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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香權政府法定語文事務著攝寫了《政府告文寫作手冊〉試行本，現年7另

傳言了復正式印行(以下簡稱〈宇間>>) ，引起了香港和中團大陸學者的注意，即使墟室內蒙

古?也有人參考權本《乎鴨) ，雄主11'位文寫作的比較研究， 1 其建要性自不待苦。不過，

以《手冊〉為對象的研究 3 在香港反蔣仍未多見。

《手摺》眼1;)，往香港政前公文寫作的規定比較，不少地芳作了鬱攻。其中談到文體要

求時， 2 明確地提出 f雖說揮用自詣，吾吾不娃完全揖棄文苦用詣。文苦苦嚮意眩，行文

時為求簡潔得體 3 也會酌情使用 J 0 造f聽說法，與一直以來政廢全文的寫作要求頗有不

同。

本文當先髓略居屬有關香攏政府仕的文體的發展和爭議 3 然後根據最新的要求 3 好

析《手冊》兮齒樣本能遁詞用字，以接討近年政府全撞在行文用語方富的改變。

番話§雖說是個雙語社會多扭過去自受英體管泊多官方舟龍主要是英語。協此，中文

的地位建議不及英語。財政府公文為例 p 一盤先以英文起孽，再觀譯成中文，至於格

式、用語深受英文書f裔的影響，說更加不在詞下 z 。

關於香港政府合函的文蟬，大抵在1986年;其前，部分用自語文，部分用文盲文。

1986年可算是偶分水嶺，自為香港政府中文公i蜜的寫作多提前並沒有明確的準即可循 c

自從 1972年設立中文企事管理鳥， 1974年頓布法定謂文離例(香權法倒第5章)之後，至5

1975年多才編訂了《香港故府中文公文處理手禪) ，作為撰寫兮函的參考。按手時接出「文

在湖北笠扇舉行的第三屆現代應用文認際研討會(1998.6.29-7.4) 上，內蒙古農教學院蘇麓的《中額大

陸、臺灣、香港公文精式比較分析》以及內蒙古師範大學王志彬的《中國內地與港台公文格式之比較》

灣第論文，均以《守主搏子作比較的依據。

2 所謂(文體要求j 要指的是文設和白話的選用，與!文章曾發裁」乎正肘。應用文的[文體J '也有人稱了話

體j 、[舊書寫語言言j 、(用語J 等，不一間足。這裳被照《乎冊》的m法，仍苦奮稱為「文體J '以便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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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應力求幫潔、聽淺、農輯J '對文體立全沒有明攏的要求 2 由於謹囑打字?當旬，繞過似

未太廳。 z 彈時候多政府中文台臨的使用並不瞥遍，自然沒有急緝的備要去制訂標準。

對香器設府中文台函寫作的發展來說全 1986年是黨哥哥的一年。間為社連年，布或得

署發H:l第問號，想務通告，對撰寫合函的通則作了指示，要吾求負責人員教函市民時應該接

用自詩文:

「擴寫合函的一般原期，是力求精髓明轍，措辭得體，文字淺白，講故伯人容易

了解內文。國吭，故!詩人員和市民通倍時，應該用自語文，謝本用文古文。 J4

議告所甜的〈白話文台函樁式樣本》及《自語文公i柔i格式鍵要}> (以下簡稱《獎賽}>)多其中

f文體J …節闖京晚義指出 f中文公i盞，應該用白詩文擴寫J '又要澤1t用語， f白話文企

l誨的行文，聽故力求簡潔、淺白和研雄。不已接要的路語，鑽避免採用 J ' 5 成為十多年來

撰寫中文公臨的依據。

手持敢向署的第四號線務題告，重要J性是不當而喻的。因為後來中文企事管理局的中

文轉員也定期發指鶴按〈中文兮的的文體〉的避函?以接醒各部門人真撰寫中文合i主!要注

意的地方 α 這對通曲除餾刑期字外 3 內容銀第阻號總務通告並沒有不闊。所以，負量達培

割舍輯錯的合發鐘訓練;處(現改稱全務員培訓處)正式印發的《常揮中文公事梅式及辭彙》

(1991年出軍第四組) ，狀及在1995年編軒的〈常m合文樁式及樣本}> ，閑書在文體要求方

面，仍J陪守《提要》的指示多沒有甚靡不時。

合文內容:直接路明，要用白話撰寫，是好幾十年來的趨勢， t往是確的方向。在這

{圈發展其實與文盲和自話孰優孰劣無闕，t!!非只問一般人缺乏足夠的文當寫作能力，爾

是寬竟有沒有需要以文當去寫告文的問題。研以，政蔚中文舍是i提出的三點，部精鶴曉

確、措辭得體和文字議白，十分符合車代應用文的基本寫作要求，沒有太大的爭議。不

3 參書長耀南〈應用)c概說》贊賞361 0 (香港 :LÙ建社， 1991年。)又據李孝讓〈中關內地、港、台行政公

文勢議〉一文所迷宮幾年前 2 當時的中文專員馮建光轉覆餃子成餒，請《香港政府中文公文處3援手機》

f初版只是打字泊的J 印數不多，未嘗幕紋，今無存才s.:J '晃去學學銘:t編〈現代應用文的教學與研

究) ，頁3路。(替港:香港王軍工大學， 19總是字。)

4 轉引自公務員訓練處《常為中文公事格式及商學發〉第三三版序。(~寄港:政府印務局， 1的1年。}

5 轉引自陳志誠《應將文主主機) ，直言230交231 0 (空手港:紹明出版社，玲在7年也)

6 例郎自話文運動的主將說過 3 玉手於 1922年已提出公文撥一律改用自話，參〈公文應該改用自言齡，收

入《胡適學術文集:語苦苦文字研究) , ~313至3悅。(北京:中毒審議為， 1993年。)香港學者訪函，李

家樹在〈關於憋悶文教學的一些經驗〉一文，也極力主張應朋;文藝翔白話撰寫，見〈語文研究和給文教

學~ (繕訂本) ，夜 179~至 1位。(香港:溯務印霧館，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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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 I用自語文，罵不用文古文j 的規定，卻錯誤地引申到Jifr有文盲搏器都不能使用。

襄姑且不論文賢和自詣的界說， 7 但是把文言文等問文言用諸多就未免墉枉遊正了。

血話文的基礎是現代漢語，而琨代漢語的詞匯，特別是書商用講多不少來自古代，

沒有可能全部廢棄不用。融體〈現代漢錯詞典) ，也可以見對不少文吉搏器。如果台商寫

作要纜車、得體。(不提用文會用語義i乎於理不合。事實上，文字淺自只能針蓋章一般情說

。嚼的本身既存在著酬世聽備，就不能在萄心d患 9 若要心思鸝響，表權精確，繹不

能不字斟句酸。對於這個矛盾，政府中文公鎮一直沒有好好處理。

《搗嬰》所擺出的寫作指軒，原意只{共合務員參照多為政府部門撰寫公的之用， {.ê.影

響禪十分深議。社會上不少機構、簡體都怯成為依據，大專院校也常常用來作鸝用文教

學的參考。關鈍，政府明令台的不用文言，便引來不少非議 3 例如平淡無味、欠莊重以

及不尊重受文人身分嚀。此外'iÈ.有學者為文揖出文盲和白話不容易分界，→何政月守公i差!

實際也存在文古的成餘，信得斟酌 o 8 

艷公的文體的投訴，有青島者調輯地說，只准用自話的結果，是使 f某丹某自 大i通

教悉j變成 If字某月某皂的來信，我已接收到及明白了J '而人稱代謂也變得一泛濫(當然進

因為受英文書告多用you所影響) ，既見贅祟，兼旦失禮。 9 自 i足可見，學術界對政府去

的的文體嬰求，一直以來都是有異議的。

瞄著社會客觀環境的改變，中文在公攀上的使用愈來愈瞥遍，其握住也額著提高。當

然，這種變化並非如部分學者所言，在97年香港回歸中臨之後才出環。但是，中文在政

府部門的警堪使用以至雙語立法等，都聞主主權個大吾吾提而加快步f楚，卻是不爭的事實。

舉鶴說，政廳覺察至6推廳使用中文的迫切鞋，決心如強對合務晶的中文培輯工作，於是

7 文芳和自詣的界線…一直都糾纏不;瀉，自叔潮在〈文吉利白話〉一文，曾把分別文吉利臼詣的機準定為

f俗話主義現代人旬以用聽覺去了解的j ，文E若是瑛代人必須用被愛去了解的J '見《呂叔湘語文論

?室主75 Q (北京:商務印發館， 1983年， )但正如張中行指出， r (文自然假)很難分多是關為分家
本來沒有分清楚。也難得分清楚，因為文淺和白話是一撥語吝走向兩歧的銬，而不是也不向約路走

來的兩種語言言J 。他兢兢的文自然跟不清理意您是被一部分作品里還有混雜現象，故非說文也沒街區

別。參《文賞和白話:> '直在 1881克 199 Q (哈爾繽:總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 ö ) 

8 參鄭漫畫畫畫〈香港公務員辦練處《常舟中文公考察格式及辭彙》中公i遍及通告格式與周稽之研究) , <中文

及翻譯燭際學游研討會〉論文，香港城市大學， 1995年l凡。又軍閥堯〈應用文的…民族兩制、…劉兩

制、一港總啦!與一入網制) ，見李學銘主搧《現代應用文的教學與研究}，真281 0 (芳香港:發港王軍工

大學， 1998年。}

9 兒練少棠《銀行應用文:> ' J{6~的及泣。(眷港: (香港}有限公認、寄給港銀行學會，峙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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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成立「公務員使用中文事宜工作小姐」。小姐其中一個建議，是把中文公事管理

局重姐，升格為法定語文事務署，而中文專員也改稱法定語文專員。法定語文事務署為

了制定中文公文的標準和規範，經過廣泛收集政府公文實例，在1996年編寫了《政府公文

寫作于冊》試行本，作為公文寫作的依據。其後作了修訂，並在1997年正式印行，供公務

員參考之用。

該《于冊》分《總論》、《公函》、《通告類文書》、《便當〉、《錄事》、《會議記錄》等多

冊出版。其中《總論》的「文體」一節明確指出:

「公文是處理公務的依據，因此內容必須準確，除了條理分明外，還要流楊建意，

文字淺白，方便受文人了解公文傳達的訊息，所以撰寫公文，宜採用大多數人價

用的白話，而不是文言。 J lO

但接著又說:

「雖說採用白話，卻不是完全擴棄文言用語。文吉吉簡意販，行文時為求簡潔得

體，也會酌情使用。如撰寫獎狀、題辭和酬酥書函，或回覆文吉來信等，都可因

應發文人或受文人的需要，使用淺白文育。 J II 

此外， {公函》的「緒吉」部分也指出:

「公務人員致函市民或屬下員工時，為了讓收信人清楚了解信件內容，宜用白話

撰寫。若干文吉書信的用語，簡淺得體，可酌情採用。偶爾為了因應不同的場合

和對象，採用淺白流腸的文言，也無可厚非。無論用白話抑或文吉，風格必須通

篇貫徹一致。 J 12 

這兩段說話的意思和態度明顯不過:第一是不掘棄文盲用語;第二是因應不同的場

合和對象，可採用淺白流腸的文吉。在肯定文盲用語的價值之外，也指明在甚麼情況下

可以使用。這個改變可說是間接推翻了以往《提要》指定要用白話文的規定。由於法定語

文事務署出版的《手冊》對公務員撰寫中文公函起了規範的作用，的因此這吹改變表示

不用文吉的規定出現了轉變，而一向以來關於政府公函過於淺白和欠得體的爭論應可得

10 參法定語文事務署《政府公文寫作手冊:總論> '頁4 0 (香港-政府印務局， 1997年。)

11 同註10 0

12 參法定語文事務署《政府告文寫作手冊:公函> '頁 1 0 (香港:政府印務局， 1997年。)

13 <總論》說: 1<政府公文寫作手冊〉爐列的格式、用語和準則，都盡量簡化與劃-，配合最新發展，

取代先前發表或內部傳閥的指引。 j見該書的「前言j 第三段。(香港:政府印務局， 1997年。)末旬

在《總論》試行本原作「如與過往發表或內部傳闋的文件有差異，應以本手冊所載為準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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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息。

四

《合岳I}將餐館分四類:酬離合曲、致個月IJ市民公臨、致囑下錢工公i孟i租致內地政府

單位合i詣。按 f錯吉J所說，為了盟應不悶的場合和對靠多可採用淺白流輯的文盲。根據

這個車間，下醋通過考查辦酵金屋i部分的豆豆倒會立全眼以往的樣本比較，可以昆對正文內

容的行文用語有幾點明顯的改變。

第…，開端復用「敬悉J 之類的舊式書告用諦。《手冊》之前的各個指守i或文件所蹋的

樣本，都接用「本月×日前來信，已經收幫了J或 f本年×丹×目前來告1&錯了J 的寫法，

變化不多，也能較呆恆。現在恢復使用不闊的寫法:

rx 月×日來函敬悉J

rx 月×日來函收悉J

rx月×借來f盲校悉J

(汞咧一)

(承倒閉及六)

(示倒五及九)

f束的J ' r敬悉心 r1故悉j 之期的倍首用諦，以住諸島颺文盲 s 明令不可使痺，須改寫為

自詣。 14 其實，只要寫來得蟬，無論文莒白話，皆可偎屑，不必太拘混於白話。

第二 3 正文使用了不夕文盲搏器。在樹酵合i詣的十二龍示例中，很容易找到嘗嘗式醬

倍常用的文會用語:

f承蒙J

f專盛l奉覆，並申智能j

f飯mfJ

f合務羈身j

f如蒙4萬允，感激不鑫」

「踴教」

「聽聽J

丹等教」

「尚研J

(示倒…、二、四及六)

(示換!一)

(示i9L三)

(示飼六)

(示棋!七)

(示飼九)

(示i9d十)

(示i9d十一)

(示i9~十二)

14 例如公務員訓練處〈常用中文公事格式及辦欒〉的 f文體J一節便說 -f若干文盲信札的舟苦奮 r 即使在

忿忿袋達上仍辛苦PJ供參考的地方，但也不寬生吞活制地套肘，須改寫為音舊體 s 以免出瑛文白夾雜的

;~須去除過度謙遜的語氣。 J 豈宜附 f文言及語體公的舟諸多f照表J說咦，其中文苔用語部分則包

括所述各講話。兒該發資5至6 e (發港:政府印務為、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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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來幾乎沒有出現在教誨合蠱嘉量。量產黨自《提要》聽錯=政府合曲就

取消平行、上行和下有的置分，不攏，發文人和受文人之詩必然存在一定的觀樣。醫

此，樹當使用「承上「蒙」、「奉」、「主黨J 、「賜J 等文盲用語，只是禮貌的漢蹺，風格的

反映 3 實際上跟上行、下行沒有關條，也並不純是文盲和白話的問恩(:香港不少店鋪都

在出品攏寫上 f多講話草顧」的說話)。問鼠，堅持不用這些詞語，並非就叫以把文吉變成

白話。 15 (合函〉的支去研i重新使用建峙詢諦，令人有「解除束縛J 的感覺。

多詩文用語讀究客氣和連貌。與輯:

「深感縈豈容J

「樂意效勞」

f籍的辭灘，並致歉意，研為見諒」

f護;丞i致簣，藉表敬意j

f今後每當悉力以赴，……J;).輯學盤j

f蜂情肆意，謹再致衷心觀蠶j

f有勞費神安排和招待多感激之瞥，特此會函致謝j

(7，位{1~…)

(於倒二)

(示例六)

(玄武例八)

(玄武飼丸)

(第掰十}

{示但目十一)

誼控用緒都是《提要》以後的政府公i是|所不見的，因為像[不勝榮幸之至土 rì葉以為歉，

、「以抒謝悅J 、「特此l謝謝J 等用語，過去認為是過度賺蟬的。 16 不過，應用

文寫作的一{麗特點，是有興確的受文對象。寫信給別人，自然存入我關保:如何稱呼

步建言書眉宇槍當與杏多以及對方的反應等等，部;在本能不先作用詳考慮

的。

間，過當運用信未環繞詣。《蜂蜜〉要求筒{I::政蔚合i主;楊式、;學{I::用語?雖然沒有

說明瞥滅會信未頌候詣，但以性的樣本舟掰一般都不再採鬧。現在鄧i酵合i孟i示與讀:顯加

入:

門兒貴會會務興隆」

f議提周年大會和研討會!聽科舉行J

f議說黨會這次展覽取得笑講成績j

(示例二)

(承例王)

(示倒四)

政府須觀向所有市民多公i丞j受文人的身分有時摸不太蹺確，用語說不能太華究，青豆f這

15 

16 

、「蒙-、「奉4 、「賜j f文言及話總公的朋吉普對照表J '出處同上。

?文言及語體公函馬吉普對照毅J文育用諮部分，出處向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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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牛數最繁多 3 不能也不應再用舊式請{英語和安好詣。但適當使用現代兮的的祝續禱，尤

其對一些酬蚱，世質的公函荷苔，就顯得收結完重要鞠得體有禮。台遲!寫作要得鶴，在信未

加上續使吾吾主義其中一法。現在《公益IP再改使用，的權可以起示範作用，證曉龍插不分對

象、場合和用設高本用續候譜是不恰當的。

以上粗略引述了《兮的》酪1萬字台罷!示例的行文用語，即可讓兒基本上能夠實徹〈手冊〉

觀蔚文體的要求，而在風格方前最算始啟…致。限於篇!瞄多鐘襄就不擬分析所有兮的示

婉的撰寫了。

五

i二文男丹說的幾點改變，主要兌於酬離合的。不過雪給市 多其實t!1可通當使

廓。至整f聽說， <:公的》真致{聞劑市民舍的的示i9d十二(過知面試) ，早已見於《揖要》。有論

者對《接要〉諾頓樣本感到不滿，直指它不善投盧理人種代詞，繪共用了間(國 f輯，J 字和兩

個「我們j 。他認為樟些人稱代調其實都是沒有掛婪的，於是把樣本玫寫，並驕將所有的

門松和 f我們J 當去，位不影響原文文義和內容。 17 現在) <<公函》的蔥傭豆豆樹己作了修

改，這襄不妨抽出有關文旬，能使用人轎代詞方面，把王{聞寫法比較 a下，以兇改動之

處，從間說明如何令公i丞i寫作更加精簡明確。

l. <:提要} :頤於益申請人事部辦合軍助理員職位的事，

改 寫:承申請本串串人哥哥都醉金室助理員職位多

《公i通} :有鵲起申請本處人事部辦企室助理員職位一事，

2. <:提要P :現在講墊在1986年1 月 20 日 上午十餘，川

改寫:現請於1986年1丹 20 日上午十時，

《兮福} :請於的話6年1丹 20日上午十時，

章. <:提要} :由於盒扭須在頭試前審壺上述文件，

改 寫:由於商試前須審至堂上總文件，

《公磁J} :由於蠶組續在面試前審查上述文件，

4. <:提聾} : ffr怯請集在指定待時龍十五分鐘甜建

改寫:故講在指定時闊前十五分鐘至u建

〈公i美lP :所以議在指定時向前十五分鐘至2達

5. <:提要}:請接鑫平和草盟聯絡

改寫:請盡早賜電聯絡

17 向註9 ，室主22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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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的} :請毒草和童車聯絡

不能不指出， <去函》應該參考了不同的意見，部分用吉普日相應修改。在六個人稱代

詩裹，只保留第…偶 If位和兩個「我們J )其餘三個 f你」都誠會掉。不翻去第一體明司，

原問可能是要突顯受文人。至於沒有轉用 f承j 、「賜j 等字去表示入我關懷 3 以便減當

If制和「我們j 多大概恐怡與個耳目市民通信時顯得過餘議埠，而且受文人正申請政府職

位，過於客氣的用語未發聽告，研以便不予故路。

通融這個鶴單鵑比較，可見政府部門參照了學者的意見之後雪在撰寫合函芳吾吾作了

相應的改動，雖說並難全部役善如流委但是草本的人稱代詩巳經織當多令仔文較前簡

潔，受文人講起來便沒容累贅的感覺。

...l... 
/ ..... 

前部藉憊結歸納《守主硨》的寫作準創， L-:.t見近年股海合i柔l文體要求的改變。練、的來

說， <手冊》是香語專政府中文金文寫作的重要參考，它正式印行以後，公臨的文體競賽了

基本的媲範，而白話和文苦的爭論也變得沒有感要。以往未盡合理的地芳，現在也應該

得對改善。

那麼多政府土上曲的文體是不是閱倒車?中國大陸公文都用白話撰寫，要不要，繞一?

'採用串話並非廢棄文苦用語，問樣地，適當聽選用文盲用語並不等如取代白話。

自語和文苦用語之間本來並無非此即模的矛盾。 18 瞄蹉 9 各個地恆的社會習慣不惘，吉吾

吉有粥， I求同存異j 既然是應用文發展的鸝勢， 19 香港台區i寫作的文體，大可保留文盲

和白話 f爾市缸，甚至兼舟，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很語盲環墳來說，大部持香港人的母語是粵語。粵語跟蕾攝話有不少差異乎

瘖襄毋須繁述。關為口諧和書宙語脫節，香港人要書寫說觴、規範的自語文，本來就存

在先天不足的關難。在寫作的過程中，往往樓入不少文盲用詣， -W~如時常賠 f之r，荷葉

「的 J )喜歡「良多r，訝不用 f很多j等。而且多粵語中不少用諦，還保罷了文富的色彰，例

如香港人口語也說「規乎j 、 f合乎卜 f抑或小 f姑立在論J 等詞。罷些現象大概在一段頗

長的時間內者苦難以改變發國i沌，台盛l講究用語，甚至乏有時會文自兼舟，反ITïj是香議應用

18 例如日叔織在〈文蓄和臼諮〉一文指出 f白話是唐宋以來的語體文。此外線是文盲;其中有在唐以前有

稱為爺聽文的，也有含街近代以至現代還通用的成分的，但主義些都不足以改變它的地位J 。兒《自叔

湘言語文論多接} )豆豆 75 0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3年 o ) 

的 參贊祥芳<求間存異:琨代應用文的發腿繼勢) ，收入耳恭學銘.:È續《現代應用文的教學與研究) ，竄到

家恕。(香港:香港總工大學中文及雙灣學系， 1998年。)又學學銘撈不同地區戀閑文的 i 求向存

異」、(美食!可寫文累j 、「求恩存詞J等問題 3 也曾提出意見，婆婆〈現代應期文國襟研討會閉幕詞〉一文電

載肉香頁385豆豆387 0



20 中圓吉普文通訊

文的寫作特罷。

第二 9 程啟辭麗梅的目標出發，詩文用語的選擇和修飾 3 都要重視。應用文寫作握

一敢寫作的不呵，在按有實轉事務需要解決，以及有受文人能存在。既無以解決事務為

，撰寫時自然變得省目的事針對性應該較強，舉凡遣詞造銬，不室一律看待，分寸尤

要拿捏史學鏈。此外，要莊三震得體雙講究禮髓，也不能不考藤彼此的轉保，然發選用最蛤

當的語氣、態度和用語加以表達。

之警棍文章寫作的角度看，要達到調約意騁 3 至響聲治繁，文盲用諾大有應付裕如

的餘遍。一睞這求攝白易懂，對寫作能力稍遜 3 醋且斐，方富干擾的人來說，文何容易變

得冗贊難明亨不忍卒讀。

《手冊》的正式印衍，標誌著香港政蹄公i詣的寫作向前纜進一大步。文體方車型在主

張多用白話之餘，聽不排斥文言用語，使「精簡明穗，措辭得體J 的寫作要求能詢落雪賞雪

前公且寫作也可自羈完善。

不攝， (手冊》幫文體齡要求多在打破文言白話之規限 9 不再將提糾纏癌語的準員I]Z

盤，個乎只局限殼酬酥合i美i類，還未全區首套用授所害性質的政府公臨。所謂「酬酥卜性

實可以提遲遲，概念比較合糊。 ，任何公l誨的揖作，也要注意遁詞摺卒，最為讓要

的，是臨應場合、關樣的需要高麗用不同的語氣態度。高且事公函的分類是會重要堅交叉

的，積i如致悟到市民的書信，也可!v.屬酬醉注質。那重要多應否接用文盲鵲語，!V.及行文

用語是否需要得體有權，就並非以性質劉分，前主義積最受文，人的身分、說此鸝{系以及香

{書內容而定了。

至於白話、文古公曲的單分，(手冊》館要列於時聽-，可惜只強調簡化格式和鐘書去

傳繞用語雪其實並不足夠。如果能夠把自語文和文盲用語攏過用場合、語氣差異和正確

F語法等分別清楚列出，那靡，負糞擴寫合齒的故婿部門人員就要三部有把撞了。

最稜多《子彈》告你能文體要求和撰寫輯神 9 要推隔嚴之，黨破以往的限制，顯擺在

較能杏傳達到培訓撰寫中文公曲的負 ，以及需要用中文起草公臨的公務員層面，

不然好可能徒勞無功。培訓|公務員撰寫中文兮函 2 是合聲鼠培說i處的工作。在一般的培

訓課程襄有沒有相應的修訂，現在擺不太明朗。所以，上文提裂的種種改變是否能轉賣

徹說行，最終還需要有關部門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