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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應用文寫作的目的是要解決工作上的難題，因為沒有工作上的需要，相

信沒有人會撰寫任何應用文。日常工作上的難題主要是變動型難題

（ill-structured problem），因此與工作任務相關的應用文寫作，便是一種解

決變動型難題的寫作。這種寫作與日記般以作者為中心的作者為本寫作

（writer-based prose）不同，特別講究寫作策略，特別重視滿足讀者的要求，

以圓滿解決工作難題，應該是一種讀者為本寫作（reader-based prose）。 
 
傳統的應用文分類，一般將「聲明」寫作歸入「啟事」類。 這個分類

方法其實有點兒過於籠統，並不能顯示「聲明」寫作的特質。「啟事」與「聲

明」雖然同樣是個人或機構組織用來向公眾公開說明某些事項的具體情況，

不過前者偏重解決個人或組織內部本身出現的難題，後者則強調向外說明保

障個人或機構組織權益的方法，二者有本質上的差異，不應混為一談。從解

難的角度來比較，「聲明」寫作要解決的主要為變動型難題，特別講究撰寫

策略，「啟事」寫作則以解決固定型難題為主，較易應用寫作套路。 
 
本論文的撰寫，便是要以「聲明」寫作為例子，一方面要說明應用文寫

作讀者為本的特質，同時重新省思應用文的分類，釐清「聲明」寫作與「啟

事」的差異。 
 
 
   

一般的應用文著作都將「聲明」納入「啟事」類，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

這種分類方法有值得再三省思的地方，本論文主要談的問題，便是︰ 
1. 在應用文分類之中，聲明應否從啟事類獨立出來； 
2. 聲明寫作獨立成類後，寫作時的要注意的事項。 

考慮到香港的情況與國內有差異，本文的焦點，只會集中考察香港地區「聲

明」寫作的情況，留待日後才探討國內「聲明」寫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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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應用文在香港開始受到重視，是 1974 年港英政府頒布中文為法定

語文以後的事（馬蒙，1976）。自此之後，中文應用文書籍問世的日見增多，

而香港回歸祖國以後，更是雨後春筍，百花齊放。現今坊間所見，大部份應

用文著作都將「聲明」納入「啟事」類，把「聲明」看作是「啟事」的一種。

較早期的著作，可數 1974 年 12 月出版的《現代應用文》，「聲明」和「警告」

同被納為“和法律有關的啟事”，被認為“是依據法律的手續和法律條文”

撰寫的啟事（容心，1974）。陳耀南則可說是將「聲明」納入「啟事」類的

表表者。陳氏的《應用文概說》初刊於 1976 年，當時便「啟事」中有「公

告聲明」，將「聲明」解作“為完成法律程序，或對不特定人士而作的公開

聲明”（陳耀南，1976）。陳氏也一直沿用這一分類方法，不單在再三梓行

的增訂本《應用文概說》中將「聲明」納入「啟事」類（陳耀南，1997），
即使在 1998 年才刊行的《應用文大全》中，陳氏仍沿用此分類法，指「聲

明啟事」“是為了某些原因，需要向公眾發表的一種公開聲明，以免將來因

此而引起不必要的法律糾紛”（陳耀南，1998）。陳氏的《應用文概說》風

行一時，很多人使用，且再三梓行，是應用文的經典著作，而較此書為後出

的著作或論述，大都也以「聲明」納入「啟事」類（馮式，1989；陳少棠，

1989；周錫韋复，1996；李錦昌，2000；香港城市大學語文學部，2001；香港

公開大學）。 
 
  民國時期，「聲明」寫作一般獨立成類，並不從屬於「啟事」寫作（張

匡、周閬風，1939），新中國建國初期，則開始有將「聲明」納入「啟事」

的情況（張綱、王復一，1951）。至於上列的香港著作，它們將「聲明」納

入「啟事」類的主要原因，應該是這兩種寫作都是要向公眾作公開表白。然

而筆者對這種分類方法不大贊同，所以多年來教學時都將「聲明」和「啟事」

分為獨立文類。事實上，《實用公文寫作》和《中港應用文傳意大全》兩部

著作也將「聲明」和「啟事」獨立分類（陳亞麗，1996；盧丹懷等，2003），
只是筆者所持的理由與這兩部著作稍有不同。 
 
  「聲明」和「啟事」同樣是公開文告寫作，而且從受文對象、發布方法、

發文人身分數項來說，「聲明」與「啟事」也確有很多相類似的地方，不過

從文體功能、發文原因和工作情景來比較，「聲明」和「啟事」則有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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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其中，筆者特別重視是工作情景的差異（詳見表一）。 
應用文是應付行政管理與日常工作和生活需要的寫作，如果實際生活之

中沒有工作上的需要，我們是不會擬寫應用文的。簡單地說，應用文寫作是

日常工作的一個環節，與日常工作密不可分，擬寫時總脫離不了實際的工作

情景。以「啟事」來說，因為發文人—不論是個人、機構組織，或是政府

機關—自身有特定的工作需要，因自身的內在因素演生出特定的工作問

題，他才會以「啟事」完成該工作、解決該問題。「聲明」寫作的工作情景

與「啟事」卻完全不同，如果沒有受到他人侵權、誹謗、或受到外來因素影

響而面對危機、權益受到危害，發文人根本就毋需發出任何「聲明」。因此，

「聲明」寫作實際是一種處理外來危機的寫作，與「啟事」以滿足自身工作

需要的工作情景，在本質上有重大差異。 
 

表一︰啟事與聲明的異同 
 

 啟事 聲明 

受文對象 1. 社會大眾 
2. 不會註明受文對象 

1. 社會大眾 
2. 不會註明受文對象 

發布方法 1. 刊登於報刊雜誌 
2. 張貼於公眾當眼處 

1. 刊登於報刊雜誌 

發文人身分 1. 政府機關 
2. 機構組織 
3. 個人 

1. 政府機關 
2. 機構組織 
3. 個人 

文體功能 1. 向公眾公開發布消息 
2. 向公眾公開尋求協助 

1. 向公眾公開說明對特定

事項的立場 
2. 向公眾公開說明維護自

身權益的方法 

發文原因 1. 發文人因內部需要，向

公眾發布消息 
1. 發文 人受 外 來挑 戰刺

激，要向公眾作鄭重表白

工作情景 1. 發文人因應自身工作

問題，用啟事向公眾發

布消息，又或尋求協助

1. 發文人回應挑戰，以聲明

作為處理由外而來的危

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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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要將「聲明」獨立成類，廣告寫作是一個可用來作比較的例子。 
 

由純文字廣告，到加入圖象的平面廣告，再發展至將文字、圖象和影象

整合一體的新媒體廣告，受到社會經濟愈加發達，商貿活動愈見頻繁的影

響，廣告寫作現在已脫離了啟事獨立成類，有其獨特的寫作理論。「聲明」

當然難以與廣告相比，相信也難以蔚為大國，不過如將「聲明」寫作當成工

商機構危機處理的方法，把它獨立成類，則將有助於順利解難，可提升對工

作難題的認知。以下的例子，都能證明「聲明」寫作是危機處理的手段︰ 
 
例 1︰以聲明處理管治危機—行政長官董建華就七‧一遊行發表的聲明

（2003 年 7 月 1 日） 
 

  行政長官董建華十分關注今日（七月一日）很多市民參與遊

行，並表示理解他們所表達的訴求。 
  行政長官表示，特區政府充分了解市民重視人權和自由，政府

的立場和市民是一致的。我們會繼續積極維護和保障人權和自由，

並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民主。 
  他指出，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的制訂是香港特區政府在憲制上的

責任，正如其他地區國民一樣，香港市民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但

政府已承諾，確保香港市民一直以來所享有的人權和自由不會因立

法而受到影響。 
  特區政府清楚知道近年經濟轉型為市民帶來的痛苦，現正致力

推動經濟轉型成功及採取一切可能措施紓緩失業情況。 

  政府亦會盡量多聽取市民意見，加倍努力加強與市民的溝通。

他並希望大家繼續發揮在抗疫中的團結精神，一同做好疫後重建香

港的工作，讓經濟盡快全面復甦。 

 
例 2︰以聲明處理管治危機—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就房屋委員會

申請向終審法院上訴發表的聲明（2003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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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房屋委員會經詳細考慮代表律師對高等法院有關公

屋租金司法覆核所作出裁決的意見後，決定就法庭的裁決提出上

訴。與一般訴訟人一樣，房委會是根據特區司法制度賦予的權利和

既定的法律程序提出上訴。 
  我想強調，房委會尊重法治，亦是依法辦事。由於法庭的裁決

涉及如何詮釋《房屋條例》有關更改公屋租金的釐訂的重要法律觀

點，房委會委員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討論，全面及深入地研究各方面

的問題後，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認為有責任提出上訴。 
  對於社會上有人士指出這一課題是有其急切性，不應拖延。就

此，房委會深表認同，亦希望能盡快完成有關的司法程序。所以，

房委會認為如果本案可直接交由終審 法院聆訊，就可以盡快取得

終極判決，讓事情在最短時間內得到一個了結。因此，房委會已指

示代表律師向高等法院提出有關申請。 

  近日公屋居民對於這次公屋租金司法覆核表達了一些訴求，由

於這些訴求與房委會上訴的決定有密切關係，所以房委會今早決定

法律程序完成後，法院就如何詮釋和執行有關條文有了清晰的判

決，房委會便立即依法檢討租金政策及就調整租金尋求一個完善的

處理方案。 

 
例 3︰以聲明處理治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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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以聲明處理治生危機 
 

 

 
例 5︰以聲明處理商業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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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以聲明處理商業危機 
 

 

 
例 7︰以聲明處理個人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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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難題（problem）可分為固定型難題（well-structured problem）

和變動型難題（ill-structured problem）兩類。固定型難題講求應用固定有數

的事實、理念、原則和定律來解難，而且一般來說這些事實、理念、原則和

定律較為簡單淺易，清晰明確。答案方面，固定型難題通常有準確而且較規

範及單一化的答案，如能理性地分析問題、有系統及合乎邏輯地闡述事實，

講解意見，便能解決這種難題。變動型難題講求應用變化繁複的事實、理念、

原則和定律來解難，而且這些事實、理念、原則和定律可以沒有清楚擬列出

來，或根本就含糊混雜。變動型難題既沒有清晰的工作目標和規限，也沒有

固定準確的答案，而只有相對來說較為理想或較為差劣的解決方法，所以是

較難處理的難題（Jonassen, 1997, 2000; Jonassen [et. al], 1999; Jonassen & 
Kwon, 2001）。因此，由對應組織、對應人士、危機事項、相應政策和行動

都變動不居這點來看，「聲明」寫作實是一種處理變動型難題的寫作。「聲明」

寫作如果獨立成類，視作危機處理的環節，寫作時便能更清楚認識寫作目

標，更能提高以寫作完成工作的成效 
 

三 
 
  很多應用文書籍都強調「聲明」要寫得簡潔扼要，直截了當，措辭典雅

得體，筆者認為這只說明了「聲明」寫作的風格面貌。應用文並不是日記、

詩詞、散文般的個人自娛創作，而是一種讀者為本寫作（reader-based prose）。
以日記寫作為例，它是一種作者為本寫作（writer-based prose），作者本人同

時也是讀者，撰寫時即使會重視修辭技巧，卻不會講究針對讀者的撰寫策略

（Flower & Hayes, 1977）。應用文絕不是私人創作，作者本人並不是寫作的

讀者（黃啟華，2000），而且應用文是解決工作問題的手段，為了完成工作

任務，擬寫讀者為本的應用文時，除要重視修辭技巧，更要講究針對讀者的

撰寫策略。 
 
  以「聲明」寫作來說，前面臚列的例子顯示，政府機關的「聲明」只會

講述回應危機的立場，個人和機構組織的「聲明」除表白立場外，更會講述

維護權益的直接或間接方法。要將立場和維護權益方法寫得恰當得體，首先

便要認識與危機處理相關的解難方法，然後選取合適的撰寫策略，最後才可

順利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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