藝性的文章講求創意，追求想像，重視變化無窮。歸根究底，兩者的構思方法有

基本的不同：實用文章的構思中心在記事、在明理、在寫實；文藝作品則在於塑

造形象、在抒發感情、在發揮創意。他們真的只有區別、沒有共通嗎？實際上，

任何文章都建基於生活，實用性文字固依據真實的、具體的事物和事件構思，即

就文藝作品也是建基於現實生活以發展想像，發揮創意。可以說實用文是寫實的

真實；文藝作品是藝術的真實。這兩種不同的特徵表示出兩者不同的整體風格：

寫實的真實重事實，以掌握寫實為主，講求真實性；藝術的真實重想像，以發揮

創意為主，講求創造力。寫實與創作兩者實互不為忤，在一個寫作訓練裏兼備施

行，可讓學生的思維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學生的寫作能力便更有提高的機會。 
    以下舉述一些例子說明計劃書中這兩種不同的寫作方向 ： 



 
計劃書題目 

      創作成分 
建基現實的想像和創意 

       寫實成分 
創造語境 應用寫實技巧 

貓狗一窩 針對豪宅區的消費能力提供

一站式寵物服務： 
- 寄養住宿、 
- 提供飲食、 
- 健康護理、 
- 美容造型。 

- 為了解對象顧客作了調查，
撰寫寵物寄養調查報告。 

- 創辦人簽訂合夥協議書。 
- 為招聘員工刊登啟事。 
- 為在刊物宣傳寫專題介紹。 

紅豆子漫畫店 西九龍區不乏提供年輕人潮
流玩意的店舖，但缺少具質素

的漫畫店。新店的特色是： 
- 設有業餘漫畫家展覽場
供同業互相交流； 

  - 建立研究中心，提高本地
漫畫創作水平。 

- 發出新聞稿宣傳該店推動本
地漫畫創作文化。 

- 發邀請信請同業參與銷售和
交流。 

優悠茶座 經作市場調查及競爭對手評

估後，決定在銅鑼灣開設一優

悠格調網絡茶座： 
- 提供中港台小食、飲品
- 店內以天藍、湖水藍 
為主要色調； 

-  提供電腦給顧客上網，
不設時限，無最低消費，

顧客可隨意消磨時間。 

- 為調查撰寫「市民對網絡 
茶座看法」調查報告 

- 開辦茶座的三個合資人簽訂
合夥協議書 

- 以直銷書推銷茶座的優悠概
念和飲食服務。 

健身中心 經觀察和調查紅磡區可以開

辦一健身中心： 
- 集美容、健身、健康教
育於一身； 

- 定期在演講廳舉辦健康
講座； 

-  舉行健康用品展銷會。

- 介紹、推廣健身中心的簡介。
- 健身中心與某品牌化妝品美
容院簽定合辦美容服務意向

書。 
- 發放宣傳健身中心成立的新
聞稿。 

數碼夢工場 在科技日趨進步的今天提供

以下數碼化服務： 
- 相片加工、 
- 個人光碟製作、 
- 名片、海報製作、 
- 網頁、廣告製作、 
-  人物立體動畫化製作。

- 為招聘網頁設計人員刊登招
聘啟事。 

- 發直銷書推銷所提供的各種
服務。 

- 發新聞稿宣傳所提供的各種
服務。 



 
結論 
計劃書是學生的寫作練習，是指定的的小組作業，目的在訓練思維能力和寫

作能力。有學者認為作業本來就應該具有「創造的學習過程」的本質，作業是教

師為了達到教學目標而要求學生所從事的工作和課業，教師還可以用各種方式去

施行「創造思考作業」，就是指定學生在課內外從事具有創造思考的學習活動或

工作，然後以書寫的方式表達出來（陳龍安 1998）。計劃書練習便是通過集體的
創作過程，讓學生得到思考的機會，他們結合現實需要發揮想像、發展創意、創

造語境，提供了創作和寫實一起綜合運用的練習機會。寫作建基於現實生活，通

過這樣一個既富想像、又要求合乎實際的寫作練習，學生所受的訓練是多方面

的 : 
（一）計劃書寫作練習富有挑戰性：寫作練習一向以命題或供料方式的出題

法為主，計劃書卻可以說甚麼都沒有提供，學生需要從甚麼都沒有，到提交一個

具體計劃，即一個資料齊備、首尾完整的習作，這對他們來說是極大的挑戰。 
 
（二）習作對學生的啟發性更為重要：因應寫作計劃書的需要，學生要以創

業或專門學科為中心，設想事業上的切身問題，他們要主動去蒐集資料和探求問

題，學習提出方案、解決問題，對他們瞻望前途富有啟發性；若就寫作而論，則

能發揮他們或切實或新奇的想像，啟發了他們的創造思考，大大地提高每個學生

的創意意識。 
 
（三）計劃書習作是一個綜合性的、多樣化的練習，它既是創作性的也是實

用性的寫作，學生又能夠因應策劃過程所需，提供適當的語境，運用各式應用文，

讓他們對運用文類的適當機會更有認識；而對於一些不太熟悉的文體也能通過自

學、或在教師輔助下寫成。 
 
（四）這個習作要求高度的合作性。學生在這合作中間要互相討論、互相質

疑，既發揮個人的創意，也要參考、包容他人的創意，計劃書的創作是集體創意

的結果，而就上述提到的：包括它給學生帶來的挑戰性、啟發性和多樣化的應用

文寫作練習機會，即使學生的創業不算嶄新，計劃也不一定富有原創性，但這個

學習的過程還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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