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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 課程標準及課程綱要 

1遷臺前中學課程標準（民國 18、21、25、29、37年） 《20世紀中國中小
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彙編-語文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年 2月出版 
2《修訂中學公民國文歷史地理科課程標準》  教育部  民國41年（1952）

12月公佈 

3《中學課程標準》  教育部  民國51年（1962）1月公佈 

4《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教育部  民國62年（1973）2月公佈   

5《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教育部  民國72年（1983）7月公佈  台北正中

書局 

6《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教育部  民國84年（1995）10月公佈 台北正中

書局   

7《普通高級中學暫行綱要》  教育部  民國93年（2004）10月公佈 

8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    教育部  民國92

年（2003）1月 

二、 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由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主編） 

《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民國46年（1957）8月 台北正中書局 

《第四次中國教育年鑑》，民國63年（1974）6月 台北正中書局 

《第五次中國教育年鑑》，民國76年（1987）台北正中書局 

《第六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民國85年（1987）6月 教育部 

 

三、 高中國文教科書 

（一）遷臺前及遷臺初期高中國文審定本教科書 

1《新編高中國文》（一）至（六）冊  宋文翰、張文治合編  上海中華書

局  民國27年（1938） 

2《高級中學國文》（一）至（六）冊  高明編選  正中書局  民國39年

（1950） 

3《高級中學新國文》（一）至（六）冊  蔣伯潛編選  世界書局  民國

39年（1950） 

4《高級中學國文》（一）至（六）冊  戴君仁 許世瑛編選  復興書局  民

國40年（1951） 

5《高中國文》（一）至（六）冊  陸鐵乘 李曰剛編選 華國出版社  民國

41年（1951） 

6《新世紀高中國文》（一）至（六）冊 楊家駱主編  世界書局  民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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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52） 

（二）遷臺後標準本暨統編本 

1《高級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一）至（六）冊  中學教科書國文科編輯

委員會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民國42年（1952）8月初版 

2《高級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一）至（六）冊  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科

編輯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  民國52年（1963）8月初版 

3《高級中學國文》（一）至（六）冊  國立編譯館高級中學國文科科用書

編輯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  民國60年（1971）8月初版 

4《高級中學國文》（修訂本）（一）至（六）冊  國立編譯館高級中學國文

科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   民國64年（1975）8月初版 

5《高級中學國文》（一）至（六）冊  國立編譯館高級中學國文科教科用

書編審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  民國73年（1984）8月初版 

6《高級中學國文》（一）至（六）冊  國立編譯館高級中學國文科教科用

書編審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  民國83年（1994）8月改編初版 

7《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至（六）冊 民國61年8月初版 

8《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至（六）冊 民國74年8月初版 

9《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至（六）冊 民國77年8月修訂初

版 

（三）民國 88年（1999）以後一綱多本之審定本 

1《高級中學國文》（一）至（六）冊  黃志民主編  三民書局  民國88年

（1999）8月初版 

2《高級中學國文》（一）至（六）冊  黃志民主編  東大書局  民國91年

（2002）8月初版 

3 《高級中學國文》（一）至（六）冊  李鍌主編  正中書局  民國88年

（1999）8月初版 

4《高級中學國文》（一）至（六）冊  邱燮友主編  南一書局  民國88年

（1999）8月初版 

5《高級中學國文》（一）至（六）冊 董金裕主編  大同資訊出版（後改組

為：康熙圖書公司）  民國88年（1999）8月初版 

6 《高級中學國文》（一）至（六）冊  宋裕主編  翰林出版  民國88年

（1999）8月初版 

7《高級中學國文》（一）至（六）冊  何師寄澎主編  龍騰文化出版  民

國88年（1999）8月初版 

8《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至（六）冊  陳滿銘、黃俊郎編著  三

民書局  民國88年（1999）8月初版 

9《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至（六）冊  邱燮友主編  南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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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民國88年（1999）8月初版 

10《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至（六）冊  董金裕主編  大同資

訊出版（後改組為：康熙圖書公司）  民國88年（1999）8月初版 

11《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至（六）冊  宋裕、王瓊蕙編著  翰

林出版  民國88年（1999）8月初版 

12《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至（六）冊  何師寄澎主編  龍騰

文化出版  民國88年（1999）8月初版 

 

（四）大陸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及教科書 

1 1956至2000年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  《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

學大綱彙編-語文卷》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年2月出版 

2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訂  北京、人民教

育出版社 2003年4月 

3 《高級中學課本—語文》（一）至（六）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二室編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年10月第2版 

4 《高級中學語文課外閱讀》（一）至（六）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二室

編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年2月第1版 

5《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語文》（一）至（六）冊  人民教育出版

社中學語文室編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年6月第一版 

6《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讀本》（一）至（六）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

學語文室編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年6月第一版 

7《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語文》（一）至（三）冊  人民教育出

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中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北京大學中

文系語文教育研究所編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年5月第一

版 

8《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語文》（一）至（三）冊  史習江、張

萬彬主編  北京、語文出版社  2004年11月第一版 

（五）香港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及教科書（注：香港中學學制為五年） 

1《中學中國語文科中一至中五課程綱要》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1990年 

2《中學中國語文課程指引》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2001年 

3《中國文學課程綱要》（中六）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2002年 

4《中國語文》一至十冊  吳牧、招祥麟、蘇文玖、賴蘭香  現代教育研究

出版社 1991年 

5《中國語文》一至十冊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編輯部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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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國語文》一至十冊  劉國正、黃成穩、紀馥華 麥美倫出版社 1991年 

7《中國語文》一至十冊  希裕民、陳建偉、陳漢森、謝錫金   啟思出版

有限公司 1991年 

8《會考中國語文》第一冊至第四冊  顏加興、譚耀華、袁漢基、張繼發   現

代教育研究出版社 2002年 

9《現代預科中國文學》第一、二冊  顏加興、謝錫偉、袁漢基、張繼發   現

代教育研究出版社 2003年 

 

四、 相關著作（依出版年份排列） 
（一）國語文教材與教學研究論著 
臺灣方面 

李金城《中學國文教學的藝術》，高雄、復文圖書出版、1979年7月初版 

蔡崇名《中學國文教學析論》，台北、學海出版社，1981年 5月初版 
水心《高中國文教材編選研究》，國立編譯館出版、正中書局印行 1982年2月 

張博宇編、何容校訂《台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台灣省教育廳發行，1987

年4月 
王更生《國文教學新論》，台北、明文書局，1987年 6月 4版 
黃錦鋐《國文教學法》台北、三民書局，1990年8月 

黃錦鋐《選文研究—中小學國語文選文之評價與定位問題》，台北、三民書局，

1993年5月 

梁桂珍《國語文教學的多元探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1993年 8月 
王明通《中學國文教學法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1993年9月初版二刷 

宋裕《高中國文趣味教學手冊》一至六冊，台北、萬卷樓出版，1994年 

陳滿銘著《國文教學論叢》，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 9月 
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主編，《高中國文教材鑑賞分析》，台北五

南圖書出版，1995年 4月 
李威熊主持研究《海峽兩岸國民（初級）中學國語文類科教科書之比較研究》，

國立編譯館，1995年 4月 
《臺灣、大陸、香港、新加坡四地中學語文教學論文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

教育輔導委員會印行，1995年5月 

黃春貴主持《高級中學一年級國文科改編本教科書編輯方式及編寫內容之調查研

究》，國立編譯館，1995年9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主編《如何進行國文教學》，臺北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出版，1996年 6月 
張學波《中學國文教學理論研究》，台北明文書局，1998年 10月再版 
潘麗珠《台灣現代詩教學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 3月初版 
黃春貴《中學國文教學實務精講》，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 9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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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陳惠齡《現代文學鑑賞與教學》，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9月 
王更生《國文教學面面觀》，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1年 5月 
王熙元《關懷國文》，基隆、法嚴出版社，2001年 7月 
鄺采芸、陳昱如編輯《認識學科能力測驗7》，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02年1月 
陳滿銘《大學入學考試國文科試題分析》，台北、萬卷樓，2003年5月 

陳一誠主編《國文新式也—國文課也可以這麼教》，台北、遠流出版，2003年5

月 

李素真策劃《自豪與自幸—廿堂名家的國文課》，台北、商周出版，2005年 5月 
 

 

大陸方面 
陳必祥著《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發展史》，雲南、雲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5月 

張隆華主編《中國語文教育史綱》，湖南、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1991年 8
月 

李杏保、顧黃初著《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 

孫培青主編《中國教育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 

鄭國民著《從文言文教學到白話文教學—我國近現代語文教育的變革歷程》，北

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顧黃初主編《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顧黃初 顧振彪著《語文課程與語文教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 9月 
倪文錦、歐陽汝穎主編《語文教育展望》，華東師範大學出版，2002年 
 
香港方面 
謝錫金編《優質教育-中文教育新趨勢》，香港大學課程學系出版，1998年 
何文勝著《從能力訓練角度論中國語文課程教材教法》，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1999年11月 

鄧仕梁編《香港語文教育反思—中國語文通訊選輯》，香港中央文學出版社，2001
年 

何文勝、倪文錦編《祖國大陸與香港、臺灣地區語文教育初探》，香港、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1年6月 

何文勝主編《中國語文教育百年暨新世紀的語文教育課程改革》，香港教育學院，

2004年3月 

 

（二）課程研究與教科書研究 
臺灣方面 

黃政傑《課程改革》，台北漢文出版，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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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各國教科書比較研究》，臺北、臺灣書店，1989

年12月 

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書用書編輯研究小組編著，《中小學教科書用書編輯制度

研究》，國立編譯館、正中書局印行，1990年7月 

許南號《台灣教育史》，台北、師大書苑，1992年1月 

吳正牧《我國中小學教科書供應品質研究》，臺北、臺灣書店，1994年 

石計生著《意識型態與臺灣教科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年6月 

張祝芬《如何選用教科書》，台北、漢文書局，1995年11月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1996年12月 

陳伯璋、林山太《學前至高中階段課程與教材的主要問題》，行政院教育改革審

議委員會，1996年12月 

王家通《中等教育》，高雄、麗文文化出版，1997年 

方德隆《課程與教學研究》，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一刷 

陳德和《臺灣教育哲學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6月 

《教科書之選擇與評鑑》，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主編，高雄復文書局，2003

年 

歐用生《教科書之旅》，台北，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出版，2003年 8月 
《教育發展的新方向—為教改開處方》，台北、心理出版社，2003年9月 
林玉体《台灣教育史》，文景書局印行，2003年9月 

黃光國《教改錯在哪裡？--我的陽謀》，台北、INK出版，2003年9月 

薛承泰《十年教改為誰築夢？》，台北、心理出版社，2003年9月 

周祝瑛《誰捉弄了臺灣教改》，台北、心理出版社，2003年9月 

《九年一貫課程之展望》，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協會主編、揚智出版社，2004年 

 
大陸方面 
《21世紀中國課程研究與改革》全國課程專業委員會秘書處編  北京 人民教育
出版社  2001年 9月第一版 
《語文課程標準解讀》，中共教育部基礎教育司語文課程標準研制組，湖北教育

出版社 
 
（二）其他相關論著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華文化概述》，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推行委員會，1984年4月 

高明，《中華文化問題之探索》，正中書局印行，1987年 

洪炎秋等著《何容這個人》，台北、國語日報，1992年7月 

林安梧主編、龔鵬程等著，《海峽兩岸中國文化之未來展望》台北明文書局，1992

年11月初版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中國教育學會主編，《文化變遷與教育發展》，國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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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出版，1993年 6月 
羊憶蓉，《教育與國家發展》，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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