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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教科書中銜接副詞的考察與篇章閱讀教學策略研究

黎少銘

香港教育學院

1. 引言

教育局與考評局近年的幾個報告都指出，香港中、小學生在校內評核及公開考試

所表現的語文水平，都較前退步（李家樹  2010）。另外，在二零零九年學生能力國際

評估計劃的報告中，1 香港學生閱讀能力的排名由二零零六年的第三位下跌至第四位。

這些研究顯示，香港學生的閱讀能力表現雖然不算太差，但下降的趨勢明顯。原因可

能如何萬貫（2000）所指，有些中國語文科教師在閱讀教學中大多只注意字、詞、句

的講解，忽略了文章的整體概念和整體思維的教學，結果是，學生對文章留下支離破

碎的印象，從而影響了閱讀的效果。

這說明教師對篇章的閱讀教學策略有待加強。有關閱讀策略的理論及研究多不勝

數，也都提供了不少可行的建議，可是當中較受忽略的，是從副詞的銜接功能作為提

升閱讀教學策略切入點的研究。這種被王力（1985）稱為“關係副詞”，而本身具有

銜接功能的詞類，可以在篇章中銜接短語、句子，句群，甚至是段落，有很重要的標

示作用。邢福義（1997）也認為“關聯副詞”為三類副詞之一，有很強的銜接能力。

另外，許嘉璐、傅永和（2006: 196, 201-202）也認為關聯副詞在計算機科學發展中非

常重要，可惜它在現代漢語語法學界中長期受到忽視。

副詞在香港小學中文教科書中，尤其是高小，出現的頻率高，使用範圍廣。要

是學生能理解及掌握有關副詞銜接的功能類型和方式，對篇章理解必有幫助。因

此，筆者嘗試選取四套坊間較常用的小六中文教科書，考察其中關聯副詞的銜接類

1 “2009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 2009）是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策劃，自 2000 年起，每三年進行一次，

共有 65 個國家或地區參加。這計劃的目的是評估十五歲學生在科學、閱讀和數學的基礎

能力和影響他們學習的因素，以及比較各參與國家或地區的教育成效。香港於 2009 年 4
月至 5 月進行正式測試，總共有 151 間中學的 4,837 名 15 歲學生參與。（何瑞珠、盧乃

桂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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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析它們分佈的情況，然後就閱讀教學策略作出建議，以期提升學生的篇章理

解力。

2. 副詞的銜接功能探討

現代漢語的副詞研究可以分為微觀分析 2 和宏觀探索 3 兩方面。它們一般都以

句子作為研究的對象，而且都是在句法範圍內進行，較少從銜接連貫的關聯功能

出發。

王力（1985）的《中國現代語法》早已為關聯副詞作出一個清晰的定義，4 其後斷

續有不少人據此作出深入研究。5 眾多研究者中，廖秋忠（1992）按副詞的銜接關係加

以歸類及詮釋定義，為關聯副詞研究開了先河。張誼生（1996, 2000a）則在廖文的基

礎上，整理並歸納出副詞篇章的銜接功能類型，寫了《副詞的篇章連接功能》一文。

文中指出副詞在篇章銜接功能有六種：表順序、6表追加、7表推論、8表解說、9表轉折、10

表條件，11 每個分類再細分為若干小類（詳見表一）。而銜接方式則有句首與句中、連

用與合用四種。

2 微觀分析︰指對每一個副詞的功能、意義和用法進行詳盡的描寫和歸納，揭示其各個方面的功用

和特徵。（張誼生  2000a: 1）
3 宏觀探索︰指從整體上對漢語副詞的功能、意義和特點進行探討，當然也包括對漢語副詞的性

質、範圍和分類等帶有全局性的基本問題的探求。（張誼生  2000a: 1）
4 王力指出這些副詞：“並不居於兩個句子形式的中間，它們的位置往往是末品所常在的位置之外

（即主語後，謂語前），然而它們能表示句和句的關係，或上文和下文的關係。這種詞，當其獨

立時，稱為關係副詞；當其在句子中時，可稱為關係末品。”（王力  1985: 191）
5 八十年代起不少語法專家對副詞的銜接及關聯作用做出不少研究，當中從宏觀角度考察而有

分量的有：陸儉明（1982: 21-47, 49）、傅雨賢（1983: 5-14）、朱光華（1987: 24）、劉忠民

（1989: 88）。
6 順序義是以時間關係為基礎，反映了相關事件在開放或封閉的時間序列中的位置。（張誼生 

2000a: 298）
7 追加義是以事物、事件之間的關係為基礎的，它反映了相關事件、事件之間聯繫的方式及主次關

係。（張誼生  2000a: 300）
8 推論是以邏輯判斷為基礎，表示由上文所提供的情況和信息來看，有理由得出下面的結論。（張

誼生  2000a: 302）
9 表解說是通過分析和推理，對前面的情形和陳述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釋和說明。（張誼生  

2000a: 304）
10 表示所連接的兩種情況之間互相對立或不相協同。（張誼生  2000a: 306）
11 以一定的邏輯聯繫為基礎，表示實現一定的結果，相應的前提條件是有利的、起碼的、不言而喻

的。（張誼生  2000a: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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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張誼生（1996, 2000a）副詞的銜接功能分類表

張誼生（1996, 2000a）這個以副詞銜接接功能分類的架構正好與銜接連貫理論相

符。Halliday 和 Hasan 認為銜接是一種語義的概念和聯繫，涉及篇章的結構形式。當篇

章中一個成分的含義依賴於另一個成分的解釋時，便產生銜接關係。12 至於連貫，是源

於篇章的語義內容，指句與句在語義上的關聯。兩者的關係是形式和內容的關係。構

成篇章的句子既要在結構上相互聯繫，又要在語義上彼此銜接（陳淑芳  1994: 71）。

綜合胡壯麟（1994）和黃國文（1997）的看法，語篇的銜接連貫手段有三種方式：語

法手段、詞匯和邏輯連接。語法手段指的是照應、省略、替代等銜接方式，而詞匯手

段則是指重複、搭配、泛指詞等銜接類型。這兩種手段都與副詞無太大的相關。而邏

輯銜接因為更多以語義及抽象邏輯語義作銜接手段，所以副詞在這類銜接中有更大的

作用，明顯地，張誼生的副詞分類大部分與邏輯銜接的方式吻合，其他部分則與詞匯

銜接相符，13 若再深入研究比對，可以見到張誼生這個分類與朱永生等的“連接方式”

有更多契合之處，14 兩者皆以功能作為判斷標準，不同處在於後者的分類不及前者的

細緻以及用語不同。因此，本文會以張誼生的副詞分類系統為架構，分析本港小六教

科書中副詞出現的情況。

12 轉引自胡壯麟（1994: 1）。
13 詞匯銜接指語篇中出現的部分詞匯間在語義上或重複或由其他詞語替代或共同出現等種種的聯

繫。而邏輯銜接指的是相鄰句子（群）之間的銜接關係。通過銜接性詞語的運用，人們可以了解

句子之間的語義關係。（胡壯麟  1994: 92, 112）
14 銜接連貫理論中的“連接方式”是指：讀者可以了解句子之間的語義聯繫，甚至可以經前句以

邏輯上預見後續句的語義，而當中的銜接詞語不少為副詞。（朱永生、鄭立信、苗興偉  2001: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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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小六語文教科書中關聯副詞分佈情況分析

本文會以本港四套較具規模出版社的教科書（分別以教科書 A、B、C、D 代表）

的六年級課文，運用張誼生的副詞分類歸納出一個整體情況，然後據此討論。至於選

取小六篇章是因為相對其他小學年級而言，小六的篇章內容豐富，且篇幅較長，表達

形式多樣化，運用較多的副詞銜接篇章。研究取樣會集中在篇章中曾出現副詞，15 而

該副詞被用作銜接詞、短語、句子（單、複句）、句群或段落的，都會被列為是次研

究的對象。檢視四個出版社的課文，共有 37 篇文章符合以上的定義，當中 26 篇為記

敘文、5 篇說明文、6 篇議論文（整體數字見表二）。表三具體列出相關篇章名稱、體

裁和所出現具銜接功能的副詞。16

表二  文體分佈

記敘文 說明文 議論文 總共
篇數 26 5 6 37

表三  四個出版社小六三十七個篇章曾出現的副詞統計表

出

版

社

篇章名稱 體裁 曾出現的副詞

出

版

社

A

一對小天使 記敘文 頓時、又 1、然後（2）、原來 2（3）、便
星期天的維園 記敘文 忽然、原來 1、不僅、甚至、還
奇妙的文字 說明文 又 1（2）、又 2（2）、16 比較、其實 2、還、但（2）、或
木蘭從軍 記敘文 忽然、然後、最後、連、都、竟、反而、從此
遊兵馬俑博物館 記敘文 終於、最、才、便、立刻、簡直、更、一邊（2）、果

然、怪不得
學習與遊戲 議論文 可是、也（2）、其實 2、或者、先、再、還（2）、同

時、甚至（2）、總之
追星族 議論文 但（2）、也（6）、的確、竟、總之、先、然後、才、

反之
最後一課 記敘文 還（3）、可（2）、可是、也（5）、才、最、卻、

又 1、原來 2（2）、忽然、只是、然後
蘇軾 記敘文 竟、但、還（2）、仍、又 1、卻、尤其
魯迅 記敘文 現在、竟然、便、不久、接着、還

15 由於副詞是一個比較複雜而模糊的集，其範圍不易確定，是次研究參考了張誼生所作的統計以釐

定副詞的範圍。（張誼生  1996, 2000b: 426-435）
16 又 1 表示並列，又 2 表示主次。（曲阜師範大學編寫組編著  1992: 58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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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社

A

聰明狗奧奧 記敘文 突然、一邊（2）、卻（2）、馬上、仍
邁進資訊科技新時代 說明文 才（2）、便、也（4）、現在、甚至（2）
神奇的納米技術 說明文 其實 2、還（3）、卻、也、又 1（2）
說明書的妙用 記敘文 簡直、馬上、可是、於是、卻、還、不過、然後、

果然
紫裙子 記敘文 又、可是、一邊（2）、忽然（2）、只是
颱風襲港 記敘文 原來 1、便、又 1、忽然、接着
談辯論 議論文 更、先（2）、然後、還、此外、也（3）
迎向挑戰 記敘文 卻、其實 2（2）、也（3）

出

版

社

B

一目十行 記敘文 也（2）、其實 1、甚至、一邊（2）、才（2）、還
木棉花開 記敘文 也（2）、突然、才、原來 2、終於、卻、就在這個時候
火燒雲 記敘文 忽然、又 1（2）、接着、也、可是（2）、其實 1

母親河 記敘文 最終、最後、也（3）、就這樣
勤奮與成功 議論文 才、的確、也（2）、竟然、又 1（2）、甚至、實在、

確實、還、其實 2、
17 可是、更

天賦與成功 議論文 卻（2）、首先（2）、然後、再、才、但（6）、也、

甚至

出

版

社

C

同一天空下 記敘文 更、但（4）、也、幸好、現在、接着
錦繡中華 記敘文 便、接着、忽然、原來 2、難怪、尤其、果然
鞋匠的兒子 記敘文 當時、竟然、更、然後、就我所知、但、然後
揚起自信的風帆 記敘文 也（3）、便（2）、甚至、最終、並、可是、竟然、

後來、果然
藍色多瑙河 記敘文 又 1、但、卻、就在這時候、隨後、最後、最、更
奇妙的互聯網 說明文 其實 2、不過、也、還（2）、卻、甚至
電腦黑客 說明文 然後（2）、甚至、後來、並（2）、才

出

版

社

D

請到我的家鄉來 記敘文 還（3）、甚至、幸好、終於、仍
人類的腳步 記敘文 甚至、也
千里信息一線牽 記敘文 突然、隨即、可是、卻、幸好、也（3）、還
籃子的主人 記敘文 原來 1、可、也、又 1（2）、卻、然後（2）、但
我們是小記者 記敘文 也（3）、卻、原來 2、

18 便（3）、接着、但、連、

最後
奇怪的數學公式 記敘文 但是（2）、卻（2）、甚至、後來（2）、終於（2）、

原來 1、幸虧、隨即、但

註︰括號內的數字表示該副詞在篇章中出現的次數。1718

17 其實 1 表示承接上文，引起轉折，下文才是事情的真相或實質。其實 2 表示事物的真相或實質，

不含有轉折，是“實際上”或“其實質”的意思。（曲阜師範大學編寫組編著  1992: 367）
18 原來 1 表示原先的某一情況或狀態，意思相當於“原本”、“本來”。原來 2 表示發現過去不知

道的情況，或對某種情況有所認識或醒悟。（曲阜師範大學編寫組編著  1992: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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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張誼生的副詞分類，筆者把篇章中曾出現的副詞歸類，得出表四及表五。

表四  三十七篇小六課文按張誼生副詞連接功能分類總表

功能類型 記敘文 說明文 議論文
銜接副詞及短語

表

順

序

先時 原來 1（4） / /
後時 a 便（11）、然後（11）、

接着（7）、後來（3）、

才（2）、隨即（2）、

不久、隨後、於是

才（3）、後來（2）、然

後（2）、隨後、便（3）
才（2）、然後（3）

後時 b 一邊（6）、現在（3）、

當時（2）、馬上（2）、

頓時、立刻

現在 同時

起始 / / 先（4）、首先（2）
終止 終於（4）、最後（3）、

從此、最終

最後、最終 /

表
推
論

總結 簡直（2） / 總之（2）
理解 難怪（2）、怪不得 / /
估測 / / /

表

解

說

否定 其實 1（2） / /
確認 / / 的確（2）、確實、實在
補證 果然（4）、原來 2（8）、

就我所知（2）、就在這

時候

果然、就在這時候 /

表

追

加

並存 也（18）、又 1（10）、

還（13）、不僅、或

又 1（3）、也（9）、還

（5）、並（3）
也（14）、還（4）、又 1

（2）、或者、此外
主次 更（6）、甚至（5）、又 2

（2）、連（2）、都

甚至（5）、更 甚至（4）、再（2）、更（2）

極端 最（3）、尤其（3）、

比較

最 /

例外 / / /

表

轉

折

對立 但（17）、卻（11）、可

是（5）、竟然（4）、可

（4）、仍（3）、竟（2）、

但是（2）、不過、反而

卻（3）、但、竟然、可

是、不過

但（6）、可是（2）、卻

（2）、竟、竟然、反之

補注 其實 2（2）、只是（2） 其實 2（3） 其實 2（2）
無奈 / / /
意外 忽然（8）、突然（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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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條
件

有利 幸好（4）、幸虧 / /
起碼 / / /
無條件 / / /

副詞數量︰ 57 個 23 個 24 個

表五  三十七篇小六課文按張誼生副詞連接功能分類出現頻率

功能類型
出現的頻率

記敘文 說明文 議論文
表順序 67 14 12
表推論 5 0 2
表解說 17 2 4
表追加 66 27 30
表轉折 64 10 15
表條件 5 0 0
次數 224 次 53 次 63 次

綜合以上的考察及整理，小六教科書中關聯副詞運用有以下幾個情況：

(i) 不同體裁，副詞出現的頻率有所不同。記敘文最高（224次），其次為議論文（63
次），說明文（53 次）最低。

(ii) 副詞在不同體裁的篇章銜接中的常見功能類型也有不同。副詞在記敘文中常呈

現的功能類型是表順序、表追加、表轉折。至於說明文，是表追加、表順序、表轉

折。而議論文則是表追加、表轉折、表順序。由此看來，篇章的結構形式影響各功

能類型出現的頻率。比較奇怪的是，一些在議論文或說明文應該較常出現的銜接性

副詞如“表推論”和“表條件”等，據統計顯示，出現頻率較低（見表五），這或

許這些篇章用了較多的意合法句子，較少採用有明顯語法標誌的副詞作銜接手段。

上述教科書的篇章中，副詞居於句首及句中的都有（如果然、原來、其實等）。不

同的位置影響到副詞銜接功能的強弱，句首的銜接功能較強，傾向於把本句與前面

的句子銜接，而主語與述語之間的副詞的銜接功能則明顯地弱得多（屈承熹  2004: 
102-103），這主要是銜接句子成分以組成單句或關聯前後分句以組成複句。可見，

這些副詞在篇章中銜接的功能廣泛、多層次而且十分重要。

(iii) 雖然不同的篇章所側重的副詞類型有所不同，但若干副詞如表轉折的“其

實”，表追加的“甚至”，表轉折的“可是”等在不同的文體多次出現，而實質

語義及銜接的語法單位則有所不同。

(iv) 副詞在篇章銜接過程中，既可以同類連用，又可以跟其他詞類（如連詞）呼

應合用。同類連用是指具有相同的表意功能的副詞連續使用（張誼生 2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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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有“然後”、“便”這兩個副詞都表示後時順序，“更”、“又”則表示主

次型追加。而呼應合用是語義相關的詞語前後呼應，互相配合。既可以副詞與副

詞搭配，又可以副詞與連詞搭配（張誼生  2000a）。這類例子也有不少，常見的

有連詞“不但”配合對立式轉折副詞“反而”和並存式追加副詞“並”使用。

(v) 整體來說，副詞在篇章銜接的方式十分靈活，隨着表達不同，方式也就不同，

可以置前，也可以置後；可以接續連用，也可以間隔反復出現。另一方面，每個

篇章都包含不止一種具銜接功能的副詞，如《勤奮與成功》（有表順序的“終於、

立刻”；表追加的“更”，表解說的“怪不得”）、《籃子的主人》（有表順序的“然

後”，表解說的“原來”，表轉折的“卻”）（詳見表三），這些不同類型副詞

構成一組組的銜接軸線，使篇章的語義連繫顯得更加緊密繁富。

4. 對小學語文閱讀教學的啟示及建議

4.1. 藉副詞教學讓學生掌握篇章的解碼能力

閱讀是一種複雜的心理過程，是讀者根據自己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對信息進行篩

選、分類和解釋，透過篇章理解與作者進行互動交流。於此，G. N. Leech 提出了下列

的交際模式︰ 19

（1）……………… 話語 ………………（6）

                             （人際）               

（2）…………… 信息傳遞 ……………（5）

                               （概念）               

（3）……………… 話語 ………………（4）

                               （篇章）

  上圖的虛線表示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間接關係。（1）（2）（3）是作者編碼的過

程，（4）（5）（6）是讀者解碼的過程。（1）是作者的目標和意圖；（1）至（3）
是將上述信息轉化成語法或語言形式的階段；（4）至（5）是復原字義、相關概念和

篇章意義的階段；（5）至（6）是推導出作者用意的階段。由此看來，讀者解碼的過

程就是閱讀理解的過程。如果讀者要完成（4）至（5）階段，就要有理解篇章字面意

19 轉引自陳淑芳（199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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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能力。至於要完成（5）至（6）階段，則需具備對篇章各個意念互相聯繫的邏輯

推理能力，否則就難以理解作者寫作的目標和意圖，無法達到對篇章的深層次理解。

因此，有效的閱讀，不僅要求讀者對語言知識有穩固的基礎，還要求有一定的邏輯推

理能力。當讀者具備了上述兩種能力後，就可以透過篇章的銜接手段推斷出句、段之

間的邏輯聯繫。因為每篇文章都有一定的中心思想，作者寫作時所選取的詞語、句子

都是圍繞着它來安排。換言之，篇章中無論句與句之間，還是段與段間都有一定的內

在聯繫，副詞於此發揮一定的作用。魏靜珠（1996）指出幫助學生認識語篇的銜接手

段是閱讀語篇最有效的方法。而林悅慶（2003）認為要重視語文課中的副詞教學是因

為副詞具有較強的表達力，能增強文章的感染力，有助於培養學生理解詞義能力和發

展學生認知能力的道理正在於此。有了以上認識，教師可以在課上多教導學生借副詞

以揣摩文章的命題網絡，如他讀到“他的字體豪放瀟灑，尤其擅長行書和楷書。”（《蘇

軾》），之後他會推敲出下文介紹蘇軾行書和楷書的成就，而不是鉅細無遺地解說蘇

軾書法上的特點。為了幫助學生做出諸如此類的推論，教師可以找尋文中具銜接功能

的副詞作系統性的介紹，作為文章內容的邏輯推論參考。從表三表四的統計可見，本

港小學教科書中的具銜接功能的副詞，既跨文類也遍佈在不同的語法單位中，教師實

在不愁缺乏教學材料。

4.2. 掌握副詞在不同文體所現的功能

由表四中可見，副詞在不同體裁的篇章銜接中的常見功能類型也有不同。我們

要考慮的是，按不同的文體，聚焦於不同方式副詞運用的教學，因為這些副詞處於

不同文體不同篇章中有着 Sternberg（1999）所指出的“因果 / 功能線索”的（causal/
functional cues）語境功能。周利芳（2002）和王楓林（1994）都指出在副詞教學中，

應抓緊副詞與語言環境的關係，利用上下文和言語情境進行教學。小六教科書常見的

三種文體中，記敘文方面，多以記敘、描寫為主要的表達方式，主要是記人、敘事、

寫景。張壽康、楊振道、韓玉奎等認為記敘文的結構形式有三種。20 而就所統計的小

六篇章來看，絕大部分的記敘文都以第一種結構形式呈現，即按時間順序和事件情節

發展的順序安排材料所構成的縱式結構段落的銜接，依時間先後或事件情節排列，因

此表順序的副詞相對較多，表追加、表轉折次之。至於說明文，是表追加、表順序、

表轉折較常見。而議論文則是表追加、表轉折、表順序最多。由此看來，篇章的結構

形式影響銜接副詞類型出現的頻率。說明文着重解釋，說明事理，基本上沒有時間焦

點，段與段之間是依邏輯順序來排列。因此，表順序的副詞比表追加的少。議論文的

內容主要是闡明事理，它的結構是論點與論點，論點與論據的關係和中心論點論證過

程的體現（胡壯麟  1994: 215）。因此，表轉折、表追加的副詞相對較多。這很合理。

20 轉引自胡壯麟（199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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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以教導學生多藉着副詞這種特性掌握文章情境脈絡的變異力，相信對不同文體

的整體理解會有幫助。從 3(i) 分析可見，本港小學教科書中具銜接功能的副詞出現的

頻率不低，當中以記敘文最高，六種形式都有，教師若掌握到這種特性，訓練學生多

留心副詞出現的情況，所銜接的句子單位，所預示的下文或整個篇章的語義脈絡，再

輔以一般的關鍵句，重點字詞，人物線索等閱讀技巧，相信會能夠幫助學生更深透地

了解篇章的深層意義。就以記敘文為例，順敘手法學生較易掌握，可是一般的倒敘或

插敘會干擾了學生對時間線性的認知。而文學手法多變的記敘文，事件的發展和變化，

時空的變換會更大，如果學生深切了解先時性、同時性或後時性等副詞的特徵，會更

容易釐清時間與事件發生的對應關係，就更好地掌握篇章的底層意義網絡，而不是只

着眼於表層的文字理解。

4.3. 掌握副詞複雜的“銜接連貫”功能

閱讀教學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和訓練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和閱讀技巧，讓他們一拿到

閱讀材料後就能自我理解材料，找到文章的脈絡及中心思想。傳統的閱讀教學源自“自

下而上”（bottom up）模式，從字到詞，從詞到句，從句到段到篇，由下而上逐級進行，

以達到對篇章的理解。在這種模式下，學生運用上下文和背景知識進行推理判斷的能力

較弱。要有效理解篇章，教師應向學生教授篇章銜接的知識。我們已知銜接關聯副詞在

小六中文教科書出現的頻率相當高，而且對篇章的銜接起一定作用。陳淑芳（1994: 71-
74）指出若想提高讀寫技巧，老師應向學生傳授連貫與銜接的知識。在閱讀教學的過程

中，教師要熟悉副詞在各種篇章銜接的功能類型及方式，才可指導學生利用副詞銜接手

段給篇章所提供的主要線索進行推理判斷。不同體裁的篇章雖然結構形式不同，但都有

其標誌特徵。副詞具有不同語法單位，不同的功能的銜接手段，教師應就此提高學生對

銜接副詞的敏感度。當篇章出現銜接副詞時，可示意學生圈出來，再連結上下文進行講

解。另外，一如表四所示，教科書中的銜接副詞出現的種類及份量不一，一些副詞會以

一組接續出連用，貫穿整個篇章（如議論文《天賦與成功》、記敘文《魯迅》、說明文《奇

妙的互聯網》等）。教師宜先指導學生閱讀這些篇章後因應不同的副詞銜接軸線作撮寫

重心內容；練習多了，往後學生可以此軸線作為閱讀相類篇章的導引。不過有的情況是，

篇章中的銜接副詞會以單個或不接續的形式出現（如議論文《談辯論》、記敘文《人類

的腳步》、說明文《電腦黑客》等）。教師就應教導學生補充某些文中沒有而可以顯現

出來的銜接副詞，如《電腦黑客》中只有“然後”、“後來”，若補上先時性的銜接副

詞“首先 / 最初 / 起先”等，整個事件的脈絡自會顯豁出來。更進一步的訓練，一如 3(v)
的發現，篇章中很多時會有不同種類的副詞把語義交錯地銜接起來，構成一個複雜的銜

接網絡。於此，教師宜多以概念圖的方式讓學生構建一個完整副詞銜接關係圖，再理清

主次，何者為重要的脈絡，何者為次要的副線，一目了然。當學生多做這些練習，上述

六種不同功能的副詞自會在學生學習中形成不同的圖式，變成易於操控的閱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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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掌握“雙重比較”的技巧

這裏的“雙重比較”指的橫向與直向的比較：前者指的是，同一副詞在不同文體

的比較；後者則指，同一副詞處於不同語法層次的比較。如表四及前述分析，這樣的

例子很多，這裏且舉一個在小六課文中兩個向度比較都適用的重要例子──“表轉折”

類的“其實”。

(1) 其實 1，學習和遊戲不是對立的，只要我們善於分配時間，兩者可以相輔相

成。（《學習與遊戲》）

(2) 其實 2，於細微處顯神奇的納米技術，已經悄悄地走進日常生活中，直接影

響着我們的衣、食、住、行。（《神奇的納米技術》）

(3)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其實 2 就是小草生命最真實的寫照。（《迎

向挑戰》）

例（1）句子中的副詞“其實”位於句首，它主要是跟前一段“勤有功，戲無益”這

中心語義銜接，再在下文列舉例子以證明學習與遊戲可以相輔相成，形成一個段落，這

個表轉折的副詞旨在引出對比的例子。這是一個語段（句群或段落）的銜接。例（2）句

子中的副詞“其實”雖然都是位於句首，可是它只跟前一個句子的“納米技術”作理論

探討外的轉折附注，只是一個句間的銜接。至於例子（3），副詞“其實”，由於居於主

語與述語之間，它只能銜接句子成分以組成單句，是句子內的銜接，這個嚴格來說是一

個解釋多於一個轉折。這是直向的比較，從副詞所銜接的語法單位作比較。而這三個例

子來自三種不同的文體：例（1）的課文是議論文，例（2）的課文是說明文，例（3）的

課文則是一篇記敘文。記敘文的重點不在議論，因此例（3）的“其實”重點在解說，所

銜接的單位也多局限於句內（相類的例子還有《火燒雲》的“其實”）。而議論及說明

文則偏重於篇章上的對比及轉折，銜接的單位會相應較多變化，一如例（1）和例（2）。

教師可多着意指出這些同類的副詞有些甚麼的分別，先讓學生辨認副詞在某類篇章的銜

接功能，再分析其在不同體裁形式的篇章中如何銜接，經過這兩個向度的比較，再結合

篇章內（intra text）及篇章間（inter text）的比較方式作閱讀教學，相信更能強化學生的篇

章理解力。

5. 結論

現今小學中文教科書的閱讀篇章中，出現一定數量的副詞，而其中的關聯副詞擔

當了一定份量的篇章銜接功能，這一共有六個功能類型。最常見的是表順序、表追加

及表轉折。這三個類型在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出現的頻率也有所不同。至於銜接

的方式，它們或居於句首，或居於句中，或同類連用，或呼應配合，組合形式豐富多



88
Newsletter of Chinese Language

變。若教師在閱讀教學中，根據文體特徵，副詞的銜接功能、雙重比較的技巧，指導

學生認識相關的關聯副詞，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應該可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本研究

只提出了一些策略性的閱讀教學建議，而篇章的銜接手法是多元的，副詞雖然只佔一

小部分，而且它通常是配合其他銜接手法，如替代、語法銜接等一併使用，不過，也

應該受到一定的重視。期望本文有助這課題的分析和研究，同時可以鼓勵有興趣者關

注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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