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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生在寫作的時候，因為對語文技巧的掌握還不熟練，總會把這樣那樣的錯

誤。國內一些語文學者，感到語文水平差的人寫起文章來或者因思維不清，或者因語

文表達能力不足，很容易把邏輯錯誤，所以在編寫分析文章語病的書本時，總不會忘

記要加上一節邏輯錯誤分析。@但是香港中小學語文教師一向不注意語言邏輯的教

學， c王哥光， 1989. 的 ，其他的語文教育工作者也罕提這方面的問題， c王哥光，

1989.10J '是不是香港的學生少犯邏輯語病?還是我們的中小學語文教師一向忽略

這類錯誤?這個調查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

(1)香港當前的中學畢業生在作文時是否也犯邏輯錯誤;

(2)如果香港中學畢業生寫作時把邏輯錯誤，他們常犯的毛病是哪些?

二從具體病例看問題

這個研究的調查對象是預科生。一個普通的預科生至少已上了十一年的中文課，

從他們的作文卷可以看到一般中學畢業生在思維和語言表達方面是否存在邏輯錯誤的

問題。

這個研究是利用查閱一吹公開考試的試卷來進行的。由於公開考試的考生來自不

同區域的不同學校，所以他們的考卷有廣泛的代表性。該吹考試參加者有4 ， 316人。

取以分析的作文卷共489份，由電腦隨機從全部考生一人一篇的作文卷中選出。

該489份卷在作為調查對象以前已經由有關人士全面扯開，並且登記了積分，這樣完

全可以保證研究對象不受損害。限於篇幅，有關研究工具、資料的搜集與處理，以及

一些統計數字此處從略，下面集中介紹一些典型的病例，以說明問題。

(1)定義錯誤

作文題目有兩道: {蝶病〉和〈論謠言〉。每人選答一題。選作〈論謠言〉的學

生，絕大部分無法分辨「謊言」、「傳言」、「壞話」、「謠言」這一頓詞語的含義，

當然也沒有辦法給「謠言」下一個比較確切的定義。這真抄兩個例于說明:

*1. 謠言一一一個造謠者的言論。相信它是隨著人頓開始運用語言或文字

時，便已出現。

*2. 弟弟為了一張郵票而中傷哥哥;哥哥為了奪回郵票，用謠言來討好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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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的數，心。

我們知魂，即便是一個造謠者，他的音言論敏揖!最價值橡驗也茲非支支部驕傲，筒說話的

首岫均勢司法爛爛泥的口耳相傳才能成為論言。第 1 例的定聾壞的外雖不等於乎沒定義

壩，它緊跟在鋒的推倒也是毫無根樺的說法。鸝 2 例的作者分明

莓，總句話說，龍在選擇作文關時根本無怯給「謠言」下一個確切的想擒。

(2滯注意不照

*3. 孺坐在背麗的，儷少次，雖只看到長長頭鳥亮的秀瓣，能也，........."

*4. 摸到謠言這個拍攝，人們總是對它沒有好惑，甚至三懇指資它，痛罵它
{以自勻。

*5. 媽媽就是間為你們搶時暴雨，使它殘疾的身軀叉移了析緝的指雙手，

她年過半甜的身鵬能把受得了嗎?

*6. 爸聽帶著苦苦也跟弓之劑的我去探他。

*7. 很多人說偈欠下一大筆債，以致走上一練般消極的事E路。

3 例，那f函少女是坐在人家的背部嘿，還是坐在人家的背後?還有，是誰看到議的

?第 4 例，人們沒有好蟬的思咱是「散播謠言J 這種箏，隔不是詩典襄 f 謠言言 j

哪一個詞語。第 5 例，鵬總有今少籃手折斷呢?是她原來位有“隻手折斷龍成殘咦，

男外一聾子也折斷了，蹲夫在她本來身體其他部分有哦!嚎，現在加上手都折輯部婆豆

?第 6 柄， i我J 覺牙樹f逗得不整齊而覺得醜附嗯，灣是牙齒長得不齊全?

7 偽，奇盔的是死路有 和付之消極」之分， 「最不消極」的現時?

(3癱念遲浩

*8. ，觀賞Îj病人神情有點憔悴，心要終攜希望按有第二次的來臨。

丟在誰希望沒有第二吹的來幟，作者?病人? i織有第斗次的來臨」是甚摩意思?

當病人死亡，家人不必平等傑娟呢?還是病人平防病拼出醫院?或者是輯人離院研究在

外頭?

*9. 部病醫寺聽到了，我赤要向xx磁嘶叫

*10. 不久，聽病的詩竄到了，我尚好友還另Ij後，也按步離開此教人侮心的

地方。

顯f以第9 、 10的例子，實際出現的次數很多。所謂「峙聞到了.J .我們一般的想法是:

開始做某件事的時間來γ ，然而學生們的朋戀;愉恰相反，是規定探病的時糊fj晶去了j

的意思。

*11 常聽到一盤老人家，他們手段免權怕要走進醫院去。

害怕走進瞎說去，是始姥姥，還是給醫熊?文「家j 的後重要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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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則無防〔的J '因為當事人給欄譯圖面目，對大家都有好

處。

甚體是真實的議主主? 位 J 還是搗穿 問 J ? 

*13 總fr守在我聽聽戴題，不聲〔勝〕其纜的梅女來接望我，使我不會感到

。

「不聲〔輯)其機J 似乎覺說很討厭別人來深柄，

不會感到寂寞。那套IJ成作發變至終連甚麼呢?

似乎說探病者的來臨使自己

(4輝念贅餘

*14 議鐘情聚在畫筆說封建每一體角薄都何以聲見。

*15 擺著我的變求，汽車郎在馬路上疾馳的海聽著........

* 16 í段去是我在講一生人之中，屈指可數的路鶴次數卻是容審可數了。

*lì 做生故意的人，他們會遇YIJI再

人用指前所措擊，是問為受了

守|做不賤的偉果。

，就很容意〔易J 受多IJ

，很可能會使其生意欄下飾和

* 18 r 母親行動木方便怎麼能在講呢 ?J 白日白宮自語的誼。

* 19 租金蠶貓兒病人的家人或朋友來探環庫中的庸人，是多歷攝輯、親切和

人。己輯中的病人亦發覺yl!1是多聽人刊)聽心和愛讀能柄，

多聽愚人的呢?所以能探鳴中得到一份報海態和諧照顧僧人，要

得到病人的感轍。

第14例，實IJ)還即侮如一個角落。第15例，院哥也已租船了奔峙。第16例，厲指“I數概還草還革

叮數似乎視有點瞭蘊別。第17例，生意頓下時麟快不~f:愛果的一種。觀18例，自替自

語己包括了「白

人嗎?

(5)自相矛盾

。第19例，梧對於 íB胸中的稿人J '難現有采購中的病

*加 以我來說，我便聽聽看到一欄被搔首傷害而影響了終生的人，組便是

我的問學 xx......如果他慎的總成一個同性戀者，那個論識的良心可

有畫畫體感覺呢?

xx立在未思鵲會開銷戚悶性戀者，作者聽無法驗研抱在其它方面受害，那驟「影響終

生」之說不是與「如果J 意矛重嗎?

*21 中，無人{乍聽， 人的痛苦聲卻可擊 ylJ 0 

臣說痛哭聲中， 人作聾，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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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昔日雄霸球場上的他，滿身教人羨慕的肌肉已蕩然無存，身于更是消

睡了不少。

肌肉已蕩然無存，如何還會消嘍?

*23 那時我才十一歲......直至到了醫院，看見了爸爸......整個病房就只得

我們和對面床的那個老伯，在探望妻子，但我覺得這時的情況很溫

馨。[中間有部分文字被刪節〕

作者十一歲，何來有妻子?在丈中他腫，作者透露他探望父親，但父親是男人，怎麼

會與在伯的妻子住在同一間病房?

*24 其實它〔作者按一一一指謠言〕是生活中不乏的東西，越是討厭的東西，

人們便越感興趣。

怎麼會體是討厭，文越感興趣呢?兩者本是對立的心理。

* 25 一張蒼黃的瞋......一個插了許多不知是甚麼的塑膠喉管的壇弱形軀

一一一這就是我的母親嗎?

前去不知是甚麼，文云是「塑膠喉管J '不是自打嘴巴嗎?

*26 當謠言傳入耳中，經過適當的分析，它的具實與否也就不攻自破了。

要攻破的是虛假的消息，不是真實的訊息。如果「真實與否」俱攻破，那還剩下甚麼

呢?

*27 步至母親的身旁，看看病上〔中〕的姑母，我立即轉身到了母親的身

後，抱著母親的手在搖，這病人我完全不認識，姑母的面深深的陷

下，但還是帶著那熟識的笑，努力地從病楊坐了起來。

看到姑母時，既說完全不認識，忽而又說她帶著那熟識的笑，其中顯然有矛盾。如果

把「完全」兩字改為「簡直J '就沒有矛盾了。

*28 我印象中探病的次數並不多，不過每次都給我一個強烈的氣氛，就是

歹E氣沉沉，缺乏生機，人人都是沒精打彩。

首先，氣氛的量詞語是「種J '而非「個J 0 í強烈」一詞具有「強有力的」和「鮮

明的色彩」的含義，跟後面所述的「陰沉」氣氛剛好相反。應該說「強烈的感覺」

而非氣氛。

*29 個人認為此類謠言無傷大雅，影響民生。

前說影響民生，必然損傷重大，主、可說「無傷大雅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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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聯齒不管

*30 謠設這種東西，它的 人，但是也十分可怕。

驚人即可怕，由於概念贅餘，

*31 還記得那次......的增

的記禮。

人難忘，庭為我留下γ一幕難以忘懷

。

*32 我們應該以此為賊，以免我們陷入不忠不萃的現捕，做一餾真正的好

兜子。

γ以兒J

句

(7)擺到不當

*站 在這風雨飄搞的日子下〔里J .無論我們吾友種輯、社會、政治聶哥家

區之內. r商品詰J 都可能存在。

*34 在另

l::~.有名

，很多出名的人土，例如織鸝明庭、歌星、紅人和在耽食

人，能{們很容易受到j謠言吉斯影響。

的話，學校、社會祁家路向韓黑體的薩斯，混「殼、治J ，不應摸到。 倒

抖，在香港，演:聲明 ，主王人又往往經綴了 是，這些人和

名氣的人」是交叉概係，如此交叉並列，很不甘哩。

(8)輕率概括

*35 當我們聽到某一些謠言的時候， 人的想像力之大。

這句話雖不論!漪，但「人的想像力之大J 可以聰解為想像力很大，

往寄托在常態的指理立中，未必、體要出人的懇{毅力犬。

* 36 趨言言退黨間是無是不在的.. ~ • .. .. .混們只要打閱報張〔章〕

，就可以憨覺它的存在。

這說法違反常理，報皇家離社並非每日傳播鵲宵。

*37 ÊI 有人頭歷史以來，

*38 總結結…餾人，亦會會( ? )彈發發IJ謠言所帶來的由模。

第37和第38例都是借口關峙，毫無根據。諸輯錯誤倒子梧當今，有一部分f71j乎沒有做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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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模棲兩司

* 39 而謠言的可信性，貝IJ與謠傳的時間成反比，當謠言傳得時間愈耐

(久) ，知道的人愈多時，謠言便並不可信。因為謠言在初時，可能

有部分是真的，但是愈傳，人們便往往加入自己的幻想，或誇大其

詞，使謠言失去真實惑。可惜這些謠言文住住比事實使人更容易相信

及接受。

這段話模模兩可，前言不對俺語。前面說謠言愈傳得久，便愈不可信，後面卻說往往

比事實使人更容易相信及接受。失去真實惡的謠言怎能比事實更容易使大眾相信呢?

*40 總括而言，造謠者應當深思熟!慧，他們造謠帶來的後果是好還是壞，

在甚麼時候才是適合呢?

從例4。這節文字的含著、看，作者似乎在鼓勵大家造謠，因而要總結經驗，真是咄咄怪

事!但縱觀原文，作者並無此意，故這節文字的內容與整篇文章不協調，於是便立論

出現模棲兩可的傾向。

通過分析一部分的具體病例，我們會發現，香港學生在寫作過程中所犯的邏輯錯

誤明顯地集中於某幾個類型。從所引病句來看，犯邏輯錯誤的學生在語法方面也有很

多毛病。這兩者之間可能有某些關軒，很值得繼續探討。

結論及建議

(1)調查結果顯示，香港有不少中學畢業生，在寫作時會 jL: "" 'I'Jf吾吾病，而其中不少

是性質頗為嚴重的毛病。根據常理推測，低年級的學生，這種情形大概會更加嚴重。

為了明瞭賞況，這一方面的問題值得進一步調查和研究。

(2)從調查結果看，不少學生在審題、辨詞、析意方面的訓練不足。中學語文教師

應該在這方面檢討一下，看看過去是不是忽略了這方面的教學。無論如何，今後應該

多注意學生的思考方法，培養其思辨能力。對於思考能力較弱的學生，教師可以考慮

給予個人指導，以提高他們的表達能力。

@ 張放( 1979 • 1981 ) (常見病句分析〉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鄭丈貞、余綱、李良華( 1981 ) 

〈語病涯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陳瑞衡( 1982) (語病辨析〉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金錫護( 1983) (病句分析〉北京:書目丈獻出版社，季裕德、吳啟主( 1984) (病句分析〉

湖北教育出版社，皆在書中安排一章或一節討論邏輯語病問題。

參考資料

王宮光( 1989.9) <香港中學語文課程結合基礎邏輯知識的構想〉香港中文教育學會

編〈中文科課程教材教法研討集) ，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o 頁的 50 0

中國語艾通訊 1991 年1 月 第12期



王哥光( 1989. 10) <邏輯途徑的寫作練習) ，語文教育學院編〈本文化和跨文化的

教與學方式:語文教學的含意〉香港:教育署。頁224-232 。

王聘興、趙總寬、蘇越、孫祖培( 1982) {文章與邏輯〉北京:北京出版社。

李衍華〔主編J (1984) {邏輯病例分析〉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兒正茂( 1983) {邏輯與寫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F東宗明( 1984) {邏輯典語言表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接第36頁)

葉國泉、羅康寧 論楊干華小說的語言藝術

馬蔚彤 試論莫言小說的語言特色

[語言教學]

揚是芬 現代漢語教學要培養學生正確運用祖國語言的能力

劉新蘭 在現代漢語語音教學中提高運用普通話的能力

江瑞娟 中南五省(區)師專〈古代漢語〉教材讀後

程淑吉思 日本人學廣州、|話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詹伯黨)

中國語艾通訊 1991 年1 月 第12期

語文天地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