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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中國語文科課程的發展與反思 
 
第一節 中、港初級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比較研究1 

 
甲． 緒論 
一．問題提出 
 
二．研究目的 
針對上述的問題，本研究的目的可歸納如下： 
（一）探討兩地初中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在不同時代的發展情況。 
（二）比較兩地初中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在不同時代的內容差異。 
（三）為教育當局日後修訂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提供參考的意見。 

 
三．名詞解釋 
 
四．研究方法 
這裡先就學科性質、教學目的和教學要求三方面作縱向發展的比較，跟著再作兩地

同年代橫向的比較。這個比較方法除了解縱向發展趨勢的異同外，又可了解同年代兩地

的具體差異。由於兩地大綱的頒佈時間不盡相同，因此，中港比較時只能以年代為單位。 
 
五．比較項目 
一般而言，香港的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的內容包括：甲部為課程（教學目標、教學

範疇及施教原則）；乙部為教學建議（就實施教學的技術問題，提供建議）；丙部為附

錄（一般就一些常見的教學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中國的語文教學大綱的內容包括：

一、教學目的；二、教學要求；三、教學內容；四、教學中重視的問題；五、基本課文

篇目。本研究根據綱要的主要因素，選取了學科性質、教學目的和教學要求三方面作為

比較的項目，同時，綱要中足以補充這些項目的內容都放在這些項目中討論。 
香港方面，五、六十年代的初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還沒有完整的內容體系，當時政

府只頒佈一些教材篇目的內容。中國大陸在五十年初仍採用解放區的教學大綱，其後制

訂了漢語及文學教學大綱。這些或因內容性質不同，或因資料不全，本文都不作全面的

比較。因此，本研究的比較焦點放在七十至九十年代所頒佈的課程綱要內容。 
 
 
 
 
六．中港兩地大綱的發展概況 

                                                 
1 本文曾在九三年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上發表，並輯錄在九三年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編輯委員

會編(1994)：《語文和學習──九三年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印務局，123— 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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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段  香港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  中國初中語文科教學大綱 

  中文中學  英文中學   
       

五十年代  1956 教材  1956 教材  1956 漢語稿、文學稿 
  ↓  ∣  ∣ 
  1961 教材  ↓  ↓ 

六十年代  ∣  1967 教材  1963 草案 
  ∣  ↓  ∣ 

  ∣  1971 課程綱要  ∣ 

  ↓  ↓  ∣ 

七十年代  1975 暫定課程綱要  ∣ 

   ↓   ↓ 

  1978 課程綱要  1978 試行草案 
  ∣  ↓ 
  ∣  1980 試行草案 
  ∣  ↓ 
  ∣  1986 

八十年代  ∣  ↓ 
  ∣  1988 初審稿 
  ↓  ↓ 
  1990 課程綱要  1990 義務教育試行稿 

九十年代      ↓ 
      1992 義務教育試行稿 
       

(1956中中教材)(1956英中教材)(1961中中教材)(1967英中教材)只是教材編目不是課程綱要 
(1956漢語稿．文學稿)與語文科教學性質不同 
(1975暫定)後為1978綱要取代 
(1978試行草案)與1980年試行草案大致相同 
(1990試行稿)是(1992試用稿)的過渡 
在香港方面，1978年課程綱要詳細名稱見參考書目，簡稱為78年綱要，下同。 
在大陸方面，1963年草案，詳細名稱見參考書目，簡稱63年大綱，下同。 

 
乙．中港初中中國語文課程綱要比較 
一．學科性質 
（一）中國方面： 

63年大綱認為「語文是學好各門知識和從事各種工作的基本工具」。文章中「思想
內容和語言文字是不可分割的」，這樣才能「符合培養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的教學實

際」。很明顯大綱指出了語文的工具性和思想性。 
80年大綱認為「語文課在進行讀寫訓練的同時，還必須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但這

個思想教育是指「又紅又專」、「政治思想教育」。 
86年大綱同樣強調工具性和思想性，它更認為「語文學科對于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

素質和學科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具有重

要的意義」。 
88年及92年大綱與86年大綱大致相同，但它還提出語文科「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總的來說，各大綱都認識到語文的工具性和思想性，不過在內容和程度上是有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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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63年大綱明顯地比較強調學科的工具性，而對於思想性的問題就輕輕略過，甚至
避而不談。因此，大綱對思想性的內容說得十分含糊。80年代或以後的大綱都非常重視
文道的關係，它們都強調在語文訓練過程中進行思想教育，而且清楚明確指出思想教育

的內容，但80年大綱所指的思想教育內容比以後幾個大綱所指的範圍要窄，它只屬於政
治教育。可以說，大綱的發展把語文的性質和文道的關係弄得愈來愈清楚。這些認識對

語文教學的發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二）香港方面： 
在教育署所頒佈的每個課程綱要中都沒有專題論述語文學科性質的問題，因此，我

們只能從綱要的教學目標或教育當局對外發表的言論作一推敲：由53年報告書在重視工
具性的同時，小心規範思想性，可以推斷當時已注意到語文科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的問題。 

71年綱要是受68年及70年兩個報告書及一些語文教育工作者言論的影響，強調語文
的工具性，而對於語文的思想性、文與道的問題就論証不足。 

75年及78年兩綱要受71年綱要重文輕道的影響，只強調語文的工具性，而忽略了它
的思想性。 

90年綱要則在強調語文工具性的同時也重視它的思想性。從此，文道的關係也就明
確了。 
總的來說，綱要對語文科性質的認識大致由只強調語文的工具性，走到工具性與思

想性兩者並重的地步。換言之，它由重文而慎道、重文而輕道，最後才走上文道合一的

道路。這是對語文科性質認識的一大進步。 
（三）中港比較： 
整體看來，中國與香港的語文課程綱要對語文科性質的認識都是不斷發展的，雖然

過程未盡相同，但是，最終都能達到工具性與思想性以及文與道並重的共識。至於兩者

的差異可按不同的時段作一比較。 
1. 五十年代 
在中國方面，若就漢語、文學分科教學大綱來說，它是嘗試把語文的工具性與思想

性劃分開來，由於未能把傳統的經驗作參考，甚而斷了傳統的根，因此，見其異而未見

其同，它的失敗促使語文教育工作者重新對語文科性質的探討，為日後語文定性的工作

打好基礎。 
在香港方面，它在傳統的影響下，早期強調文與道的關係，但因「要防止中國大陸

政權改變，思潮可能滲入」的問題，而漸漸向重文輕道的方向發展。 
2. 六十年代 
中國的63年大綱是漢語、文學分科合併後的第一個語文教學大綱。這個大綱只施行

了三年。由於它偏重語文的工具性，加上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受政治的影響，使語文

科過於強調政治思想教育而忽視了語文的工具性。這時期對語文科性質的認識由工具性

的一端走向政治、思想性的另一端。 
香港仍在53年報告書的影響下，強調重文而慎道，但到了六十年代後期教育司署在

輿論的影響下，強調語文的工具性而不談它的思想性，這情況在71年綱要中具體反映出
來。 



8周 -1A-中港發展比較 .doc  第一講 中國語文科課程的發展與反思 

第一講 第一節 第 4頁  

這個時期的發展，中國與香港剛好相反。可以說，中國對語文科性質的認識比較極

端，當然，這主要是受政治的干擾所致；而香港的發展比較平穩、漸進。不過前者由強

調工具性到思想性，後者由思想性到工具性。而在發展的過程中，香港六十年代後期的

語文教育工作者強調語文的工具性應該是受六十初期中國學者的言論所影響的。 
3. 七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中後期 
中國方面，這時期語文界對語文性質的認識起了一些變化：由先強調文到後強調

道，又變為兩者不可分割。這從78年、80年和86年大綱規定在「語文課在進行讀寫訓練
的同時，還必須進行思想教育」可以看到。因此，它漸漸把語文的工具性與思想性以及

文與道的關係明確下來。 
在香港，這時期的71年及78年綱要對語文性質的觀點還是抱著工具性的看法，認為

思想教育不是語文獨有的任務。換言之，這時期兩地對語文性質有不同的看法：中國方

面由文道各走極端而漸注意到兩者之間的輕重、主從和協調的問題，而使語文教學走上

文道並重的路。香港就由以前文道並重漸走向重文輕道，78年綱要是這觀念的具體表現。 
總的來說，中國方面在這個時期對語文性質的認識有很大的進步，這與語文教育工

作者曾在六十年代初論証文道的關係，以及七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初對語文特性的不

斷探討有一定的關係，這也是在文道各走極端後而能瞬即走上正軌的原因。有了這個認

識，以後對語文的定性工作就水到渠成，從此文道之爭便成為歷史的陳跡。相反，香港

仍是重文輕道的天下：語文、文學分家，使語文的工具性更加確立，文道幾乎絕緣，這

時反抗之聲雖然此起彼落，但仍未能改變教署的決策。換言之，香港語文界對語文定性

的工作，在很程度上是落後於中國的。因此，這時期的課程綱要不斷受到一些傳統語文

教育工作者的非議。 
4. 九十年代 
中國方面，在過去大綱的基礎上對文道的關係弄得更清楚，範圍及彈性更大；在香

港方面，文道關係的變化很大，教署提出「文道合一」、「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不

可以分割的」的論調，這也是90年綱要的精神，文道關係的認識和處理比前更清楚和明
確。 
中港兩地對語文科性質認識的發展，由以前表現的分歧，到共識的達成。這個認識，

有利於語文教學的交流、合作和發展，不過，大家對「道」的內涵是不盡相同的。 
 
二．教學目標 
（一）中國方面 

63年大綱提到：教學生能夠「正確地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具有「現代語
文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初步閱讀文言文的能力」。這時的語文教學目的只有語

文知識、讀寫能力的訓練，而未提到政治思想，甚或德智的培養，而語文能力只包括閱

讀、寫作兩項。 
80年大綱提到：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指導學生學習課文和必要的語文知識」；

學生「能夠正確地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具有「現代語文的閱讀及寫作能力」、

「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能力」；在訓練的過程中，要注意提高「學生的社會主義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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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的情操」和「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這反映語文的教學目標既重視知識、

能力的訓練，還注意品德的培養，但語文能力仍規範在閱讀、寫作兩方面。 
86年大綱在知識、能力兩項上與80年大綱所提的大致相同，都是強調「使學生熱愛

祖國語言」、「具有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能力」；此外，又提出「在語文教學的過程中，

要開拓學生的視野，發展學生的智力，培養學生的社會主義道德情操，健康高尚的審美

觀和愛國主義精神」。這個教學目的對上面兩大綱來說有兩個突破：一是把聽說能力納

入訓練的範圍，二是把思想教育的內容擴闊，更提到開拓學生視野、智力等問題。 
88年大綱與86年大綱所提大部份相同，但有下列的差異：1．要全面培養學生的「閱

讀、寫作、聽話、說話」。2．培養學生學習語文的良好習慣。3．取消文言文的教學目
的。 

92年大綱繼承了88年大綱的精神，更提出「在小學的教學基礎上」達成初中的教學
目的，明確地注意到初中階段與小學語文學習的銜接。 
總的來說，中國的語文科教學目的的發展越來越明確、全面、合理：由訓練學生的

閱讀、寫作能力到全面訓練學生的閱讀、寫作、聽話、說話能力；由只重視語文知識、

能力的訓練到知識、能力與品德思想教育並重。另一方面，它對文言文的教學目的也有

轉變：由63年大綱的「具有初步的閱讀文言文能力」至80年及86年大綱的「能閱讀淺易
文言文的能力」，以至88年大綱則不作任何要求；由此看來，大綱對閱讀文言文能力的
要求越來越低，甚至不提要求。同時，它開始注意到中小學教學的銜接問題。 
（二）香港方面 

71年綱要的教學目的分主要目標和初、高中的分級目標。內容包括：訓練學生閱讀
「淺近書報的能力、興趣、習慣」。運用「語體文發表思想與感情；講述和寫作上有層

次條理，以及不犯文法上的錯誤」。欣賞「語體文及文言文作品的能力和興趣」。 
78年綱要是在71年及75年兩綱要的基礎上編製出來的。78年綱要的教學目標分中一

至中三的第一階段和中四至中五的第二階段，各階段又分主要目標和輔助目標。第一階

段的主要目標除增加了培養學生「運用工具書的能力和習慣，使他們從中獲得更多語文

能力和知識」、「獨立而有條理的思考分析推理和辨別是非的能力，並增進他們對社會

的責任」、並強調「應付日常生活上的要求」和「繼續進修中國語文科第二階段的課程

或中國文學科課程」外；其餘與71年綱要的內容大致相同。輔助目標主要是培養學生閱
讀、欣賞、研究文學作品的能力和興趣。 

90年綱要考慮到「配合社會的需要」，而提出兩方面的教學目標：「一．培養學生
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和思維等語文能力，提高學生學習本科的興趣，並使學生有繼

續進修本科的自學能力。二．藉著本科的教學，啟發學生的思想，培養學生的品德，增

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並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 
總的來說，71年及78年兩個綱要的教學目標只強調學生的語文讀寫能力訓練及興趣

的培養，而思想品德教育只是「對社會的責任感」一項。90年綱要教學目標的內容比以
前有所不同：明顯的有下列兩項：一、全面培養學生的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思維

及自學的六項能力。二、在強調培養學生的能力外，更藉訓練以啟發學生的思想、品德，

及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社會的責任感。在語文教學的發展上這是一個很大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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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它把語文訓練的範圍確定下來；同時，既重視能力的訓練，也強調品德的培養和文

化的認識。對於文言文的教學目的也有轉變的：由71年綱要的「欣賞文言文作品能力和
興趣」至78年綱要「欣賞淺易文言文作品的能力和興趣」，但到了90年綱要就不提任何
目標。 
（三）中港比較： 
由此看來，中港兩地的教學目的都是由只重視語文知識、能力的訓練而發展到在語

文訓練的同時進行思想、品德教育。而語文能力訓練的內容，由閱讀、寫作兩項擴展到

說話、聽話、智力、自學等範疇。同時，也漸漸注意到興趣、習慣的培養。對文言文教

學的目的由文言文到淺易文言文，最後不提任何目標。可以說，從兩地的語文教學目的

發展來看，目的越來越明確，範疇越來越全面，文道的關係越來越清楚。至於兩地教學

目的發展的差異，可根據以下不同的時段作出比較。 
1.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 
中國63年大綱與香港56年教材或71年綱要的教學目的，在著重訓練學生的語文閱

讀、運用、欣賞能力方面，兩地大致相同。在文言文教學目的方面，程度就各異：中國

要求文言文的閱讀，香港要求由文言文到淺易文言文的閱讀和欣賞。換言之，文言文的

教學目的，香港除了閱讀外，還要提升到欣賞的水平，要求的層面比中國高，而深淺程

度則較低。 
可以說，這時期的教學目的在內容和訓練項目上大致相同。不過，由於中國受政治

的干擾，63年大綱實施不到三年就被廢棄，當時的語文教學目的變成以政治思想教育為
主，語文科也被變成政治課，這是與香港不同的。 
2. 七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後期 
中國80年及86年兩大綱與香港78年綱要有所不同：中國強調在語文能力訓練的同時

進行思想教育；而香港只著重語文能力的訓練，思想教育只是輕輕的略過。 
在訓練項目方面：中國已由「讀、寫」發展「讀、寫、聽、講」四種能力的訓練；

而香港還是「讀、寫」兩項，「講」仍未能獨立出來。文言文的教學目的，兩地的對象

都是「淺易文言文」，但中國只求「閱讀能力」，而香港仍強調「欣賞能力」。 
綜觀這時期的教學目的：中國比較明確、全面；香港不談思想、品德教育，目標似

乎有所偏。在能力訓練的項目方面，中國也比香港全面；文言文教學的目的，中國比香

港明確，而且要求較低。不過，這時香港已開始注意到初中語文教學與高中銜接的問題。 
3. 九十年代 
兩地都重視全面訓練學生的「閱讀、寫作、聽話、說話」能力和「思維、智力」的

發展，而且都強調在培養學生語文能力的同時進行品德思想教育。而在文言文教學方

面，兩者都不作任何要求。在課程銜接方面，中國著重初中與小學的銜接；香港則著重

初中與高中的聯繫。 
綜觀90年代大綱的教學目的，在內容、訓練項目和對文言文的教學方面上，兩地漸

趨相同。 
總的來說，語文教學目標的發展，中國是在不斷對語文屬性的認識和排除政治的干

擾後，平穩地孕育而成的，而香港則似乎是在「九七回歸」及受國內語文教育觀點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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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下，急劇地發展出來的。而且由於教育的普及和深化的程度不同，使香港比中國更考

慮到初中與高中的聯繫問題，而中國就比較強調初中與小學的承接，但無論如何兩地現

行教學大綱的教學目的內容大致是相同的。 
 
三.．教學要求 
教學要求受教學目的的制約，因此，兩地就根據「閱讀、寫作、聽話、說話、基礎

知識」等相同的項目提出要求。 
(一)中國方面 

63年至88年大綱都列出各級的教學要求，到了92年大綱就刪去了分級的教學要求，
給教科書編選者一些彈性。大綱中各項能力要求都有相關的章節論述。基本上，88年以
前各大綱的分級要求比92年總體的要求詳細，不過它們要求的要點大致是相同的。以下
為92年大綱所提的要求。 
閱讀能力：現代文，「領會詞句在語言環境中的含義和作用，理解思想內容和文章

的思路」，「了解寫作方法，初步掌握精讀、略讀的方法，培養默讀的習慣，提高閱讀

速度，流利的朗讀課文，背誦課文中一些精彩片段，初步具有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

文言文：各大綱的要求：由閱讀文言文、淺易文言文到「文言課文」、背誦一些基本讀

文詩詞。了解文言字、詞、句，古今詞義；能以工具書學文言文。 
寫作能力：能寫記敘文，簡單的說明文、議論文和一般應用文，做到思想感情真實、

健康、內容具體，中心明確，條理清楚；文字通順，不寫錯別字；正確使用標點符號，

格式正確，書寫規範工整。初步養成修改作文的習慣。 
聽話能力 聽新聞廣播和一般性發言，文章能復述基本內容、要點和中心。參加討

論能聽出不同的意見和分歧。養成專心聽話的習慣。 
說話能力：能說普通話，回答交談，講述見聞，介紹事物，發表意見，做到語音明

白，條理清楚，態度自然。養成有禮貌說話的習慣。 
基礎知識：使用字典、標點，練習寫字，漢語拼音以及字、詞、句、語法、修辭，

文學、文體、聽說等知識。上述要求具有以下特色： 
1.由籠統到具體：每項知識由早期籠統的名詞到後期提出具體的要求，例如：詞的

知識中再細分：多義、同義、反義，詞義的褒貶等；句子知識中單句的成份包括：並列、

偏正、主謂等；修辭知識計有：比喻、擬人、誇張、排偶等。 
2.漢語拼音、漢字結構知識：由80年大綱起列入要求。 
3.知識要求的序列漸趨明確：例如：文體由中一的記敘到中三的議論；實詞到虛詞；

簡單句子到複雜句子等。 
4.掌握基礎知識目的是提高語文的能力：大綱指出，學習語文知識「盡可能與課文

結合」，做到「好懂、有用」的原則，避免「死記硬背名詞定義」，不應「用名詞術語

考學生」。 
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要依據「語文學科的特點在語文訓練中進行」。著重「思想的

陶冶，道德品質的培養」，提高「社會主義覺悟」，辨別「是非、善惡、美醜」的能力。 
整個教學要求的發展有以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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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要求不斷減低，重視基礎的訓練以符合實際的要求，例如：閱讀語體文由政治、
科技及文藝讀物到一般現代文；文言文到文言課文。 
  2.強調學生語文能力的培養，要求學生能掌握運用語文這種工具。 
  3.重視習慣的養成，例如：「培養默讀的習慣」、「初步養成修改文章的習慣」、
「養成專心聽話的習慣」、「養成有禮貌說話的習慣」。 
  4.由明確提出各級要求到不設各級要求，提高了訓練要求的彈性，以配合不同條件
下各地方的教學要求。 
  5.要求在語文教學的同時須要進行思想教育，以避把語文科變成政治或德育課。 
(二)香港方面 
各項內容只有初中、高中階段的要求，而沒有分級的要求。71年綱要只有「讀寫」

兩項，而78年綱要在讀文教學增加「口講」一項，90年綱要清楚條列「閱讀、寫作、聆
聽、說話、思維及自學」等方面的要求。閱讀及寫作教學的要求都有獨立篇章來介紹。 
閱讀能力：語體文，能閱讀（默讀、朗讀）結構較簡單的語體文，領會文中詞句的

含義，理解其內容和主旨；了解文章寫作技巧的研究（體裁、結構、技巧、文學常識）。

文言文，能閱讀淺易的文言文，理解文章的內容大意。 
寫作能力：文體訓練，71年綱要沒有列出要求，78年綱要「練習寫記敘文及說明文」，

90年綱要「能用語體寫記敘文、描寫文、抒情文、說明文、議論文和常用的應用文」。
還有，時間和份量，基本為兩教節，中一要求300字至中三500字，全年作不少於10次。
其餘還有寫作種類、課堂指導、批改、講評等項目，綱要中無不清楚列明。 
聽話能力：「能聽懂日常生活的話題，簡要的報告和演講，並能掌握講者說話的要

點」。 
說話能力：訓練學生在討論和問答時能用「正確的發音、恰當的語調、貼切的詞語、

簡單而完整的句子，清楚而有條理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基礎知識：78年綱要的正文沒有獨立章節來說明，它只是零星散見於讀文及寫作教

學中，不過90年綱要就在附錄中有較詳細的介紹，內容都是字、詞、句、語法、文體等
知識。 
思維能力：只有90年大綱提出，內容是：獨立思考、歸納、分析和判斷想像等能力。 
自學能力：只有90年大綱提出，內容是：使用工具書、參考書、索引、圖書館的目

錄，蒐集和整理資料。 
香港的教學要求有以下的特色： 
1.要求的項目全面，除語文能力外還包括思維及自學能力。 
2.90年綱要要求的綱目比78年綱要明確，使教學有法可循。 
3.閱讀教學及寫作教學有獨立的章節介紹，而且也是訓練的重心所在。 
4.聽話、說話的要求以實用為主。 

(三)中港比較 
閱讀要求：現代文，中國各大綱都清楚指出閱讀文體的性質類別，由86年大綱起更

強調需要「背誦一些基本課文」、「閱讀三、五本課外書」；香港沒有這方面的要求。

文言文，兩者要求的程度及層面由不同到漸趨相同：香港的要求由欣賞到了解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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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要求由閱讀文言文到文言課文。 
寫作要求：文體訓練的種類大致是相同的，當然由於社會發展的差異，因此對要求

應用文體的類別也有不同。字數的要求：香港是漸漸提高的，中國除在86年大綱提出兩
課節寫五、六百字的要求外，其餘都沒有提出。對寫作教學的指導香港比中國詳細。 
聽話、說話要求：大家要都是由無到有；由派生於各項訓練中到獨立成項；內容由

簡單至詳細。中國強調普通話的訓練，但香港沒有規定；訓練方法和要求中國比香港具

體、明確、廣泛、實用及多樣化。聽和說的「話」中國指普通話，香港指廣州話。 
其他要求：中國強調語文基礎知識教學，甚而獨立一項提出，香港只在附錄中提出，

它們的內容總體上是相同的。此外，中國往往在「教學中要重視的問題」部份所提與香

港的「思維能力」一項的內容相若；中國提出「習慣的培養」與香港「自學」的要求具

有同樣的作用。 
 
丙．總結 
本科由獨立設科以至正式稱為語文科雖都是在二十世發生的事，但由於語文教育具

有良好的傳統，以及學者不斷的探討，因此語文教學在二十世紀後期得到長足的發展，

而課程綱要的編制、修訂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証。 
在上述縱向發展和橫向的比較中，可以具體、清楚說明中港兩地語文科發展、變化

的異同。總體而言，我們可作如下的結論：兩地課程綱要的編訂基本上是隨實際需要而

變化的，不過中國早期比較偏重政治的因素，改革開放中後期才強調社會的實際需求。

而香港主要是從社會的實際出發。因此在整體上，兩地對語文科不論在性質、教學目的

及教學要求的觀點上都日趨接近，而且在某些觀點上已達成了共識，例如：文道的關係；

語文科的工具性與思想性；在能力訓練的過程中進行思想品德教育；強調讀寫聽講四種

能力的訓練；能力、思維是語文教學的重要目標等項目，兩地的課程綱要都有相類似的

看法。在要求上，由於兩者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背景不同，故難有一致的要求，

這是合理和務實的。 
有了這些認識兩地的語文教學才可談訓練的序列化問題，才能進行深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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