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華文第一語文的課程設計

謝澤文

新加坡教育部課程規劃與發展暑

引言

1. 新加坡華文第一語文的概念，隨著教育制度的發展而有所改變。在1987年之前，家

長可以為孩子選擇不同語文源流的學校，當時的華文第一語文，是指華文源流學校

(即華校)的華文科。在華校里 3 華語是各學科的教學媒介語，英文只屬於第二語

文。從1987年開始，新加坡學校一律以英語作為第一語文，並以英語教導大部分的

學科，母語為必修的第二語文;只有成績優秀的學生才可以同時修讀英文和華文作

謝澤文先生宣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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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路語文通訊

為第一語文。本文所說的主要是我們設計華文第一語文課程的一些經驗，目的是f昔

比技搧磚引玉之纜。

課程設計所考瓏的臨棄

2. 諜報設計績考廳多1f面的因素，告指語苦環境、國家發展的方向與共同價值觀、教

育發展的方向、學生家庭用諧的轉變、學生的學習負擔等等。

3. 新加坡是個多元種脹、多元文化社會，在三百多萬的人口中，華路站77%' 恩來族

佔:生0/0 ' 印度族站7.6% '其他種族佔1.4~勻。官方語文有菌種，蟬，馬來語、華語(蕾

通話)、印度的設米爾譜和英語。英語是共時衍政語，馬來語是觀諾 e 讓農所講的諦

9 除了英語、華牆外，還有各種方首(閩南語、漸妙!話、粵語等)。在這種蟬雜的

話會嚷嚷囊，磨如傍設計著文第一語文的課程?選是需要考憊的一項自豪。

生. 新招攬推行寧、英雙語教育，並根據因材施教的原期實施分流樹皮(請參考附錄〈新

加坡的華文教事訕。在進種制度下，大部費學生修讀英文為第一語文，華文為第二

語文，只有下列學生可以暢讓華文第…譯文:

小學會考總成績屬於最積秀的10%; 或

小學會考成績鸝按最擾秀的11-30。勻，時持華文科考攪A' 英文科考獲Ao

f彥讓這事文第一語文的都是成續較優秀的學生，他們對母語的舉習也較有興趣 2 不通

由按他們穆讀的其他學科都以英語為教學旗升詣，所以他們喜學習和接觸攀文的詩間

也受到馬觀。在華文作為單科教擎的嘖況下，我們腰部何為你們設計禪:富的課程?

議又是另一體要考慮悔自若是。

5. 新掛坡是個多元種農、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社會。我們很需要一套共同的價當

觀，以加強人民的醋結輸掉租社會的疑慮力。 1991年政射合悔了《我們的共向實值

盼的岱皮書 2 經過嘉藍花討論後，決定了以下的共同攪位觀:

. 國家至上社會為先
• 家庭為根社會為本

. 關懷技持專鞏鋼人
• 求目存異協商共識

. 種族和諧宗教寬恕
6. 1997年，吳作據總理宣棉成立[新加坡21委員會h 目的是揮討新加坡人民對21世紀

的期覽，使人民對新加坡的建景取得共識。委員會的報告書繃加坡21 :全民參與》

共警車高d動於1999年，發表，提出了五個主要的主題，作為實現「創建景j所不能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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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價值觀，即;

. 各盡所能各有貢獻
• 家和民旺立國之本

. 機遇處處人材濟濟
• 心繫祖國志在四方

• 群策群力當仁不讓

7. 在教育方面，教育部以「塑造新加坡的未來J作為教育的使命。教育部接著在1998年

公佈了〈哩想教育成果今的綱領，列出學生完成各學習階段後，在德、智、體、群、

美五育所應達到的指標。例如完成了中學教育後，學生應能做到:正直不阿，關懷

別人，具團體精神，重視個人貢獻，有創意，有進取心，真定各學科的基礎，以接

受更高的教育、具審美能力、認識國家、對國家有信心等。教育部也規定所有學科

必須將「國民教育」、「資訊科技教育J和「創意思維教育J '融入教學裹，以提高教育

質量，達到理想的教育成果。華文教學一向和思想教育有密切關係，在設計華文第

一語文課程時，當然需要考慮有關建國的價值觀、理想的教育成果和創意思維等新

的教育內容。

8. 在課程設計方面，教育部將不同學科的教學目標，歸納為以下八大核心技能與價值

觀:

. 語文與運算技能
• 交際技能

. 綜合與運用知識的技能

. 建立良好的社會關係與協作的技能
• 自我管理與終身學習的技能

思維技能與創造力

. 良好的品德修養

華文第一語文的教學將著重哪幾項?這也是課程設計所應考慮的。

9. 有關華文教學的目標與教學法，很容易引起爭論。在一個以英語作為行政語言的多

元種族社會稟，教導華文第一語文主要是為7掌握語文的技能，還是為7學習中華

文化?語文教學應重視語文知識，還是重規文學欣賞?學習的內容應該以語文技能

為導向，還是以內容為導向?近代語吉學和心理學研究的成果對語文教學有何影

響?這些問題都是設計語文課程所需考慮的。

10. 這20年來，學生的家庭用語起了很大的變化。在1980年，小一華族學生在家襄最常

用的語吉是方吉，佔64.4% 。隨著講華語運動的成功推行和雙語教育政策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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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吉思逐~被選賽語和英語取代，弱了 1999年 7 家草委主要講方畜的，只剃下2.5% ' 

看下表:

小一毒草農學生在家襄最常用語言此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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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 英語

融投學生在家襄講英語的比例輯來聽高，加七華文只是真學校的其中一個學科，待遇

上課期館(緝4.25小時) ，在這樣的鋒件和環填下，中學華文第一語文躍連詞:怎樣的

水平?此件，由於英語是學生設的主要數學媒合語，學生兼撞變囂，一盤扑輯或第二

語文的教學法，揮觀譯法、聽說法、女際法、情境數學法、法默法等等，提審tE.應

用於這真文第一語文的教學?

毒害文第…語文諜報標灌的要點

11. 1998年，教育都處立了「華文教學檢討委真會J '全面犧討學校鵲華文教學，參與

磕頭工作的手包括李顯龍副總理、教育都長張志賢增蔣、教育器及其他部門的高級

官鼠、標程專家、校長等。 1999年l丹 20日，李富司總理在關會發表政策聲明，宜縛

了搶前報告蓄的內容 n 為今後的華文教學定下了向。報會議書對顯加坡的雙語教育

政策和華文教學習作出了樟樣的法定: r英文是共闊的主作語苔，將來t!1J是如此。

英文是全球商業、賀，易與科投的舟語。能母語是構成我們品價{直觀、根據和認同感

的盤要部分。母語使我聽器識自己的文化傳統，使我們具有更平構的、與英語世界

的觀點相輔相成的世界觀。掌握母語，使我們更有自信肅對逆境，以堅怒不拔的精

神聞軒說戰。研以華文教學，不只是聽、說、搶、寫的教學，另一個軍蟹的目標是

灌輸華麗文化與縛統{賀龍觀。 j

12. 報據報告書所定的方舟，我們為華文科定下了以下的教學目標:

• 攏過聽、說、讀、寫等的教學，培養學生的輯文能力;

. 通過華文教學習使學生聽解華族文化，保留文化的根與傳綾價值觀。
換言之，中學華文教學的總目標有萬個:一爾是工具性的;一個是思想性翼文化，性

的。工具，性的目標租括體育在交際、認知與思維三艾于國的功能;思想性與文化，性的

目標主要針對文化與償儘觀而宮。

13. 在觀程蝶史學中 9 主義性的目標包括 f語文技能J和「相關投書記。語文技能是擔聽、

龍、譜、寫方闊的交際技能;相關技能是指典語文學程有醋的思練和繁訊科技方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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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

以下既要學的說是語文接龍和相關技能的其中一峰教學路標，以供參考:

技能 豈容 設 自 樣 刁荒 倒

語文技能 中立/中四 .能模樣閱讀的譯音要多適當總運用不闊的閱讀策略。

(讀方商) ﹒講得懂內容較豐商、表撞芳草式較多樣化的第建設、國內

外的新聞，做括政府當長、社闊嗔糟的演講調以及較

高)轉狀的文藝作品。

﹒能聽聽工具書自嚀。

相關技能 中編/中因 ﹒頓對抉摔成難題時，能多方攝尋求可能的解設法。

(J思維) .能依據相關事物所顯露的遠擊、趨薯，頭認可能出現

的新情視和時蟻。

﹒能質擺設認為理所當然的想法和史學則多提謝黨生新概

;拳、新想法等。

相鸚技能 中了/中路 .能有效地輯用餐訊科投工具讓觀或選用既需的華文資

(資訊科技) 料。

.能有效地分軒及躍用經由資訊科技工具撞得的華文資料。

﹒能講立便用多媒體資源教較複雜的專題作業。

14 在實?最思想性與文化性的教學自標方鶴，課程機史學只歹的一些有關傳統文化與核心

讀個觀的調控，作為編寫教材與進行教學的一般指引，不體語文技能那樣，明確規

定學生在各學習階段廣應讓致的目標。在議輪傳統艾11:與讀鑑觀時，教師黨蘊涵生

動有蟬的故事、聽史人物與事件、文學作晶中輯人物形象和日常生活中的實際飼

，讓學三位認識和瞭解中華文化和核心積量觀，絕不可麓按說教。

15. 根讓華文教恩的目標，觀合國家揖共詢積值觀、教育部新定的「理怒的教育成果J 以

及我關課程的事要體目標，即 íJ\大核心技館與蟹盤觀J '我們聽定了五個主題。每藹

主題之下，列有鸝題。此外，也注明各主題所佔的比重，作為編寫教訝的指引。

主贈 削 路 教榜能讓

以人海本 ﹒瞭解當 3 認識佈人

﹒愛護自己，尊重盤人

﹒注鐘情姓的發展，也黨提紀律 15 0;;。

﹒籠講韋思考

﹒具有良好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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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廳主義根 ﹒愛議騁，懷

﹒孝纜車享長

﹒忠誠承諾

﹒和諧講撞 15% 

﹒關懷扶持

﹒以家鹿島蠶

3. 社會為先 ﹒熱愛社會，主動關懷

﹒注重紀律，遵守規範

﹒求用存異，搗商共識 250/，。

﹒積極參與，當仁不讓

﹒社會利攏，先於憫人

4. 胸懷植關 ﹒新加坡是我們的社國

﹒維繫種族和宗教的和吉普

﹒任人唯賢，不營在舞弊

﹒自力更生 25% 

﹒靠自己的力量捍衛新擷坡

.對未來充講信心

5. 放眼天下 ﹒認識并盟，藤解世界

﹒和平共處，互相依存

﹒贊擺地球，重視環保 20% 

﹒心聽觀圈，志在四jj

16. 教材攝寫組在編寫教輯時，將根據「主題J編選和組犧材斜。現能新舊教材中各堪一

個棚子加以說明:

. 琨有教材是根據八大主題攝寫的，每括:人際鸝係、社區與國家、華族文化及傳統

價值、外關文化與事物、自然世界、醫生與鋼人聽康、想象與幻想。在中三年教的

教材中，根據「社藍藍與盟家j連偕主題而騙寫的課文包括;

主聽 篇 者 作者

社駐與觀家 .二代向黨 社論

﹒花闊島閣的喝光 賽鞍(中觀)

﹒…鋪平丸前勇敢的女人 攝者改寫

﹒陳嘉慶 韓勞建{新加坡)

• 新教材離開給編寫多根據朝構，在中一教材中，以 7家庭為根j為主題韶騙的聽文有

下娟的一個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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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窮名 作者 內
容

家跑去尋根 ﹒散步 其懷戚(中輯) 寫槌聲閉的親情。

﹒姆媽的心 寫父母與女兒闊的親情。

﹒等特 林高(薪如坡) 寫母女期盼相見之稽。

17. 在教學方擂，課程標史學蓋章議採用綜合體(或就合性)的教學法。近年來譯文的教嘉興，

特別是第二譯文的教學，者三樓發展蟬勢:

. 提倡期化到綜合fl::，

• 從結構化至3交際化

• 能以「教J為中心到以「學J為中心

諒合教學法是一積講求綜合{仁、交際法並以率為中心的教學法。以下是結合教學法的

其中一些特點:

(一)聽、說、讀、寫同時學習

語文學習是一種綜合性的指聽多攤、說、讀、寫盟種捕文技能的教學應相輔相成。教

師應盡可能設覽各種還真的語育情蟻，讓學生直接參與詩吉究際活動空胃步學習與鎔

合應用各機譯文技能。

(二)譯文控能與思維技能結合

語文的建屠龍括瞭解、記韓、暮想、、分研、歸訥等思給活動多與思維有密切的關係。

教學持重視語會影式、思維投能和懇懇、內容的鋁合，做到文、學、道載重。

著重互動性的學習

教師應避兔張立地權行寧、語、旬的教舉，應盡可能安排，情境、議會，講學生在各積

有效的交際豆豆動中聽行學習，如教師與樂生的教學互動?學生與學史的學習互動 3 學

生與電路的人機互動。

悶， 在漢字的學習方面，課程標車規定華文第一語文的學生，完成了中間課程後，應能

掌握3500種漢宇多 250個常用成語。教學上接用規轍的簡體字和漢語掛脅。

實施t!7聽

19. 實施新課程的主要步驟佳話:接定課程標單、攝寫教材、培言11教師、在學校正式實

施、進行評估 3 然後根據反饋再次會當或調聽課程總要。緬常每6至8年修訂課程標

準一故;如有需要 3 實主義三年後，可進行一改小修訂。

詣， 中學聯文第一語文的課程蝶準將在2003年在中…年級實施，到2006年將在中學(中

一至中四)全前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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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諱:新加坡的華文教學介紹

1. 諧音背景

1.1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社會，在三百多萬的人口中，華族的佔

77% ，馬來蜈佔14% 多印度族佔7.6% ，其他種族拈1.4% 。新創坡的官方語文是

馬來諾(巫語)、華語(普攝話卜按米爾諾剃英語。盟譜是馬來語，但政府的行

政語宮是英語。

1.2 在華人的社會嘉定，芳富的使用相當普躍。主要的方古有體褐晴、潮辨語、廣東

話(粵語)、客家語、海南話(環語)等。由投 f講華諸種動j已故對一定的效果，

華諧的使用己的瀨普攝;在年輕一代的華旗，多數只能講英語和華語，不熱悉

方言。

2. 學科

2.1 新加坡原本有華文、英文、馬來文、沒米爾文四種不問「源流」的學校;英文謗、

說學校就是以英語作為第一語文，並以英語教導其他主要科目的身學校;華文源

流學校，就是以華文作為第一語文，議以華館教導其他主要科目的學校。由於

英語在親加坡有較高的實用價值，使得韓東起三吾家畏揖兒女送入英文潛流學

校。到了 1984年，故辯鑒於連星彈進入非英文源流學校的學生人數太少多於是決

定分階投統一四種不悶譯文源流的攀枝。接1987年閱始，中小學一律以英語為

第一語文，並以英語教導其偏科自;不過為了確保學生不忘記母語和母主英文

化，我們別母語Z毒品棒和函、考科目，並規定學生盛須建詞一定水平，才可升續

大學先修班和大學;對這在族子弟來說，母譜是指華文。

2.2 新加坡的中小學草本上寶路六、四、之二制， f!P/J、學六年、中學四年(學習進度

較慢的讀五年)和大學先修班二年(學習態度較慢的讓三年)。

2.3 小學教育一一畢生6融入差事，為期6年。小學分為 f真華j和「定舟j兩劉階投:

小一至小四海「黨基階設J 。在小四年1益，學生參加分說考試 (Streaming

Exercise) ，按成績，被分放在「定舟階段J (小五至小六)穆讀i扯下不悍的課程:

.點11鵲程(英文與母語均為第一語文)

.EM2課程(英文為第一語文，母語為第二語文)

.EM3課程(只f會議丟在聽英文與華聽母語)

2.巷中學教育一一割了小六學年末?所有小六學生須參加小學離校考試 (PSLE) 。

根據考試成績，學生被安派穆讀不同的中舉課程;

﹒特還是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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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英文與高級母語(第一語文水平)

四年後參加新加坡一一劍橋「普通水準j會考 (GCE '0' LeveD 

﹒快捷課程

修讀英文與母語(第二語文水平)

四年後參加新加坡一一劍橋「普通水準j會考 (GCE '0' Leveì 

﹒普通(學術)課程

修讀英文與母語(第二語文水平)

四年後先參加新加坡一一劍橋「初級水準j會考 (GCE 'N' LeveD ;成績較佳的學

生，可升上中五，並在中五年底參加「普通水準J ('0' Leveì 的會考。

﹒普通(工藝)課程

修讀較實用的英文及偏重會話的「基礎母語J '為接受工藝教育作好準備。

2.5 大學先修班/理工學院

完成中學教育， '。咪準會考成績達到標準的，可升上二年制的初級學臨或三年

制的高級中學 (Centralised Institutesl 。在語文方面，學生須修讀英文試卷(理解

與寫作)和母語(副修水平，或稱'AO水平) ;對母語特別有興趣的學生，可修讀

高級母語(主修水平，或稱'A水平)。

修完大學先修班課程後，獨參加新加坡一一劍橋「高級水準」會考 (GCE 'A' 

LeveÙ 。大學將根據會考成績錄取學生。

'。水準會考之後，亦可選擇進入三年制的理工學院，考取專業文憑。母語不是

理工學院的必須科。

(注:上面只提到英文和母語的課程，未包括其他科目的課程。)

2.6 大學教育

新加坡目前有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和一所開放大

學。除中文系及其他與母語有關的學系外，大學課程均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

3. 學校數目

根據2000年的統計數字，新加坡中小學及大專學府的數目;如下:

小學 附辦小學 中學 初級 高級 工墓教育 理工學院 大學

的中學 學院 中學 學院

的7所 4所 159所 (二年制) (二年制) l所 4所 3所|
(32個學習

15所 2所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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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學校，從小學到初級學院，都須遵照教育部所頒佈的「課程標準」進行教

學。

4. 華文課程

學生從小學一年級就必須修讀華文，但因學生學習能力有差異，家庭的語吉環境也

不相同，教育部根據「因材施教J和「量身訂制」的原則，讓學生修讀不同水平的華文

課程。現將華文課程列表如下:

學習階段 華 文 課 程 備 ;主

小一至小四 高級華文 學生原則上修讀共同的華文課程。

(莫基階毆) 華文 部分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可修讀

「高級華文J

小四分流考試

小五至小六 EMl高級華文

(定向階段) EM2華文

EM3基礎華文

小學離校考試 (PSLE)

中一至中二 特別課程局級華文 學習能力較強的快捷課程學生亦允

快捷課程華文 許修讀高級華文。

普通課程(學術)

華文
普通課程(工藝)

基礎華文

中二至中四 特別課程高級華文 學習華文感到特別困難的快捷課程

快捷課程華文 學生，到中 一 時可選修程度較低的

華文'B' 華文'B' 。

普通課程(學術)

華文

普通課程(工藝)

基礎華文

新加坡劍橋普通水準會 普通課程的學生於中四先參加'N'水

考 (GCE '0' LeveJ) 準的會考 。 成績較好的學生將升上

中五， 然後參加。女k準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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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華 文 課 程 備 ;主

大學先修班 華文'AO女j(平(亦稱副修) 一般學生修讀華文(剖修) ;華文

(2年或3年) 華文'A女j(平(亦稱主修) 程度較高，對華文特別有興趣的學

高級華文'A咪平(亦稱 生，可選修華文(主修)或高級華

主修) 文(主修)

新加坡一…劍橋高級*準會考 (GCE 叉， LeveD 

5. 華文考試

華文考試主要考查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出題方式見附表一 。

6. 字表

學生在各學習階段所須學習的漢字宇數如下:

學習階段 華文課程 寫用字 認讀字 合計

小一至小六 高級華文 2000 2000 

華文 1620 180 1800 

基礎華文 1200 300 1500 

中一至中四/中五 高級華文 3500 3500 

華文 2700 300 3000 

華文'B' 2000 500 2500 

基礎華文 1400 600 2000 

7. 課本

原則上，出版商可以根據教育部頒佈的課程標準編寫課本。目前各學校均採用教育

部課程規劃與發展署所編寫的教材。

8. 漢語拼音

小學一年級學生在前十週左右，只學習漢語拼音，然後利用漢語拼音學習讀、寫漢

子。

9. 簡體字

課本全部採用簡體字印刷。所用簡體字與中間所用的簡體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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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師黨

在薪加坡，品姐帶讓車洋理工大學教賽每學院能[教育專業文憑扒才可以成為數鶴。

教育學院聽設下列課程，講書11華文師接;

課 程 繆讀年數 λ 學資格

文學士穿在教奮專業 ﹒著讀學位課程 考種嶄加坡鉗構 議教

文憑課程 (三年半至臨年) (高級JJd權)韓書;華文繼建

﹒榮譽學校課程 到一定水平。

(由黨j五年)

教奮專業文憑課程 兩年制 考5養新加坡對續 禮教

(專棲華文) (高級水準)議書;華文纜建

對一定水平。

問年制 考獲新油坡食ñ攝醬礎教育

母語鞋幫專業文憑 (普通水準)體書;華文繼主黨

課程 到一定水平。

一年制 5是承認的大學學位(未有教

大舉教育專業文憑 育專業部i練)

課程

抖，對Ð)I

新加坡中小學校每腔的有40名學生;特選中學每敷衍名學生。合班方式不一致 p

些學校依據學生成讀分蹺，有生學學校熙攘用「聞機身配j方式安誰就績。

12. 教師進轉

新加坡的教輝(包指華文教師)有很多攏縷的機會，除了多加措辭課程，教師也有機

會參加研討會、教學經驗交流會、座接會等等。…名老師每年參姆的1∞IJ\詩的權修

課程。教育部每年安韓華文老歸到國外(支持中路)參加措說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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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各級帶說

PSLE 

小畢離校考試

'N' Level 

官司已準會考

。， Level 

'。女j(準會考

大學先修班'A'

7J<.準會考

'AO' Level割斷

'A' Level (paper 1) 

(主修)

試養一

'A' Leve1 (paper 2) 

(主梅)

試卷二

CL EXAMINATION FORMATS 
華文科考試出題方式

Subject Liste給ng Oral Comprehension & 

科間 Comprehension 口說 Usage & other在

聽力測驗 琨角琴與語文知織

CL 10% 15% 550;í。

HCL NA NA 60% 

Basic CL 40% 60% NA 

CL 50;'。 150;'。 45% 

Basic CL 30% 500;\。 200;\。

CL 5% 15究/。 45令。

HCL NA NA 55% 

CL 'B' 20% 200!Í。 40% 

CL 50;í。 5吵。 55% 

HCL NA NA 65% 

CL'忍， 1001c。 20% 450;'。

CL 50;\。 5% 55% 

HCL Sames as 'AO' 討CL

CL 文學試卷。依據規定的文學作品出攏。

HCL 文學試卷。依攝規定的文學作品出題。

CL (華文) HCL (滿級華文) B路c CL (主主聽著黨文)

CL 'B' (華文官)

21 

Composition 

作文

20月/。

40秒。

NA 

35% 

NA 

350;注

45% 

200!Í。

35% 

350;í。

25%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