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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幼儿：学前华文教学指南

  双语政策是新加坡教育的基石。《2010年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再度重申双语
政策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新加坡语言环境的变迁：英语作为主要家庭用语有上升的趋势。
教师在华文教学中应顺应语言变迁的情况，关注幼儿在学习上的不同起点。教师应营造有
利于学习华文的环境，鼓励幼儿使用华语与他人沟通、提高互动技能和认识自己的本族
文化。

  为进一步提升新加坡学前母语教学的质量，教育部于2013年推出了《培育幼儿：学
前母语课程框架》。该框架与《2010年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中的各项建议一致，强
调学前阶段是幼儿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要时期。学前母语教学应着重帮助幼
儿奠定口语互动的基础，鼓励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用华语与家人、朋友及社区成员交流。

  本书名为《培育幼儿：学前华文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是新加坡教育部继
《培育幼儿：学前母语课程框架》后推出的一本教学指南。本指南旨在指引学前华文教
学的方向，引导教师将《培育幼儿：学前母语课程框架》中的理念和原则落实在教学实践
中。通过使用本指南，学前华文教师可以达成以下目的：

• 理解《培育幼儿：学前母语课程框架》中的理念、愿景和宗旨
• 设计符合幼儿学习特点的华文教学活动和游戏，落实各项教学指导原则
• 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帮助幼儿达成学前华文学习目标
• 观察和了解幼儿学习华文的行为及表现，记录、分析具体情况并提供反馈
• 参考本指南中的样例，调整现有的华文教学

培育幼苗，在幼儿的心中播下热爱华文的种子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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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图表取自《培育幼儿：学前母语课程框架》。图表显示学前华文教学的理念、愿
景、宗旨、指导原则和学习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指南的第一章至第三章有助于教师理解
该框架的内容，以及如何在教学中落实各项指导原则；第四章旨在引导教师设计和实践学
前华文课程；第五章列出加强教师、幼儿园、家庭和社区组织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方法。

图1：培育幼儿：学前母语课程框架

愿景
幼儿是积极的学习者、能感受学习和使
用母语的乐趣、能有信心地用母语与他

人进行交流，并能欣赏本地文化。

1. 母语是幼儿的生活用语
2. 母语教学应照顾不同学习者的需求

3. 母语学习应是积极的、具有互动性的、并需在真实的情境中进行 

宗旨学习目标

1. 沟通
  2. 文化
    3. 联系

     1. 幼儿对母语学习感兴趣
  2. 幼儿能掌握基础语言能力
3. 幼儿对本地文化有初步的认识

幼儿是好奇、积极、
有能力的母语学习者。

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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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理念、愿景和宗旨

一、理念 

幼儿是好奇、积极、有能力的母语学习者。 
  教师应充分了解幼儿独特的学习方式。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幼儿通过实际操作和亲
身体验来感知、探索和积累学习经验，并在生活中、游戏中逐步建构知识。

  教师也应认识到幼儿在学习华文时有一定的自然进程。幼儿从听、说活动起步，
通过模仿以及与周围的人进行互动，逐步发展聆听、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时，幼
儿也开始积极探索生活情境中的文字符号，在成人和朋友的帮助下进行早期阅读和
前书写活动。一般来说，教师可以在幼儿的学习活动和游戏中观察到以下学习特点和 
行为：

学习特点 学习行为（例）

好 奇
• 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心，会追问“是什么”或“为什么”
• 对生活中的常见标记和文字符号感兴趣
• 对本地文化活动表现出探究的愿望

积 极
• 主动参加有趣的活动，包括文化活动
• 愿意参与生活情境中熟悉话题的对话
• 乐于与家人、朋友和社区成员交流

有能力
• 通过观察与模仿学习语言
• 用各种言语和非言语方式与他人互动
• 在成人的帮助和支持下，掌握基础语言知识和技能

创造机会让幼儿用华语与他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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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理念、愿景和宗旨

二、愿景 

幼儿是积极的学习者，能感受学习和使用母语的乐趣，能有信心地用母语与他人进行交
流，并能欣赏本地文化。
  为了实现该愿景，教师在华文教学中应尽力激发和保持幼儿学习华文的兴趣，鼓励
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用华语与家人、朋友及社区成员交流。此外，教师也应创造学习机会，让
幼儿体验和参与本地文化活动，从而帮助他们初步形成文化认同感。

三、宗旨 

学前母语教学的三大宗是旨沟通、文化和联系。
  《2010年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以培育有效使用母语的学生为目标，列出了母
语教学的三大宗旨：沟通、文化和联系。学前华文教学的目标与此一致：

宗旨 学前华文目标

沟 通

•聆听
•口语表达
•识字和辅助性阅读
•用记号、符号或文字表达想法

文 化
培养幼儿初步认识和欣赏本地文化的能力。内容包括：
•节日、风俗和传统
•民间传说和故事

联 系
通过以下方式加强幼儿与家人、朋友和社群成员之间的交流：
•积极参加节庆活动、民俗活动和传统文化活动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华语，并分享学习华语的经历

通过活动，帮助幼儿形成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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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华文教学指导原则与实践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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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设计、实践学前华文课程时，教师需要遵循《培育幼儿：学前母语课程框架》所
列出的三个指导原则： 

一、指导原则一：母语是幼儿的生活用语

  要让幼儿视华语为日常生活用语，教师需积极创设真实的语境，让幼儿学习用华语与
他人交流。教师可利用课时，让幼儿进行角色扮演（如让幼儿演出新年时向长辈拜年的情
境）。教师也可鼓励幼儿用华语与朋友或家人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

（一）以幼儿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设计课程 

  语言学习与幼儿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黄瑞琴，1998；谢锡金，2000、2001、2002）。
学前教育中心课程多以活动的形式开展，教师在设计活动时需密切联系幼儿的生活经历，并引
导他们探索未知。这将有利于幼儿建构知识，进而提升其认知和语言发展水平。

第二章 学前华文教学指导原则与实践

教学活动与幼儿的生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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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根据学前华文学习目标，设定任教班级本学年/学期/周的学习目标。目标包
括以下方面：

   •幼儿对学习华文感兴趣
     ◇ 积极参与学习活动
     ◇ 乐于参与学习活动
   •幼儿能掌握基础语言能力  
     ◇ 聆听
     ◇ 口语表达
     ◇ 识字和辅助性阅读
     ◇ 用记号、符号或文字表达想法
   •幼儿对本地文化有初步认识  
     ◇ 初步认识传统和习俗
     ◇ 与朋友、家人和社区成员进行交流

（2）教师在设定华文学习目标时，可考虑结合其他学习领域的目标，以促进幼儿在肢
体、认知、情感、美感、社交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1. 设定学习目标

（1）教师参考学前教育中心制定的学习主题：
   •我是谁？
   •我周围有谁、有哪些地方？
   •我和谁共享这个世界？
   •我周围的事物是怎么运作的？

（2）教师观察、了解幼儿对本学段主题的学习兴趣和需要。在本样例中，教师发现：
   •班上幼儿在交谈中表现出探索周围生活的兴趣
   •一些幼儿对“邻里”的事物和人十分感兴趣
   •大多数幼儿已有一些关于“邻里”的生活经历

（3）教师在观察、收集以上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本学段的主题“我周围有谁、有哪
些地方？”，设定“我的邻里”为次主题。

（4）教师按次主题设计学习内容。

第二章 学前华文教学指导原则与实践

2. 设定学习内容

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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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行脑力激荡活动
教师针对次主题“我的邻里”，和班上幼儿、其他教师进行脑力激荡，想出与次主
题有关的人事物（如咖啡店、杂货店、游乐场、巴刹、大树、草地、外出、买东西、
玩耍、热闹、小贩、警察、借书、寄信、节日装饰、表演活动等）。

（2）构思可行性活动
教师将人事物分类，分别归入“邻里的事物”、“邻里的活动”、“邻里的人”等。根
据类别，教师继续构思能让幼儿参与的活动（如邻里发现之旅、阅读、谈话、绘
画、韵律活动和游戏）；同时设定相关的知识、技能和学习品质方面的活动目标。

（3）选择活动
教师在选择活动时，需参考以下要点：

   •活动是否与幼儿已有的经验有关
   •活动是否为幼儿提供全面发展的机会
   •活动是否能让幼儿达成学习目标
   •活动是否为幼儿提供合作、互动、自由表达和探索的机会
   •活动是否为幼儿提供学习新知识和技能的机会

教师与幼儿一起进行脑力激荡

3. 设计具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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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排活动顺序
教师根据“学习周期”*的原理来安排活动顺序：

*本指南第三章将具体介绍根据“学习周期”设计学习活动的方法。

4. 追踪学习目标
• 教师观察、记录、分析幼儿在活动过程中的学习情况。
• 教师和幼儿、家长进行交流，并提供幼儿语言发展情况的反馈。

邻里发现之旅
• 发现有趣的事物
• 观察人们的活动
• 与熟食中心的小贩、邮局的职 
 员、巴刹的摊贩等用华语问候、 
 交谈
• 提出问题并在发现之旅中寻找 
 答案

学习周期 活动顺序 目的

• 幼儿体验并察觉邻 
 里的人、事物和 
 活动
• 幼儿学习并理解基 
 本词汇和句式
• 幼儿体验用华语与 
 他人交流的乐趣

察觉

制作故事书
• 让幼儿再次回忆邻里之旅中的
  事物、活动和人，并说出自己
  最感兴趣的部分
• 和全班幼儿一起制作一本故事
  书，书名是《好棒的邻里》，
  由教师记录下幼儿的创意和想
  法，并配上幼儿自己创作的绘画

• 幼儿复习、应用所 
 掌握的语言知识和 
 技能
• 幼儿乐于表达自己 
 的想法

应用

故事、谈话和绘画活动
• 欣赏邻里之旅中所购买的物品、 
 拍摄的照片等
• 听教师讲述一个与邻里主题相关 
 的故事，回答教师和朋友的问 
 题，提出自己的疑问
• 聆听朋友的发言，比较自己和他 
 人的想法
• 说出自己在邻里之旅中的想法和 
 感受
• 画出自己最感兴趣的邻里事物、 
 活动或人，与朋友交谈和讨论

• 幼儿进一步探索和 
 掌握与邻里有关的 
 概念
• 幼儿建立新旧知识 
 和技能之间的联系
• 幼儿在故事讲读、 
 谈话中掌握聆听及 
 口语表达的技能
• 幼儿以不同的方式 
 （如绘画）表达自 
 己的想法和感受

探索
 与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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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4. 追踪学习目标
• 教师观察、记录、分析幼儿在活动过程中的学习情况。
• 教师和幼儿、家长进行交流，并提供幼儿语言发展情况的反馈。

（二）鼓励幼儿在常规活动与过渡性活动中用华语交流

  常规活动与过渡性活动指的是教学活动和游戏以外的其他活动，是学前教育中心
隐性课程中的一部分。教师在各项活动中用华语和幼儿进行交流，帮助幼儿感受在生活
情境中使用华语的乐趣。

第二章 学前华文教学指导原则与实践

• 教师利用每天幼儿上学、放学、茶点、用餐、午睡、起床、洗手和活动间转换 
 的时间，和幼儿用华语打招呼、交谈。
• 教师注意说话时的语境，运用幼儿能够理解的语言和他们交谈，并且耐心地聆 
 听幼儿说话，鼓励他们用表情、动作和语言做出回应。
• 教师有意识地运用以下方法提高幼儿的华文程度：
  ◇ 开始时用描述性的方式，说出幼儿当时的动作和相关事物，如说出：“你拿 
  了一片面包、一杯牛奶。”
  ◇ 发现幼儿聆听能力有所提升后，鼓励幼儿接着教师的话往下说，如说出“你 
  拿的是……”后，耐心等待幼儿的回应。
  ◇ 发现幼儿表达的信心大增后，运用开放式问题激发幼儿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
   受，如提问：“你为什么拿这些食物？你还喜欢哪些食物？”
• 教师营造一个正面和充满关爱的交流环境，鼓励幼儿和朋友用华语交流，并肯 
 定他们的表现。

在课堂活动以外的时间，提供机会让幼儿用华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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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原则二：母语教学应照顾不同学习者的需要 

  在同一个班级里，教师往往面对不同学习起点和能力的幼儿。为便于描述，本指南
按照幼儿的语言基础大致划分出三个阶段：
 • 种子阶段：指幼儿处于无华文基础的阶段
 • 幼苗阶段：指幼儿处于有一定华文基础的阶段
 • 花朵阶段：指幼儿处于华文基础较强的阶段

  教师应尊重幼儿在学习和发展进程中的差异，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兴趣、需要、能力、
发展特点和水平等。教师也应设计适合幼儿的学习活动，引导他们从原有的语言水平向更
高水平发展。

根据幼儿的需求调整学习过程，相机指导

（一）设计和安排活动

  在设计和安排活动时，教师需了解幼儿的家庭用语，并且观察幼儿的差异表现，根
据他们不同的需要设计、安排学习活动。教师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幼儿的已知和未知 
 • 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 全班、小组活动计划和个别幼儿指导计划
 • 具有合理挑战性的活动
 • 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 供幼儿自主选择的活动

第二章 学前华文教学指导原则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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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以一个故事讲读活动为例，说明教师如何根据幼儿的需要制订具有差异性的
全班和小组活动计划。教师在采用时可按各班的情况加以调整。

第二章 学前华文教学指导原则与实践

幼儿

目标

样    例

• 能在教师引导下 
 观察图画，主要 
 借助图画、教师 
 的动作和表情理 
 解故事的大致 
 情节

• 能边听故事边用 
 表情和动作回应 
 教师的提问

• 能结合图画内容 
 说出简单的词语

• 能说出最喜欢的 
 故事人物

• 能和教师一起重 
 读故事，并在教 
 师的提示下谈谈 
 故事的大致情节

• 能边听故事边用 
 表情、动作、短 
 语回应教师的 
 提问

• 能结合图画内容| 
 说出短语

• 能说出最喜欢的 
 故事人物和情节

• 在画出故事内容 
 后，能向小组同 
 伴复述关键的 
 情节

• 能边听故事边用 
 表情、动作、短 
 句回应教师的 
 提问

• 能结合图画内容 
 说出完整的句子

• 能说出最喜欢的 
 故事人物、情节 
 和部分细节

• 在画出故事内容 
 后，能添加一些 
 文字、符号表达 
 想法，并和小组 
 同伴谈谈自己的 
 想法和感受

• 能在教师引导下 
 观察图画，主要 
 借助图画和教师 
 的语言来理解故 
 事的主要情节

• 能在教师引导下 
 观察图画，主要 
 借助图画和教师 
 的语言来理解故 
 事的情节和部分 
 细节

全班活动的目标

小组活动的目标

种子阶段的幼儿

无华文基础

幼苗阶段的幼儿

有一定华文基础

花朵阶段的幼儿

华文基础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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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活动的过程 

  在进行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需仔细观察幼儿的进展和表现，既照顾到全体幼
儿，又根据他们的需要给予有针对性的帮助。下面是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

第二章 学前华文教学指导原则与实践

• 提供与幼儿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词汇和短语（如吃、喝、 
 要、玩、上厕所、上课），或提供一些常用语（如可以、 
 不可以、 我要、我想）帮助幼儿表达基本需要，并建立他 
 们说话的信心
•在说话的同时向幼儿出示视觉辅助物（如图片或实物）或 
 通过动作演示，帮助他们理解话语内容
•在全班和大组活动时给这部分幼儿回应的机会，向他们提 
 出封闭式问题（如答案是“是、不是”的问题）

幼儿 方法

• 在幼儿说话内容的基础上，运用补充或延伸的方法，扩大 
 他们的词汇量并丰富说话内容（如幼儿说：“我喜欢这个 
 球。” 教师补充说：“我也喜欢这个球，因为它又大又 
 圆。”）
• 采用接话的方式，为幼儿提供可模仿的语句。接话时，教 
 师需注意用语，以免影响幼儿说话的积极性（如幼儿 
 说：“我长，家乐短。” 教师接幼儿的话说：“哦，是 
 的。你比较高，家乐比较矮。”）

• 运用开放式的问题鼓励幼儿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 
 己的感受，并鼓励他们提出问题（如提问：“你看/听到 
 了什么？你有什么感受？你有什么问题要问？”）
• 采用层层推进的提问方式，鼓励幼儿说出并解释自己的观 
 点（如提问：“为什么你会这么说？你有没有不同的想 
 法？换成是你，你会怎么想？”）

种子阶段
的幼儿

无华文基础

幼苗阶段
的幼儿

有一定华文基础

花朵阶段
的幼儿

华文基础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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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导原则三：母语学习应是积极的，具有互动性的，并需在真实的情境中进行 

  真实的语境指的是幼儿生活中的常见语境。教师需为幼儿创造不同的语境与目标明
的学习机会，让幼儿在各情境中学习与他人沟通，巩固所学的知识，并学习新的词语。教
师需注意以下几点：

贴近生活的角色扮演

（一）创设真实的交际情境

  教师在课堂中创设生活中的交际情境，鼓励幼儿积极互动。下面以“一起去巴刹”
个活动为例，说明教师如何创设交际情境：

方式 具体做法

教师可以将课室的一个角落或学习区布置成巴刹的场景，也可以
提供图片、玩具或巴刹里的真实物品，激发幼儿进行交流。

教师通过描述或提问引发幼儿对话题的兴趣，从而进入交际情
境。教师可问：“你们去过巴刹吗？巴刹有趣吗？和谁一起去？买
了什么东西？有什么新发现？”

以语言创设 
交际情境

教师通过动作演示、角色扮演让幼儿进入情境。教师可拿着一个
环保袋，做出要去巴刹的样子，同时问：“谁要和我一起去巴刹？
我们去买什么？”

以动作和角色
创设交际情境

以实物创设 
交际情境

第二章 学前华文教学指导原则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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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多样化的口语互动机会 

  教师在进行活动和游戏时，利用幼儿能够理解的语言和他们交流，让他们有可模仿
话语。若幼儿的语言能力较强，教师可用更丰富的语言，增加幼儿的语言输入。教师也可
组织多样化的口语互动活动，推进教师和幼儿之间以及幼儿和幼儿之间的交流。下面列出
进行口语互动活动的一些做法。

适用的情况 具体做法
模仿说
教师使用新的词语和句式，通过提问、提示引导幼儿模
仿。两两说
教师创设语境，帮助幼儿理解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然后与身 
边的朋友进行对话。

小组讨论
教师组织幼儿与小组同伴交流，聆听别人的发言，并练习表
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幼儿在集体活动中
获得个别练习的 
机会

幼儿在小组互动中
复习所学话语

幼儿开始模仿和学
习新的话语

幼儿在群体中就熟
悉的话题独立表达
想法

自由表达
教师鼓励幼儿在朋友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同时鼓励
其他幼儿提问和发表意见。

（三）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教师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使幼儿感到安全、自在、愉悦；同时也尊重幼儿，和
他们建立平等的互动关系。下面是一些具体做法：

适用的情况 具体做法

教师用鼓励的眼神看着幼儿，耐心地等待幼儿说话，必要时
提供视觉辅助物、话语及动作加以引导。

教师用提问、提示的方法，不断引导和鼓励幼儿表达想法； 
以正确的表达方式重述幼儿的话，让幼儿有自我改正的 
机会。

教师鼓励和赞扬幼儿，具体指出幼儿什么地方说得好；根据
幼儿的回应不断调整说话的方式，推动对话持续进行下去。

幼儿开始尝试表达
自己，说得不够准
确和完整

幼儿能积极地与他
人互动

幼儿刚开始学说华
语，信心尚不足

第二章 学前华文教学指导原则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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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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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目标一：幼儿对学习华文感兴趣 

“幼儿对学习华文感兴趣”的重要性
•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幼儿对华文学习感兴趣时，就会表现出较显著的注意力、 
 好奇心和求知欲。
• 兴趣与学习动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学习动机能不断推动幼儿探索和发现
  学习华文的乐趣，并且在他们遇到挑战时，能激励他们不断尝试各种方法来解
  决问题。

（一）有意义的游戏

  不同发展阶段的幼儿在游戏中会展现不同的行为。有些幼儿会不断重复某种玩法，
有些则会尝试新的游戏方式。游戏的重要性如下：
 • 使学习充满乐趣
 • 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 综合发展幼儿的动作、语言和社交等技能
 • 让幼儿在游戏中认识自我、探索世界
 • 为幼儿提供冒险、犯错和应对失败的机会

  幼儿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学习华文。他们在主动探索周围环境中累积学习经验。幼儿
自己的生活既是学习的内容又是学习的途径。游戏和活动能不断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是
最适合幼儿的学习方式。

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幼儿积极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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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幼儿通过游戏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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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的范围很广，它涵盖幼儿自发的游戏和教师主导的游戏。在进行有意义的游戏
时，教师需尊重幼儿的自发游戏权和自主选择权，也要有目的地组织游戏内容。教师选择
的游戏材料也应能吸引幼儿尝试多种玩法，鼓励幼儿在游戏中用华语交流。有意义的游
戏包括以下四个特征：

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 幼儿在游戏中充分享受说华语、用华文的乐趣。
 • 幼儿积极地探索如何使用华文，并发展相应的知识和技能。
 • 教师仔细地计划学习目标同时考虑到幼儿的学习兴趣和需要。
 • 教师通过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了解他们已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并引导他们达
  致学习目标。

（二）有组织的学习活动 

  “学习周期”（Learning Cycle）*反映了幼儿在学习和发展进程中经历的四个循环阶
段。当幼儿接触到新的事物时，他们首先会察觉其中新的概念、知识和技能，接着便可能自
发地探索、掌握和应用这些概念、知识和技能。

  教师可以根据察觉期、探索期、掌握期和应用期这四个循环阶段设计学习活动，在
各个阶段激发和保持幼儿的学习兴趣，并不断为他们创造与周围环境互动的机会。

图表：学习周期

察觉期

探索期

掌握期

应用期

* 资料来源：Kostelnik, M.J., Soderman, A.K., & Whiren, A.P. (2007)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curriculum: Best practic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4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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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察觉期 

  在此阶段，教师应创造环境和机会让幼儿多接触周遭的人事物。幼儿能从中得到新
学习经验，并且察觉其中的新概念、知识或技能。

  下面是以 “我长大了 ”为主题，根据“学习周期”的四个循环阶段设计的幼儿园二
年级（K2）学习活动样例。教师在采用样例时，需根据各班的情况加以调整，并且需注意
该样例和教案编写在格式和内容上的不同。

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照照镜子，看看谁比较高  

活动目标：
（1）幼儿能聆听其他人讲话，并积极参与谈话活动。
（2）幼儿能围绕“我长大了”的话题提出和回答简单问题。
（3）幼儿能用常用词语和简单的句子描述自己的样子，并能用句式：“你的……（什么

样）？我的……（什么样?）”进行对话。

简要活动过程： 
（1）教师和幼儿共读故事书《我喜欢我自己》，以谈话引起幼儿对“我长大了”这个话

题的兴趣。
（2）教师请幼儿仔细观察自己小时候的全身照，问：“你小时候的身体是什么样子

的？”教师接着示范、引导幼儿以“我的脸小小的；我的手臂短短的；我的腿短短
的；我的肚子胖胖的”等句子描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3）教师请幼儿走到大镜子前照镜子，鼓励他们发现自己的变化，并和旁边的朋友说
说现在的样子和小时候的样子有什么不同。

（4）教师让幼儿配对，先和朋友一起看小时候的照片，然后用句式：“你的……（脸、
手臂、腿、肚子）（什么样）？我的……（什么样）”进行会话。

 
谈话活动：我长大了
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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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大小手印，认识自己的小手

2. 探索期

  这个阶段的幼儿会进一步探索他们所察觉到的新概念、知识或技能，来建构新知
识和掌握新技能。教师应为幼儿提供时间与机会与他人交流或接触实物，以促进幼儿的
探索过程。

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活动目标：
（1）幼儿能聆听并理解两个步骤的指示语。
（2）幼儿能用“……小，……大”的句式说出手印以及创意添画的内容。
（3）幼儿能展示与简单讲述自己的创意添画内容，并围绕作品谈话。

简要活动过程：
（1）教师请幼儿观察一个新生儿的小手印（图片或黏土模型），问：“这个手印是

什么样子的？”
（2）教师一边示范动作，一边说出两个步骤的指示语：“先用手蘸上颜料，再在纸

上印下自己的手印。”接着，教师让幼儿边听指示语，边在纸上印下自己的手印
（教师在幼儿的小手印旁添加大手印）。

（3）教师鼓励幼儿和朋友说说自己的作品，并用“……小，……大”的句式说出两个
手印的不同。

（4）教师鼓励幼儿发挥想象，在小手印和大手印上进行创意添画（如画出一只大
孔雀和一只小孔雀、一棵大树和一棵小树）。

（5）请幼儿轮流向全班展示并简单讲述自己的作品，如：“这是我的画。这棵树小，
这棵树大！”教师鼓励其他幼儿提问，或谈谈自己在活动时的想法和感受。

 
谈话与讲述活动：小与大（创意添画）
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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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期 

  教师应给予幼儿机会练习他们刚掌握的新技能或运用刚建构的新知识。这些练习
机会能帮助幼儿巩固所学。

幼儿“长大了”，了解应该注意卫生

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事活动目标：
（1）幼儿能自主选择、积极参与学习区活动。
（2）幼儿能和朋友分享在学习区活动时的情况和感受。

简要活动过程：
（1）教师创设情境，扮演孩子说出“自己”会做的事和长大的感受，引发幼儿讨论“我
  会做的事”的兴趣。
（2）教师向幼儿介绍学习区里的活动，并鼓励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如照顾娃
  娃、准备餐具、制作“糕点”、自主阅读）。
（3）幼儿在学习区自由活动，教师适时引导幼儿用华语交流。
（4）活动结束后，请幼儿和朋友分享在学习区活动时的情况及感受。教师提供一些语
  言鹰架作为提示，如：“说说你刚才怎么照顾洋娃娃/准备餐具？洋娃娃哭了/餐
  具不够了你怎么做？你会照顾洋娃娃/准备餐具了，有什么感受？你在家会帮爸 

 爸妈妈做这些事吗？为什么？”

 
学习区活动：我会做的事
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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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期 

  教师应为此阶段的幼儿创设不同的情境，给幼儿提供迁移学习的机会，让幼儿在不
同情境中运用所学的技能或知识。

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活动目标：
(1) 幼儿能理解儿歌《会长大的鞋子》的内容。
(2) 幼儿能用“我想有……”的句式表达个人的愿望。
(3) 幼儿能借助图片（如衣服、帽子、裤子、手套）和教师一起仿编出新的儿歌。

简要活动过程：
(1) 教师和幼儿一起朗读儿歌《会长大的鞋子》，并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儿 
  歌的内容，如：“我想有什么？鞋子会长大吗？为什么我会这么想？

《会长大的鞋子》
我想有一双，

会长大的鞋子。
脚慢慢长大，

鞋子跟着慢慢长大。
我长大了，

哇！
小鞋子也长成了大鞋子！

(2) 教师鼓励幼儿发挥想象，用 “我想有……”的句式说出一样“会长大”的 
  物品。
(3) 教师出示事先准备好的图片，和幼儿一起仿编儿歌（“衣服”一词可以换 
  成“帽子、袜子、手套”等）。如：　

我想有一件，
会长大的衣服。
身体慢慢长大，

衣服跟着慢慢长大。
我长大了，

哇！
小衣服也长成了大衣服！

 
仿编儿歌活动：会长大的鞋子
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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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聆听 

  聆听是一种语言学习行为表现，也是理解语言的重要途径。聆听的意识和习惯应早
养成。幼儿通过有意识地听别人所说的话，分析听到的信息，从而培养聆听的能力。研究
显示，幼儿在学习和掌握语言时，可能会经历以下四个过程（Holdaway，1979），其中聆
听是首要步骤：
1. 观察： 开始听到教师和朋友对话时，幼儿可能不参与，而是通过聆听来感知、熟悉语 
  音、语调，理解语义和语句的组织情况。
2. 参与： 幼儿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渐开始参与游戏、对话和讨论。
3. 练习： 幼儿在教师创造的语言学习机会（如谈话、讨论、角色扮演）中练习聆   
  听，学习回应和轮流表达。
4. 运用： 幼儿有信心地用华语与他人交流，以及表达自己的需要和要求。

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有意识地听别人说话，培养聆听的能力

二、学习目标二：幼儿能掌握基础语言能力

“幼儿能掌握基础语言能力”的重要性

•基础语言能力指的是聆听、口语表达、识字和辅助性阅读和用记号、符号或文 
 字表达想法的能力。在培养幼儿听、说能力的同时，教师也应帮助幼儿做 好 
 读 、写学习的准备。
•听、说能力的培养是学前阶段华文学习的重点。聆听和口语表达的经验能为幼 
 儿读写奠定基础，这也是语言习得的自然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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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导幼儿对听的内容做出回应
 在聆听幼儿谈话时，教师应耐心聆听，并用表情、动作、语言做出回应。教 
 师与幼儿交谈时适当放慢说话的速度，运用幼儿可以理解的语言，并不断鼓 
 励幼儿用他们感到自在的方式做出回应。

2. 采用“放声思考”（Thinking Aloud）法 
 教师运用这个方法把自己的想法“放声”说出来，一方面能帮助幼儿把听到 
 的话语和看到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能向幼儿示范如何分析、理解话 
 语信息。如教师一边分发纸张一边说：“现在我要给你们每人一张纸。俊 
 杰，我先给你一张纸，我把它放在你的彩色笔旁边。我给美美一张纸，我把 
 它放在你的玩具下面。”

3. 组织有意义的听力游戏
 有意义的游戏能培养幼儿听懂指示语的能力，如“老师说”这个游戏。游戏 
 的玩法是：教师先说出一个步骤的指示语，如“老师说——伸出手”，同 
 时示范并引导幼儿做出相应的动作。幼儿逐渐熟悉了游戏规则后，教师再说 
 出两个步骤的指示语，如“老师说——伸出手、弯弯腰”，引导幼儿连续做 
 出两个动作。待幼儿完全熟悉游戏规则后，教师可以加快说话速度或引入新 
 的指示语，以增加游戏的乐趣和难度。

4. 聆听对话、儿歌、故事
 教师应经常与幼儿谈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给他们机会多聆听和参与对话。 
 教师可通过表情、动作和道具，帮助幼儿理解说话内容。教师也应注意自己 
 的语气和语调，让幼儿感受语气和语调的作用。聆听儿歌和故事后，教师可 
 通过提问或讨论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内容。

教师会观察到初学华语的幼儿往往只是听，而不立刻运用新学的语言进行表达。
这个阶段的幼儿可能处于语言发展的“沉默期”（Krashen and Terrell, 1983）。
语言“沉默期”的长短视幼儿的个别情况而定。幼儿刚开始学说华语，除了感受
语音语调，还需听懂词意、句意，理解话语的组织方式，因此需要一段时间准备
开口说话。教师应给予他们充足的聆听机会，理解他们做出回应的不同方式。

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方法 

注意事项

教师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培养幼儿聆听的习惯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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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语表达 

  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是在交流和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他们在运用语言进行
交流的同时，也在培养社交技能、理解语言在不同情境中的作用、学习组织自己的想法等。
教师应为幼儿创造一个正面和充满关爱的学习环境，积极回应幼儿的话语，鼓励和支持幼
儿与他人交流。

通过表演活动，给予幼儿口语表达的机会

教师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培养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

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方法

1. 接纳和鼓励不同回应方式
 教师应尊重和接纳幼儿的回应方式，鼓励没有华文基础的幼儿用表情、动作或 
 短语来表达自己的需要和要求。教师可为幼儿示范如何运用表情、动作或短语 
 来做出回应。如教师可在问幼儿“你想吃点心吗”时，做出吃的动作，接着向 
 幼儿示范如何点头回应问话。教师也可出示食物，说出“面包、果酱、苹果”， 
 引导并耐心等待幼儿做出回应。

2. 用“六何法” 提问引导幼儿回应
 教师在生活中或游戏中常用“六何法”（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为何、 
 如何）提问。问题可先从较为简单的“何人、何时、何地、何事”开始。教师 
 视幼儿的理解水平提问“为何、如何”。如进行“猜猜是什么”游戏时，教师 
 让一个幼儿选取一张常用物品的图片，不让朋友看到图片，由朋友轮流提问猜 
 测是什么物品。问题可包括：“谁会用它？什么时候用它？什么地方用它？做 
 什么事时需要用它？为什么要用它？怎么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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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造与他人交流的机会
 教师经常与幼儿交谈，话题可以是他们感兴趣的或与他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事。 
 如教师可给幼儿提供触摸、品尝、谈论水果的机会，在“你最爱什么水果”的 
 话题下与教师和朋友进行交流。教师也可鼓励幼儿回家后和家人、身边熟悉的 
 人谈论同样的话题。

4. 提供自由表达的机会
 教师为幼儿创造自由表达的机会，引导他们体验说话的乐趣。如教师可通过提 
 问引导幼儿用自己准备的一张和家人外出用餐的照片或图画，分享与家人共进 
 晚餐的感受。问题可包括：“照片里有谁？你们在哪里吃饭？吃了什么食物？ 
 你喜欢和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吗？为什么？”接下来，鼓励有一定华语基础的 
 幼儿借助照片或图画说出完整的一段话。当幼儿说不清楚时，教师提醒他不要 
 着急，必要时加以补充，并给予及时的赞许。

 幼儿自由作画，并与朋友分享作品 与朋友分享如何完成学习任务

对于生活中少说或不说华语的幼儿来说，开始时可能无法用华语进行口语表达。
教师应鼓励这些幼儿先用表情和动作进行回应，然后逐步引导他们说出单词句、
双词句或简单句。教师应逐步引导幼儿在情境中理解和表达语言，并提供必要的
学习鹰架（如：用封闭式的问题加以引导，或在幼儿说话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
拓展幼儿的说话内容）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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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识字和辅助性阅读

  在成人的引导下，幼儿可以关注生活中常见的标记和文字符号，知道它们代表一定
的意思。同时，幼儿能认识汉字的特征，并初步了解汉字的结构。

    辅助性阅读具有重要价值。它可以帮助幼儿形成积极的阅读态度和阅读动机。这有
利于他们成为终身学习者（Duncan, 2010）。通过成人的讲述和朗读，可以激发幼儿的
阅读兴趣，帮助他们养成阅读习惯。幼儿可在教师的辅助下，阅读图画和文字，并说出他们
对内容的理解，从而发展初步的阅读理解能力。

  教师可采用以下方法来引导幼儿关注文字和开展早期阅读活动：

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幼儿在教师辅助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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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不应要求幼儿机械记忆、识读文字，而应以引导幼儿观察、探索、理解标记
和文字为主，培养他们对文字的好奇心和理解力。在学前阶段，教师应营造一个
适于阅读的环境，让幼儿能随时接触图书，并经常看到别人的阅读行为。教师和
幼儿一起阅读时，应着重通过口语互动让幼儿享受阅读的乐趣，培养阅读的兴趣
和习惯。

方法 

注意事项

1. 认读环境中的标记和文字
 教师在学前教育中心和课室的角落、墙壁贴上标记和文字，有选择地在幼 
 儿的个人物品上写上名字或物品名称，鼓励幼儿认读。教师鼓励幼儿将华 
 文广告单、手册、菜单等带到幼儿园，然后组织认读与讨论活动。在带领幼 
 儿外出时，教师引导幼儿关注医院、厕所等常见标记，以及周围的华文路 
 名、店名、广告内容等。

2. 运用形象法了解汉字特征
 教师可通过“看图猜字谜”的方法，让幼儿认识简单的象形文字（如日、月、 
 水、火、木、目、人、口）。 教师也可用图画或颜色表示偏旁的意思 （如画水

代 表“水”字、涂红色代表“火”字）。

3. 建立对书本的初步认识
 教师出示一本幼儿喜欢的书，引导幼儿关注书的题目、作者、绘图者、封 
 面、封底、页码等书的特征。教师首先示范如何握住书本、从右向左逐页翻 
 开书、指向开头的文字开始朗读，接着创造机会让幼儿探索并练习。 

4. 经常和幼儿一起阅读
 教师需经常和幼儿一起阅读，引导他们利用自己的经验来理解图画书的内 
 容。首先，教师引导幼儿观察书的封面，说说封面图画的内容并猜测书名。 
 接着，教师逐页观察图画，结合图画说说每页故事的内容，不断鼓励幼儿推 
 测、想象后续故事情节。读完全书后，教师和幼儿一起讨论或回忆故事情 
 节和人物，引导幼儿说出故事的大致内容，鼓励幼儿与朋友分享感受，或用 
 表演、绘画等方法表达自己对故事的理解。此外，教师也应提供内容丰富的 
 图画书，鼓励幼儿自主选择和阅读。



37

培育幼儿：学前华文教学指南

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四）用记号、符号或文字表达想法

  幼儿最初的书写技能仍处在萌芽阶段。他们在阅读中获得图画和文字的经验后，便尝
试用涂鸦的方式表达一定的意思，接着逐步开始用图画和符号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或描
述事件及故事。当教师观察到幼儿有了探索书写的意愿后，应鼓励幼儿尝试书写活动。

在彩沙或白板上仿写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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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采用以下方法鼓励幼儿用图画和符号表达想法，并做好书写准备：

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幼儿不宜进行大量的汉字书写活动，因为他们的手部小肌肉群还没有发育完善，
手眼协调的能力也正在发展中。教师可通过写写画画的活动，教幼儿基本握笔、
涂画和书写的方法，让幼儿感知文字的用途和一些基本组成规律，为他们在日后
阶段学习正式书写做好准备。

方法 

注意事项

1. 练习精细动作和手眼协调动作
 教师为幼儿创设活动和游戏的机会，发展幼儿的手眼协调的能力与动作技 
 能。相关活动包括撕纸、串珠子、捏黏土、在彩沙上练习笔画。教师也让幼 
 儿熟悉书写工具和握笔方式，相关活动包括用粗蜡笔、记号笔或粗铅笔描画 
 线条。

2. 探索笔画、笔顺和字形结构
 教师鼓励幼儿在活动和游戏中探索汉字的特征。探索笔画的活动包括：描画 
 图画中的小雨点来感知笔画“点”的写法、描画弯弯的鱼钩来感知笔画“竖 
 弯钩”的写法等。探索笔顺的活动包括：先用黏土捏出一个字的笔画，然后 
 按顺序摆放这些笔画，再尝试用纸笔写出这个字。探索字形结构的活动包 
 括：在大型“田字格”前挥动手臂，一边模仿教师“书空”，一边听教师口 
 头描述字形结构，感知从上至下、从左至右的运笔方式。

3. 鼓励幼儿写写画画
 教师应鼓励幼儿自由写写画画。教师可在幼儿随手可及的地方摆放纸张、粗 
 蜡笔或粗铅笔等书写工具，让幼儿画图或“画字”。这类活动能让幼儿体会 
 到写写画画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并激发他们持续这样做的意愿。

4. 引导幼儿体会文字的用途
 教师结合生活实际，引导幼儿体会文字的用途)如指导幼儿制作简单的生日 
 卡、物品清单)。教师把幼儿讲过的事情用文字记录下来，让幼儿观察教师记 
 录的过程，最后和幼儿一起读出所写的内容。 这类活动可以帮助幼儿了解文 
 字可以传达信息，说的话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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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文化的社会，因此幼儿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丰富的本
地文化资源。教师可通过创设富有本地文化氛围的学习环境，与家庭、社区、文化团体等
建立密切关系，为幼儿提供各种亲身体验和参与活动的机会，帮助他们初步认识本地文
化。具体的方法如下：

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三、学习目标三：幼儿对本地文化有初步认识

“幼儿对本地文化有初步认识”的重要性
• 母语学习与文化学习密不可分。幼儿年纪虽小，但会对自己所属的族群及其文 
 化认同有一定的认知（Vandenbroeck, 2000）。通过了解周围生活中的文化传 
 统和习俗，幼儿将能培养正面的认同感。
• 幼儿在学习母语时，既要靠教师的指导，也有赖家人、朋友以及社区成员的引 
 导 （Rogoff, 1990）。同样的，幼儿通过与周围的人交流，并且亲身体验、积 
 极参加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文化活动，会逐渐形成一种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通过活动认识华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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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前华文学习目标与方法

方法 

1. 选择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学习内容
 教师以引导幼儿感知和欣赏具有本地特色的华族文化为主，辅之以其他族群 
 文化的内容。教师可以有目的地选择以下活动内容：
  • 本地族群的节日
    教师安排幼儿参与具有本地特色的华族节日活动，如农历新年庆祝活 
   动。教师引导幼儿了解节日食品的寓意，如黄梨挞（谐音：旺来)。此 
   外，教师以华语为媒介语，引导幼儿感受和参与开斋节和屠妖节等节日 
   活动。
  • 本地族群的风俗和传统
    教师根据幼儿的认知水平，安排有关各族群礼仪、饮食和服饰风俗传统 
   的学习内容（如在活动和游戏中了解不同族群的问候方式、饮食喜好和 
   禁忌)。

2. 开展与本地文化有关的阅读活动
 教师向幼儿介绍由本地作家创作的、或以本地文化为背景的故事和儿歌，激 
 发幼儿思考这类故事和儿歌与自己生活之间的联系。教师可向新加坡国家图 
 书馆借阅此类儿童文学作品，或者登录其网站查询相关信息。   

3. 鼓励幼儿与朋友、家庭和社区成员交流
 教师鼓励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用华语向朋友、家人和社区成员问候，谈谈喜爱 
 的华文学习内容。学前教育中心可与家长和社区成员合作，举办节庆活动、 
 华文学习活动，创造机会鼓励幼儿用华语与他人交流。教师也可鼓励幼儿参 
 与由社区或文化团体组织的、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活动，如邻里的节庆和演 
 出活动等。

幼儿对本地文化的认识不应只停留在知识理解的层面，他们需要通过参与活动、
亲身体验，以获得这方面的学习经验。教师应给幼儿提供观察、体验和交流的机
会，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感受和欣赏生活中丰富的本地文化特
色，从而形成初步的文化认同感。

注意事项



41

培育幼儿：学前华文教学指南

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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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一、教学理念和教学原则是什么

  合理地设计与实施学前华文课程，可以满足幼儿学习华文的需要，帮助他们掌握基
础的语言能力，培养他们的学习品质。《培育幼儿：学前母语课程框架》列出教师在设计
学前母语课程时，应考虑的几个问题：
  •教学理念和教学原则是什么？
  •如何设计适合幼儿学习母语的内容和活动？
  •如何促进幼儿的母语学习？
  •如何知道幼儿已掌握了所设定的知识、技能和学习品质？

  教师可参照《培育幼儿：学前母语课程框架》所阐述的理念、愿景、宗旨、学习目标
以及指导原则，来制定适合所属学前教育中心的教学理念和原则。

二、如何设计适合幼儿学习母语的内容和活动

（一）考虑幼儿的兴趣、需要和能力

  教师对幼儿的了解，关系到他们能否为幼儿设计适合的华文学习活动。教师可用法了
解幼儿的兴趣、需求和能力：

1. 掌握幼儿的家庭用语情况
 教师可通过对幼儿的家庭用语进行调查，了解幼儿的家庭用语以及幼儿在家里使用华 
 语的情况。教师可问的问题包括：
 • 家庭的主要用语是什么？
 • 孩子是否会用华语与家人沟通？
 • 孩子是否会观看华文电视节目？
 • 孩子是否会阅读华文书籍？

 教师也可和家长进行定期交流，进一步了解幼儿的家庭用语。在了解了幼儿的语言能力 
 后，教师便能设计更适合幼儿能力的活动。

每位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原则会因个人的阅历有所不同，因此了解他们的教
学理念和原则是必要的。教师应通过专业交流和讨论，制定共同的教学理念和原
则，并不断在教学实践中深化教学理念和原则。有了共同的教学理念和原则，教
师才能为幼儿设计与实施适宜的学前华文课程，并开展高品质的华文教学。 

教学理念和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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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察分析幼儿的表现
 教师可通过观察幼儿在活动和游戏中的表现，收集关于幼儿学习华文的兴趣、需要和 
 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具体信息。教师可参考所收集的信息，来调整活动和游戏的内容与 
 进程，引导幼儿达致学习目标。

 《培育幼儿：学前母语课程框架》列出了知识、技能和学习品质三方面的学习目标，教 
 师可参考这些学习目标，为幼儿设定每学年、每学期、每周和每日的学习目标。在设定目 
 标时，教师需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二）设定知识、技能和学习品质的目标

 教师在设定知识、技能和学习品质的目标时，应考虑：
 • 考虑幼儿的不同学习经历
 • 提供多样化的华文学习经验，重视游戏和生活化的学习
 • 结合其他学习领域的目标，使之与华文学习目标构成有机的整体

（三）营造适宜的学习环境

 营造适宜的学习环境是学前华文课程设计的一部分。教师在营造学习环境时应考虑以
下三个方面：
 • 环境因素
 • 互动因素
 • 时空因素

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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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1.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包括幼儿周围环境的布置和学习区的设置。教师应在学前教育中心和教
室里显眼的位置摆放一些与华文学习有关的材料和资源，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并提供机
会，让他们用华语与他人沟通。

通过布置环境，让幼儿多接触与华文学习有关的材料，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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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布置
  •教师利用学前教育中心和课室的墙面和角落，展示具有华族文化特点的学习
   材料，营造具有丰富文化内容的学习环境。
  • 教师用幼儿能理解的词语标注学习区、实物，以及展示幼儿的名字，如“阅读
   区”、“日历”、“俊杰”等，并鼓励幼儿参与制作标签的活动。
  • 教师在幼儿活动的范围内展示华文学习活动作品，给予肯定和赞扬，并且鼓励
   幼儿欣赏自己、朋友的作品及交流想法。

(2) 学习区
  •学习区指的是在学前教育中心内设置的特定学习空间。在学习区中，教师鼓励
   幼儿自主选择活动内容和任务。学习区内的活动材料应是开放性的。幼儿能根
   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活动和游戏的玩法。
  •表演区和语言区在幼儿的知识建构、技能掌握和学习品质的培养过程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幼儿在学习区和朋友用华语进行交流，可让幼儿感受到在生活情境
   中使用华语的乐趣，并提高语言表达的信心和能力。

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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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方法 

1. 表演区的设置
 教师在表演区设置简单的戏剧场景和道具，让幼儿以游戏的方式和朋友一起 
 想象、模仿、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互动中体验用华语的乐趣。教师可考虑用 
 以下方法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
   • 展示活动场景的名称（如巴刹）
   • 为道具贴上标签（如鱼、肉、白菜、苹果）
   • 写上与活动场景相关的常用语（如“欢迎来我这里买东西”、“请问你 
   要买什么”）
   • 展示与场景有关的活动作品（如幼儿画作《和家人一起去巴刹》）
   • 提供书写材料（如不同形状的纸、粗蜡笔、记号笔、粗铅笔）
   • 引进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以拓展对话内容（如提示扮演顾客的幼儿要求 
   更便宜的价格）
2. 语言区的设置
 语言区有阅读和互动两种功能，能让幼儿自主发展他们的语言技能。教师应 
 在幼儿随手可及的地方放置适合幼儿的语文游戏，让幼儿在自在的状态下翻 
 阅故事书、播放语音材料、尝试涂画，或和朋友互动，一起玩语文游戏。教 
 师可用以下方法设置语言区：
   • 用座垫、靠垫等布置一个舒适的环境
   • 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教具，摆放在区内
   • 选择色彩鲜明、情节生动、语言简练的故事书
   • 提供内容和玩法多样化的语言活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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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同管道建立幼儿使用华语的信心

2. 互动因素 

  教师在与幼儿进行互动时需保持正面积极的态度，经常鼓励和肯定幼儿，帮助他们
建立说华语、用华文的信心。

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教师可通过以下方法与幼儿进行互动：
 • 找出幼儿感兴趣的话题
   教师找出幼儿感兴趣的话题，利用接话、澄清、扩展和延伸的方法不断推进 
  对话的内容，从而培养幼儿说话的技能。
 • 提供交流机会
   教师提供面向全班讲述、大组分享、小组讨论、两两说、师幼对话的机会， 
  鼓励幼儿进行多样化的交流，让幼儿充分感受说华语的乐趣。
 • 成为幼儿交流的对象
   教师聆听幼儿说话，用幼儿听得懂的话语和他们交谈，注意观察他们在交谈 
  中的情绪变化，让师幼互动成为真正的双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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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简单的器材为幼儿划分活动空间

教师可用以下方法安排适宜的时间与空间：

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幼儿在学习华文时需要时间与空间。时间安排应顺应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让幼儿
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活动和游戏，并有个人独处和与朋友互动的机会。空间安排包括进行
各类活动的空间，以及放置设备和材料的空间。

3. 时空因素

方法 

1.时间方面
  • 安排幼儿课堂活动的各环节
  • 考虑各项活动之间的转换环节
  • 准备应对临时变化

2.空间方面
  • 提供个人、小组和大组华文学习活动的空间
  • 和其他教师合作，创建一个展示幼儿华文学习成果的空间
  • 在幼儿活动的范围内放置多样化的华文读物和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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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促进幼儿的母语学习

  《培育幼儿：学前母语课程框架》中提到了iTeach的六大教学原则。这六大原则
是设计和实施优质学前华文课程的关键。它们引导教师为幼儿设计合理的学习内容和进
程，满足和促进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iTeach的六大学原则如下： 

幼儿是好奇、
积极、有能
力的母语学
习者

教师为幼儿学习

的引导者

幼儿为知识的

建构者

综合性学习

全面发展

通过有效互动

在真实情境中

学习

让幼儿在有意义

的游戏中学习

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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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在设计课程，促进幼儿的学习时，需清楚了解这六大原则：
• 综合性学习
  幼儿的学习应通过跨学科综合性的教学活动，使幼儿获得完整的知识和经验。幼 
 儿的学习不分科目，他们需要在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学习环境中去发现、观察、 
 询问、探索和亲身体验并从中学习。

• 教师为幼儿学习的引导者
  教师需要通过了解幼儿的兴趣、需要与语言能力，掌握幼儿学习和发展的特点， 
 提供丰富的学习情境和多样化的教学策略，引导和支持幼儿学习。

• 让幼儿在有意义的游戏中学习
  游戏能激发幼儿积极认识自我和周围的环境。教师应设计有意义的游戏，让幼儿 
 在游戏中学习，并不断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行为表现，引导幼儿达成学习目标。

• 通过有效互动在真实情境中学习
  幼儿需要大量与周围的人（包括朋友、教师、家人和社区成员等）和环境互动的 
 机会。教师需为幼儿提供充足的时间和机会与他人交流，并在幼儿学习和探索的 
 过程中，与幼儿展开对话和让幼儿进行分享。

• 幼儿为知识的建构者
  幼儿通过与学习环境、朋友、教师等的互动，认识自己，建构对周围环境的知 
 识。教师需要充分利用“学习周期”的原理，帮助幼儿在察觉、探索、掌握、应 
 用这四个学习期中自主建构知识，并继续朝理解和运用知识的目标迈进。

• 全面发展
  教师需要关注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理解以下六个学习领域之间的内在关 
 系，帮助幼儿综合掌握各领域的知识、技能，并且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
  • 审美与创意表达（Aesthetics and Creative Expression）
  • 探究世界（Discovery of the world）
  • 语言能力（Language and Literacy）
  • 动作技能发展（Motor Skills Development）
  • 数概念与计算能力（Numeracy）
  • 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51

培育幼儿：学前华文教学指南

四、如何知道幼儿已掌握了所设定的知识、技能和学习品质 

  教师可参考《培育幼儿：学前母语课程框架》中拟定的学习目标，对幼儿的学习情
况进行观察、记录与分析。教师借助分析资料的结果，了解幼儿是否掌握了知识、技能和
学习品质。

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学习品质指的是幼儿面对学习时的态度、行为、习惯等与学习密切相关的基本素质。
学习品质并不能孤立存在，教师需要在各学习领域的具体活动中、生活中和游戏中培养幼
儿的学习品质。六种学习品质英文的开头字母拼在一起是“PRAISE”。“PRAISE”分别指
的是：
 • 坚持性（Perseverance）
 • 反思性（Reflectiveness）
 • 赏识性（Appreciation）
 • 创造性（Inventiveness）
 • 好奇心（Sense of Wonder & Curiosity）
 • 专注性（Engagement）

通过照片记录幼儿的学习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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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记录资料

（一）聆听和口语表达

  教师用描述性记录、评量表、视频和音频记录等方式，观察、收集和记录幼儿“聆
听”和“口语表达”的资料。教师可考虑以下内容：

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样例

1. 语言形式——语音和语法
  • 语音方面：幼儿对语音辨别的情况（如分辨“宝宝”和“抱抱”）、发音 
  的情况（如卷舌音和不卷舌音的情况）、产生语音意识的情况（如是否能 
  自发模仿正确发音的情况）等
  • 语法方面：幼儿运用语法的情况（如把“你先走”说成“你走先”）

2. 语言内容——词义和句义
  • 词义：幼儿对词义掌握的情况，是否有词义理解不足的现象等
  • 句义：幼儿对各类型句子（如简单的陈述句）的理解和表达等
  • 语篇义：幼儿对语篇中事件发展顺序的理解等

3. 语言表达——语言操作和对交际环境的感知
  • 语言操作：幼儿使用非语言方式进行交流（如表情、手势、动作）的情况
  • 对交际环境的感知：幼儿根据交际环境的变化（如人物、时间、地点、内 
  容）调整表达内容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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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二）识字与辅助性阅读

  教师用快照式记录（配合描述性记录）、评量表、个人学习档案等方式，观察、收集
和记录幼儿“识字和辅助性阅读”的表现。教师可考虑以下内容：

样例

1. 关注文字
  • 幼儿把文字、口语和概念对应起来（如看见“水”字知道读“shui”， 
  并把“水”字和水的图形/实物联系起来）
  • 幼儿理解文字功用（如理解说的话可以写成文字，文字传达了一定的意 
  思）
  • 幼儿认识周围环境中常用字（如桌、椅、书）
  • 幼儿了解基本识字规律（如了解“木”字旁的字大多与树或木相关）

2. 阅读兴趣
  • 幼儿阅读时的集中力
  • 幼儿在阅读过程中提问或回应
  • 幼儿自行选择书本阅读

3. 理解水平
  • 教师通过提问收集、记录幼儿的答案（如图画中有什么人？发生了什么 
  事？故事的结尾如何？你最喜欢故事中的哪个部分？）
  • 教师观察幼儿复述故事的情况 

记录幼儿辅助性阅读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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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写文字

（三）用记号、符号或文字表达想法

  教师用幼儿作品（配合描述性记录）、个人学习档案等方式，观察、收集和记录幼
儿“用记号、符号或文字表达法”的表现。教师可参考以下内容：

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样例

1.书写的情况
  • 幼儿对书写形式的认识（如区分英文和汉字是不同的文字体系）
  • 幼儿对字形的理解（如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涂画、描画类似 
  文字的“字”、写文字和图画的合成字、写规范的文字 [黄瑞琴，1998]）
  • 幼儿对书写规则的理解（如探索笔画和笔顺、理解从左至右、从上而下的 
  书写顺序）

2.书写能传达的意思
  • 幼儿通过不同书写形式（如涂画、写记号、符号和文字）表达想法、愿望 
  和心情
  • 幼儿向朋友或教师口头解释不同记号或符号所传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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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资料以改进教学设计 

  教师在收集和记录资料后，应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并利用分析的结果改进教
学。教师可参考以下问题，反思并改进教学：
 • 我是否掌握了足够的资料以了解幼儿在学习语言知识、技能和学习品质方面的进展？ 
 • 我所观察到的学习行为是否反映了幼儿的学习发展规律，而非单一 情况？ 
 • 幼儿能独立使用所学的技能或知识，还是需要教师、朋友或家人的协助才能做到？ 
 • 在了解幼儿的母语学习进展时，我是否考虑了幼儿的成长特质？ 
 • 幼儿的语言背景如何影响其母语学习和进展？ 
 • 我是否采用了来自多方面的资料（即幼儿及其朋友和家人、其他专业人士和幼儿作品
  等）对幼儿进行评估？ 
 • 我还需要怎么跟进才能让幼儿在某项知识、技能或学习品质上取得进展？

第四章 学前华文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编辑和整理资料 

  教师需将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以学习档案的形式呈现幼儿的学习和成长情况。
学习档案并非一般储存幼儿作品的文件夹，而是一份有计划、有系统的资料汇编，它把体
现幼儿学习进展的资料汇集起来，便于教师和家长掌控幼儿的学习情况。 

学习档案可包括： 
 • 向家长说明学习档案用意的信件
 • 幼儿的个人资料
 • 课堂观察笔记、照片和录像
 • 幼儿的学习活动样例
 • 幼儿的学习进展报告
 • 教师为幼儿制定的学习计划
 • 教师与家长的交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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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情景

哈利、子慧和美美在表演区商量扮演什么角色，表演区的主题是“中秋节”。哈
利的家庭用语是英语，他在两个月前进入学前教育中心才开始学习华文。

描述性记录

孩子们进入表演区后，子慧首先表达了她希望扮演的角色和想法：“我想当妈
妈。我来做月饼给你们吃。”美美表示同意，同时告诉哈利她想要哈利扮演的角
色：“好吧。哈利，你做爸爸，你帮我们做月饼。”哈利点头表示同意。哈利
假装往一个大碗倒了面粉，加了水、油和糖，递给两个女孩的同时，说：“好
了。”他在接下来的游戏中没有说话，但他注意聆听两个女孩的对话，观察她们
接下来的动作，并且试着回应她们。

情况分析

• 哈利对表演区的活动感兴趣，他尝试理解其他孩子说话的内容，并以表情、动 
 作回应他们
• 他在游戏中注意聆听别人的对话，仔细观察别人的做法
• 他偶尔能用“双字句”表达自己的意思，因为他还没有足够的词汇量进行流利
  表达
• 他在大多情况下还没有运用语言和朋友进行交流

需跟进的部分

• 教师可以游戏角色的身份参与对话，向哈利介绍与做月饼有关的名词和动词
• 教师和哈利进行交流，以示范和引导的方法帮助他说出简单词语和句子（如教 
 师用“放声思考法”说出：“这是什么？哦，我想这是面粉。哈利，你手上
  拿着什么？”说话的同时，教师指着面粉示意哈利说出“面粉”。)

持续记录与分析

教师持续记录、分析哈利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的口语学习和发展情况。

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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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长分享信息 

  教师需要和家长进行定期的交流，向家长汇报幼儿的学习和成长情况，同时向家长
了解幼儿在家中的表现和语言习惯等。教师可向家长展示幼儿的学习活动样例、活动照
片、录像及说明，帮助家长了解幼儿在课堂的学习情况。此外，教师也可为家长提供建议，
让家长知道能如何在家中为幼儿的华语学习提供帮助，从而巩固幼儿在课堂上所学的知
识。这种定期交流也能让教师更清楚幼儿的语言习惯和成长经历，从而改变教学方法，帮
助幼儿达成学习目标。

与家长分享幼儿的学习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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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学前华文教师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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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学前华文教师的合作与交流

一、组织专业学习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专业学习社群可以由来自同一所学前教育中心或不同学前教育中心的教师组成。在
专业学习社群中，教师以合作的方式探索与研究学前华文教学法，不断交流并改进教学，
从而营造专业发展的文化氛围。

 教师应秉持以下三大理念组织专业学习社群：
  • 确保幼儿学习的有效性
  • 建立教师间相互协作的文化
  • 专注于实现和验证教学成果

 教师可利用以下问题来组织和规划专业学习社群的活动：
  • 我们是否设定具备合理性和可测性的专业学习目标？
  • 我们是否了解社群里每个成员的学习和专业发展需要？
  • 我们是否将学习取得的成果落实在各自的教学实践中？
  • 我们是否观察幼儿的学习表现，并不断反思、改进教学活动？

  教师在专业学习社群里可以通过各种反思活动，针对自己和他人的教学进行反思。
以下是一份教师反思记录表的样例：

教师反思记录

• 我在教学中做了些什么？
• 幼儿有什么行为表现？ 

发生了什么事？

• 我如何分析、找出问题的根源并解决问题？
• 我如何通过不同的管道（如幼儿的朋友、家人、自己和其
  他教师的反馈）收集所需资料？

那又如何？

• 我要怎么改进教学（如调整活动的难易程度）？ 
• 我怎么评估调整后的教学方法、活动和成果？

接下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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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走进社区，用华语与社区成员交流

二、加强与家庭和社区组织的合作 

  在幼儿学习华文的过程中，家庭和社区成员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五章 学前华文教师的合作与交流

家长用华语给孩子讲故事

教师在计划如何与家庭和社区组织合作时，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 建立相互沟通的渠道
   利用信件、园刊、壁报等方法，增进家庭和社区组织对学前教育中心的了解。
   利用调查问卷、日常谈话、家长会和与社区内的人交流等方法，促进三方（学
   前教育中心、家庭、社区）共同关注幼儿的华文学习进展。

 • 鼓励家长支持华文学习活动 
   邀请家长参加或组织与华文学习有关的活动（如用华语讲故事给孩子听、协
   助组织文化之旅、筹备传统节日庆祝会）。 

 •与家长分享华文学习资源
   请家长鼓励幼儿在家中多讲华语、多用华文，为家长提供华文学习手册、亲子
   活动建议等华文学习资源。
  
 • 借助社区的资源和力量
   和社区中的不同组织(如图书馆、民众俱乐部、小学、邮局、熟食中心)合作，
   借助社区的资源和力量来支持幼儿的华文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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