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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作为一个华文教师的
培训兼研究机构，本着“先研、后证、再教”
的理念，致力于提高双语环境下华文教学的实
效，并为新加坡及周边地区的教师提供指导与
帮助。

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承担新
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出版业务，出版物主要分
为学术期刊、学术论著、工具书、教学配套和
学生读物五大类。本社力图通过出版和印刷，
进一步实现教研中心的目标，旨在推进新加坡
华文教学的研究，促进新加坡华文、中华文化
及文学研究的发展。

本社积极向教研中心学术研究成员、访问
教授和学者及会议论文发表者寻求出版计划与
文稿，并基于每个具体的项目与政府机构和其
他出版公司谋求合作。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Singapore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Ltd

287 Ghim Moh Road Singapore 279623
 (65) 6467 5667

网上书店： www.sccl.sg        
出版社组长电邮：peiyee.cheng@sccl.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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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版出

学
生
读
物

学
生
读
物

分级读本系列分级读本系列

疫 情 限 制 了 人 们 的 行

动，但阻挡不了创作的热情。 

《记“疫”宝盒》分级读本系

列中的故事为2021年“创意无

限”全国儿童故事创作大赛得

奖作品，是本地在籍学生和华

文爱好者在疫情期间的文字创

作，插图则出自本地画家之

手。诚如大赛评审之一的陈志

锐副教授所言，“在新冠疫情

期间，作者们虔诚地阅读和书

写，借以对抗病毒，熬过隔

离，这里每一篇文字的作者都

是抗疫英雄。”

此分级读本系列面向新加

坡小学生，分为六个级别，每

个级别有六本，共36本书。其

中，一级与二级读本特别标注

汉语拼音，更易于儿童阅读。

家长和教师可以根据儿童的华

文阅读水平和学习进度选择合

适的读本。

出版社：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
2022年（一至三级）  
                    

亲情、友情，人与人之间的种种

感情，陪伴我们度过了疫情。打开宝

盒，听一听，看一看，里面有彷徨、孤

独、寻觅、离别、缺憾；也有倾听、关

爱、拥抱、陪伴、奉献……宝盒中藏着

的种种记忆里，是否也有你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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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读
物

每级 S$28.00（含6册）

书盒 S$84.00（含18册）

此书盒包含一到三级，
共18本中文绘本！

书号：978-981-14-8423-0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记“疫”宝盒》
分级读本系列

（第一级到第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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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读
物

这 是 一 头 神 奇

的狮子，他总是充满

各种奇妙的幻想，喜欢 

              与别人分享他的幻想世界。

狮子展开想象的“翅膀”，探访了“最后的

病人”，游历过“小红点”和“废墟帝国”，踏

入了“四大名著探险王国”。无论是“天堂还是

地狱”，他都走访过。旅途中，他收获了“外婆

的木匣子”与“满天星”，为奇幻之旅画下完美

的句点！

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神奇狮子的幻想世界！

分级读本系列

分级读本系列

最 新

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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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读
物

《奇狮妙想》分级读本系列收录了2019年全国中

学生创意故事大赛得奖作品。其中36篇故事由在籍学

生（学生组）和本地华文爱好者（公开组）创作。故

事独具匠心，内容别出心裁，令人惊喜。读本里的插

图皆出自本地画家之手，为故事增添了趣味性和感染

力。新加坡有“狮城”之称，“奇狮妙想”含“奇思

妙想”之意，其中的“狮”字，亦指“狮城”。

此系列读本分为四个级别，每个级别有两本，共

八本书，适合本地中学生阅读。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1年

每级 S$16.90（含2册）

书盒 S$67.60（含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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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探险王国》

收录作品：
《四大名著探险王国》《镜子》
《校园秘事》《逃亡》《乌托邦》

作者：傅萱、王子蒙、郑诗语、谢宇彤、林芊彤
绘者：侯欣伊
书号：978-981-14-8520-6

学
生
读
物

一级

《废墟帝国》

收录作品：
《废墟帝国》《绝对正确的脸》
《图书馆的怪声》《地底探奇》
《我（不）是校工》

作者：王嘉、王明珠、刘桢、黄喜悦、王伊美
绘者：黄汉文
书号：978-981-14-8522-0

《翅膀》

收录作品：
《头花》《翅膀》《铁箱子里的秘密》
《石头》

作者：陈可依、代诗雨、许㛙儀、杨砺寒
绘者：王婷慧
书号：978-981-14-8523-7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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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萱、王子蒙、郑诗语、谢宇彤、林芊彤
绘者：侯欣伊
书号：978-981-14-8520-6

《小红点》

收录作品：
《小红点》《悔》《我的生日礼物》
《喵》

作者：吴俊宇、王诗嘉、蔡昀轩、赵启先
绘者：王禄贵
书号：978-981-14-8521-3

学
生
读
物

《外婆的木匣子》

收录作品：
《另一种歌声》《I-克隆人》
《外婆的木匣子》《末日》《首领》

作者：金荻悦、林睿喬、李梦妍、毕鹤馨、
      徐雨菲
绘者：张嘉莹
书号：978-981-14-8524-4

《天堂还是地狱》

收录作品：
《天堂还是地狱》《公主还是主宰》
《真我》《清道夫》

作者：陈可为、孙佳煜、张芊芊、王思杰
绘者：刘思蕊
书号：978-981-14-8525-1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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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天星，而不是玫瑰》

收录作品：
《迷》《利己主义者》
《满天星，而不是玫瑰》《时光》
《乒乓之恋》

作者：马玉珩、赵溪湉、曹雨晴、沈瑞涵、
      董明昊
绘者：黄旭
书号：978-981-14-8527-5

《最后的病人》

收录作品：
《自由》《独行雾中，光影交错》
《再借芭蕉扇》《最后的病人》

作者：陈楠、邬佳芮、吴凤莲、刘若谷
绘者：庞辛
书号：978-981-14-8526-8

四级

学
生
读
物

   此书盒包含一到四级，共八本中文插图本！

一级：《四大名著探险王国》《小红点》
二级：《废墟帝国》《翅膀》
三级：《外婆的木匣子》《天堂还是地狱》
四级：《满天星，而不是玫瑰》
      《最后的病人》

书号：978-981-14-8423-0

《奇狮妙想》分级读本系列
（第一级到第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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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我熟悉的

岛国，隐藏着许多

鲜为人知的神秘境

地。在那里，你

会遇见有超能力

的人、有魔法的

东西、神奇的生

物，甚至还能穿越未

来！这些神秘境地，

源自于岛国作家与画

家的奇思妙想，在他们的笔下形

成“新新岛”。快来和我们一同

探索其间，开启奇幻之旅吧!

《新新岛》分级读本系列中的故事为2016年“创
意无限”全国儿童故事创作大赛得奖作品。该系列读本
分为六个级别，每个级别有六本，总共36本书，适合本
地学前儿童和小学生阅读。其中，一、二级读本特别标
注拼音。家长和教师可以根据儿童的华文阅读水平和学
习进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选择合适的读本。《新新
岛》的故事皆为新加坡居民和在校学生的原创作品。他
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结合本地画家的奇思妙想，让这套
绘本新颖有趣、引人入胜。不论是亲子共读还是儿童自
读，《新新岛》分级读本系列都是合适的选择。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年（一至三级）  
                    2018年（四至六级）

分级读本系列分级读本系列

每级 S$28.00（含6册）

学
生
读
物

   此书盒包含一到四级，共八本中文插图本！

一级：《四大名著探险王国》《小红点》
二级：《废墟帝国》《翅膀》
三级：《外婆的木匣子》《天堂还是地狱》
四级：《满天星，而不是玫瑰》
      《最后的病人》

书盒 S$84.00（含18册）

11



学
生
读
物

12



学
生
读
物

13



学
生
读
物

此书盒包含四到六级，
共18本中文绘本！

书号：978-981-11-6392-0

《新新岛》
分级读本系列

（第四级到第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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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读
物

《互动彩虹桥》分级读本系列的故事选自由本
中心举办的2013年全国故事创作大赛的优胜作品，作
者皆为新加坡居民和在校学生。为发掘新加坡创作人
才，鼓励艺术创作，本系列读本特与新加坡新锐画家
和艺术系学生合作，共同完成游戏构想与视觉创作。
此分级读本系列从开发到制作，都紧系着新加坡在地
创作精神，期待这套寓教于乐的华文立体互动绘本，
能提供新加坡孩子多样化的阅读体验，激发他们对华
文阅读的热情！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本系列读本分为六级，适读对象为学前儿童和小
学生，是一套适合亲子共读的互动绘本。一至三级绘
本结合立体书概念，书中适时加入手翻、挖洞、弹出
等互动游戏，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并开启他们的多元
智能；四至六级的读本以平面互动游戏为主，培养孩
子的阅读与观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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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读
物

精装 S$25.00

精装 S$28.00

《小牛油》

小牛油、糖果与巧克力本是朋友，但巧
克力又常常吓唬小牛油和糖果。为了给巧克
力一个教训，小牛油怂恿蚂蚁去吃他。三个
小伙伴如何能重归于好呢？

作者：李昀谦、陈欣育
绘者：杨贺雄
书号：978-981-09-6159-6

学前至小学低年级

精装 S$22.00

《怪鸟笨笨与神奇种子》

作者：贾沛颐、贾立明
绘者：王涵昱
书号：978-981-09-6170-1

从前有只小鸟叫笨笨，误吞了一颗奇怪
的种子。这颗神奇种子会带给笨笨怎样的变
化呢？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一段奇妙的经历。

学前至小学低年级

《对不起！》 

作者：李佳怡、方华
绘者：宫长 
书号：978-981-09-6161-9

小狗多多撞了小兔亮亮，没有道歉就
跑了。亮亮本来很生气，可她想起自己偷吃
小羊灰灰的菜也没有告诉他，就赶紧去找灰
灰……有了一个好榜样，小朋友都为自己的
错事向别人道歉。原来说声“对不起”是一
件很幸福的事情啊！

小学中高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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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读
物

精装 S$20.00

精装 S$20.00

精装 S$20.00

《倒霉的一天》

在非洲广阔的草原上，一只羚羊被饥饿
的他悄悄盯上。他压低身子，躲在草丛中，
悄悄地向前移动，随时准备捕获羚羊做晚
餐。他到底能否如愿以偿呢？

作者：郭昱博
绘者：宋慧诗
书号：978-981-09-6163-3

小学中高年级

《毛虫豆豆破案记》

作者：刘俊麟、赵莹
绘者：詹心茹
书号：978-981-09-6165-7 

蜣螂大叔的金球儿不见了，热爱侦探的
毛虫豆豆自告奋勇去破案。豆豆克服种种困
难，寻找蛛丝马迹，终于发现“犯罪嫌疑人”。
豆豆如何机智地与“嫌疑人”周旋，让他供
出自己的罪行呢？

小学高年级
至中学低年级

《卡尔成长记》 

作者：郭婷婷
绘者：张文震 
书号：978-981-09-6167-1

卡尔是只小黄鼠狼，出生后便跟着哥
哥，由哥哥悉心教导生存本领。一天，贪玩
的卡尔不听哥哥的话，险些成为老鹰的食
物，而哥哥为保护卡尔被老鹰叼去了。失去
哥哥的卡尔成长了许多，变得更加坚强勇
敢，也学着照顾和保护家人，从此承担起哥
哥的责任。

小学高年级
至中学低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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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读
物

作者/编者：陈之权、杨侨钏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授权机构：陆锋科技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13年

本系列为小学教学配套《看动漫学成语》的延伸读本，随
书附上动漫光碟。书册便于随时随地阅读，旨在培养学生阅读
兴趣，提高阅读能力。光碟让读者在观赏动漫时，提高听力，
增加口语词汇。

《看动漫学成语》多媒体教学系列

教师版

教师版的光碟中除了动漫内容，还有
教学理念说明，附有教案、电子简报、教
学方法，方便教师采用。

书号：978-981-07-7290-1 S$20.00

学生版

想要让你的成语造句“一鸣惊人”、
文章让人“赞不绝口”？若你对自己的
成语运用能力“半信半疑”，《看动漫学
成语》能增加你学习成语的兴趣，提高成
语运用能力，让你成语脱口而出，寓学于
乐，“一举两得”。

书号：978-981-07-7292-5 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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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读
物

书号：978-981-07-7292-5

主编：陈志锐
编辑：杨侨钏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授权机构：陆锋科技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13年

《小毛虫丛书》是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与陆

锋科技合作出版的学前分级绘本，根据学前孩童的阅读能力和

需要量身设计。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本丛书具有目标针对性、图

文内容趣味性、辅助活动丰富等特

色。这套学前分级读本共有四个级

别，适合3到7岁的孩童阅读。家长

和教师可以根据孩童的华文阅读能

力选择读本，更可以让孩童由浅而

深，循序渐进地进行阅读。

每本书均附互动光碟，内容

除了故事动画，还有阅读活动单与

MP3档案，让大人小孩读得开心、

看得开心、玩得也开心，学华文原

来这么有趣！

《三轮车》

小朋友，你们坐过三轮车吗？爸爸、
妈妈或老师在小时候有没有坐过三轮车？
如果有个老太太坐了三轮车，不知道怎么
付钱，小朋友可以帮帮忙吗？

书号：978-981-07-7412-7 S$10.00
3-4岁

亲子共读，听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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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读
物

《猩猩爱喝酒》

小朋友，你知道森林里的猩猩最喜欢
做什么吗？有一个猎人想抓猩猩，他会利
用什么方法来抓它们？猩猩最后会被猎人
抓走，还是顺利地逃走呢？想不想知道森
林里还发生了哪些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
看这个故事吧！

5-6岁

书号：978-981-07-7416-5 S$10.00

《胆小的兔子》

每个动物都害怕森林之王——狮子，
这次狮子不小心被羚羊的角刺伤了，竟然
要把有角的动物都赶出去，动物们只好害
怕地离开森林。这时候，胆小的兔子和蟋
蟀觉得自己的耳朵和触须长得像角一样。
最后，他们会不会离开森林呢？我们赶快
来看看吧！

6-7岁

书号：978-981-07-7386-1 S$10.00

《蛇神》

有一个湖就要干了，所有的蛇都准备
离开湖边。这时，小蛇告诉大蛇，只要一
被人们看见，就会被打死。

于是，聪明的小蛇想出了一个办法，
人们不但没打死他们，还很害怕地以为蛇
神来了。最后小蛇和大蛇是怎么办到的
呢？我们一起来读读故事吧！

4-5岁

书号：978-981-07-7414-1 S$10.00

亲子共读，听说故事

亲子共读，发音认字

阅读故事，发音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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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物

书号：978-981-07-7416-5 

书号：978-981-07-7386-1

《新小瓜》儿童绘本系列是新加坡小朋友专属的华文绘本，
由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推出。

绘本中的故事充满本地色彩，场景由小朋友的身旁环境展
开，人物特性也具有热带岛国文化的特色，是一套专属新加坡小朋
友的绘本。绘本以简单的叙事故事处理小朋友社会化过程面临的疑
惑，解决小朋友的疑问。

本绘本系列皆由幼儿教育专家撰写，简单的故事却深具启
示。我们期待这套绘本能成为新加坡小朋友成长过程的好伴侣。

精装 S$27.78

精装 S$27.78

作者：郑婉妮
绘者：余广达
出版年份：2022年
书号：
978-981-18-5463-7（中）
978-981-18-5460-6（英）

《想要变胖的圣诞老人》

圣诞老爷爷觉得自己太瘦了，一
点也不像圣诞老人，所以他穿了好多衣
服，又塞了好多棉花，但是还是不行！
后来他用了一个方法，但是，但是……

Santa wants to get fat

Santa thinks he is too skinny and 
doesn’t look like Santa Claus at all. So he 
tries to look fatter by wearing a lot of clothes 
and stuffing in a lot of cotton, but it doesn’t 
work! Later he tries a different method, but 
it turns out...

最 新

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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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 S$27.78

作者：郑婉妮
绘者：余广达
出版年份：2021年
书号：
978-981-18-2468-5（中）

《圣诞老人的红头巾》

圣诞老人今年又来到新加坡，但
是飞着飞着，下雨前的大风把他的帽子
吹走了，没有帽子就不像圣诞老人，这
时候圣诞老人收到了来自一位神秘老婆
婆的礼物，想知道这个礼物是什么吗？
本书将新加坡的特色红头巾与圣诞帽结
合，让圣诞老人带领儿童认识三水阿嬷
的历史。

精装 S$27.78

精装 S$27.78

作者：郑婉妮
绘者：余广达
出版年份：2020年
书号：
978-981-14-8247-2（中）
978-981-14-8246-5（英）

《圣诞老人的人字拖》

圣诞老人又要到新加坡送小朋友礼
物了，这次他学聪明了，穿上夏天的花
衬衫，短裤，还有拖鞋。但是，这双拖
鞋却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这该怎
么办呢？小朋友快来帮圣诞老人想想办
法吧！

Santa’s Flip-flops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Singapore 
to deliver presents to little children! He has 
learnt to be smarter, wearing his summer 
shirt, shorts, and a pair of flip-flops. But his 
flip-flops keep falling off, so what shall he 
do? Quick, let’s help Santa Claus think of a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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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 S$27.78

精装 S$27.78

作者：郑婉妮
绘者：翁敏佳
出版年份：2019 年
书号：
978-981-14-3538-6（中）
978-981-14-3537-9（英）

《烟囱在哪里呀?》

圣诞老人到了新加坡，要把礼物送
给小朋友。但是，他找了好久，却找不
到房子的烟囱！圣诞老人到底要怎么进
到每个小朋友的家呢？

Where’s the Chimney?

Santa Claus travels all the way from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to Equatorial 
Singapore, hoping to deliver Christmas 
presents to the local children. He explores the 
different entrances of the houses in search of 
the chimney, but can’t find one. How is Santa 
Claus going to deliver the presents?

精装 S$27.78

Santa’s Red Headscarf

Santa Claus comes to Singapore again 
this year. On his way flying here, a gust 
blows his hat away. Without his hat, he will 
not look like Santa Claus... Just then, Santa 
Claus receives a gift from a mysterious 
old granny. Do you want to know what’s 
the present? This story links the uniquely 
Singapore Samsui women’s red headscarf 
with Santa Claus’s red hat where Santa 
himself guides children through the Samsui 
women’s history.

作者：郑婉妮
绘者：余广达
出版年份：2021年
书号：
978-981-18-2467-8（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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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 S$27.78

作者：郑婉妮、杨璧珲
绘者：露木文创 
出版年份：2020 年
书号：978-981-14-4540-8

《爱运动的公主》 

莱恩国莎莎公主在森林里面听到小
象的呼喊时，用秘密武器勇敢地救了小
象。她有什么秘密武器呢？本书故事从
儿童动作发展的角度出发，描绘了不同
动作技能的练习，鼓励小朋友们多做运
动，是一本属于小朋友的运动绘本。

精装 S$27.78       

《怪兽西药房》 

作者：郑婉妮
绘者：露木文创 
出版年份：2020 年 
版次：第二版
书号：978-981-14-4991-8

对儿童而言，看医生是一件恐怖
的事情。作者从儿童的角度幻想出一个 
“怪兽西药房”，描绘了故事中的儿童
对看医生所想象出来的种种恐怖情境，
并以看医生时的实际情形与之对照，为
儿童解开疑惑，安抚他们的焦虑情绪。
在新加坡，一些组屋楼下的诊所也称 
“西药房”。本书以此作为书名，能让
本地儿童更为熟悉和亲近。这本绘本适
合害怕看医生、拒绝看医生、不喜欢看
医生以及没看过医生的儿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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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00

精装 S$27.78

作者：郑婉妮
绘者：露木文创 
出版年份：2020 年
书号：978-981-14-3445-7

《我不想》 

在亲子教养过程中，冲突经常来自
父母对常规的要求，以及幼儿对于某些
要求的反抗。作者以幼儿常用来反抗父
母的口头禅“我不想”为题，加上天马
行空的想象与幽默的呈现方式，描绘了
不同场景中抗拒行为导致的后果，并在
文末以“我想”点题，描写了幼儿如何
从抗拒逐渐转变为接受与实践。本书适
合家长与教师在教导幼儿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及日常实践时使用。

x 口袋书

尺寸：114.3mm (L) x 100mm (W) /
            100mm (L) x 114.3mm (W)

每本 S$7.41                                                                                

出版年份：2022 年

出版年份：2021年

1 2

1

2

书号：978-981-18-5462-0
书号：978-981-18-5461-3

3 4

3

4

书号：978-981-18-2469-2
书号：978-981-18-2466-1

25



7 8

学
生
读
物

5 6

7

8

书号：978-981-14-8422-3
书号：978-981-14-8421-6
书号：978-981-14-5024-2
书号：978-981-14-5020-4

5

6

书号：978-981-14-5023-5
书号：978-981-14-5021-1
书号：978-981-14-5022-8

9

10

11

出版年份：2020 年

x 口袋书

尺寸：114.3mm (L) x 100mm (W) /
            100mm (L) x 114.3mm (W)

每本 S$7.41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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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物志——新加坡学前华文
教具日常生活材料篇》 

主编：郑婉妮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年
书号：978-981-14-0641-6

本书分享参与“2018年新加坡幼儿
华语文教具比赛——日常生活材料篇”
的幼儿园华文教师制作教具的经验过程
与教具的使用方式。这些教具以日常生
活材料作为媒介素材，内容涵盖六大领
域，可供教师参考，从而让教师更善于
在生活中撷取简单材料，丰富教学内
容。书中亦提供不同课堂活动点子与活
动设计，是第一本体现新加坡本地教师
思维、呈现其现场经验的工具书。

S$40.51
学前配套

教
学
配
套

在科技成瘾的新时代中，桌游成为将童心汇聚
的清流，承载儿童的欢乐与社会互动学习。对家长而
言，桌游可以建构良好的亲子互动，对于教育工作者
而言，更是游戏化学习的良好工具。

本书以“2020新加坡幼儿华语文教具比赛——创
意桌游篇”得奖作品为基础，改编22款适合幼儿的桌
游，是新加坡第一本针对学前教育工作者编写的桌游
华语教学工具书。

编著：郑婉妮博士、巫永森博士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2年
书号：978-981-18-4242-9

《童心说——新加坡
学前华语文教具创意
桌游篇》

最 新

版出

S$40.51
学前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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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S$35.00

《来！来过节：新加坡学前节庆教案与评量》
Come, Let’s Celebrate! Preschool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Evaluation for Festivals of Singapore

作者：郑婉妮、陈志锐、
      郑迎江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年（中） 
                    2018年（英）
书号：978-981-11-1765-7（中）     
            978-981-11-6243-5（英）

本书以泰勒工学模式
作为思考出发，提供新加
坡广为人知涵盖多个种族
的节庆教学案例介绍，并
框架出节庆教学活动进行
的方向与脉络。节日的介
绍以普遍化的知识以及在
幼儿教育中所代表的价值
作为背景书写，提供幼儿
园教师简洁却有情感的阅
读文字，以及可在幼儿园
运作的简单教学活动。我
们期待本书内容可以给予
幼儿园教师灵感，让教师
可以根据任教班级幼儿的
年龄及程度，将书中提供
的教案加以延伸、修改，
在班级中进行，而各节庆
教案之间也可以互相流
转、改进。每一个教案也
建议教案评量面向，供教
师作为教学评量的参考。

（英）S$35.00

学前配套

This book stemmed from Tyler’s 
objective-centered model to provide 
lesson examples related to festivals 
of Singapore’s diverse ethnicities and 
cultures. It aims to propose a framework 
and approach to teach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such festivals. General 
knowledge and guiding valu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re embedded in 
the introductions of these festivals, 
which include accessible background 
reading and several suggested teaching 
activities.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can modify and extend the activities 
of a specific festival for other festivals 
as well. To provide teachers with 
evaluation tools, each teaching activity 
also contains a suggested assessment 
based on different learn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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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婉妮、陈志锐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年
书号：978-981-11-2847-9 （上）
            978-981-11-2848-6 （下）

《来！来过节：
幼儿互动手作本》 

手作本提供可让幼儿重复
使用的节庆食衣住行互动游戏
场景，以及3D节庆的艺术创作
材料，对于教师及家长而言，
是非常便利且实用的节庆教学
工具，减轻教师准备负担，亦
可让家长与幼儿共同创作，增
进亲子关系。

（上+下） S$30.00

《来！来过节：
新加坡学前节庆教材》 

（中）+ 教材  S$100.00
（中+英）+ 教材 + 手作本  S$120.00

本教学工具的设计配合《新加坡
学前节庆教案》介绍的13个节日，可作
为教师节庆教学辅助，亦可作为教室布
置使用。其中包含可作为教室布置背景
的节庆图案中型布景六幕、大型舞台布
景四幕，以及近百个可供幼儿进行讲
故事、角色扮演、语文游戏等活动的 
材料。

S$128.00

配套售价：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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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成、郑文佩、王娟特级教师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2年
书号：978-981-18-3935-1

《命题作文审题与选材的思维训练》

作者：周红霞、沈露丝特级教师、林届霓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2年
书号：978-981-18-4070-8

本教学配套是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为小学五年级写作教
学课堂开发的一套描写技巧教
学资源。

本配套紧密结合教材的教
学内容和方法进行设计，共有
八课教学资源，每课教案中有
重点地设计了二至三个描写技
巧，如人物外表、动作、语言

《小学高年级描写技巧小练笔》

小学配套

小学配套

本教学配套是新加坡华
文教研中心的研究成果，可用
作辅助教材或校本教材。配套
虽然以小五华文教师为主要对
象，但也适合小学六年级至中
学一年级的华文教师使用。

配套包含六次审题与选材
思维训练相关的教学设计和材
料。除了有教案、电子简报、

活动单，还有可视化的《写人
命题作文思维框架》以及《写
事命题作文思维框架》。思维
鹰架有系统地逐步引导学生进
行写人和写事两种不同命题作
文的审题与选材的思维活动，
十分适合华文教师在教导命题
作文时使用。

和心理描写，并按照作文主题
循序渐进。考虑到班级中学生
之间的差异，配套教学设计中
融入了差异教学的理念，每课
的教学资源都为不同准备度的
学生设计了差异教学内容和三
份活动单，以满足不同学生的
学习需求。

*自2019年开始，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不再以光碟形式出版教学配套，

MOE教师可以从中心网站（www.sccl.sg）直接下载完整配套。

最 新

版出

最 新

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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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作文审题与选材的思维训练》

《小学高年级描写技巧小练笔》

*自2019年开始，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不再以光碟形式出版教学配套，

MOE教师可以从中心网站（www.sccl.sg）直接下载完整配套。

已经学过的字词必须复习
才能巩固，进入短期记忆的字
词需要经过反复接触和使用才
能变成长期记忆。字词的复习
与巩固跟新字词的学习不同，
其教学设计与方法也有别于新
字词的教学。为此，新加坡华
文教研中心研究团队开发了这
个教学配套，帮助教师引导学

作者：范静哗博士、吴宝发特级教师、 
      黄婉玉、郭馨钰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1年
书号：978-981-18-0591-2

《新加坡小学华文字词复习巩固配套》

作者：龚成、郑文佩、陈玉云特级教师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1年
书号：978-981-18-0592-9

本教学配套是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的研究成果，可用作
辅助教材或校本教材，适合小
学四年级华文教师使用。

配套配合教材中的教学内
容，设计了一系列教学活动，
针对学生在“篇中段”写作时
经常遇到的难点进行训练，旨
在提升学生的段落写作能力，
并强化学生的篇章意识。

《“篇中段”写作训练教学技巧与策略》

小学配套

小学配套

本配套包含五次“篇中
段”写作小练笔的教学设计和
材料。除了有教案、电子简
报、活动单和评分标准，还有
可视化的《“篇中段”作文思
考步骤图》以及《段际（句
际）衔接分类与举例》。配套
设计了多种鹰架，有系统地逐
步引导学生进行命题作文的写
作活动，十分适合华文教师在
教导“篇中段”写作时使用。

生更有效地复习并巩固《欢乐
伙伴》中的识写字。配套主要
包括三部分内容：1）记忆与字
词复习巩固的相关理念与教学
设计的说明；2）针对一到五年
级每一课的识写字而设计的复
习巩固练习；3）《欢乐伙伴》
识写字速查表。

教
学
配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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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季华、郑迎江、沈露丝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年
书号：978-981-14-5284-0

《新新岛》第一至第三级分级读本教学资源

小学配套

《新新岛》分级读本系
列中的故事为2016年“创意无
限”全国儿童故事创作大赛得
奖作品。为了使这个系列的读
本能够在学校推广，有效使
用，三位特级教师邀请了多位
学校教师利用第一至第三级 
《新新岛》的读本进行教学设
计，修订后结集为这套教学资
源，供全国教师们参考。

本配套的资源包括教案、
活动单、学生作品参考以及亲
子共读手册。教师可根据学生
的华文阅读水平和学习进度选
择合适的读本，参考教学资
源，进行阅读引导与活动。

作者：周红霞、沈露丝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年
书号：978-981-14-5286-4

本配套由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研发，可供小学三年级的
华文教师作为段落教学校本教
材使用。

本配套紧密结合《欢乐伙
伴》三年级教材中的段落写作
教学内容进行设计，融入了差
异教学的理念，为高、中、低

《小学三年级段落写作教学配套》

小学配套

不同程度学生设计了有差异性
的学习内容和活动单。

本配套共有八课教学资
源，每课包括教案、电子简报
和活动单。此外，还为教师提
供配套研发背景与理论说明和
教学设计说明，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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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配套首先介绍了“针对
性教学”的基本概念，然后按
口语能力的进阶，对小学一年
级《欢乐伙伴》教材中的教学
重点与教学目标进行编排，并
设计出34个循序渐进的教案，
配以电子简报和活动单。教案
紧扣教材中的“听说剧场”
和“生活运用”版块，以便教

作者：范静哗、周凤儿、陈雁妮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年
书号：978-981-11-6421-7

《小学一年级针对性口语教学》

作者：周红霞、沈露丝、郑文佩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年
书号：978-981-14-1044-4

《小二句子教学配套》由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研发，可
供小学二年级的华文教师作为
句子教学校本教材使用。

本配套紧密结合《欢乐伙
伴》教材中的句子教学内容，
在教材基础句式上拓展内容及
变换句式，引导学生写出丰富

《小二句子教学配套》

小学配套

小学配套

多样的句子和连贯通顺的小段
落，为三年级的段落写作打好
基础。

本配套包含十套完整的句
子教学设计，包括教案、电子
简报和活动单。此外，还为教
师提供理论框架和教学设计说
明作为参考。

师在按教学大纲、课本进行教
学时，更能针对不同程度的学
生在语言形式和交际能力方面
的弱点，进行强化。教师可以
直接使用本配套的教案，也可
以根据我们梳理的口语能力进
阶表，按学生的具体情况对配
套教案进行替换，或自行计划
有针对性的教学。

教
学
配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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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于
2014年开展了一项旨在强化华
语口语叙事技能的研究项目，
混合了基础调查和干预教学，
为期两年。本配套乃干预教学
中所采用的材料，并加以优
化，可供小学中年级以上的华
文教师作为口语教学的辅助教
材或校本教材使用。

本配套包含 12个教案和
电子简报，并提供相应的活动
单、故事文本和录音、评量表

作者：李丽、陈玉云、区淑仪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年
书号：978-981-11-5496-6 

《强化华语口语叙事技能》

本配套是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与英华学校附小及武吉知
马小学合作的校本研究成果，
适用于小学低年级。

为了逐步提升低年级学生
的写话能力，整个配套分为一
年级和二年级两个部分。每个

作者：黄黛菁、延晶、董焱、柯慧慧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年
版次：第二版
书号：978-981-11-3073-1

《走进写话》（更新版）

和教师自检表。教学内容围绕
学生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
件，以及有趣的童话和动物故
事，通过不同任务形式，循序
渐进地训练学生的叙事技能。

这一整套系统化、显性的
叙事训练，能够从叙事结构、
细节描述和篇章连贯性三方面
提高学生的华语口语能力。学
生对叙事结构的理解和掌握可
帮助他们发展阅读技能和构思
作文的能力。

年级各包含十篇教案和相关的
小练笔。内容配合2015年小学
华文新教材课文设计，供教师
们在进行写话教学时参考。

本配套有系统地引导学生
掌握写话技能，十分适合小学
低年级华文教师使用。

小学配套

小学配套

34



《我会写“看到的”和“想到的”
——看图作文鹰架写作教学配套》

《基于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
数码讲述教学设计》

本配套是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与克勤小学、德喇撒学校
合作的校本研究成果，可用作
校本教材或辅助教材。

本配套为小学三、四年级
的华文写作课堂教学设计，旨
在通过鹰架教学模式系统地引
导学生写作，帮助他们克服看
图作文中内容不足和缺乏条理

的问题。本配套共收录八套完
整的课堂写作教学设计，包括
教案、电子简报和活动单。此
外，配套还为教师提供理论框
架和教学设计说明作为参考。

本配套所有教案都经过课
堂试教，并获得良好的教学效
果，十分适合小学中年级华文
教师使用。

作者：周红霞、吴宝发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年
书号：978-981-11-3050-2 

小学配套

本配套针对小学三、四
年级的华文教师而研发，结合
数码讲述活动、自主学习和协
作学习，教学设计紧扣课文和
单元写作主题。教师可以通过 
“说一说”“打一打”“写一
写”“做一做”“秀一秀”五
个步骤，引导学生在原有口语
基础上，从说到写到制作和分

作者: 吴晶、周凤儿、吴美韵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81-09-4698-2 

享数码故事，进一步培养学生
华语文综合运用能力。

本配套收录四套完整的教
学设计，包括教案、活动单和
电子简报。另提供五份延伸/试
教教案，针对不同阶段的口语
和写作训练而设计，教师可借
此对数码讲述在华文教学中的
应用有一个完整概念。

小学配套

教
学
配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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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学善用”理念下的“阅读 • 
越读 • 悦读”——小学高年级课堂
阅读教学策略与实践》

本配套可用作辅助教材或
校本教材，适合小学高年级和
中学低年级华文教师使用，重
点针对内容和结构两方面进行
写作教学，旨在帮助学生调动
在看图作文中积累的先备知识
和经验，并运用到命题作文。

通过本配套，教师能够有
系统地进行命题作文的起步教
学，针对学生在命题作文方面

作者：龚成、郑文佩、谢瑞芳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年
书号：978-981-14-1071-0

《从看图作文到命题作文的过渡教学》 

的困难，逐步引导学生完成命
题作文。

本配套包含六次教学活动
的材料。除了有教案、电子简
报、活动单，每篇教案还配有
教案详解，具体解释教案的设
计思路以及教学活动步骤。教
师亦可参考配套中的理论与策
略和教学设计，更好地理解本
配套的基本教学原则。

本配套的设计结合了教育
心理学理论，提供一套词汇及
思维的教学策略，以协助培养
小学高年级学生的阅读兴趣。

基于布卢姆的认知过程
维度理论，配套第一章阐述如
何从知识分类的角度对词汇进
行分类，提出六种词汇教学方
法，并提供12个教案、12个电
子简报和活动单供教师参考。

作者：洪瑞春、毛朝晖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年
书号：978-981-07-8400-3

配套第二章专注于阅读教
学策略，教师训练学生如何通
过“六何法”及“句型辨析”
分析课文，并从中寻找“知识
迁移”的机会，把知识与日常
生活联系起来。本章提供13个
教案、13个电子简报及活动单
供教师参考。 

本配套亦为教师提供设计
理念、相关论文及教学说明。

小学配套

小学/中学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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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华文学习的实验室》
（更新版）** 

作者：周小玉、林振南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年
版次：第二版
书号：978-981-11-3051-9

本配套主要探讨语块教学
的实施。整个语块教学流程包
括语块辨识、语块操练和语块
应用三个环节。这三个步骤环
环相扣，逐步进阶，并贯彻了
自动化操练的策略，以提高学
习者的口语表述流利程度。

配套含有语块教学配套的
理论框架、口语语块教学策略
与流程及十份参考教案。教案
紧扣学校课本的内容，注重实
用技能，可自然地融入日常的
华文教学，教师也可根据教学
对象的实际水平和特点对教案
内容进行合理的调整。

本配套分为文字和录像
两大部分。文字部分介绍了以
戏剧为方法的教学框架与结合
戏剧的历程，配合实验师生的
访谈解释如何在华文的“学”
与“教”中融入戏剧教学法。
配套介绍了八种常用的戏剧习
式，并通过习式说明和教案提
要等，引导教师将这些习式运
用于课堂教学之中。此外，配

套也收录了学生作文产出样例
和教案。除了原版的四份中学
教案，本配套也配合新教材新
增了三份中学教案与三份小学
教案。配套中的13个录像包括
了师生访谈和戏剧习式的操作
示范。

**MOE教师可到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行政处免费领取此配套。

小学/中学配套

《基于语块教学提高华文第二
语言学习者口语的流利度》

主编： 孙晓曦
作者： 孙晓曦、范静哗、周凤儿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年
书号：978-981-09-9093-0

中学配套

教
学
配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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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配套是新加坡华文教
研中心与华义中学合作的校本
研究成果，针对中学华文教师
而研发。配套以自主学习和过
程式写作为理论框架，将课内
学习与课外学习相结合，帮助
学生自我建构写作评量标准，
从而提高写作水平。教师可以
通过五个阶段的教学活动更有
效地协助学生掌握43个写作技

《基于自主学习的中学华文过程
式写作教学》 

编审：陈之权
作者：龚成、郑文佩、陈玉云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年
书号：978-981-09-8518-9

巧，并系统地引导他们自主计
划和管理学习进度。

配套收录的教学资源包括
教案、活动单、电子简报和评
量表等。配套还为教师提供设
计理念、相关论文、实验学校
的学生作品样例，以及写作技
巧教学活动建议作为参考。

本配套可搭配《基础写作
技巧手册》一同使用。

中学配套

作者：龚成、郑文佩
顾问：罗福腾
编审：陈之权
合作特教：陈玉云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年
书号： 978-981-09-8196-9

《基础写作技巧手册》 

本书专为新加坡本地学生
编写，分为内容组织、叙事手
法、描写手法、修辞手法和表
现手法五大单元，涵盖43个写
作技巧，还附上综合练习，帮
助学生巩固所学写作技巧。每
个写作技巧章节都包含解释、

示例、示例分析及小练习，简
单易懂。作者使用由新加坡现
行中学华文课本的部分课文作
为文章示例，让学生通过熟悉
的课文来学习写作技巧。

本书不仅适合中学教师与
学生使用，同样可供小学高年
级与高中教师与学生参考。

S$12.00

中学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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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写作e起来》 

本配套以创造性思维理
论为基础，设计八个教学简
案，分别为联想、想象、感官
体验、创意标题、文章改写、
角色想象、团体接力和穿越时
空。每个教案都提供一个创意
策略，强调通过协作学习来激
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学
生的创意写作兴趣和能力。

作者：陈志锐、张曦姗、潘霖妮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81-09-4699-9 

本配套也提供电子简报，
以及创造性思维理论框架、研
究论文等内容，以期更好地支
持教师利用资讯科技进行创意
写作教学。此外，配套也介绍
创意写作平台“我写”（iWrite.
sg），学生可在课内外利用平板
电脑于此平台上互动、实践创
意写作，实现无缝学习。

本配套结合教育理论与
教学法，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训
练学生的阅读、思维与写作能
力。中学华文教师可在阅读与
思维训练的基础上，设计与主
题相关的写作练习，达到“以
读促写，读写结合”，培养中
学生对阅读与写作的兴趣。

《“乐学善用”理念下的“阅读到写
作”——策略与实践（以中学快华和
高华课文为例）》

作者：洪瑞春、郭秀芬、毛朝晖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年
书号：978-981-07-9087-5

本配套采用了三种教学策
略：PEEL阅读理解与写作策略、
思维激发到写作策略及阅读与
仿写和续写相结合策略，为教
师提供设计理念、理论框架、
教学说明，以及13个教案、13
个电子简报、12个篇章结构、
活动单及相关论文。

中学配套

中学配套

教
学
配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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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学生日常华文用字频率字典》

编者：林进展、吴福焕、赵春生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年
书号：978-981-09-2227-6

本字典收录“新加坡学生日常华文书面语语料
库”中的华文用字共4855个。字典正文主表收录普
通词汇的用字共4436个，按照字音排序，且提供每
个字的使用频率、构字、构词等信息,以便用户检
索。字典附表中分别收录专有名词用字419个和部件
及构字数分布表。 

本字典是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华文基础性研究
成果之一。周清海教授、陆俭明教授和谢锡金教授
特为本字典作序，肯定本字典对新加坡华文教学乃
至汉语母语教学的积极作用。

本字典的出版，提供新加坡华文教育界专用
的参考字表，教师与研究者可利用这个字表编写教
材、为学生选择适合的课外读物、制作汉字认读测
试工具，以及编纂适合学生使用的语文学习字典。

新加坡学生日常华文用语
调查系列

工
具
书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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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学生日常华文用语
调查系列

工
具
书

本词典收录“新加坡学生日常华文书面语语
料库”中覆盖全库百分之九十的高频词，并以降频
排序。为便于使用者查询，该词典另附四个索引，
分别为：一般常用词索引、常用成语及习用语块索
引、新加坡常用地名与机构团体名索引、新马港台
特有常用词索引。

本词典是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华文基础性研究
的一部分。周清海教授认为本词典对新加坡的华文
教学必将起积极作用。

随着本词典的出版，新加坡华文教学界有了自
己可参考的词表，可利用此词表，在参考词表的基
础上，编写教材、编写与建立华文测试的题库、编
写适合学生使用的语文学习词典，或者语文学习双
语词典。

编者：吴福焕、林进展、赵春生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年
书号：978-981-07-7460-8

《新加坡学生日常华文用词频率词典》

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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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兰裹粽——赏析新加坡华文文学精品》

本书由新加坡学者作家陈志锐副教
授主编，收录了有关新华小说、散文、诗
歌和戏剧等共16篇赏析文章，作者多为 
陈志锐副教授所指导的硕士课程和教育文
凭课程的学生。除了赏析文章外，本书也
附上了原作，让读者在重读原作和阅读评
析文字的时候可以相互对照、重新发现、
深化体会。新华文学需有更多评论的关注
和深入的阅读，本书填补了一小块空隙。

天空，还很大。

主编：陈志锐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年
书号：978-981-14-4960-4 

本书选录了第五届“华文作为第二语言之教与
学”国际研讨会（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主办）参会
论文中的12篇优秀作品，内容涵盖学生背景、教学
法、教育研究、学习模式、资讯科技辅助、语文学
习、教材教具等多方面，展示了华语文教学的研究
成果与教学成效，极具参考价值。

本书可在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网上书店下载。

主编：陈志锐
副主编：刘渼、钟韵宜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年
书号：978-981-14-4212-4

《教研相长——华文
作为第二语言之教与
学论文集》（电子版）

S$30.00

最 新

版出

最 新

版出

学
术
论
著

42



《班兰裹粽——赏析新加坡华文文学精品》

学
术
论
著

本论文集共收录了
24篇学术论文，展示了
作者对新加坡母语教育
（华语、马来语和淡米
尔语）的深刻见解与观
察。论文集讨论了新加
坡的双语教育背景、母
语课程与教学资源，以
及教学与评估，为学者
和实践者提供思想交流
和经验分享的平台，促
进了新加坡母语教育的
研究与应用。

This collection consists of 24 
selected scholarly papers with insights 
and keen observations of Mother Tongue 
Languages (MTL, i.e. Chinese, Malay 
and Tamil) education in Singapore. To 
promot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MTL teaching, as well a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of MTL to communicate thoughts and 
share experiences, this quadrilingual 
academic book delves into the bilingual 
context of Singapore, the MTL curricula 
and teaching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of MTL in the 
Singaporean context.

《创新实践，实践创新：重新审视新加坡的母语教育》

Innovative Practice, Practice Innovation: Re-envisioning 
Mother Tongue Languages Education in Singapore

Chief Editor: Tan Chee Lay
Editors: Choong Kok Weng, 
              A Ra Sivakumaran, 
              Mohamed Aidil Subhan
Publishers: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NTU-SCCL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19
ISBN: 978-981-11-9981-3 S$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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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研究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
途径，在新加坡推行了十多年。不少
教师已经有了行动研究的经验，但许
多教师仍然在摸索的过程中。本书旨
在为有意进行行动研究的教师提供理
论与实践指导。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
为理论篇，介绍行动研究的定义、流
程，以及各种研究方法，包括课堂观
察、访谈、测试和问卷调查。第二个
部分为实践篇，收录了六份由教师撰
写的行动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涵
盖不同研究课题，能为教师之后的行
动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编著：延晶、苏启祯、吴福焕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年
书号：978-981-11-6420-0

S$35.00

《研究型教师专业发展——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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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学习、乐在其中——怎样教孩子学好华文》
Help Your Child Learn Chinese Language 
Efficiently and Happily

作者：苏启祯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年
书号：
978-981-11-5081-4（中）
978-981-11-1905-7（英）

你的孩子在学习华文
时是否面对困难？身为父
母的你该如何从旁协助？
这也许就是你一直在寻找
的书！本书专为年轻家长
而写，全面指导家长如何
协助孩子学习华文。心理
学专家苏启祯博士基于对
儿童双语能力的专业知
识，详细解答了家长在指
导孩子学习华文时所面对
的疑惑与迷思，并提出实
际可行的指导建议，让孩
子轻松愉快地学习华文。

（英） S$12.00
（中） S$12.00

Is your child experiencing difficulty 
in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s a 
parent, how may you help him? This 
may be the book you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book is written with the needs 
of young English-speaking parents in 
mind and offers accessible guide to teach 
your child learn Chinese. With his expert 
knowledge of children’s bilingualism, 
Dr Soh Kay Cheng sheds new light on 
issues that you may encounter when 
helping your child learn Chinese at 
home. He also empowers you to take a 
straightforward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o aid your child in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effectively and happ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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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教学
——新加坡华文特级教师的教学实践与反思》

本书收录新加坡华文特级教师所撰写
的15篇论文。全书分为两辑，辑一为“教
材与评估”；辑二为“教学探讨”，涵盖
口语教学、书面语教学，以及其他教学设
计、模式与方法。本书不仅是华文特级教
师在研究方面努力尝试的结晶，也是他们
在实践中累积经验与反思的成果。编者与
作者期望通过此书与大家分享更多“研证
教”的经验以及最新的教学理念与方法。

主编：陈志锐
出版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57-739-886-4 S$34.00

《华语作为二语与外语的教学——探索与实践》

本书为第二届“华文作为第二语言之
教与学”国际研讨会部分入选论文的结
集。上篇为“亚洲篇”，收录了12篇论
文，涵盖了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华语文教育
议题。下篇为“新加坡专篇”，收录了八
篇论文，探讨新加坡的华语文教学，涵盖
了新加坡学前、小学和中学的华语文教
学，也体现出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及理念。

编者：谢育芬、张慧梅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年
书号：978-7-305-13409-8 S$25.20

46



学
术
论
著

《语言学习，动起来！
——无缝与移动语言学习探索》

在缺乏应用目标语的大环境下，我们
急需建构一个超越正规课堂、融入生活的
二语应用小环境。作者提出“无缝语言学
习框架”，倡议语文教育工作者从个别学
习者的角度出发，为他们从课堂教学到校
外学习活动进行全方位的规划设计，以期
在有效提升学习者语文能力的同时，培养
他们从课内到课外，进行意义建构式的学
习“习性”和能力。

作者：黄龙翔、陈之权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年
书号：978-7-305-13802-7 S$15.30

《大题小做——新加坡华文课程与教学论文集》

本书所收录的九篇论文，共分两大部
分。上篇的文章主要探讨在新加坡的社会
语言环境下，华文课程所面对的挑战及应
对之道；下篇的文章则针对华文教学的内
容与策略进行思考，在思考所得的基础上
提出顺应学生学习特点、满足当代教育对
人才培养要求的教学策略，并讨论相关策
略在华文教学上的实践之道。本书各篇文
章所涉及的课程理论与教学方法亦能作为
中华文化圈以外华文教学的有效参考。

作者：陈之权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年
书号：978-7-305-08049-4 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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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讯技术在华文教学上的应用
——21世纪的环球观点》

本论文集收录了14篇探讨教育资讯
技术在华文教学上的发展与应用情况的文
章。文章的内容多样，有理论方面的探
索，有实践经验的分享，还有教学理念的
提出，呈现了各国和各地区学者在华文教
学中使用资讯技术的多元观点。文章从理
论建设、教学实践与教学框架三方面提供
华文教学同道可资借鉴的运作模式与设计
概念，有助了解各地华文教学资讯化的现
状与发展趋势。

主编：陈之权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年
书号：978-7-305-08336-5 S$20.00

《行动与反思——华文作为第二语言之教与学》

本书展示了华文课堂的教学理论与
策略以及学习者使用华文的方法与实践经
验，具体内容包括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理
论实践、课程与教材、教学法、资讯科
技辅助教学及教学评价五个相互联系的领
域。书中所论及的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教
案和教材极具前瞻性、启发性与实效性，
对华文第二语言教学具有实践价值。

主编：陈志锐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年
书号：978-7-305-09130-8 S$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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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学刊》是由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与新加
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的教育类半年刊，以探讨华文
第二语言之教与学为重要内容，旁及面向华语文教
学的语言学、文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翻译等研
究。《华文学刊》致力于促进华文教学的理论与应
用研究，传播有效的教学实践经验。

2003年至今，《华文学刊》已不间断地出版了
18年，作者群早已国际化，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国际
刊物，更是目前本地区水平最高、期数最准、编辑
最严谨、读者群最多的专门研究华语文教学法的教
育专业刊物。

自2014年1月起，《华文学刊》获收录为中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海外版来源期刊，从此
奠定其学术地位。

*欲在线投稿或免费下载《华文学刊》，欢迎浏览新加坡 
华文教研中心网站（www.sccl.sg）。

《华文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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