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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近十年应用文的教学生涯里，我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应用文应该教些甚么？这问

题看似简单，但又无比复杂。说简单，虽然香港流行的应用文写作书不太多，但也足够拿来

给学生做参考，教学的时候，只消谈谈基本格式，说说篇章铺排，然后给他们一点作业，批

改后给个分数，不就功德圆满了。可是，实践过来的时候，又发觉其实应用文教学是很困难、

很复杂的一件事。坊间的参考书，都是些范文集录，好一点的，也不过花几段文字，简单介

绍一下某几类应用文文体的格式和写作要点，却没有一本认真的谈到应用文写作里真正需要

关注的一个问题︰写应用文的目的何在。 

 

  这个问题，对学生来说自然不感兴趣，因为你要是拿这个问题来问他们，他们的答案大

概只有这么两个，要么是“应付老师给的作业”，要么就是“应付会考和高考”。作业做完

了，考试考过了，再问他们还记得应用文课里学过甚么东西，他们的答案也多是“忘记了”。

这不是说笑话，这是我们在大学一年级教授应用文时常常听到的答案。 

 

  其实，学习应用文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更有效地应付职场上的各种需要。职场上面对的

问题变化多端，不是简单的几条原则或几个写作要点可以解决的。即便是简单的应用文如书

信、启告等，因应不同的场合、对象和目的，也有数之不尽的变化。这里还没有把其它较为

繁复的应用文书计算进去。由于当中存在不同的变量，因此学习应用文写作，并非简单的参

考几篇范文就能解决的。 

 

  作为文案企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写下来的应用文不过是把作者的意思传递到读者之间的

一个中介物，前前后后还有很多企划工作要做。笔者在以下要谈的，是如何让学生从学习思

维过渡到工作思维，从而建立起写作应用文应有的态度，并且提出以写作大纲问卷作为下笔

前的思想准备。 

 

一、从一分电邮作业谈起 

 

  以下是去年给学生做的第一分习作︰ 



 

美国华泰明公司营业代表约翰‧史顿先生应香港大江集团邀请，分别到大江集

团香港及上海分公司介绍华泰明公司的产品。他将从香港乘坐中国东方航空公

司的航班前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请以电邮指示上海分公司的员工，准时到浦

东机场接机。（必须交代航班数据、约翰‧史顿先生的外貌特征以及接机及住

宿安排。） 

 

  以下是电邮作业的一些答案。这本是一分简单的工作，而且在日常事务里，常常会碰到

的。可是，当我们收到学生的作业时，几乎不敢相信，很多同学只是在格式和语句上没犯错，

大多数同学都没能用电邮够解决这项工作提出的问题。以下所举的，是综合了同学所常犯的

毛病而写成的两个例子。 

 

例 1 

各位员工︰ 

  约翰 史顿先生将为上海分公司的员工举行一个简单的产品介绍演讲，他‧

将于三月十二日乘坐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MU101号班机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到

达时间约为下午 3时 10分，约翰 史顿先生为外籍人士，身高约六呎，金发，‧

戴眼镜。你们务必准时带同写有英文名字的名牌开车到机场接机，并安排其住

宿。 

香港分公司经理 

陈 XX 

 

例 2 

黄经理︰ 

  约翰 史顿先生将为上海分公司的员工举行一个简单的产‧ 品介绍演讲，他

将于三月十二日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班机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到达时间约为下

午 3时 10分，约翰 史顿先生为外籍人士，身高约六呎，金发，戴眼镜。请你‧

安排同事准时带同写有英文名字的名牌前往接机，并安排其住宿。 

香港分公司经理 

陈 XX 

 

  从格式来说，这两个电邮的问题不大，而且也交代清楚接机事宜。不过，这两个电邮只

能给极低的分数，连及格都谈不上。为甚么呢？因为如果在现实工作里，这两个电邮根本不

可能完成工作。 

 

  首先，这个工作要求发信者向收信者提出一项指令，要求收信者在一个指定时间到一个

指定场所迎接一位乘坐指定航班到达的指定的人物。工作的完成，是收信人在指定时间在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成功功接到约翰 史顿先生，而这个电邮有没有成效，也以此为准。可是，‧



同学在做这个习作的时候，却仍抱着处理应用文的一贯习惯，把它视为一篇文章来写，以为

文章写了出来，他们的工作便完成了。 

 

  这分作业是在学期开始的时候发给同学做的，并需在第三个星期缴交。由于学生从中学

阶段过渡到大学阶段不久，他们对一些格式还算熟悉，但内容处理和对工作成效的要求却仍

然停留在学习思维的阶段，结果出现了大量像以上两例的答案。 

 

  以上两例有甚么问题呢？ 

 

  例 1以“各位同事”为对象，看来个电邮是广泛的发给上海分公司的所有员工，这样写

的话，结果只有两个︰(1)上海公司的所有员工那天都开车到机场迎接约翰 史顿先生，把接‧

机大堂挤得水泄不通，在回程途中，车队浩浩荡荡的像护驾一样，使约翰 史顿先生感到获‧

得元首级欢迎；(2)由于对象不楚，上海分公司的员工不知道谁该负责这件事，以为有其它同

事在那天到机场接机，结果可能谁都没去，约翰 史顿先生流落在上海这个陌生的城市。无‧

论是(1)还是(2)，大概都不是香港公司的上司希望的结果吧！ 

 

  例 2的问题在那里呢？对象似乎没错，要交代的事情也说清楚了，可是怎么可以把航空

公司弄错了，如果约翰 史顿先生真的坐中华航空公司的航班的话，看来他不知何时才能到‧

达上海了。叫上海的同事怎样接，跑到台北去接吗？ 

 

  这作业不过是简单的工作，但也有不少学生犯了类似的毛病，只顾格式符不符合要求，

却不想想他们写的电邮的内容，是否真的能够完成工作。当然，如果纯粹是一分学生习作，

只像一般的教科书要求的，根据格式、内容铺排、句子通顺与否的准则来评分，这两分习作

至少也应该得个及格的分数，说不定因为文句好一点，还可以拿个高分。可是，若果在工作

场所中写出这些电邮，非但得不到任何分数，肯定还得挨骂。同样一分电邮，前者可以及格，

后者却要挨骂，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应用文有自身的特性，它是以工作为本的。 

 

二、工作主导的应用文 

 

  我们都知道，应用文不是花拳绣腿的文章，不是让人产生共鸣的文学作品，它的作用，

是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透过文字这个中介物来传递一些信息，以便完成某些工作。在写作

的过程中，应用文不是一个独立的，完满自足的个体，它本身没有独立的内容，它的内容，

必须建立在每件独立的事件上，也可以说，应用文是一种“工作主导”的文案。这种文案有

以下几点特征。 

 

⑴规范性 

 



  在以事件主导为主的应用文写作里，首先要解决的是规范性的问题。其实，规范性是应

用文之所以有别于其它文章的一个特点，也是它所以成为教学过程中一个需经努力学习、把

握的学科。不同种类的应用文，甚至同一个种类内，不同功能的应用文，其规范性也不尽相

同。规范性既可以是由政治加以规定的，也可以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以香港为例，一般的信

件，政府有自己的一套格式和用语规则，商业机构有自己的一套格式和用语规则。 

 

  就以称呼受文人为例，政府的信件里，只用“你”、“你们”来称呼受文人，但商业书

信则多不用这种给人粗鲁、无礼的称呼，而用沿用在情感表现上较为客套的“阁下”、“台

端”、“您”等，即使在用“你”的场合，也尽量把句子的语气写得客气，不像政府的书信

般无礼。又如签署和日期方面，政府采用的是署名在右下方、日期在左下方的格式，而商业

书信中，有采用这种方式的，但也有不少金融业的机构采用美式，即签署和日期同样在左下

方。不过，无论采用那一种格式和用语，两者之间都有各自的规范性，以哪个机构的名义发

出的东西，就得跟从该机构所沿用的规范，不能逾越。 

 

  规范性这东西，是可以掌握的，也应该在学习应用文的初期就掌握好了。 

 

⑵对象性 

 

  应用文在写就之时，作者不考虑要将它藏之名山，传之久远，而是因应生活或工作上的

需要而撰写的。生活或工作的过程中，必然牵涉到对象的问题，这跟我个人写一首诗不同，

写诗可以是纯粹的个人情感的抒发，写完之后给不给人家看，那是另一回事。写的时候，我

可以没有特定的对的（写给情人的情诗例外）；但应用文则不同，离开了对象，那就不成其

为应用文了。总不成因为今天有空，就写一个计划书来自娱，以看看自己的写作能力吧！ 

 

  既然有对象，用词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因应不同的对象而采取不同的措词。例如以

下的例子，某上司因为某件工作，要身為下属的您提供数据，他把要求这样写给你，你看后

怎么样︰ 

 

仲仁主任钧鉴，叩禀者︰愚兄现正撰写部门来年之工作计划书，亟需   台端鼎

力协助，提供所需数据。烦请贤弟高抬贵手，填妥奉上之表格，于十月十五日前

掷还愚兄，俾便处理。劳驾劳驾。 

总经理陈伟恒字

二００三年十月十二日 

 

 

  这里面包罗了各种各样的客套语，而且信息清楚明确，但是写这张便条的经理，却没有

考虑过在特定的场合，面对特定的对象时，采取的传递信息的方法和策略，是否恰当。这就

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了︰是不是学会了基本的写作技巧、格式结构、常用套语便足以写



出能合乎工作需要的应用文。看过这张便条之后，我想大家的答案都是“不”了。为甚么呢？

这张便条完全符合格式，用语上也有礼得体，交托对方办理的事情清楚明白，而且合乎一事

一简的原则，上下款称又没有问题；但在实际工作环境里，无论是身为上司的你给下属写张

这样的便条，或者是你的上司给你写，大概也会感到“受宠若惊”的吧！如果你有这种感觉，

那是甚么原因呢？是格式错误吗？不是！是用谦敬词用错了吗？也不能这样说！那为甚么呢？

原来写的人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对象——。 

 

⑶策略性 

 

  不少的应用文都牵涉到实际工作中的业务活动，这些业务活动可以是简单的向客户推销

某些产品或者服务（推销信、宣传单张、宣传海报、广告之类），可以向下属或者机构组织

以外的人宣布、澄清、说明某些事情或活动（通告、启事、声明、便条之类），可以是向上

司、同事或者客户介绍一个新的业务计划，并期望对方支持以便落实（建议书、计划书之类），

也可以是向上级汇报或总结某些活动的过程、成果和经验（活动报告、财务报告、调查报告

之类），又或者是纯粹出于礼节原因而发出的邀请信、请柬之类。种类的多样性是应用文的

一个特征，也是它之所以难以掌握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各种各样的应用文文

类的基本写作技巧之后，还得在这些技巧之上，加入策略性这个元素。应用文作为业务工作

中信息传递的桥梁，它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传

意策略。 

 

  以我的意见而言，传意策略可以分为显性传意策略和隐性传意策略两种。 

 

  显性传意策略是指那些把信息编排得有条不紊，轻重分明，脉络清楚的信息表传递技巧，

这种技巧与谋篇布局有莫大关系。例如首段应该怎样引导读者进入话题，大量信息应按怎样

的结构模式铺排于读者眼前，是根据内容的时序性，根据内容的类别性，还是内容的重要性

来铺排，这就得作者配合自己所订的传意目的，作出相应的配合和巧妙的运用，以便引领读

者层层深入的理解信息的内容和作出恰当的回应。 

 

  隐性传意策略，是指在有形的结构背后所隐藏着的一些传递信息的动作。这些动作可以

透过字里行间表现出来，例如所选择的词汇，句子的结构等，甚至简单如一个亲笔签名，也

是一种隐性传意策略的技巧。显性传意策略是要有系统的把信息传递给受文人，隐性传意策

略则是在显性传意策略的基础上，利用文字、句子等有形的事物给受文人营造一种特殊的感

受，使受文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接受作者的提出的信息。 

 

  以下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1998年 2月 15日  陈大文先生 



 

亲爱的陈大文︰ 

 

为提高本公司营业代表的计算机知识，我们

将举办一系列的讲座，以便我们的员工能够

接触这些尖端科技。听说你是会应用国际计

算机网络的，因此想请你在四月三十日下午

二时至三时到本公司会议室，向员工说明一

下最新国际计算机网络知识。除车马费外，

我们还会给你 2,000元的演讲费。 

 

此信由计算机处理，不用签署。 

 

  为提高本公司营业代表的计算机知识，

我们将举办一系列的讲座，让员工能够接解

这些尖端科技。素仰 阁下在国际计算机网

络应用方面经验丰 富，因此诚意邀请 阁下

于四月三十日下午二 时至三时莅临本公司

会议室作一小时的演讲，向员工介绍最新国

际计算机网络知识。为酬谢 阁下，除车马

费外，本公司将奉上 2,000元的演讲费。我

们期待着聆听 阁下精采的演讲。 

  敬祝 

商安 

 

 

双江计算机公司总经理 

张双江谨启 

1998年 2月 15日 

 

 

同样是邀请对方出席演讲会，前一封邀请信只把事情说明白，但遣词造句上没有经过特殊的

处理，结果虽然能做到显性传意策略，但隐性传意策略的不成功，却使这封信收效不大。获

邀约的一方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从字里行间，读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要约，更感觉到一种不受

尊重的气氛，这是选字的问题。相比第一封信，第二封信同样写一件事，但选择了另一个系

列的词汇，而且附上亲笔签名，这就在字里行间营造出一分尊重读者感受的氛围，让读者在

觉得受尊重的情况下，吸收作者提供的信息和要求。前一种不考虑隐性传意策略的写作方式，

往往给人反感。 

  最重要的是，无论你选择与否，隐性传意策略还是存在于应用文之中。像上面的第一封

信，即使你没考虑过要不要选择一系列的词汇来表达意思，你还得用上一定的文字来写的，

这些写出来的文字，本身已经营造了一定的气氛，让读者去感受。所以，撰写应用文的时候，

还需要认真的考虑文案中的显性和隐性传意策略是否恰当，能否达到有效传递信息的目的，

从而获得最大的成功。 

 

⑷实效性 

 

  应用文既然是以工作主导为基础而撰写的文案，那么它的内容自然跟工作有密切关系，

而且它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所牵涉的工作是否达至完满解决为准。即使作者满腹经纶，文

采出众，连篇累牍，最终不能把信息传递给对方，或者对方未能按照作者原来的意愿来办这

件事，那也不算是一篇成功的应用文。 



 

  实效性使得应用文的撰写不能仅仅以作者是否写完某篇文案为评估标准，必须以文案完

成并且发布给相应对象的那一刻开始，才能对其效用作出评估。因为离开了受文对象在阅读

之后作出的回应的话，文案的成效还是不知道的。例如你在公司里发出了一则通告，通知大

家下星期公司要进行防火演习，但通告发出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同事理解错了，以为演习

是在这个星期内进行。这篇通告算得是成功吗？当然，对你来说，“写一分通告”的工作确

实已经完毕了，但通告作为解决“通知同事下星期进行防火演习”这工作而言，非但没有做

完，还做错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分通告还是一分有成效的通告吗？又例如你为公司撰写

一分合作计划书交给 B公司，希望进行一项商业合作，但对方看了之后，觉得项目不吸引，

合作计划就告吹了。你的上司追问你这个合作工作完成了没有，你可以这样说︰“我写的计

划书已经送去了，所以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吗？两个例子的答案都是“不！” 

 

  怎样才算是完成了工作呢？这是一个实效评估的问题。首先，应用文案的实效评估在时

效上不是到文案写就的一刻为止，这一刻不过是文案实效的分水岭。在这一刻之前，实效评

估是作者脑海中的事，他可可就不同的元素加以考量，以这些元素为基础，估计受文人收到

文案后将如何作出反应，并且根据这个初步的评估，采取相应的策略来完成文案。例如要公

司同事清楚知道防火演习的时间，可能是用不同字体的策略突出时间，也可能是在通告的标

题里写出演习的日期，以便在读者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至于像合作计划书那类的文案，

牵涉的策略就复杂多了，除了铺写策略外，还需要考查对方组织一般对待这类计划书的惯例、

对内容重点方面有没有特殊的要求，等等，不是简单的说我会写文章就可以完成的。这些要

考量的事情，都不是文学造诣的问题，而是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可是不先解决这些问题，

到写出来的文案出了岔子，那就不能怨天尤人了。这不是说我这篇通告、这分计划书拿不拿

到满分的问题，而是我能不能成功把工作做好的问题。 

 

三、从学习思维过渡到工作思维 

 

  应用文既然是工作主导的文案，要学好应用文写作，就必须摒弃过往仅仅把应用文视为

课堂中的一种文体来掌握的学习方法，而应该以类工作环境的方式或方法来刺激学生的思考，

使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把握应用写作，而且评估标准也应该有所改变，使学生能够从学习

思维过渡到工作思维来考虑应用文写作。 

 

  以下是学习思维和工作思维在应用文写作中的对比︰ 

 

 学习思维 工作思维 

心理状态 应付作业的心态 完成工作的心态 

写作目的 学习技巧 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写作过程 留心格式 留心信息表达 



注意字数 考虑传递方式 

重视点 老师给予的分数 工作的实际成果 

绩效评估 以获取的分数作成效评估 以是否达到目的为成效评估 

评估者 老师 受文人及其回应 

评估准则 语文技巧、格式、字数、结构 信息内容的传递策略、态度、成效

 

  要区分学习思维和工作思维，是因为不作如此的区分，老师们很容易就会把应用文跟其

它文章混为一谈，过分重要形式上的要求，反而忽视了应用文作为一种独特文类的特性，以

至在评估学生的作业时，以类似评估文学作品的方式来评分。 

 

  其实，像上面指出的学习思维中的各项，诸如格式、字数等，根本不是写作应用文时最

需要关注的地方。例如格式，基本上现行的应用文参考书已经有详细简介，人们要写的时候，

只需番一番便行。字数更非大家应关心的地方。试想想，在工作场所里，那有员工在上司吩

咐要写一篇通告之后，反过来问道︰“请问这篇通告要写多少字？”如果真的这样问的话，

那员工不是无知，便是工作态度有问题了。可是，我们接触到的学生，在收到作业后，最关

心的毕竟是这两个问题。 

 

  由于应用文的训练是作为作文课的训练的一部分，因此它不过像其它文类一样，以获取

的分数作成效评估，可是分数或等级，除了像征意义外，根本就没有实际作用。在解决工作

问题时，文案根本没有甚么分数、等级可言。一个合作建议书，只有成功和失败两个结果，

要么就是获得对方的接纳（虽然可能要修改），要么对方根本就不接纳这个建议，对方不会

对你说，你的合作计划得了乙等或者丙等。关注分数的习惯，不过是考试为本教育制度遗留

下来的产物，却不是教导学生真正掌握适用于工作的应用文技巧的好方法。 

  以工作思维出发处理应用文，评估标准则不同。它必须考虑受文人的反应，并对之预先

进行评估，希望在初步评估之后，能够拟定一个较为有效的策略，把恰当的信息传递给受文

人，并透过各种途径，引导受文人作出作者期待的回应。唯有得到预期的回应，文案才算得

上有成效。 

 

  因应学习思维过渡到工作思维，我们应该让学生摒弃过去那种只注重语文技巧、格式、

字数和结构的评估方式，进而建立一个在语文技巧、格式、结构之上，配合恰当的信息内容

的传递策略、态度和重视成效的新评估标准。 

 

四、写作大纲问卷作为过渡工具 

 

  上面谈了工作为本应该重新建立一套新的评估方式，可是怎样建立呢？笔者过去几年，

让学生在写作应用文作业之前，先行填写一分问卷，透过一些问题，刺激学生思考应用文背

后的工作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他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又引导他们逐步提出自己对问题



的处理方法，从而确立文案的主体内容和写作策略。虽然这些工作都是模拟性质，但通过对

工作中提出的各种难题的思考，学生也可以从中建立他们对文案的成效的初步标准。有了这

个初步的标准，有了他们自己提出的主体内容和写作策略，最后就是他们完成的文案是否配

合自己提出的标准，内容是否跟构思中的主体内容一致，写作策略是否得以完善运用。 

 

  写作大纲问卷的内容如下︰ 

 

一、你认为是次工作的目标是甚么？ 

  （如果按办是次工作，你将订立甚么目标？） 

 

二、是次工作所撰写的文案的读者是谁？ 

（考虑一下谁将阅读这篇文章，他们的地位、学历和对课题的认识程度是否左右文章

的深浅程度和语言风格。） 

 

三、你希望是次工作获得甚么成果？ 

（你写完这篇文案后，希望获得怎么样的回报？是大家接受并按照你的意思来执行要

求的事项，还是因为你的文笔而大受感动？） 

 

四、你认为读者对文案有甚么要求？ 

（试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想想你希望作者在文案中谈些甚么或给你甚么建议。）

 

五、你认为哪些论点 / 证据能满足读者的要求？ 

（写文章的时候，大家面对的往往不是太少材料的问题，而是材料太多，不知从何入

手。承接上一题，如果从读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应该能拟下一些读者有兴趣知

道的内容，这部分请想一想，要让读者接受你提出的东西，可以提供哪些论点、证据

或资料。） 

 

六、你的文案将采用怎样的谋篇和遣词造句的技巧以完成工作目标？为甚么？ 

（选择不同的材料后，怎样铺排才能恰当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呢？有系统的篇章布局

是成功的第一步。请想一想你在写这分文案的时候，怎样才能把不同的数据系统地安

排好。此外，因应读者的身分、地位和学养，作者在写文章的时候，往往采用不同的

语气、风格，灵活运用不同感情色彩的词语和句式来表达思想。你又怎样做呢？） 

 

七、请拟出写作大纲︰ 

 

 

 

  之所以有这样的构思，是因为我们明白，在撰写任何文案之前，都必须思考该文案的目



的、读者期望和语文策略运用等问题，以便更有效的完成文案，从而解决工作上的问题。这

些问题关乎到文稿撰写后的成效。比如说，在撰写计划书前，得先想清楚这分计划书的目标

是甚么？是为了完成上司压下来的工作，还是为了透过完成工作，表现自己的办事能力？是

为了为对方提供利益，还是为了让自己的机构在合作过程中获得利益？又例如撰写在报刊上

发表的建议书，目标是甚么呢？是为建议而建议，还是为了让公众更清楚提出建议组织的立

场和行事取向？在提出建议时，我们应怎样向公众交代组织的立场、目的和主张？有甚么话

可说，有甚么不应说？凡此种种，都是在不同文案的企划过程中得面对的问题。 

 

  这些问题，能够在下笔前先行解答，有助于作者更了解所写文案的立意取向和解决问题

的方法、建议、措施等的目的和理据，也更清楚采取甚么信息传递策略来引导读者。 

 

  完成了问卷之后，正式下笔完成文案，最后也得以这个大纲的内容跟文案对照，看看文

案是否真的根据问卷中列出的思考内容来撰写。如果连这个也达不到，那就是说，这个文案

没达到作者自己拟定的解决工作问题时所订立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也是他们将来在真正工

作时必须自己面对和自己订定的标准。身为老师的，应该站在这个角度来评估学生的习作，

并从而提供意见，例如发觉他们所订的目标、策略等出现问题时，就得给他们分析清楚，帮

助他们建立更清晰的目标和更有效的策略；发觉他们的文案没能配合自己订立的标准时，也

要给他们分析问题所在，提供辅导，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订定的符合完成工作并获至成效的

标准写就文案。 

 

五、结语 

 

  应用文写作并非简单的事情，要写出有效的应用文，更非翻几本参考书，学会几种格式

就能够做到的。应用文写作，其实是一个文案企划的过程的一个部分，是作者利用特定形式

的文字把信息由自己的一方传递到受文人一方的桥梁。应用文真正发挥作用，不是它写作的

时候，是它到达受文人手上才开始。以应用文来完成工作，不是从下笔写第一个作开始，也

不是以最后一个字写毕作结束；它的开始，其实是从写就之后，传递到受文人的一刻开始；

它的结束，是以受文人阅读之后作出的回应为结束。明乎此，我们对应用文的评估标准应该

改变，对教学内容的侧重点也应该改变。其实，教授应用文，就是要让学生从学习思维过渡

到工作思维，使他们真正明白应用文是工作主导的文体，而非一般习作文章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