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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Author // Publisher Publication 
Year 

Vol. No. Total 
vol 

新編高中國文 / 張文翰 , 張文治編. //香港 : 中華書局 1946, 13版 v.6 1 

初中國文讀本 : 乙種 / 周振韶, 潘宗堯合編. //香港 : 中國文

教出版社 

1956- v.2-3 2 

新編詳註中華文選 / [編者陳翊湛]. //香港 : 香港中華書局 1956- v.3-6 4 

國文教科書 / 經緯圖書社編. // 香港 : 香港文化服務社 1961- v.2-7, 9 7 

中國語文讀本 / 向夏主編. // 香港 : 上海書局有限公司 1977- v.1-6 6 

新編中國語文 / [編者, 香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委員會]. 

//香港 : 香港文化事業 

1978-1979 v.1-8 8 

新編中國語文 / 編者香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委員會. // 

香港 : 香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0- v.9-10 2 

港大預科中文 / 李華年編著. // 香港 : 長河出版社  1983- v.1-4 4 

中大預科中文 / 李光耀, 林耀中, 胡文興編著. // [香港] : 基利

文出版社  

1984- v.1-2 2 

中國語文課本 / 方鏡熹 ... [et al.]合編. // 香港 : 昭明出版社有

限公司 

1991- v.1-10 10 

朗文綜合中國語文 / 鄭華達 ... [等]編著. / 香港 : 朗文 2005- v.1-6 6 

朗文高中中國語文 / 鄭華達 ... [等]. // 香港 : 朗文 2005- v.1-4 4 

基礎綜合中國語文 / 顧問梁佩雲, 郭思豪, 劉紹銘 ; 編者王嘉

傑 ... [et al.]. // 香港 : 朗文香港教育  

2009- F.1, pt.1-2 
F.2, pt.1-2 
F.3, pt.1-2 

6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 編者布裕民...[et al.] ; 顧問陳永明...[et 

al.]. // 香港 : 啟思出版社 

2009- F.4, pt.1-2 
F.5, pt.1-2 
F.6 

5 

14 titles / 67 volumes 

 

城大圖書 

Title / Author // Publisher Publication 
Year 

中國初中語文敎科書編選體系的比較硏究報告 / 硏究員: 何文勝. // [香港] : 語文

敎育及硏究常務委員會 

1997 

創思薈莘 : 學者談中學中國語文課程 / [主編, 李小達, 鄭文亮 ; 執行編輯, 葉寶瑩, 

劉嘉倩 ; 編輯組員, 林章新 ... [et al.]. // 香港 : 香港敎育署課程發展處中文組 

1998 

中國語文敎育學習領域.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 (初中及高中) /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

訂. // [香港] :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01 

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架構建議. 中國語文科 : 第二次諮詢稿 /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

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 // [香港] : 教育統籌局 

[2005]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

合編訂. // [香港] : 政府物流服務署 

[2007] 

5 titles / 5 vo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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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Item Title Source Issue 

1.  高中中國語文「中、長期建議方案」(諮詢

稿) 

教育局、課程發展議

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 

2014-01-21 

2.  古範文回歸高中課程 東方日報 2014-01-22 A18 

3.  陳德錦 (2005) 香港文學和語文教學—從五

十年代說起 

《香江文壇》 總第 42期，2005

年 12月號 第 63-

66頁 

4.  何文勝（2005）“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

香港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的承

傳” 

《初中中國語文教科

書編選體系的承傳與

創新》研究報告 

2005 

5.  陳嘉琪 (2007) 中國語文教育在新高中的定

位 

香港教育城 / 

星島日報 

-- 
2007-01-15 F04 

6.  蔡國光 (2014) 中文課程多變改 星島日報 2014-02-13 F03 

7.  羅偉安 (2013) 香港初中中文教科書工具教

學設計初探 

《中國語文通訊》 2013年 1月 第 92

卷 第 1期 第 37-

43頁 

8.  許迪鏘 (2014) 指定範文何以不全級推行 星島日報 2014-02-12 F06 

9.  方世豪 (2007) 中文科範文的意義 《人文》 二００七年七月

第一六三期 

10.  王耀宗 (2013) 背誦中文範文的好處  記憶

是學習的基石 

信報財經新聞 2013-06-15 C03 

11.  吳康民 (2014) 中國書法藝術 文匯報 2014-02-17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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