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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元 
第一部分：學科概覽篇 

單元一  邏輯，你好嗎？ 

單元二  跟批判思考打招呼 
 

第二部分：基礎知識篇 

單元三  舉一反三演繹法 

單元四  溫故知新歸納法 

單元五  一起來做語理分析 

單元六  提防語言陷阱 

單元七  剖析常見邏輯謬誤 

單元八  別給詭辯術騙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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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生活實戰篇 
 

單元九  拆解邏輯難題 

單元十  信？不信？理性與信仰 

單元十一 風水算命，能人所不能？ 

單元十二 潮流文化與消費文化 

單元十三 批判思考與人際溝通 

 

學習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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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語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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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導論篇 

 

 

我們為什麼學批判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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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見的束縳力量 

故事： 

 

「大象能用鼻子輕鬆地將一噸重的行
李抬起來，但我們看馬戲表演時卻發
現，這麼巨大的動物，卻安靜地被拴
在一木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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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見的束縳力量 

「因為它們自幼小無力時開始，就被
沉重的鐵鏈拴在無動的鐵樁上，當時
不管用多大的力氣去拉，這鐵樁對于
幼象言，是太沉重的東西，當然動也
動不了。不久，幼像長大，氣力也增
加，但只要身邊有樁，它總是不敢妄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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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見的束縳力量 

這就是成見。成長後的象，可以輕易
將鐵鏈拉斷，但因幼時的經驗一直存
留至長大，它習慣地認為「絕對拉不
斷」，所以不再去拉扯。 

 

「批判思考」就是使我們從成見中，
解放出來的重要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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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思考」 

 

 

「思想」是什麼？ 

 

「思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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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什麼？ 

「思想」一詞所指的，可以是心靈或
心理的運作過程，它包括一切有意識
內容而我們又可以主動控制的心靈活
動。 
 

依據上述意思，猜測、懷疑、計劃、
考慮、分析、比較、求證、推理、懷
念、期望、追求、響往，都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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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是什麼？ 

「思考」是思想的具體進程。 
 

為了解決問題的思想，必須講求步驟，
重視方法，注意有效與否。 
 

這樣的思想，是由感受問題出發；分析、
計慮、推理、證明；直到問題解決了。
這種存心解決問題的思想活動，我們稱
之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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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思考」具備三個主要部
份： 
 

(一)問題的形成與陳構 

 

(二)試圖解決問題的思考活動 

 

(三)問題的解決與答案的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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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是什麼？ 

簡單來說，邏輯是一門研究論證的學問，
論證大致可分爲兩類： 

      演繹論證和歸納論證。 

「能够在5秒時間內跑完一百米，這是不
合邏輯的！」 
 

這只是「不合常理」的意思。 

邏輯上可能，只是經驗上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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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考」是什麼？ 

「批判」一詞具有質疑、辨別、批駁或
否定錯誤思想，言論和行爲的意思。 

「批判思考」是反思現有的思考方法，
是分辨事情真假、對錯的思考能力和技
巧。 

「批判思考」通過分析和評估，嚴謹地
檢驗事情之間的邏輯關係、界定及判別
問題的關鍵、區別因素的主次之別、指
出思考中的邏輯錯誤或漏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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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考」的功能 

 

積極方面：提供合理的思考所遵循的
步驟。 

 

消極方面：可幫助我們避免踏入許多
常見的思想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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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考 

 

語理分析(單元五、六) 
 

邏輯推理(演繹法：單元三) 
 

科學驗證(歸納法：單元四) 
 

謬誤剖析(單元七、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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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考之目標 

假若一個言論能通過這三方面的檢查
－即符合「語理清晰」、「邏輯有
效」、「事實真確」－便是一個合理、
可信的言論。 

若果不符合其中任何一個標準，便是
不合理、不可信。 
 

批判思考的目的，正是要我們建立語
理分析、邏輯推理與科學驗證這三種
基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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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與觀念 

心靈的意識內容概括爲觀念和概念兩大
類： 

觀念 

圖像性、心理性的意識內容被稱之爲觀
念，例如：意思、印象、意象、意含。 

例子：美麗；溫暖的家；溫純的貓； 

  不安的情緒；意亂情迷的感覺； 

  五光十色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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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與觀念 

概念 

非圖像性、抽象的、概括的意識內容，
被稱之爲概念。 

 

例子：民主、自由、人權、永恒、馬、
猫、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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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與對立 

矛盾 

若兩個句子不能同時爲真，亦不能同
時爲假，它們的關係就是互相矛盾。 

 

對立 

若兩個句子不能同時爲真，但可同時
爲假，它們的關係就是互相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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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的成語 

  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
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
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
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
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
為名不可兩立也。 

  《韓非子·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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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 

賣武器的人說了兩句話： 

 

(一) 「我的矛對剌穿任何的盾」 

(二) 「我的盾能抵擋任何的矛」  

 

這兩個句子矛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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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試分析下列句子，是矛盾還是對立： 
 

1.「今天是星期三」和「今天是星期四」 
 

2.「今天是星期三」和「今天不是星期三」 
  

3.「現在下雨」和「現在不是下雨」 
 

4.「我是人」和「我不是人」 
 

5.「所有學生是中國人」和「沒有學生是中國人」 
 

6.「共産主義是最好的」和「資本主義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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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和充分條件 

假設有A和B兩項事件 

 必要條件是指，A不成立/不出現的話， 

   B亦不成立/不出現。A是B的必要條件。 

 簡單地說：無A，則無B。 
 

 例子： 

1. 擁有大腦是能够思考的必要條件。 

2.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是投票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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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和充分條件 

 充分條件是指A成立/出現的話，A跟
着成立/出現。A是B的充分條件。 

 簡單地說：有A，則有B。 

 

 例子： 

1. 吃自助餐是能够吃飽的充分條件。 

2. 母親是女性的充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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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試分析下列句子： 
 

1.空氣是人類生存的什麽條件？ 

2.身首異處是死亡的什麽條件？ 

3.交習作是課程畢業的什麽條件？ 

4.王老五是未婚的什麽條件？ 

5.年滿18歲是進入電影院觀看三級影片
的什麽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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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理分析 

 

「語理分析」是正確思考的第一步。 
 

要旨是當我們面對某個言論或問題時，
首要工作弄清楚這個言論或問題的意思，
特別是對關鍵語詞的意義或概念作出釐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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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審題不清 論證粗疏  
文憑試考生被考起(11月06日) 

  【on.cc東網專訊】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刊出的今年中學文憑試
各科考試報告及試題專輯中，被喻為文憑
試「死亡之卷」的中文科內不少題目考起
學生，不少學生寫作時誤用歷史事例及文
化知識，扭曲中庸之道、老莊無為而治等
思想；說話考卷中竟有全組考生將「遴選
」誤解為「參選」，討論時離題萬丈。考
評局又發現有學校以默書作為校本評核方
式，批評做法要求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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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審題不清 論證粗疏  
文憑試考生被考起(11月06日) 

  報告指，學生在寫作上一般有審題不清的毛
病，取材千篇一律，論證粗疏。有題目要求
就「不做第一，也不做最後」作文，學生在
論證時以劉翔、喬布斯等為例，但不少考生
對例子未經消化，欠缺推論解說。  

 

  至於英文科的卷二作文中，報告指出有部分
英文較弱的考生錯誤理解題目，其中一題問
及關於在市中心「拍戲」(filming movies)
的意見，有考生竟誤解為「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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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報告揭通識政治評分存偏頗 
考生理解力弱 (11月05日) 

  【on.cc東網專訊】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公布今年中學文憑試通
識教育科的考試報告撮要顯示，不少考生
對「矛盾」和「核心價值」的理解不足，
作答流於表面化，更誤把「治安/法治」
等同於執法。考評局公開考獲第5級佳績
的通識作答示例內，內容竟出現傾側闡述
反政府立場；而「肥佬」示例就只「看圖
描述」遊行人數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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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報告揭通識政治評分存偏頗 
考生理解力弱 (11月05日) 

  通識科的考試報告又披露，考生在通識科
政治必答題表現一般，不少考生未能正確
指出香港政府管治香港的困難，只抄錄兩
幅照片上橫額的文字，然後作出表面化說
明。此外，不少考生對「矛盾」和「核心
價值」的關鍵字理解不足，對於言論自由
、示威自由、集會自由、法治、公眾秩序
和公眾安全等概念的掌握亦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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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報告揭通識政治評分存偏頗 
考生理解力弱 (11月05日) 

考評局又特別指出，在通識卷選答有關
港人觀看黃鴨與集體回憶關係的考生，
整體表現都欠佳。部分考生作答時，只
是把一些原因和現象作簡單歸納，未能
概念化，如指港人童年時擁有過橡皮鴨
玩具，但沒有聯繫到集體回憶這概念，
令答案流於空泛。另有部分考生行文像
在撰寫隨筆感想，泛泛而談個人對橡皮
鴨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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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三式  
（釐清式，辨理式，開拓式）  
 
第一式︰ 釐清式 
 
第一個問式就是問︰「X是什麼意思？
」X可以指語詞，或者句子，或者理論
。 
 

語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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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三式 

第二式︰ 辨理式 

第二個問式是︰「X有什麼根據？」這
時的X可以指一種說法或思想。 

第一個問式是問「何意」。 

第二個問式是問「何據」（有什麼根
據、理據、理由） 

邏輯推理(演繹法) 

科學驗證(歸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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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三式 

第三個問式是︰「關於X，還有什麼值
得考慮的可能性？」 
 
 
 

第一和第二個問式屬於批判思考，第
三個問式屬於創意思考。 
 
 

如果我們能夠恰當地應用這三個問式
，這對於我們的思考是有極為重要的
提升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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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式︰ 釐清式 

第一個問式看起來雖然很簡單，我們
問︰「X是什麼意思？」但只要善用這
種問法，我們就會發覺許多平常我們
不會察覺它有毛病的理論或說法其實
是很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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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式︰ 釐清式 

先釐清手上的問題是否有問題，例如： 

 

  「你的名字是不是比他的更準時？」 

 

由於「名字」與「準時性」分別屬於彼
此無法關聯的範疇裏，所以這個問題是
無法加以解答。(範疇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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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何時停止的？」 

「聖誕老人住在北極的那一個角落？」 

 

這些問題皆無解，因為它們分別含有不
當的假定。(不當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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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類型 

 
 

一、事實問題 
 

二、概念問題 
 

三、評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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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問題 

事實問題，是對經驗世界作出特定的描
述，分辨真僞要通過經驗的考察。例如：  

「課室的門的高度。」 
「現在課室內有多少位同學？」  

 
要回答事實問題，一般會涉及我們對世
界事物的了解、我們的知識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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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問題 

概念問題的判斷，單憑分析概念的意思
就足够，不需通過經驗的考察。 

  例如：「王老五是未婚的。」 

 「阿媽是女人。」「什麼是美？」 

概念問題不能單從經驗處獲得解答，也
非要求答者給予一個評價，而是要求答
者對有關概念作出分析，清楚說明它們
各自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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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價問題 

評價(價值)問題，不能單憑分析有關概
念的意思或通過經驗的考察來判別真僞，
而需要提出理由來證明價值的真僞。例
如：「應否墮胎？」 

「安樂死是否道德？」 
 

回答評價問題，涉及到我們要對某些事
物出評價：好或壞、優越或差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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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類型 

看看下列三條問題：  

 

一、香港教育是否越趨商品化？ 
 

二、教育商品化是否好的發展？ 
 

三、教育商品化還是教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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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將下列問題分類： 
  

 1.外星人被解剖的紀錄片是真還是假？ 

 2.張學友的歌藝是否比鄭少秋好？ 

 3.陳奕迅受歡迎的程度是否不及林峯？ 

 4.曾特首的表現是否差勁？ 

 5.學生是否一種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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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述句與綜合述句 

分析述句，就是指句子的主詞已包含了
謂語的全部意義內容。所以，分析述句
只描述有關字詞之意義，例如：  

  「所有三角形都是有三隻角的圖形。」 
 

這述句為真，並不由於經驗事實使然，
而是由於「三角形」本身便是「有三隻
角的圖形」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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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述句與綜合述句 

 

 

 

 

 

綜合述句，是不能僅僅透過語句內的
分析來决定它的真假值，需透過經驗
的觀察從而驗證它的真假值的句子。 
 

例如：「課室內有一百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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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試分析下列句子，是分析述句還是綜合述句? 
 

1.匯豐銀行大厦是香港最高的建築物。 

2.紅色跑車是紅色的。 

3.王老五是未婚的。 

4.所有的人都會死。 

5.母親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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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陷阱  

 某些語辭(即字、詞、片語、或句子)，或某
些使用語辭的方式，是特別容易誤導、混淆、
或妨害思想之正確運作的。我們將這類語辭
或使用語辭的方式稱爲「語言陷阱」。 

 爲了防思想的糾纏、錯謬，爲了使思想清晰
精審，我們必須對語言的陷阱有起碼的認識。
把各種各樣惑人心思的語言陷阱指認並揭露，
從而避開它們。這在語理分析的工作中，是
極爲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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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種最常見的語言陷阱： 

六種最常見的語言陷阱： 
 

1.闕義 
2.歧義 
3.含混 
4.著色 
5.癖義 
6.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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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闕義 

使用一些意義不完整的語辭來假裝表達
完整訊息—從而誤導人。 

語意欠整的語句，在句式上完整，但意
義上不完整。 

可能是因為脈絡和語境上的不足(對誰
而言、在甚麼情況下、指涉普遍的還是
個別的事情…等) 

脈絡與語境之充足提示能補充闕義語句
之不足，使其無礙思考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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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闕義 

例子： 
 

1.男人四十才開始，女人三十已結束。 

2.生命麵包營養高出30%。 

3.說實話是最有利的。 

4.青少年的反叛行為是很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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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歧義 

歧義，意指一個字詞或句子有兩個或
以上的意思。 

歧義是語言的其中一個特質，表現了
人類思維中的創造性和聯想力，本身
沒有甚麼問題。  

但當同一個詞或句在一個人的言談中
未經清楚交代，而以不同的意義出現，
使得我們思想混亂，產生誤解，則為
語言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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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歧義 

「語法歧義」：因語法結構而造成 
   (例如缺乏標點符號所造成的誤會) 
例子:「路不通行不得在此小便」， 
       「父在母先亡」   
 

「語意歧義」：非因語法結構而造成 
例子:「耍太極」，「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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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歧義 

例子: 
小明：老師，我喜歡你。 
老師：我不喜歡小孩。 
小明：我也不喜歡小孩，我們可以不要
小孩。 
 

脈絡與語境可提供充足提示讓人明白某
歧義語辭採取什麼意思。 

好處：免除了凡有新意義要增加新詞。 
壞處：引起思想和溝通上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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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含混 

含混，意指一個語辭的應用範圍不明
確、界限含糊不清。我們平日使用的
字詞，大多數都是含混的。  

當一個語辭的應用範圍「沒有截然明
確的界線時」，這語辭就是含混的。 

例如：富貧、濃密、大小…等涉及程
度分別的形容詞。 

例如：難以定義、為用法寬鬆的用詞
如「神蹟」、「異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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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含混 

 

例子: 

1.阿媽話：「今次英文測驗成績好先可
以去旅行。」 

2.星座語：「本周有奇異事。」 

3.運程預測：「上半年事業有阻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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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含混 

仍有約略的界線，可表達概略的知識
，(例：今天很熱)。 

 

好處：語詞的彈性有助於日常生活溝
通。 

壞處：容易造成缺乏認知意義之廢話
、空話和大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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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著色 

著色是指藉一些富感情色彩的語言來引
起聽眾或讀者之情緒，以令人對事實產
生誤解。  

帶有情感意含或情感色彩的字眼，就是
「著色語辭」。 

例如：被視為「淫穢」、「不雅」的語
辭。 

非中性的語辭。 
同一事態/事物可以附帶著不同情感的
語辭來描述(例：動亂vs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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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著色 

性感/肉感 

約會/偷情 

艷照/淫照 

多情/濫交 

樸實/遲鈍 

有型/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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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著色 

 例子： 趙太太對劉太太說：「我風流的丈
夫去尋芳時碰見妳那淫亂衰佬在嫖妓。」 

  趙太太一方面用「風流的丈夫」、「尋芳」
等正面的字眼去美化趙先生的行為，另一
方面又用「淫亂衰佬」、「嫖妓」等負面
的字眼去醜化劉先生的行為，企圖誤導聽
者以為趙先生的所作所為是高尚的，而劉
先生的所作所為是低劣。只要我們不受著
色語詞的迷所作所為障，不難看到兩人的
實在沒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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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著色 

例子：   著色詞：「偉論」、「謬論」 
   中性的語詞  ： 「言論」 
 
 

好處：表達情感 
壞處：可能引起情感激動，妨礙冷靜和
客觀的思考/討論。 

注意：應藉客觀證據或邏輯推演來表達
自己的論點，而非利用著色語辭去引導
別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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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癖義 

 

僻義是指不依慣常用法去使用一些字詞，
而又沒有加以說明，因而造成思想混亂。 

  

某語詞違背了其慣常用法之本義而被使用
，此時其意義為「癖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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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癖義 

例子一 

 日本高官：「日本在二次大戰時，沒有侵略
中國，只是進入中國。」  

 日本無知小學生：「那我們何時邀請中國進
入日本，一盡地主之誼？」  

 日本高官：「………」                             

 這位日本高官所用的“進入”一詞並非是我
們日常慣用的意思，若果依照他的用法，那
麼入屋行劫的盜賊，也只是“進入”他人的
住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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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癖義 

例子二 
甲： 「這不是我工作範圍。」  
乙： 「這全都是你的工作範圍！你是
經理嘛！當然什麽工作都經你理！」 
 

例子三 
記者：「你身邊那麼多女朋友，你覺得
自己花心嗎？」 

男明星：「不是，我很專一，至少對每
一個女朋友時，我都不想其他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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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癖義 

好處：補本義之不足，以表達某種思
想或經驗。須清楚聲明其特殊意思。
當癖義漸被大家了解及接受，就會漸
變成本義，增強語辭之表達能力。 

壞處：造成理解困難、思想混亂。 
 

若本義已能表達意思，就不應以癖義
來應用語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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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癖義 

非癖義 ，例子： 

  「粉絲」，「河蟹」，「戴三個錶」 

 

注意：僻義不同於重新定義。重新定
義是作者清楚把一個新意義給予一個
日常用語，僻義卻是在毫無說明下偷
偷摸摸地改變了字詞的日常用法，意
圖隱瞞甚至扭曲事實。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2%89%E7%B5%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5%A5%BD%E8%80%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8%9F%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8%9F%B9_(%E7%B6%B2%E8%B7%AF%E7%94%A8%E8%AA%9E)
F:/戴三個錶.jpg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4%B8%AA%E4%BB%A3%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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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實化 

把非具體名項當作具體名項來使用 

具體名項：指稱具體的實物之名詞片
語。 

非具體名項：指稱非具體實物之名詞
片語。 

有些實化的例子可以轉譯，有些不能
，因其意思毫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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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實化 

 

例子一：「真理不斷前進。」 

 

例子二： 

員工甲：「爲什麽這樣對我？」 

陳經理：「這是公司的决定，我們也不
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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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實化 

 

好處：令語言變得生動、濃縮、優美
，有修辭作用。 

壞處：進行認知活動時，妨礙嚴格的
思考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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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陷阱: 注意 

脈絡與語境可提供充足提示讓人明白
某語辭採取什麼意思。 

以上所列舉的語言陷阱，是針對阻礙
清晰確當思考的毛病而言。在日常生
活，以及文學和藝術活動中，並不須
要處處表達清楚。 

例如詩詞為表達情感往往運用各種修
辭技巧，當中含糊的字眼又或特別的
詞彙用法，算不上是語言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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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試指出下列言論所犯之語言陷阱： 

1.亂過馬路是很危險的。 

2.太多的自由不是一件好事。 

3.士可殺不可辱。 

4.國家愛你。 

5.求學不是求分數。 

6.預言家：「中國會有動盪的形勢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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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7.售貨員：「先生，你的頭髮那麽少，必需
試試我們的産品啊！ 」 

8.敵方未經審訊便冷血地對俘虜進行非法屠
殺；我軍毋需盤問即乾脆地把擒獲的敵人
槍決。 

9.記者：「妳認為自己有沒有不守婦道﹖」  

  B嫂：「當然沒有！在這十年婚姻生活中，
我不是有七、八個男人，我只是愛兩個男
人而已，這怎算不守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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