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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在大數據時代，社交平台成為了年輕人推崇的交流方式，書信似乎成為了歷史。

然而現今，不論在政府部門、私人實體，甚至學生組織，公函書信才是主流的溝

通手段。因此，希望透過本研究能瞭解澳門中學生對澳門中文公函格式的掌握程

度，並從中得知與使用頻率有沒有明顯相關。並延伸出其他可能與掌握程度有關

的因素，就兩者作出比較，如性別、學習頻率等。按研究所得出的結果，分析兩

間之間的關係，進而討論結果的形成的成因。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推介性抽樣及便利性抽樣為主要方式，覆蓋了全

澳 15間學校。派出問卷 320份，收回問卷 320 份，有效問卷 300份。 

 

    本研究所得結果： 

（一）校內學習公函格式頻率愈高的學生，愈能掌握中文公函格式 

（二）女生較男生掌握中文公函格式 

（三）初、高中和分科組別與掌握中文公函格式程度沒有相關 

 

  對本研究提出的可行建議： 

（一）政府 ── 推出統一性格式，將其列入中、小學《基力》課程 

（二）學校 ── 正視公函對學生的重要性，重複教學加強記憶 

（三）學生 ── 了解公函的地位，撰寫時切忌搬字過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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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前言 

  人類作為群居動物，溝通協調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從古時的山洞壁畫，

到現今的多媒體時代，人類總是不停地進步。中國文化中，自倉頡造字後，人們

的溝通從口耳相傳的低效方式產生了質的飛躍。將字書寫在甲骨、竹簡、布帛、

宣紙上，使交流跨越了地域和時空的限制。因此古往今來，書信從未被淘汰。 

    然而發展至大數據時代，年輕人開始熱衷於社交平台的交流，認為是省時省

力的最好方式，甚至認為書信已是過時的歷史。但我們曾訪問過不少在職人士，

現今的機構溝通的主流方式，仍是白紙黑字的公函書信。因此，若學生未能從小

掌握正確的公函格式，除了未能書寫出一封得體的信件外，更可能會令其忽視公

函的深層意義。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研究去瞭解澳門中學生使用公函的頻率

以及如何看待正確書信格式，來探討澳門中學生是否具備書寫正確的公函格式的

能力和有什麽因素將會影響他們對公函格式的掌握程度。 

 

參：研究目的 

  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們的溝通方法不單停留於紙筆上的交流，更多的是即時

通訊軟件、或者是社交平台的貼文；對於書信的使用範疇，亦不斷被收窄。但不

能忽視的是，公函在正式場合的地位和實用性。因此，我們希望透過研究，使年

輕人能得知瞭解公函的必要性，以及公函所需具備的格式。 

 

  目的： 

(一)瞭解澳門中學生使用公函的頻率 

(二)瞭解澳門中學生如何看待正確書信格式 

(三)探討澳門中學生是否具備書寫格式正確的公函的能力 

(四)探討甚麽因素將會影響掌握程度 

(五)按研究結果進行分析及討論，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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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獻回顧 

4-1公函定義： 

  公函書信是應用文的其中的一類，其使用範圍廣、頻率高是其的重要特色之

一。它是一種有既定格式的文體，用於機關團體或企業單位等社會組織以文字的

方式辦理公務。公文的作者，一般只能是法定的社會組織及其法人代表。 

  公函構成要點： 

（一）內容：(１）頇與處理公務有關。 

         （２）頇有主張與目的，使對方瞭解，收到預期效果。  

         （３）用合宜之公文名稱與用語，簡、淺、明、確。 

（二）形式：（１）頇有負責之表示。（如簽署、蓋印章戳或副署） 

         （２）頇有時間之表示。（如製作及發文時間） 

         （３）原則上頇分段敘述，由左而右之橫行格式。 

    公文之主要作用： 

（一）規制令使作用；（二）明事通情作用；（三）參謀決策作用； 

（四）宣傳輿論作用；（五）商洽聯絡作用；（六）存儲憑證作用。 

──────《中小學中文實用寫作參考資料》 （2001） 

 

4-2 文獻 

考詴內容影響教學內容安排 

雖然近幾年課程標準重拾對應用文寫作的學習，但是受長期以來的輕實用思想的

影響，教學大綱與考詴說明並未將其列為重點內容。對課程標準的分析可以知道，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應用文並不屬於考詴考查範圍。在應詴教育的體制下，以考

綱為綱的思想一直禁錮著教學活動。考什麼，教什麼；教什麼，學什麼。這種惡

性的教學環節導致高中生幾乎毫無應用文寫作能力。教育思想上的不重視，各類

考詴尤其是高考的不考查，是導致應用文寫作教學邊緣化的直接原因。(彭婷婷，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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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優異不代表瞭解書函格式 

根據一篇應用文知識了解調查，該調查抽選了內地某高中的學生作答。而該校的

學生歷年來皆能取得優異成績。但於調查中，接近八成學生於回答對應用文了解

多少時,均只選擇了解一點。而非常了解則只佔一成。 (彭婷婷，2016) 

 

學校的不重視導致學生欠缺社會要求能力 

應用文寫作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高中生的學習生活、升學考詴以及

將來走入社會，都需要具有應用文寫作能力。新課程改革後，課程標準中提出了

應用文寫作的要求，但是高中寫作教學中，應用文寫作仍處於被忽視的地位。高

中生對於應用文寫作的重要性也不甚瞭解，以至於給學習生活、考詴升學以及將

來深造就業帶來諸多不便。但是在實際作文教學中，教師更重視記敘文、議論文、

散文等的寫作訓練，對應用文體的寫作訓練的指導缺乏興趣，甚至直接忽略應用

文寫作訓練。(袁令潤，2011) 

 

教育家亦肯定公函的重要性 

著名教育家葉聖陶先生一再強調，中學生會寫實用文才是原則，但是這種思想至

今仍未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導致中學生應用文寫作能力逐漸弱化，甚至出現連

請假條都寫不好的現象。作為基礎教育的基礎課程——語文教育，如果中學生畢

業之後連一封簡單的書信、一份年終總結都寫不好的話，那麼語文教育的任務不

能算是完成的。將應用文教學視為語文教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四十年代，他還

說過“中學生能寫應用文是原則，會寫小說是例外”二，明確表示應用文教學應該

是常規語文教學的重點內容。以及“大學畢業生可以不會寫小說、詵歌、劇本，

但必頇會寫工作和生活中實用的文章，而且非寫得既扎實又通順不可。”三，又

一次承認了應用文寫作在教學、生活、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四，重視應用

文在教育、生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這種傳統是值得我們繼承的。(彭婷婷，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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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及抽樣方法 

5-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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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研究假設 

  基於上述的文獻，我們得出假設： 

一：寫公函的頻率愈高，掌握程度便愈高。 

因應研究對象的年齡不一致，以及現今年輕人多使用社交媒體和即時通訊軟件，

所以我們把研究時間決定為過去一年內寫中文公函的次數。 

 

    除此以外，就問卷內容，我們作出了以下的假設： 

二：女性比男性更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 

三：高中生比初中生更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 

四：文商組比理工組更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 

五：在校內學習中文公函書信格式課程頻率愈高，愈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 

六：重視中文公函書信格式的學生比較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 

 

 

5-3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包括受訪者性別、年紀，以及分科組別。 

 

第二部分：受訪者對中文公函在格式上的使用頻率及對其的重視程度的調查，相

對於假設的第一項及五至八項；另外亦會調查他們對使用正確書信格式的意願。 

 

第三部分：掌握程度的測詴，我們根據參考書籍，抽選出十題關於中文公函書信

格式的選擇題，以他們的正確率作為計算單位。 

 

5-4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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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門以中文科為正課的中學生。 

 

5-5抽樣方式： 

  本研究主要推介性抽樣及便利性抽樣為主要抽樣方式。 

(一) 在組員各自所在學校的中學部，以各級均等數量派發問卷。六所學校分別是：

高美士中葡中學、聖保祿學校、澳門海星中學、澳門培正中學、陳瑞祺永援

中學、澳門菜農子弟學校。 

(二) 透過朋友或在街上向學生派發問卷。覆蓋學校包括：粵華中學、慈幼中學、

同善堂中學、氹仔坊眾學校、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澳門坊眾學校、聖公

會(澳門)蔡高中學、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濠江中學等九所。 

 

5-6數據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以進行資料統計

和數據分析。在覆查數據確定無誤後，再使用獨立系數 T檢定(T-test)、皮爾森相

關(Pearson)等作分析。 

 

5-7樣本數目： 

  本次研究一共派出 400份，收回 320份問卷，經核對，有效問卷為 300份。 

 

5-8研究限制 

(1) 因是次抽樣方式不為隨機抽樣，所以只能代表已填問卷的人，研究結果

未能覆蓋全澳中學生。 

(2) 因現今澳門社會未有一個最為標準的公函格式，在參考鄰近地區以及澳

門政府的格式後，採用了一個較為合乎規範的格式作為測詴標準。不同

標準有可能影響受訪者掌握程度測詴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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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評分標準 

  在第二部分有兩個量表，共 8道問題。計算方法使用李克特 5等級量表，受

訪者可選擇 1分(非常不同意)到 5分(非常不同意)。在該部分中，均分別或整體

與掌握程度作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檢定。 

第三部分掌握程度的測詴，共設 10道問題，計算方法使用 5分法計算。 

得分 程度 

0~2分 完全不掌握 

3~4分 不掌握 

5~6分 一般 

7~8分 較掌握 

9~10分 完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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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結果 

6-1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6.1.1 性別 

    表 6.1.1為受訪者性別之比例。其中男性有 133名，佔 44.3%；女性有 167

名，佔 55.7%。 

表 6.1.1  受訪者性別之個數分配表 (N=300) 

性別 個數 百分比 

男 133 44.3% 

女 167 55.7% 

   

 

  6.1.2 年級 

    表 6.1.2為受訪者年級之比例。其中初中人數(133名,44.3%)較高中人數(167

名,55.7%)少。其中以高一人數(76名,25.3%)最多，及後為初三(54名,18.0%)、高

二(52名,17.3%)、初一(42 名,14.0%)、高三(39 名,13.0%)、初二(37名,12.3%)。 

表 6.1.2  受訪者年級之個數分配表 (N=300) 

年級 個數 百分比 

初一 42 14.0% 

初二 37 12.3% 

初三 54 18.0% 

初中合計 133 44.3% 

高一 76 25.3% 

高二 52 17.3% 

高三 39 13.0% 

高中合計 167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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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分科組別 

    表6.1.3為受訪者分科組別之比例。其中不適用(不適用即為未分科者) 有 104

名，佔 34.7%，為受訪者中最大比例；文組者有 96名，佔 32.0%；理組者有 87

名，佔 29%；商組者有 10名，佔 3.3%；其他佔 1%。 

表 6.1.3 受訪者分科組別之個數分配表 (N=300) 

分科組別 個數 百分比 

不適用 104 34.7% 

文組 96 32.0% 

理組 87 29.0% 

商組 10 3.3% 

其他 3 1.0% 

6-2 第二部分：對中文公函格式重視程度 

 6.2.1 受訪者曾學習過公函格式的年級 

    表 6.2.1為受訪者曾學習過公函格式的年級。其中最多學生在小一至小三曾

學習過，有 193名，共 64.33%。其次是初一至初三，有 129名，共 43.0%。小

四至小六較少，有 38 名，共 12.66% 

    ※由於初中受訪者未能剔選高中階段，在高中受訪者共 167名中，共有 40

名剔選，共 28.74%。 

    ※由於此問題為多選題，因此百分比以各項目與 300名受訪者為比值 

表 6.2.1  受訪者曾學習公函格式的年級之個數分配表  

年級 個數 百分比(N=300) 

小一至小三 193 64.33% 

小四至小六 38 12.66% 

初一至初三 129 43.0% 

高一至高三 40 10.0% (N=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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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受訪者學習公函格式的主要途徑 

    表6.2.2為受訪者學習公函格式的主要途徑。其中最多受訪會使用網上資料，

有 207名，共 69%。其餘分別是應用書籍(149名,19.67%)；學校課堂(62名,20.67%)；

朋友(60名,20%)。家庭及其他途徑均沒有被選擇。 

    ※由於此問題為多選題，因此百分比以各項目與 300名受訪者為比值 

表 6.2.2  受訪者學習公函格式的主要途徑之個數分配表  

途徑 個數 百分比(N=300) 

學校課堂 62 20.67% 

網上資料 207 69.0% 

應用書籍 149 49.67% 

朋友 60 20.0% 

家庭 0 0% 

其他 0 0% 

 

6.2.3 受訪者對使用正確公函格式的意願 

    表 6.2.3為受訪者對使用正確公函格式的意願。大部分受訪者均表示願意使

用，有 261名，佔 87%。39名選擇不願意，佔 13.0% 

表 6.2.3 受訪者對使用正確公函格式的意願 (N=300) 

年級 個數 百分比 

願意 261 87.0% 

不願意 39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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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受訪者願意使用正確公函格式的原因 

    表 6.2.4為受訪者願意使用正確公函格式的原因。其中最多受訪會表示想他

人對自己有好印象為最大因素，有 182名，共 60.7%；其次是個人因素，有 111

名，共 37%；工作需要有 101名，共 38.70%；其他因素沒有被選擇 

    ※由於此問題為接 6.2.6選擇願意者的多選題，因此百分比以各項目與 261

名選擇願意的受訪者為比值 

表 6.2.4  受訪者願意使用正確公函格式的原因之個數分配表  

原因 個數 百分比(N=261) 

想他人對自己有好印象 182 69.7% 

個人因素 111 42.5% 

工作需要 101 38.7% 

習慣 87 33.3% 

其他 0 0% 

6-3 第三部分：對中文公函格式掌握程度 

    表6.3.1為各級學生對中文公函格式掌握程度。其中S6得分最高，S1得分最

低。但各年級的得分均低於4分。處於不掌握水平。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S1 42 2.6905 1.45649 

S2 37 3.5676 1.32373 

S3 53 3.4151 1.52459 

S4 76 3.6184 1.31623 

S5 52 3.2692 1.35929 

S6 39 3.7179 1.39451 

總計 299 3.3980 1.41852 

表6.3.1 各級學生對中文公函格式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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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研究分析及討論 

7.1 假設分析 

假設一：寫公函的頻率愈高，掌握程度便愈高。 

    見表 7.1.1，以皮爾森 (Pearson) 相關將受訪者的使用公函的頻率與其掌握程

度作檢定。結果顯示掌握程度與使用公函的頻率沒有顯著相關（r=-0.018，N=300，

P>0.05）。故使用頻率對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的能力沒有相關。（見表 7.1.1） 

 

表 7.1.1  使用頻率與掌握程度 

  使用頻率 掌握程度 

 

使用頻率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1 -0.018 

顯著性(雙尾)  0.752 

N(個數) 300 300 

 

 

假設二：女性比男性更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 

    見表 7.1.2，以獨立樣本 T檢定將受訪者的性別與其掌握程度作對比。結果

顯示掌握程度與性別有顯著差（T=-2.361，N=299，P<0.05)。故女性比男性更掌

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見表 7.1.2） 

 

表 7.1.2  性別與掌握程度 

 性別 T 顯著性(雙尾) N(個數) 平均數 標準偏差 

掌握

程度 

男性 -2.361 0.019 132 3.1818 1.36375 

女性   167 3.5689 1.4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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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高中生比初中生更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 

    見表 7.1.3，以皮爾森 (Pearson) 相關將受訪者的年級與其掌握程度作檢定。

結果顯示年級與分科組別沒有顯著相關（r=0.107，N=300，P>0.064)。故選擇年

級對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的能力沒有相關。（見表 7.1.4） 

 

表 7.1.3  年級與掌握程度 

 N(個數) T 顯著性(雙尾) 平均數 標準偏差 

初中 132 -1.858 0.064 3.2273 1.48576 

高中 167   3.5329 1.35230 

 

假設四：文商組比理組更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 

    見表 7.1.4，以皮爾森 (Pearson) 相關將受訪者的分科組別與其掌握程度作檢

定。結果顯示掌握程度與分科組別沒有顯著相關（r=0.062，N=196，P>0.05)。

故選擇文商、理組對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的能力沒有相關。（見表 7.1.3） 

 

                    表 7.1.4 分科組別與掌握程度   

 T 顯著性(雙尾) N(個數) 平均數 標準偏差 

文商組 -.843 .401 108 3.4352 1.26249 

理組   87 3.6092 1.5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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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五：在校內學習中文公函書信格式課程頻率愈高，愈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 

    在「從一萬小時定律談語文課對學生素質教育的重要性」中提到，當你要掌

握一事物時，便一定要有持久的學習。 

    以皮爾森 (Pearson) 相關將受訪者的學習頻率與其掌握程度作檢定。結果顯

示掌握程度與學習頻率有顯著相關（r=0.131，N=300，P<0.05）。故在校內愈常

學習中文公函書信格式課程的學生，愈能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見表 7.1.5） 

表 7.1.5 學習頻率與掌握程度 

  學習頻率 掌握程度 

 

學習頻率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1 0.131 

顯著性(雙尾)  0.023 

N(個數) 300 300 

 

假設六：重視中文公函書信格式的學生比較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 

    以皮爾森 (Pearson) 相關將受訪者的平日對公函格式的重視程度與其掌握

程度作檢定。結果顯示掌握程度與重視程度沒有顯著相關（r=-0.024，N=300，

P>0.05）。故對公函格式重視程度與掌握程度沒有相關。（見表 7.1.6） 

 

表 7.1.6  重視程度與掌握程度 

  重視程度 掌握程度 

 

重視程度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1 -0.024 

顯著性(雙尾)  0.675 

N(個數)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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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研究結果分析 

7.2.1 概論 

1. 在是次研究中，受訪者中有男生 133人，女生 167人。高一的比例佔最高，

初二比例最低。而文組受訪者較理組多。受訪者表示得知公函格式的主要途

徑為網上資料，並不是學校課堂。從中可得知學校並沒有偏重相關課程。透

過問卷中掌握部份的測詴，我們發現到，中學生的平均得分都處於低於 4分

的不掌握水平。然而，近九成受訪者都表示願意使用正確公函格式，但為甚

麼他們都不能掌握？ 

從而延伸出幾個問題：一)學校教育方針問題；二)學生不了解公函格式

的重要性。另外，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只曾於小學學習過公函格式，加

上實際使用次數不多，只透過小學的一兩堂課，記憶並不紮實，遺忘率高。 

另外，現今大部分學校中文課皆側重於記敘文、議論文等。學校不重視

公函教育，間接影響了學生，認為公函格式並不重要，甚至連公函格式都頗

為模糊。實際上，社會上很多情況需要使用公函，如：自薦信、請假信、求

職信等。錯誤的格式或會影響別人對自己的觀感，從而錯失機會。受訪者們

願意使用正確公函格式的原因大部分都因為想他人對自己有好印象。 

 

2. 書寫公函頻率不代表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 

根據研究的結論得知，一個人愈常寫公函，不能代表他愈掌握中文公函

書信格式。證實了一個人寫的公函書信再多，如果沒有注意或理解正確的公

函格式，其實其掌握程度並沒有提高。而文獻中所指出若果經常做一件事，

就會對其越熟悉。但在公函運用中，熟悉正確格式的前提下，是需要有正確

的格式基礎。否則，只「熟悉」錯誤的公函格式是完成沒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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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視不等於掌握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平日寫信，收信時會注意中文公函書信格式的學生

沒有較其他學生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即使一個人很留意公函細節，其掌

握程度的分數仍普遍處於下游水平。證明公函格式的個人重視並無法提升其

掌握能力。正如同文獻中指出，寫作留意細節不能提升一個人的作文能力。

因而我們得出，即使我們重視公函細節亦不等於掌握公函格式。 

 

4. 女生較男生更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女生較男生更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在傳統觀念

上，女生都較男生細心，因此在處理、學習事情上都會較為謹慎；而且根據

文獻指出：女性有更高的語言能力及更好的記憶力，所以她們在學習中文公

函書信格式上都有更佳的效果；此篇文獻正符合我們的研究結果。 

 

5. 高中生與初中生在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方面並無差異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高中生與初中生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的能力一致。

部分原因源自於大部分受訪的高中生皆沒有在高中階段學習過公函格式，因

而該能力未能在高中階段取得明顯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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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商組的學生與其他組別學生對中文公函書信格式掌握程度皆不高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文商組學生並沒有較其他組別學生更掌握中文公函

書信格式。以往大家傳統觀念，文組生比理組生更能掌握一些文化文學的科

目，因他們在中文書寫及運用的能力理應較高。然而結果顯示，文理生對中

文公函格式能力一致，即使文組學生比理組學生接觸文化文學較多也不會有

太大區別，僅是個別學生成績方面的參差不齊。 

 

7. 在校內學習中文公函書信格式課程頻率愈高，愈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在校內愈常學習中文公函書信格式課程的學生，愈

掌握中文公函書信格式。因此，學校的教育對學生知識掌握多寡的影響是深

遠的。所以課堂上多學習關於公函的課程，有利於讓學生牢固地記憶公函的

知識，從而達到學以致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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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研究建議    

 

1. 政府──推出統一性格式，將其列入中、小學《基力》課程 

    在二○○○年，澳門政府推出一冊中文公函寫作手冊。序言中寫到：受殖

民地葡萄牙影響，澳門回歸以前的公函多按葡文格式書寫，遇有需要以中文

撰寫公文的情況，多以參考坊間應用文書籍為之，各師各法，各適其適。 

    然而在該手冊中，大部分都只是適用於政府內部通訊及政府對私人實體

發信的格式，沒有就私人實體間的交往作出明確的指引，對非政府部門的實

體沒有太大的參考價值。 

    因此，澳門政府應考慮推出一冊覆蓋面較廣，適合私人間或實體間適用

的格式，並廣泛地推廣，使澳門地區的公函來往具有統一性。 

    進一步地，把所制定出的格式加入到《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

中，使學校務必把公函教育加入到正規課程中，讓學生從小便對公函 

有確切的瞭解。 

 

2. 學校──正視公函對學生的重要性，重複教學加強記憶 

    公函往來是所有學生在踏足社會後，甚至在求學階段時，都必頇使用的

文體。大部分學生亦明白到，使用正確的公函格式將有助於他人對自己留下

一個較好的印象。研究亦表明，校內學習頻率與掌握程度成正比關係。然而

在實際狀況中，大部分學生在整個求助階段的學習次數均為一至兩次，如此

低的學習頻率實在無助學生提升公函格式能力。 

    因此，我們建議學校應正視公函對學生個人未來的重要性，這絕對是讓

學生受益一生的教學。大部分學校都把書信教學列入小學教學大綱，但學生

在小學時只能對書信有一個概括性理解，甚至未能明白公函的意義何在。因

此在小學過後，中學教育亦需再次提及此方面的知識，作出更深入的教學和

探討。使學生在能鞏固小學的知識，加強對公函格式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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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愛荷華心理學團隊發表於《公共科學圖書館》線上期刊的研究顯示，

人類透過聽覺產生的記憶，遠不如視覺及觸覺牢固，代表最有效的授課方式，

應同時兼具視覺與觸覺的記憶點大腦並非將所有感官輸入的刺激摻雜在一

起形成記憶，例如聽覺形成記憶的方式，就與視覺及觸覺不同，  這也導致

記憶能夠保存的時間有長短之分。 

    所以我們認為，若果要中學生的書寫能力得以提升的話，學校務必要增

加書寫的實作練習，而非單單的講解說明，讓學生透過重複性學習，達到眼

到、手到、心到，讓知識能力牢固地記在腦中，從而達到學以致用的效果。 

 

3. 學生──了解公函的地位，撰寫時切忌搬字過紙 

科技進步使交流愈趨方便，一部智能電話即可解決所有問題。不少時下的中

學生認為，書信已是歷史的產物，只有翻開歷史書，才能看見書信的原貌。

然而，此種觀念在時下並不實際。現時，政府、企業等實體的交流仍不能離

開公函。因此，中學生應正確了解公函的地位，清楚其存在的必要性。 

    在上課教時，學生應明白公函將對自己的將來有莫大的裨益，宜認真  

聽課，不可輕視，在撰寫公函時，即使網絡發達，亦不應不加思索地隨意使

用任一模版。可先瀏覽從官方網站推出的格式，或選擇可信性高的實體書。

總而言之，只有學生明白公函的重要，政府、學校的教育才能事半功倍。 

 

 

 

 

 

 

 

 



23/28 

玖：總結 

 

傳統的中文公函書信格式應繼續在社會上被廣泛使用 

    綜上而言，我們認為傳統的中文公函書信格式應該繼續在社會上被廣泛使用，

而且學校應更注重及鼓勵公函格式的教學及使用，從而提升學生的寫作水平。文

獻指出，書信不僅是一種傳遞信息、交流感情文體，也是傳承民族文化的特殊載

體，所以我們應要把這種文化傳承下去。另外，正確的公函格式亦可給予別人一

個有修養、有禮貌的形象，傑弗里·利奇在《語用學原理》中指出，在言語交際

上，禮貌是得體性的一項重要內容。所以使用正確的公函格式不單是對信函的尊

重，更是對人對事的一種態度的體現。 

    當公函失去既定的書寫格式它不應被視作是簡化後的成品，而是一個錯誤的

公函書信。傳統的中文公函書信格式多年來未被淘汰，皆因它是長久以來人們共

同產生的結晶品，它的存在是在其必要性及可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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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附錄 

 

附件—問卷                                                               

  編號：_______ 

澳門中學生對澳門中文公函格式的掌握程度問卷 

您好： 

  我們是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主辦，教育暨青年局資助，第八屆「共鑽研 創

明天」計劃的學員。我們現正進行一項有關「澳門中學生對於澳門中文公函格式

的掌握程度」的研究。希望透過問卷收集數據，使本次的研究更具參考性及完整

性。本問卷採用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所得資料絕對保密，數據僅作本次研究分析

之用。 

    本問卷內容分為三部分，請依序填寫完畢，您的寶貴意見對本研究極具貢獻，

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協助。 

※除特別標明外，以下問題均為單選。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性別：□1.男   □2.女 

2. 年級：□1.初一   □2.初二   □3.初三 

        □4.高一   □5.高二   □6.高三 

3. 分科組別：□0.不適用 □1.文組  □2.理組  □3.商組 

     □4.其他(請註明)________  

4.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可選填） 

 

第二部分:對中文公函格式重視程度 

4. 我最近一次寫信件或電子郵件是多久之前。 

□0.不適用   □1.一年內   □2.半年內  

□3.三個月內 □4.一個月內 □5.一星期內 

 

5. 我曾學習過公函書信格式的年級（多選）: 

□1.小一至小三  □2.小四至小六  

□3.初一至初三  □5.高一至高三 

 

6. 我從哪裡得知正確的公函書信格式？ (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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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課堂  □2.網上資料  □3.應用書籍 

□4.朋友    □5.家庭    □6.其他: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

同意 

7. 我上中文課時會留心。      

8. 我在學習公函格式時有留心。      

9. 我掌握公函書信格式。      

10. 我收到公函時會注意格式。      

11. 我的中文測驗經常拿到好成績。      

 

 從不 甚少 有時 經常 總是 

12. 我書寫信件時會上網、 

閱讀參考書籍等參照格式。 

     

13. 我書寫公函時會注意書信格式。      

14. 我書寫私函時會注意書信格式。      

15. 我收到公函時會注意書信格式。      

 

16.  過去一年內曾寫過(包括列印)多少封私函？ 數量 

A.家書  

B.卡片  

C.明信片  

D.其他  

 

17.  過去一年內曾寫過(包括列印)多少封公函？ 數量 

A.自薦信  

B.請假信  

C.社團書信（如學會、學生會等）  

D.其他  

18. 我願意使用正確的私函格式嗎？ 

□1.不願意            □2.願意 

19. 我願意使用正確的公函格式嗎？ 

□1.不願意            □2.願意 

20. 承上題，我為甚麼願意使用正確的公函格式？（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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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想他人對自己有好印象         □2.個人因素      □3.工作需要 

□4.習慣                         □5.其他：_________ 

第三部分:掌握程度 

以下為有關公函的說明，請詳細閱讀以助更瞭解問卷內容： 

    公函是個人、企業、政府部門等，為辦理事務或公務而寫作和使用的。有明

確的目的、直接的應用價值。亦因此公函形成格式、專門的語匯等。 

    公函的三大特點：主旨顯豁、格式適體、語言簡樸。 

請於作答前詳細閱讀有關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放心作答。 

（2）本問題一共 10題，每題設四個選項，請在你所需的答案空格打勾（單選）。 

1. 以下哪項是公函地址的正確書寫次序？ 

□A.街道→門牌 

□B.地區→街道→門牌 

□C.門牌→街道→地區 

□D.以上皆非 

2. 公函正文開頭處，格式為何？ 

□A.頂格開始 

□B.隔四個半型空格/兩個全型空格 

□C.隔兩個半型空格/一個全型空格 

□D.格式任意 

3. 公函中如需尊稱處(如人、公司)，出現貴字眼時，正確格式為何？ 

□A.隔兩個半型空格/一個全型空格 

□B.另起一行頂格書寫 

□C.以上皆可 

□D.以上皆非 

4. 如在公函中加上提稱語，以下哪項較不適用？ 

□A.鈞鑒 

□B.台鑒 

□C.青鑒 

□D.勛鑒 

5. 如信頭處沒有寫有日期，則日期應置於公函何處能表達得最尊敬？ 

□A.結尾處另起一行頂格書寫 

□B.結尾處另起一行靠右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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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結尾處另起一行置中書寫 

□D.結尾處另起一行在任意處書寫 

6. 以下哪項是公函日期的正確書寫方法？ 

□A.二○一八年一月一日 

□B.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C.2018 年 01月 01 日 

□D.2018-1-1 

7. 如在公函上款寫上啟事語(如敬啟者)，以下哪項在收束處最可省略不寫？ 

□A.此致 

□B.收信者職銜 

□C.收信者姓名 

□D.祝頌語 

8. 如公函中出現阿拉伯數字，一般情況下字體為何。 

□A.正體二分字身，即半個漢字位置 

□B.正體一個字身，即一個漢字位置 

□C.字體可任意調整，只頇上下文保持一致 

□D.字體可任意調整，上下文無需保持一致 

9. 如有圖表、文件或其他資料隨函寄發，一般應如何注明？ 

□A.在簽署欄、日期下空一行頂格處注明 

□B.在簽署欄、日期下空一行隔四個半型空格/兩個全型空格注明 

□C.在上款上空一行頂格處注明 

□D.在上款上空一行隔四個半型空格/兩個全型空格注明 

10. 如將公函的副本、複印件寄給協力廠商，應否在信中加注？如需，加注在何

處？ 

□A.不需要 

□B.需要，如有附件，注明在附件之下空一行，切齊左邊 

□C.需要，如有附件，注明在附件之上空一行，置中 

□D.需要，如有附件，注明在附件之上空一行，切齊右邊 

---------------------------以上為問卷內容--------------------------- 

感謝您完成此問卷！您的寶貴回答將有助我們更瞭解澳門中學生對澳門中文公

函格式的掌握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