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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华文教育课程简介

课程特点

为配合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步伐，顺应政府和家长们对
学前华文教育的需求，以及提升学前教师的知识与技能，
新跃社科大学(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联合南洋理工大学属下的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Singapore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共同推出有助学前教师自
我提升的“学前华文教育”学士学位课程。课程旨在为目前
正在从事学前华文教育的从业者，提供掌握专业的学前教育
以及华文教育教学法的知识与技能平台。

课程是设置在学前教师已对幼儿教育与保育有所认识的基
础上，将内容归纳为学前教育、华语文知识和教学法三大
领域。课程将能帮助学员更清楚地评估自己教学的实用价
值，进一步了解幼儿，有能力为他们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其
发展，且富有辅助性和挑战性的学习环境。

合作伙伴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简介
南洋理工大学属下的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Singapore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由新加坡共和国内阁资政李光耀先
生于2009年11月17日开幕。教研中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加强双语环境下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成效，满足来自
各类家庭语言背景(特别是华语为非主要家庭用语) 的学员
在华文学习上的需要。由新加坡教育部和国立教育学院合作
设立的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拥有自主权，是南洋理工大学的
一个独立机构。教研中心通过提供优质的培训课程与专业咨
询，提升华文教师的教学素养、教学能力与专业水平，并着重
于创新教学与学习策略的研究，致力于开发独特、有效的教学
法，以加强中心作为区域性华文第二语言教研中心的地位。

本课程独特之处在于它集学前教育的内容、华语言文学的
知识以及华语文教学法为一体，让学员有机会打好华文语
法、中华文学的基础，并正确地运用适合当今幼童所需的
华语文教学法进行教导。完成此课程后，毕业生将具备学
前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从而成为全方位的学前华
文教师。
此学位课程的学习方式具有以下特点：
• 本课程属部分时间学习制, 采用灵活的学习概念及业
余的学习方式进行。
• 所有教材的选编,包括课本、参考书等, 都是由专家学
者精心设计与编写,以满足在职学员的要求。
• 教学方式灵活多样, 采取讲座等授课形式, 注重师生
的互动与交流。
• 完成此学位课程, 不但能提升学员的自身价值, 加强
竞争力, 还能扩大学员的就业机会

招生对象
欲知更多详情，请查询该中心网站:
www.sccl.sg

此课程是专为从事学前教育专业工作者而设计的（请呈
交任何相关的资料）

就业前景
学前教育教学领域，课程设计与策划，以及任何与学前
教育专业相关的职业

Programme Offer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科目设置与学分
科目分为通选课、必修课和选修课3大类。学员需要修读130个学分(包括中文通选课的10个学分)方可毕业。若非另外说明，
所有科目均为5个学分。

必修课(共115学分)

Compulsory Courses (Total 115 cu)

阶段一
• 实用华语语音与词汇
• 中文篇章鉴赏
• 中文文章写作
• 中国文化概论

Level 1

阶段二
• 现代华语语法与修辞
• 儿童心理发展研究 (0至8岁)
• 人类发展学
• 游戏课程的整合与探究
• 专业成长与发展
• 儿童艺术与审美教育
•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 学前儿童文学
•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
• 多元文化教育与双语教育
• 发展幼儿的社交与情绪技能
•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

Level 2

阶段三
• 学前课程论
• 幼儿园、社区与家庭合作共育
• 儿童发展评量
• 幼儿阶段的戏剧与华语文教学
• 学前资讯科技和华文教学的整合
• 专题作业 (10 学分)

Level 3

选修课(选5学分)

Elective Courses (Choose 5 cu)

阶段三
• 中国文字学
• 唐诗专题
• 宋词专题

Level 3

大学通选课(共10学分)

SUSS Core Courses (Total 10 cu)

• 为何行善? (2.5 学分)
• 新数码帝国：科技产业的范围
与延伸 (2.5 学分)
• 人与城市

• Applied Chinese Phonetics and Lexicology
• Selected Readings in Chinese
• Writing in Chinese: Major Genres and Styles
•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 Modern Chinese Grammar and Rhetoric
• Chil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0 – 8 Years)
• Life Span Development
• Integrating Play across the Curriculum
•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 Aesthetics and the Arts for Children
• Language and Literacy in Early Childhood
• Children’s Literature for Early Childhood
• Supporti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 Develop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in Young Children
• Research Methods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 Current Issues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 Partnership of Home, School and The Community
•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 Early Childhood Creative Drama an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 Integrating ICT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 Project (10 cu)

• Chinese Etymology
• Tang Poetry
• Song Ci

• Why Do Good? (2.5 cu)
• New Empires: The Reach
and Frontiers of the Tech Sector (2.5 cu)
• Space, Place, People and the City

如果想了解更多课程信息，请查看课程网页。网址是 suss.edu.sg/BECCE

ADMINISTRATIVE DETAILS
入学资格

申请手续

申请者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新加坡永久居民或居住在新加坡
的其他国籍公民。主要招生对象是已获得受承认的学前教育
文凭，并有资格在幼儿园和托儿中心执教，且有志提升其专
业素养、知识与技能的学前华文教师们。

申请者可以通过登录大学网站 suss.edu.sg 呈交电子申请
表格 (e-application)。申请者须呈交已公证的详细学术
成绩单和毕业证书副本。不完整的申请表格将不被列入考
虑之列。

申请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学费与津贴

(1) 年龄在21岁或以上；及
(2) 拥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或目前全职受聘；及
(3) 拥有下列其中之一的学历资格：
(a)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 (GCE ‘A’ Level) 至少
两科及格 (2006年之前) 或者至少两科H2及格 (2006年
或之后) + ECDA (PQAC) 认可的学前教育文凭 (DPE-T/
DECCE-T) 包括高级华文取得B4级或以上等级，或华文取
得A2级或以上等级，或者
(b) 本地理工学院文凭(学前教育) +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
普通水准 (GCE ‘O’ Level) 五科及格包括高级华文取得
B4 级或以上等级，或华文取得A2级或以上等级，或者
(c) 本地理工学院文凭(非学前教育) + ECDA (PQAC) 认可的
学前教育文凭 (DPE-T/DECCE-T) +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
证书普通水准 (GCE ‘O’ Level) 五科及格包括高级华文取
得B4级或以上等级，或华文取得A2级或以上等级，或者
(d) ECDA (PQAC) 认可的学前教育文凭 (DPE-T/DECCE-T) +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准 (GCE ‘O’ Level) 五
科及格包括高级华文取得B4级或以上等级，或华文取得
A2级或以上等级，或者
(e) ECDA (PQAC) 认可的学前华文教育文(DPE-T/DECCE-T
Chinese) +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准
(GCE ‘O’ Level) 五科及格包括高级华文取得B4级或以上
等级，或华文取得A2级或以上等级，或者

学员将根据每个学期修读的科目来缴交学费。学费涵盖了
学习材料、教学、作业、考试等。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入
大学网站 suss.edu.sg 查询。
新跃社科大学（SUSS）学员修读教育部（MOE）认可
的学士学位课程，如果符合条件，将享受政府的学费津贴
；年满40岁及以上的新加坡公民，如果修读新跃社科大学
教育部津贴的学士学位课程、同时又适合享有未来技能创
前程中途职业加强津贴，将获得更高的学费津贴，缴交的
学费将更少。
所有年届25岁及以上的新加坡人，都可以使用政府未来技
能奖励计划下的500新元，缴交经过批准的、与技能有关的
众多课程的学费。请登录、查看未来技能网
(www.skillsfuture.sg/credit)列出的与未来技能有关的课
程索引，选择适宜的课程。
如果对任何学费、政府津贴、未来技能中途职业加强津贴,
未来技能培训补助户头(SkillsFuture Credit)等有疑问，
请登录大学网站suss.edu.sg查看详细信息。

学员服务及教学网
新跃社科大学的学员都必须具备电脑及上网的基本知识和
条件，以便使用大学提供的学员服务及教学网。

(f) WSQ 幼儿教育新技能资格专业文凭 (PDECCE-KT
[or ADKET]/PDECCE-CC) +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
普通水准 (GCE ‘O’ Level) 五科及格包括高级华文取得
B4级或以上等级，或华文取得A2级或以上等级。
本课程将优先开放给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华文教师报读。合
格的申请者，将有机会受邀参加面试,或入学笔试又或者其他
形式的评估测试。录取人数将视学额多寡而定。新跃社科大
学录取委员会有权决定最终录取名单；至于未获录取之理由,
恕不奉告。

student_recruitment@suss.edu.sg
6248 9777

suss.edu.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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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s_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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