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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香港新學制的中學文憑考試沿

襲舊制的高級程度會考及中學會

考，於中國語文科（下稱中文科）的

新課程繼續保留說話能力的教學及

考核，以培養學生的中文口語能力，

使他們能夠應付日後升學及就業的

基本需要。雖然說話能力的教學與評

核已經實施接近二十年，同時亦取得

一定的成效，可是香港學生的中文口

語能力依然存有不少問題，這實在值

得廣大的香港中文教師關注；事實

上，要提升香港學生的中文口語水

平，實在不能只以考試操練為主導，

而應以多元的教學及評量方法，一步

一步地引領學生踏上進步的階梯。由

是觀之，本文旨在透過分析香港中學

文 憑 考 試 中 文 科 的 考 試 報 告

（2012-2014 年）內容，以解構香港

高中學生的中文說話能力問題，並在

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改善策略，以供

教育同仁參考。 

二、說話能力考核的沿革、設置

及評分標準 

高中的中文說話能力教學與考

核不斷發展及優化，其沿革如表 1。 

從表 1 可見，中文說話能力的教

學方向及目標，逐漸以溝通為本，即

培養學生與人溝通的能力，讓學生從

中建構口語表達、溝通及應對的基本

能力，以利他們日後進入社會工作或

繼續升學；事實上，溝通能力日益重

要，這是因為在今天的民主社會裡，

運用說話能力及技巧之機會越來越

多，而且其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如果

個體能夠擁有良好的說話能力，那麼

他或她便能夠成為一個受歡迎的人

（朱自修，1984）；同時，這也體現

了中文科新課程的精神，協助學生打

好語文基礎，讓他們得以善用語文作

為學習的工具，進而發展他們終身學

習的能力，而教育改革者亦深信培養

善於溝通的人才，定必有助香港提升

國際（華語區）競爭力（課程發展議

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 

自 2014 年開始，說話能力考核

中的朗讀部分正式取消，只保留口語

溝通部分（舊制稱為小組討論），以

更能突出培養溝通能力的課程精

神；在考試形式方面，口語溝通部分

以實時的方式進行，以分組的形式進

行評核，考生以 5 人為一組，先在備

試室就討論的題目（附設簡單的閱讀

材料）進行 10 分鐘的基本構思，接

著每名考生按照所分配的編號進行 1

分鐘的首輪發言，之後便可以在次輪

自由地發表個人的意見；在試題設置

方面，考評局盡量以貼近考生歷年之

學習內容及日常生活見聞為原則，務

求讓每一名考生都有話可說，當中覆

蓋世界、社會、學校、家庭、個人等

不同範疇，所涉及之議題包括中國文

化、流行現象、校園生活、價值反思

等，題型可以分為爭議、評論、協商、

交流四類，期望學生能夠在溝通過程

之中說明一己的看法（香港考試及評

核局，2014）。 

口語溝通的評核重點包括：（1） 

在闡述方面，要求學生能夠緊扣題目

之要旨而發揮，並提出豐富之意念、

精闢的見解，並就見解提出充分的論

證；同時，要求考生在討論的過程

中，引申發展、綜合補充自己或他人

的看法，以開拓討論的角度，以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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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討論的層次。（2）在語言方面，要

求學生能夠運用適當之用語、豐富而

精確的詞彙作表達，而語調亦能夠配

合所表達的意見，具組織性及層次分

明。（3）在應對方面，要求考生能夠

準確地回應他人的意見，妥善銜接討

論的話題，以使話題得以不斷開拓，

使討論的層次得以持續深化。（4）在

態度方面，要求學生能夠積極參與討

論，勇於表達自己的見解，並保持禮

貌，尊重不同組員的觀點及說話權利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2）。 

 

 

表 1 說話能力考核設置沿革 

年份 公開考試（科目） 考核內容 

1994-2013 
高級補充程度會考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 

個人短講（考核時間：3 分鐘）、小組討論（5 人

為一組，考核時間：15 分鐘） 

2007-2011 
香港中學會考 

（中文科） 

朗讀（考核時間：1 分鐘）、小組討論（5 人為一

組，考核時間：15 分鐘） 

2012-2013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中文科） 

朗讀（考核時間：1 分鐘）、口語溝通（5 人為一

組，考核時間：15 分鐘） 

2014-至今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中文科） 
口語溝通（5 人為一組，考核時間：15 分鐘）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三、研究方法 

為具體、全面地了解高中學生的

說話能力問題，筆者運用了內容分析

法（content analysis），通過分析所取

得之文獻資料，以了解所研究的問題

（王文科、王智弘，2011）。而本文

所指之文獻資料就是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中文科之公開考試報告（2012、

2013、2014 年）；事實上，歷屆之考

試報告都是本科試卷主席參考了該

年全體閱卷員的意見、考生的整體表

現後，才進行撰寫，當中涵蓋了考生

的常犯毛病、通病，對於中文科教師

掌握高中學生的說話能力表現、如何

制訂相關的學與教策略、以及研究適

切的教材教法，均具有很高的參考價

值。 

四、香港高中學生的說話能力

問題 

由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至今實

施了三屆，故本部分將以 2012、

2013、2014 年的公開考試報告（說話

能力考核）為基礎，剖析香港高中學

生的說話能力問題，如下： 

(一) 闡述部分 

1. 內容空洞 

學生的說話內容較單薄，欠缺說

服力。例如：「考生最明顯的毛病是

意念單薄，內容空洞」（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2012：頁 148）；「意念單薄

貧乏……人云亦云的情況亦甚為普

遍……有考生多次發言，卻只是不斷

重複組員或自己的說話，未能展開更

深入的討論」（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13：頁 150）；「題目要求（考生）

評論『獲得讚美愈多的人愈有自信』

（10-1）這種看法，卻只泛談『得到

父母讚美，必會努力讀書』，而少提

出其他事例支持所論」（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2014：頁 137）。由是觀之，

部分學生礙於平常不主動了解社會

時事的發展，致使識見有限，故未能

在討論之中提出有力的例子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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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見；部分學生並非對社會時事知之

不詳，只是由於欠缺舉例的意識，所

以不明白舉例說明的重要性。 

2. 欠缺論證能力 

學生未能夠透過論證的過程，說

明所持論據與其見解有何關係。例

如：「部分考生隨意聯想，邏輯混亂，

以致怪論連篇，令人啼笑皆非……

（例如說）大學生多高分低能，在快

餐店當基層員工可以吸收寶貴經

驗，擴闊眼界，從低做起，日後便可

以成材，因為『行行出狀元』」（香港

考試及評核局，2012：頁 148）；「很

多考生會引用例證支持自己的論

點，但往往沒有解釋兩者的關係，甚

或錯誤演繹……（例如說）青少年缺

乏磨練，所以發生兒子謀殺雙親的事

件」（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3：頁

150）；「常識貧乏，意念單薄，推論

粗疏，亦甚為普遍」（香港考試及評

核局，2014：頁 137）。由此可見，學

生平日欠缺邏輯思維訓練，對知識往

往生吞活剝，只求背誦，不求明白，

導致他們往往未有說明論點與論據

的關係，便已經得出結論，這不但使

到說話的信服力大大下降，而且更反

映出考生的思慮不周，並因而嚴重失

分。 

3. 審題不周 

學生審題不周，致使討論焦點不

清、失去方向。例如：「（考生）未能

緊扣題旨，甚或誤解題意」（香港考

試及評核局，2012：頁 148）；「考生

常犯的毛病是審題粗疏，甚或誤解題

意」（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3：頁

150）；「審題不周，掛一漏萬以至誤

解題意仍然是最明顯的毛病」（香港

考試及評核局，2014：頁 137）。簡言

之，口語溝通為命題考試，考生必須

小心翼翼地留意題目的關鍵字眼，並

按照說話任務的要求而進行討論，可

是蓋因考生平常欠缺命題討論的經

驗，以致審題意識薄弱，同時，他們

亦因為邏輯思維不強，使到他們未能

夠從關鍵字眼中開拓新的討論方

向，最終使到討論陷於混亂。 

(二) 語言部分 

1. 硬用套語 

學生背誦特定套語應考，致使討

論有欠自然。例如：「（考生）機械式

的語言表達，仍然俯拾皆是，例如『我

贊同 2號考生的意見』、『請問各位有

何意見』、『我對 3號考生的意見有保

留』或『1號考生及 4號考生所說的

都很有道理』」（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12：頁 148）；「套語式和機械式的

語言表達仍十分常見」（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2013：頁 150）；「一如往年，

不少考生發言時動輒拋出『社會、學

校、家庭、個人四個層面』、『實用性、

逼切性、可行性三個方面』以及『宏

觀、微觀、主觀、客觀』等術語，但

卻沒有加以具體闡釋。引用古語亦屢

見不鮮，可惜多是囫圇吞棗，能夠切

合議題準確運用者不多。」（香港考

試及評核局，2014：頁 137）。由此可

見，蓋因學生多參加坊間的補習課

程，補習導師教授他們背誦特定之套

語應考，以為能夠提升考試的表現，

可惜學生未能夠靈活運用，這不但影

響到他們說話的自然度，亦使到發言

之間的銜接變得突兀。 

2. 中英夾雜 

學生在討論之時存有中英混雜

的問題。例如：「部分考生在發言時，

慣常將『call』、『for』、『sorry』這類

英 語 穿 插 在 話 語 中 使 用 ， 而

『iphone』、『ipad』、『facebook』這類

詞語更常在考生的對話中聽到，這反

映今年考生用語中英夾雜情況頗為

嚴重」（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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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48）。括言之，香港政府提倡「兩

文三語」的語文教學政策，當中的「兩

文」是指中文及英文，「三語」則是

指粵語、英語和普通話，在這項政策

的實施下，學生需要交替使用這三種

語言上課，這難免使到他們在說話之

時，出現中英混雜的情況。 

(三) 應對部分 

考生欠缺銜接別人發言的意

識。例如：「仍有部分考生忽略別人

發言，以致未能準確回應……個別考

生發言時間甚長，幾同個人演講，削

弱討論氣氛」（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13：頁 150）；「不當插話、機械回

應、指名發言、胡亂總結的情況亦非

罕見。」（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4：

頁 137）。由是之故，學生為爭取發言

機會，而無視他人的發言權利，乃至

沒有回應他們的觀點，而全程在自說

自話，完全忽略了口語溝通的重點在

於交流，可見考生平素之討論訓練並

不足夠，使到他們的討論意識薄弱。 

(四) 態度部分 

1. 態度欠積極 

學生未能夠積極參與小組討

論。例如：「沉默寡言、只作簡短回

應的考生亦頗為常見」（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2012：頁 148）；「仍有考生

保持沉默，態度疏離。」（香港考試

及評核局，2014：頁 137）。由此觀之，

學生之所以未能夠積極參與小組討

論，蓋因他們的說話經驗不足，以至

欠缺發言的自信心，部分則對說話交

流不感興趣，致使他們的發言意願不

足。 

2. 有欠禮貌 

學生未能夠以禮待人，影響到討

論的進行。例如：「壟斷發言的情況

經常出現，考生『爭先恐後』地搶佔

發言機會，致使聲音重疊、聲量過大

或不恰當地打斷別人發言的情況十

分常見」（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3：

頁 150）。由此觀之，學生為了得到發

言的機會，往往都會不顧儀態，最終

影響到主考老師對他們的印象，最終

亦因而失分。 

3. 不尊重考試場合 

部分學生未能夠尊重考試場

合。例如：「部分考生衣飾不當，過

於隨便，未能尊重考試場合」（香港

考試及評核局，2012：頁 148） 。一

言以蔽之，部分學生無視公開考試的

莊嚴性，衣著隨便得令人側目，影響

到主考員對他們的個人印象，最終對

他們的考試表現不無影響。 

五、香港高中學生說話能力的

改善策略 

良好的說話能力並非一朝一夕

培養出來的，而是需要透過長期的浸

沉，才能夠得以建立出來，以下為筆

者針對香港高中學生說話能力問題

而提出的改善策略建議，如下： 

(一) 設置多元化的說話活動 

只有建立學生的說話興趣，他們

參與小組討論的積極性才會得以提

升。例如：教師可以學生的學習興趣

為本，於中文課堂引入讀者劇場的模

式，讓學生透過角色扮演，學習文學

作品的內容，一方面能夠提升他們的

閱讀能力、口語能力，同時，透過分

組合作的練習，同儕之間的情感與溝

通能力也得到改進的機會（賴虹嘉，

2014）。事實上，學習興趣對於學生

而言具有很大的神奇力量，能夠使到

他們對學習變得激情投入，進而產生

自發性的學習行為 （吳善揮，

2013a）；而多元的教學方式，便能夠

引起學生對說話的興趣和注意力，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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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其產生興趣時，學生才會變得

主動學習（唐冷玉，2009）。因此，

只要教師能夠抓緊學生的學習興

趣，並因應他們的學習需要來設計說

話教學的活動，那麼他們的說話能力

定必能夠得以提升。 

(二) 提供多樣化的說話機會 

透過向學生提供多樣化的說話

機會，使學生得以把說話融入生活習

慣之中。學生之所以沉默寡言，蓋因

他們欠缺發言的自信心。因此，教師

可以在日常的校園生活之中，向學生

提供多樣化的說話機會，例如：周會

主持、典禮司儀、接待大使（向嘉賓

進行講解）、聯課活動主持等，讓他

們可以累積說話的經驗，久而久之，

他們便能夠從中建立發言的自信

心，不再害怕向群眾發言，進而提升

他們說話的主動性及積極性；同時，

這些發言機會不但能夠改善他們與

人溝通的技巧，亦能夠提升他們的學

習興趣，可謂一舉三得。 

(三) 引入學生合作學習的模式 

學生合作學習的說話教學模

式，能夠為學生創設更多練習的機

會。說話訓練需要以學生為本，就是

要學生多練習多說話，而非以老師的

直接講授為主（陳月紅，1993）。然

而，香港中文科教師的教學工作非常

繁重，而且須要兼顧大量的行政工

作，致使他們為學生進行說話練習的

意願大大減低；事實上，教師可以合

作學習的模式進行說話能力練習，筆

者曾進行教學研究，以高中一年級的

十八名學生為研究對象，讓學生擔任

朋輩主考員，為同學的說話表現打分

及進行簡要的評析，結果顯示，這不

但使學生的說話積極性得以提升，而

且更發現他們的說話能力表現亦得

到相應的改善（吳善揮，2013b）。由

是觀之，教師可以在班級裡建立合作

學習模式，並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為前提，讓他們可以自發性地進行口

語溝通練習，進而改善整體的說話表

現。 

(四) 結合讀文教學 

讀文教學是提升學生說話內容

素質之唯一方法。說話訓練應以提升

話語之素質及效率為最終的目標，而

教師可以通過中國文學、歷史、文化

作品的閱讀教學而達至（蘇耀宗，

1995）；事實上，讀文教學與口語訓

練之間有著重要的關係，教師可以運

用提問方式、小組討論等方式，讓學

生得到口頭記述、說明、描繪、議論

之機會，從而提升基本的說話能力

（周漢光，1998）。由是觀之，教師

可以讀文教學來提升學生的思考層

次、批判能力、文化素養、知識層面

等，使學生得以儲積說話材料，讓他

們可以有話可說；同時，教師可以藉

着讀文教學的實施，設計不同的說話

活動，如角色扮演、辯論等，使讀文

教學變得更有趣味，而最重要的，就

是學生可以得到說話的機會，從而讓

他們更能夠掌握說話的技巧。 

六、總結 

最後，說話能力的高低對於學生

日後之升學及就業發展，皆有着極為

重要的影響，是當前中文科教師不能

夠忽視的教學環節，而本文只就香港

高中學生的說話能力問題提出粗淺

的建議，故筆者希望本文能夠引起中

文教育同仁對於學生說話能力培養

的關注，使我們的學子能夠建構一定

的說話能力，以應付這個充滿挑戰及

競爭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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