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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l當

2002 年 9月閱始，香港中左手中關語文科賞?于單元教學，當時有很多老師擒必不懂得

組單元的方法，後來有幾開出版社出了教科番，各有各的組販元方式I ，卻又如乎解

決了老師部分的疑攏。詩前說我所見，鈣然有部分老師和教科童醫頡向法用文體來組織單

元，境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新的課程研選的大富多黨文章中有部分是馨的課文多辯論老

師或出放社的攝輯都tt較熟悉議些材棋，而且得一篇舊的課文已有了基本的教學資料，

例如作者生平、文體說研、黨章的分析等，只要把這些舊課文故文體加上一繭篇新的篇

章便可以組展單元 9 比較方便。用文體來組星星元，有學者認為主義很可行痛又有序冉的方

法，何時有利於寫作教學盟，造點我是何意的 3 位問題是用文體作為組里長亢的時使橫遍對j

教學教早已提過組數元的不同方式，見何萬重建: (教學的反您一…中文科課程改裝的幾個問題卜載閥漢

光編:繡ti~章中文教學') (香港:發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除[)2 年) , J夜 6 : r張志公平日張

定遼舉出七種絕統的形正是: (一)以禮讓全村間或相近的幾為課文組成親元; (三)課文都知識鯨文教成黨員

元; (三)以知識為主、文學為輔組成豎立已; (即)用比較方法綴戚驚星元; (至iJ以語文對!l誠為主組成單元;

(六}按作家的作品組織建元; (七)按年代組織單元 o Jì這里沒有繞到服語文能力來組單元。

2 沈艷著手: (對筒中語文章樂文文體分類的一點3建議?謙該記敘文的定羲問題卜《中小學教師培訓(中學版))

1997 年第 2期，寰的: r繞行的高中語文課本中現代文部分的編排體系是以文續為序組合或者干單元，

各癡元樣項文體，突出教學言重點。 J 這里清楚說明鐵肉中學是手享用文體分類作為級單元的。東華麗華;〈語

文星星元教學應激視的衛處及;方法卜〈灣海教育) (1999 年 12 月) ，頁 22 : r按照文體繃您的每…單元，有

利於突出鼓點內容 3 學生能夠也淺入深，循序漸進地學習課文內容和建掌握完整的知激……單元教學採用

比較歸納法黎突出本單元的文體特點。東麗毒草立豈不認為烏文總來組織單元是沒有序列的。正永秀;教

學單元與發元教學卜《會海教育') (2000年 G 月) ，莫 24 : r獲行教材鋪設卡布著它的比較段。一個學元一

般是以閱濃濃文體裁的紛向相近組成，鐘就表明，一個數元中的幾篇閱讀課文有一定的 f共性J1 0JJffi作者

說，似乎現在行的殿元教學仍以文體級單元為笠，悶不是以語文能力作為鐘里說元的方法。強爍: <中學語

文學元教學方法談)，(甘肅教育') (2002 年?心期) : rfP文轉裁麥求和範文一致，可以從模訪磁漸過渡到

創造。例童話，第三三單元說明文類文教學完後，就哥拉踅學生們去仔細觀察中山橋，主主擬供辛苦聽命山構的歷

史資料，大部分同學都能遵照一定說明!僻字，說明方法，輕鬆地完成作文。 I作者提出用文體組織單元，

有利於寫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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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分類的問題，如果沒有把握好文體的特性，誤將不同的文體組成單元給學生學習，

必然會影響到學習成果。

二﹒文體分類的問題

3 

我提過有老師和出版社的編輯會用文體來組單元3 ，然而老師和編輯並不一定是文體

分類學者，對文體分類的認識不一定足夠，於是便出現了分類的問題。我用五間出版社

的舊課文的文體分類，從中一到中三作了比較，看看出了甚麼問題4

中一級課文體裁總表

課文/出版社 敢思 香港教育圖書 文達 齡記 長春

〈宋史﹒岳飛之少年時代〉 記(傳) 傳記 傳記 傳記 傳記

〈文言短文兩貝Ij) 記敘 軟事寓吉 記敘 記敘 小說/寓言

呂夢周〈水的希望〉 寓吉 寓吉 寓{于言 寓(干言 寓言

亞米契斯著、夏可尊譯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小說 小說 短篇小說

〈少年筆耕) (上)

〈少年筆耕) (下)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小說 小說 短篇小說

鄭振鐸〈荒蕪了的花園〉
寓吉 寓~~言」 寓言 寓吉 寓言

趙景深〈一片愧葉〉
寓言 童話 童話 童話 童話

葉紹鈞〈春聯見〉 短篇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短篇小說

巴金〈烏的天堂〉 遊記 記(隨筆) 遊記 記敘 寫景

鄭子瑜〈中山先生的習醫時代〉 傳記 軟事 傳記 傳記 傳記

劉鵲〈大明湖〉 遊記 遊記 遊記 小說 寫景

張恨水〈霧之美〉 描寫 描寫 描寫 描寫 寫景

3 見陳呂龍 〈談閱讀教學，載劉慶華主編 :t老師談教學 中學中國語文篇'} (香港:香港中華書局， 2003 

年) ，頁 19 '王敏嫻: (可望可遊可觀可留的文學教育卜載劉慶華主編 《老師談教學 中學中國語文篇》

(香港:香港中華書局， 2003 年) ，頁 179-1日。。何文勝: <香港七套新編中國語文教材初版的編選體系研

究) ，載何文勝: <世紀之交香港中國語文教育改革評議> (香港 文化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頁 286 指

出 2002 年出版的七套新編中國語文教材初版中，就有三套是用文體作為編選體系，分別是《敢恩、中國語

文〉、《生活中國語文〉和《朗文中圓語文〉。

4 五間出版社的書都是在 1991 年出版，分別是 歐陽汝穎、張志和編: <中國語文》第一至第六冊(香港:

長春出版社) ;宋琦、譚帝森、漢閩、陳佳榮編:繡編中國語文3第一至第六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

司) ;布裕民、陳建偉、陳漢森、謝錫金: <中國語文3第一至第六冊(香港:敢恩有限公司) ;香港教育圖

書編輯部﹒《中國語D第一至第六冊(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陳文質、鍾嶺崇、何就鵬、梁崇愉

《中國語文鴻一至第六冊(香港 文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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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兆拌〈蹺雪中的Jt平〉 描寫 譜寫 擴寫 撞寫 寫最

i竣背〈海濤f中夏在〉 描寫 攝寫 議寫 撞萬 寫景

徐麗南〈春期〉 描寫 描寫 構寫 攜寫 寫景

議于〈八隻卒貓〉 描寫 攝寫 搗寫 指寫 說明

周建人〈蜘蛛〉 說明 說明 攝寫 說明 說明

輯禹錯〈簡言這銘〉 抒(銘) 抒(銘) 抒情 抒情 議(銘)

朱自清〈背影〉 故事持d堉 抒情 抒'情 抒情 敘事

杏材;于〈小品文兩則〉 持(忌、品) 抒(小品) 抒情 抒嚐 仟{付1品)

博霞i(縛雷家書〉 抒(家書) 抒(家書) 抒情 書信 敘(番話)

寧農田〈悲哀的玩其〉 故事抒情 抒情 抒璿 記敘 故事

巴金〈繁星〉 借贊抒情 抒情 描寫 抒唷 抒情

薛褔成〈貓攜雀〉 敘事說理 論說 論說 議論 議論

〈戰盟黨﹒躇雖說伯龍華才〉 游說 論說 論說 議論 議論

歐陽修〈賞識翁〉 敘事說現 論(筆記) 論說 記敘 華記小說

〈古寓言三期〉 寓言于 寓吝 論說 寓言 寓言

梁容著〈落花生的性梅〉 說明 論說 論說 描寫 說明

吳哈〈古人讀書不易〉 議論 說明 論說 議論 議論

f史名〈怎樣讀報主.fÐ 說明 說明 論說 議論 說明

〈古詩幫首〉 五古七三台 古詩 詩 古詩 五古樂府

快名〈木蘭辭〉 樂府(雞) 樂蔚 請 古詩 樂府(雜)

冰心〈蔽船…寄母親〉 自愉詩 新詩 詩 新詩 新詩

傅仇〈早晨，好大的霧時〉 悔自詩 自由詩 詩 新詩 新詩

中之級課文體職釋、表

譯文I說i版社 敢J思 替諧教會闢番 文攏 齡記 提春

ølJ ﹒讓全移山〉 寓言 記敘 當吉 寓吉 寓言

陶潛〈鵑花輝主砂 記教 記敘 言論 記敘 敘事

雜質中〈楊修之死〉 小說 記敘 芳、說 /軒說 ;J、說

方接忠較合戰事〉 記敘 記敘 記敘 傳記 敘事

〈戰割策，聽忌諷齊三F細謙> 記敘 記敘 論說 記教 敘事

魯述〈一件小事〉 言己敘 記敘 小說 小說 小說

胡適〈差不多先生傳〉 傳記 記毅 小說
寓吉

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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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聽夷〈天台五日言.ê) 記載 記敘 撞寫 遊記 寫妻雙

阿濃〈委屈〉 記敘 記載 小說 小說 敘事

葉紹鈞〈古代英雄的石諱〉 :話 記敘 鑫話 黨話 黨話

林制鐵〈口技〉 描寫 撞寫 描寫 描寫 敘事

朱自清〈春〉 描寫 描寫 描寫 描寫 抒情

徐麗富〈山陰道上〉 描寫 播寫 擋寫 描寫 寫最

夏可毒草〈自馬海之冬〉 捨寫 描寫 描寫 措寫 抒情

老舍〈的笑泉的欣賞〉 描寫 描寫 措寫 混記 寫最

業紹鈞〈籃球能賽〉 描寫 描寫 描寫 描寫 敏等事

法接〈間情記趣〉 抒情 抒情 于子，情 記敏 抒情

殷穎〈曇花的敢示〉 f予，情 抒情 抒情 抒情 抒情

張嘴風 (;J、品文一點〉 拌，情 抒情 抒情 抒情 抒情

李枚華〈我愛鄉居〉 抒情 抒情 抒情 抒情 抒情

琦霜〈媽媽的手〉 抒情 抒情 抒情 抒懷 敘事

劉馨〈曹嘴說〉 論說 論說 論說 議論 議論

蒲松齡〈大鼠〉 論說 論說 論說 司、說 滿叫心清

聽敦頤〈愛蓮說〉 論說 論說 論說 抒唷 議論

安石〈髒{中永〉 論說 論說 論說 議論 議論

敢凡〈發院的轄神〉 論說 論說 論說 議論 議論

梁敢起〈最苦與最樂〉 議論 論說 論說 議論 議議

蒲韌〈想和f膨 論說 論說 論說 議論 議論

持續中〈生物的驗鼠〉 說明 論說 論說 說明 言是踴

周開擾步巨海〉 說明 論說 論說 說明 說明

〈緝請問首〉 聽詩 詩歌 請 詩 詩歌

〈律詩蹄首〉 律詩 詩歌 詩 詩 詩歌

鄭愁予〈筒說〉 新詩 詩歌 詩 詩 詩歌

朱端〈采瓏曲〉 新語 詩歌 詩 詩 詩歌

一 一一一

讓文j出版拉

住傅﹒嬋之武琨秦時

魏禧〈大盤椎傳〉

鑫
一

攝
一

表
…
當
時
一

帥
一
掰
一
纖
弱

女
吋

課
一

載
一

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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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貫中〈孔現f昔龍〉 記毅 記敘 小說 小說 小說

辦宗元〈三三戒〉 論說 記教 寓言 寓言 議書育

釀著曦〈聽聽音岱 記敘 記敘 記敘 避記 避記

周巍〈戈壁灘 i二〉 記敘 記敘 記敏 蘊記 遊記

自鑼〈釀〉 記敘 記敘 記敘 記敘 教事

箔仲淹〈岳輯樓記〉 譜寫 描寫 攜寫 議吉己 抒情

朱由清〈荷擴月租〉 描寫 描寫 攜寫 構寫 抒情

務家雖〈可愛的請護〉 描寫 捕寫 描寫 攜寫 抒情

劉鸚〈明湖居聽醫) (上) 描寫 描寫 小說 小說 小說

觀鵲〈明湖居聽書> (卡) 攝寫 描寫 小說 小說 小說

思果〈春至〉 措寫 播寫 措寫 攝寫 抒情

梁實教〈為〉 措寫 攜寫 描寫 捨寫 敘事

老舍〈在聽岳和暴雨下〉 議寫 抒情 小說 小說 小說

館有光〈頭脊軒志〉 抒情 抒情 措寫 抒情 敘事

魯迅繡譚〉 抒情 抒情 抒情 抒情 敘事;

林海音〈爺爸的在完落了〉 抒情 抒情 小說 小說 敘事

聾子愷〈鄰人〉 抒情 抒情 抒情 抒情 議論

荷馬中原〈走攏春天的壞處 抒攪 抒情 抒情 抒情 抒情

〈禮記﹒大哥與小康〉 論說 論說 論說 議論 議論

劉基〈賢相者寄〉 論說 論說 論說 議論 議論

〈孟子﹒論問瓏〉 論說 論說 論說 議論 議論

〈論語﹒論孝、論是警〉 論說 鵲說 雖說 議論 議論

果實教〈臉譜〉 論說 論說 論說 議論 議論

鑫牧〈蜜蜂的讚美〉 論說 論說 論說 議論 議論

陳之藩〈釣勝tit魚〉 論說 論說 論說 抒情 議論

魯迅〈雜文二期〉 論說 論說 論說 議論 議論

羅家偷〈養震動家的嵐度〉 論說 論說 論說 議論 議論

陶潛〈歸屬自居〉 詩歌 詩歌 詩 詩歌 古詩

校名〈古詩十九首〉 詩歌 詩歌 詩 詩歌 古詩

〈詢西當〉 說 詩歌 調 調 調

〈掛三首〉 元晶 詩歌 曲 元曲 鵲

黎釁奔〈趙氏誠先〉 戲鸝 戲鸝 戲鸝 戲劇 單是劇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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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童話蛤表來看，有幾{揖嚴葷的問題:

仁 向一篇章多不闊的教科響使者不闊的分噸，十分混亂。試看中一級的思金〈鳥的天

堂> '智麗記、龍(隨筆卜含5敘、寫舉;歡聽榜〈寶袖看守> '有故事說理、論(筆言。、

論融、記毅、筆記小說;中二級語權〈差不多先生簿> '有傳記、記毅、小說、寓

;講給齡〈大鼠) ，有論說、小說、寓苦;中三級市仲淹〈岳踴樓言訟，有描寫、遊

記、抒情;老會〈在烈日和暴雨下卜有描寫、抒構、小說。

2. 文體的各種不統一，各教興書有自己的用詣，文體分顯用語:龍攏。散文的分類一般

分為主顯:記敘、搶寫、抒情、說朗和議論5 。有教科書把抒情文細分為敘攀抒情，

借景抒J情勢吾吾另一本教科書船只用抒情文。撞寫文又有教科書說成是寫景文。

3. 扭轉穹種文體、文種含在…起6 ，聽進多種不這話:要的文體。有教科書把議鑰文和說明文

合起來續展論說文(合文體) 7 ;又有把描寫文、記敘文和抒情文合起來，變成借景抒情

(合文種) ，敘事抒情(含文續) ......那麼可不可以來一類借事議論?借人說明呢?

1. 用現代文體觀念盜用於古典女學，觀合錯誤。以蒞神掩的〈岳陽播音D為例，有教

科書說是描寫文，著說是記敘文，有說是持!曹文;其實立是聽 f記j體。這額文髏包

含了記敘和議蠱的元素，問時是以記事刻右為要8 ，與現代的記敘文大不相詞。又例

如王安石梅仲船，幾本教科書都認為是論說或議論，俑者服繡伯文辭棋賽3襄入

5 園內的分類與香港不惘，李E吉林說: r短文章黨分為記敘文、說勢文、議論文三三大體裁 9 主義間前我國蓋起文教

是學與研究領域最流行的分類方法。 J李富林: <三大文體分無理論的$維灣釋) ，河南師範大學學毅(哲學

社會科學版)第 2草草委第 2 期 (1996 年) ，寞的。沈艷眷說: r文發分為姆大類八種:一般文章分為記敘

文、議論文、說明文、應用文，文學作品分為斜敏、散文斗、說、戲劇。」沈艷發:還穿寓中認文課文文

體分類的一點3建議一兼談記敘文的定義問題) , <中小學發師培訓I (中學版)}第 2 期(1 997 年) ，豆豆蹄。

6 社搭話﹒〈也談竣代文體分類問題) , <河海鯨範學報(哲學社會科學鈑泠 z 第 23 卷第 3 期(1 996 年) ，頁

56-58 '擬出了文總分類的問偽廢次:三主教一一一文住一一文體一…文種。為了使眉目清晰，現在表到如

下.

文類 文校 文髏 文種

現代文體分類 文學
表現 謗、小說、散文 短篇小說、抒情散文等

表演 戲劇j 話員會j 、舞台劇、歌劇是學 l

應用 各種應用火 殼的、私函、 i議會等

實用 析頭 評論、報告 文學評論、科研報告等

新織 消息、通訊 =1我告豆、吉普文通訊等

? 議論文也可以稱為論說文 7 屬同一種文鰻;然jj有斂，思出版校的教科番則;有議論文單位論說文(兒上表) ，這

說明了騙者被衛著手為不間的文禮。很婉歉，這裊的論說文是議論文和說明文的合體。

B 吳論:(文章辨嫂序挽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本土，給提年) ，頁的: r大抵記漪，蓋所以傲不志。如記營

建.....，敘考察之後，聲藝作篇論以結之，此為iE灘。 J 姚潮:電占文發類藥:> '北京.中摺舊書店(1986 年 6月 l

版) ，頁 19 : r雜記類看，亦碑文之錢?碑東於稱頌功誨，記到所紀大小事殊章建主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

純金周碑文目標者，又有紀拳頭不以刻石者。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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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言自類，無論怎樣也似乎與議論文拉不上關懷;又f殉葬1 (詢問首-卜〈由三首卜

教科番扭它們期入詩歌鎖。

2. 文罷王土類的觀念不清楚。現代文學的散文類…F' 分為五姨，記敘文是其中一類 2

在這一類下時分可以為記人、記寧、記幣，權記是屬於娃一級，在記敘文之下;然

再有教科書的文體分類，中盟有記載文，悶著書也有議記;有/J\說又有短篇小說。這說

明了編者對「文體J和「文種J 的觀念不清楚。散文和小說是 f文體打攏記和競篇小說

是「文種{種顛汁，粥者不能相攏。

以上自甘情說很明顯會歷生以下的問題:

1. 不問學校的學生學著相同篇章而不同的學習重點，特朗聲寫作重點;

2. 有些學生會舉了錯的文體知議，弄不清楚文體的觀意;

3. 學生用了不同的研話來說明何一的文體，做成觀念土的混亂。

為了雄免接聽情況會在新的課程發生，最好是在，組單元前雪把各類文體的特質弄清楚，

但很可惜一貫一時新的教科書依然扭著文體不辦的毛病 3 試看看下茵的例子。

有教科書在記敘文的單元中會攬了一露聲課程的簡意一一魯迅〈一件忌、事戶 。魯

眩，件小事〉是繡紛中的…簫 9 很明顯，這是一篇短篇小說。小說的重點在於故事虛

構，在投入鞠劍贅，在於故事情節實而不;在按當己尋蓋上多兩者的學智重點不同?用小說來

學習寫記敘文的技巧是有問題的。

又有教科醬雖然立在不強調以文體組單元 3 而事實上是以文體籠罩元。在單元~íJI展

教j 中，「閱讀範酷的精擴篇章有:講聽才0多瓏，勵、數陽樓〈賣油和;略讀篇章有平實

〈宋定伯提鬼> 10 0 歡喝修〈實抽翁〉是舊觀程的還是簫11 多騙者在學習重點中列出學習「故事

的六大要拿卜很曉顯是將它看作記敘文。然混在「解題J部分卻說﹒

本文選自歐陽縷的〈報目錄卜作者攏過講權實地翁從聽孔輝油甜鶴不握的故

事，說明了?熟能生巧」的道理12 0 

從這段引文看來 3 說明道理才是讓篇文章的重點，話故事不過是為這個攝理鼓聲。是否

應鼓著叢書史學生說瓏的方法多喝只教記敘文的要素蛇?叉子寶〈宋定伯提鬼扒

志任小說，距不是記敘文章當然要在小說中我記敘文的要家是必然找到的 2 試間有哪一

聽小說沒有人、時、地等等的要軍呢?

9 。《中學中國祿文﹒皇宮，元凶》中…一第一冊(香港:現代教育研究杖、瑛代教育總絡， 2002 左手初

版)。

10 f可萬貫、魯總三是、李玉，蓉編訂: (中劉語文》第…冊(i香港:朗文香港教育事 2002 年初版)。

11 對這籍的文體分類，不同的出級社有不闊的主意見{兒上袋中一級)。

12 1可萬寶、嘗嘗綺3蓮、李玉輩革緝訂: (中蜜語文〉第…槽，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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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缸卜〈戰醫策﹒雛忌富麗齊王訥勒和〈木蕭辭〉放在一籬，學

習: r詩文闊諧、攝授、結尾的寫法J 13 0 <木蘭萬字〉和〈郵忌諷齊王訥掛有敘箏的成合會或

者。可以用植樣的分法來說明篇章的結構，但〈滿江，紅〉與這兩篇全不相悶，磁樣分析結

構 3 可以說有點牽強。再以〈木蘭辭〉為例， ~俑者把詩的第一二段: rp~ppep複pepnePJ r但開

燕山輯驕聲嗽戰J夠為醫首;其實第一設主義起段，第三二段是承上文，然後第三段是騁，第

器設f歸來晃夫子n至最後「安能辨弦是雄雞j 是合(結尾) ;再看海居忌諷齊王納諜> '編者。

把全文分問段 3 第二第三設屬邏渡?其重要第二三段聽話是承上文龍聚 2

「轉J '最後一段是合(結尾)。這寫篇作品正好符合了起、承、轉、舍的結構;可見教科

書把不間文體放在一起來教是存在著問題的。

我想無論是以文體來組單元?戒，者以甜文能力來組單元， t位應該法意辨清文體，否

則使鞏蟬月三到教學的重點。

- .文體安殼的作用

…轍體裁的成立，一定經聽多年的樓正海定萃，這種文體之所以成學又能接分類雪

是因為它們形成共同的抽象的規律，站接特點是其他文聽不能代替的i壘。當作家要進行

創作時，俯首先要面對的便是體載的總蟬，當他選擇了這種肌體裁之後，他在創作時多少

受這種體軾的限制15 。作家受體裁限制最少有三方面，一、外柱形式 (Outer form) ;二、

的林闊Jt 、練漢森、蔡榮諾: (生活中闊論文‘壞元斗》第五冊(香港:敢怒、自級社) ， 2002 年位

14 時校滅記 (TOKIEDA Motoki‘ 1900-仰的) : (文教學) ，載於張壽臘、三志福祥織: (臼本文章學論文集)

ti6 。顏元叔(J 933-) : <文學類製的觀:妒，就顏元J蚊:(文學，經驗} (ì援北:志文出版社， 197ì) ，寞的:

文是參類別在問洋文學批評中n~ (Genre) 。意思是指文學有不間的類別成形式，每種不間的類別或型式，

有本身的…些條件;這些線件使總來…類別的文學成為某一類別的文學，且與其他類別的文學有月IJ: 迫

使主義文學類殼的觀念 c J 
15 濛勒克(豆豆eneW訟法，悶的m 卜警察倫(如單位n Warr闕， 1899-) 著，主要害鸝、許爾街言學 〈文學論} Theoryo[ 

Iiteralure (畫畫灣:志文也級社， 1979) ，豆豆 37ì: r文學上的穫類?至可以認為是規定的格式 3 它既約束作家

悶符也被作家所約束。 JJ ;又錢中文﹒《文學發展論》多賣 17ì叮當作家在選擇纜車支持?其實賣學竣也在發

?特別是當體裁形成了…纜線式、一種相當種定的形式，縫跨務周內容決定形式來進行繞

純，就很難說了。但!是住，往相反 g 總裁的形式菌素限制了肉容。，顏先，線. <文學類型的觀念〉，頁的:

「文學類酸的概念，便是以既有的文學形式以及促成這種形式的各個條件，為作家的情愿做架構。文學的

形式成製構，可以遊戲原理的ames 明lCOIY) 來說明。寫文章就像打球:為某 A類型的文章，就像玩某一

糟的球藝。打籃球有打籃球的規則，打棒球有打棒球的規則 9 規則是人殼的，人造的.但是，既已制

定，獲得獲守-而球員自約於規格之內較身手之短長。規划限制球錢之表現，規則亦提供球員作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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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形式 (Inner form) 16 ;三、風格。內在形式包括作者的態度、語調、題材、目的等;

外在形式則包括特別的韻律、結構17 。至於風格的構成因素，則包括主觀因素(作家的創

作個性)和客觀因素(作品所表現的內容和意圖) ，王元化 (1920- )在〈風格的主觀因素和

客觀因素〉中，介紹了德國理論家威克納格的風格理論說:

風格的構成是被兩種因素所決定的:一方面是被表現者的心理特徵，即我們所

說的作家的創作個性所決定的，這也就是構成風格的主觀因素。另方面則被作品所

表現的內容和意圖所決定。(內容指的是主題思想以及圍繞在主題思想周圍的全部思

想材料，意圖則指的是贏得讀者來贊同並支持這個思想。)這也就是構成風格的客觀

因素 18 0 

16 海若﹒亞當斯 (Hazard Adams, 1926-) (認識論之辨〉說文學的內容被定位為客觀的，而形式被定位主

觀，這樣使到文學批評家很困惑，而康德 (Kant lmmanuel ' 1724-1804) 的貢獻是他提出了「審美觀念J ' 

把文學的形式和內容統一起來。見海若﹒亞當斯著，傅士珍譯:<(西方文學理論四講> (Four Lectures 0叩n 

the History o[ Grit白d此lC臼C

Jame臼s口叩n吭， 1934ι- )著'周曉康譯: (馬克思主義與內在形式> '載董學文、榮偉編: <(現代美學新維度一一

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論文精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0) ，頁327位8 : I文學素材或潛在內容從其

一開始就已經是一種具有意義的形式，是切切實實地屬於我們這個具體的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如詞

語、思想、物體、欲望、人物、場所、活動。... 形式和內容可以互相解釋。 我們也可以說形式只

不過是內容及其內在邏輯的投影而已。事實上，這一基本區別只有當臨藝術實體本身所引起的岐義而不

得不最終重新取消遣一區別時才是有用的，即藝術實體既可以被看作全是內容，也可以被看做全是形

式。」又威爾弗雷德﹒ L ﹒古爾靈 (Wilfred L Guerin) 、厄爾﹒雷伯爾 (Earle Labor) 、李﹒莫根 (Lee

Mo叩n) 、約翰 .R威靈厄姆 gohn R.Willingham) 著，姚錦清、黃虹煒、葉憲、鄒漆等譯:(文學批評方

法手冊> ' A Handbook o[ G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Ghinese' (洛陽:春風文藝出版社， 19日8) , 
頁 107 : I馬克﹒蕭萊爾進一步強調批評家對於形式的恰當關注和僅僅對內容的不恰當關心之間的區別:

現代(即形式主義的)批評已經表明，就內容談內容不是談藝術而是談經驗;只有當我們談論取得的內

容，即形式時，把藝術品作為藝術品來研究時，我們才稱得上是批評家。」又教原朔太郎 (Hagiwara ，

Sakutaro, 1886-1942) 在〈形式論〉說: I然而，藝術中的內容與形式，好像一張木板的表與里，人物與映

像，實體與投影一樣的，翻轉這一面，那一面便出來了，這一面有變動，那面也會變動，彼此是形成在

相互不離的關係。」見教原朔太郎著，徐復觀(1902-1982) 譯自《詩的原理>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9) , 

頁的。林四郎 (HAYAS凹， Shi的， 1922-) <文章學的輪廓〉、永野賢〈關於語法學範疇文章學中的基本概念〉

和時枝誠記〈關於文章學研究的一個課題〉都主張文體統一論，詳見張壽康、王福祥主編; <(日本文章學論

文集> '頁 59 、 105 、 110 0 很明顯，中西學者多有主張內容和形式統一，不過為了方便說明，這里暫且

仍作二分。

17 韋勒克、華偷著 《文學論)，頁387 : I類型，我們認為是文學作品的一種組合，在理論上基於外在形式

(特別的韻律和結構)以及內在形式(態度、語調、目的一一更明白的說:題材和讀者) 0 J 
18 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頁 171 0 c筆者按:風格一詞，固然可兼指

作家的風格和文學作品的風格，然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J : <藝術美，或

理想、〉提出，指作家的特點是作風[M叫erJ '指藝術所特具的表現形式是風格 [Sti日，這樣的分法，概念

較清晰。見黑格爾著，朱光潛[ 1897-1986J譯 是美學>Ae拙的ics'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79) ，頁 369 ，

註 1 : I作風 (Manierl 是個別作家們特有的;風格 (Stil) 是某一種藝術所特具的表現方式 p 例如繪畫和雕刻

因所用媒介不同，在風格上也就不同。」



諦。3 年 9 月第 75 期 11 

垃兩種囡素是會融合的，問作家必須!別提贊愚咯的要求，王元化說:

他(威克毒品格)認為風格的混成因素，即主觀盟業和客觀園京揖融合，必去頁權

守一個原則，諸就是作家必須使自己的氣質服從於艷象全而不能使對象路眾主吾與己

的疆人氣質。一旦後一纜情況占了上臘?最為作品的主要續向型那且是就會影成瓏餘

作風之弊t9 0 

文學轉戴對作家產生管輯作用，但1可恃無疑又給作家提供了方便，只要作家按著寫作的

文體要求來寫?作品絕不會走棒。當斗目作家想寫一本小說時 3 只要用「小說體J來寫，

便不會把司、說寫成詩，這樣他已合 F文體的華本要求。同樣，文體對議者來說，i:l!提供

了故賞的建穗，一體讀者想看一本志說多能不會期摺作者寫成散文成持學他只要按著小

說的特點，便能欣賞小說20 。對於一個文學推評家來說 3 文體問樣是一種很好的社詩方

法。每一種文體都有寫作的特色食進學特色也可以視為暈度的工具，披評家可以按各類

文體的要求作出詩論;劉甜、早日用這種主法來評論作家作品的優劣21 。錢鐘書在《管錐攔》

有一段關鼓玉安石用文體來都輸文章的記載:

妻去聽堅〈告象章贅先生文集》草委二三六《書王朮之 <t1摟吉ê)能~: r藹合評文章 p 常先體

制間接文之工揣 7 矗嘗觀蘇乎聽《醉自堂有盼，嚴曰: r文祠雖工，然不是《醉臼

?乃是〈韓自優劣論〉

至於西方多文體批評論關鎧盛極一時，文標推許家喜樂高地位，能辦年u用文體的寫作單

點作為評論的標準多詞時對作家趕著指導的作用，事E宏安〈讀《批評生理學))

「批評乃是一種冉作家提出有益的告說的藝術。 j彈身建甚麼人月以充當文學的對

誠者呢?當然只有批鄧家?國為只有f通過蹺各種體載的規郎和標準。他要告訴作家

19 美元化 ， z文心機能創作論》吾吾~l75 。

言。教勒克、華偷:(文學論;)，頁 3佛: I類型代表的，可以說是一錢方便的美學工具，對作者彼方便，

者則更是鐵於瞭辨。好的作家，一部份沿海己經存在的類君說，一緣份則將之擴充。 JX戚驚弗它會 'L ﹒吉

爾靈(\，苟延fred L Guerin) ‘尼爾﹒雷伯爾 (Earle Laborl ‘李﹒槳根(Lee Morganl 、約翰 'R.成鑫!在姆(威

接1臟話。hnR沁祖nghaml 著:校學批評方法手時，資總: r在過去的辦千年中(自槌古希臘以來，

尤其是在新古典主義詩期) ，人們認為，如果一個人知道菜都文學作為屬於哪一種類裂，他對這部作品本

身就有了相當的了解。 J

21 懿毅、《文心離奇妙的文體育會巾， I數理以舉統j部分是文體的寫作要求， I可詩也是評論作家作品的一把尺。

詳論見擎毅懿tl欒尋蔡麥: <操斧伐絢論文

2訟2 {管錐盤獵猶> '笑話。又正絡技()(種辦析與緣無的成立〉中，毯子于提到利用文體約寫作要求作為批評的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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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俾把悲劇寫得諱悲劇，把史詩寫得像史瓣，把小說寫得像小說，

在日本向樣在學者認為文體論可以作為批評的標準24 0 

四.結論

中國語文通訊

經過以上的討論租分析，我們知議結問1的教科書有單文體來組單元的，但卻不辯文

體。用文體組單元，先聲勢;譯文體?然後將多篇報月文懈的作品，組成單元給學生學

習多這樣將會得到以下的好處:

l. 學生透蠟間讓不持恩瀚的篇章，更全噩地學習一種文騁的特色，對最後，他們對每

一切，類文體揖肉、外形式、嵐格都有探入的了解。

2. 有助學生學習寫作。學生只要掌握了某類文體的特點 p 依據鏡些特點便可以寫成一

篇像樣白雪文章，就算寫不出來，他們也懂得找揖類的文章來參考。

3. 有路學投欣賞評鑑文章。學生k可以依捧某類文體的特點來諱言告文諧，可以說文體的

特點，就是評蠶的一把尺多只要學生掌得准確穿便;育能力分辨文章的好，壤。

4. 有扇學生的關績。舉生只要知道閱牆的是某類文體 3 問他們又掌握了這種文體能特

點多對理解作品的內容大有幫晶。

5. 有助幫蔚文體。學生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文體知識?知道文體的彭成有一定的搗律多

能鴨在創作時，大有可能創新文釀。

I本文麗蓮掌聲類l

詣的說文學批鵲 3 襄 1壘。手藝搏代織業的批評) : r職業批評起初是針對準則和體裁﹒川拉一批評的對象，

是了解不同髏潑的性質、局限和金發臭豆 z 立史使作家對他們的鱗設有清醒的認議。 只見《六說文學批評> '豆豆

76 0 ) 他在;另一篇論文〈批評中的發話令錄到裹著蘭和布瓦洛派的三主張: r批評家應該是在了解錄機體裁本性

的人 2 他應該了解追總體裁的競臭豆和作品為了典禮裁相繼應所必須滿足約錄件。 J (見〈六統文學批評)，

頁 175 0 ) 

24 師 11末募認為文曾發論i是最俊秀的文學評論學。的1月來寄: (六朝文學評論吏的文體分類綸) ，章是教給菁、

張連第、王濤臻完線 《日本學者中頭文學研究課鹼{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 1兮兮的穹悶 5 '豆豆 48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