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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内容简介 
 
新加坡和中国都是以华族汉人居多的亚洲国家，但他们教育课程的设计大有

不同，都拥有独出心哉的特点。我们组别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详细探讨这些

课程设计的不同之处如何塑造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我们之后会将其内容与研

究书写入成一篇论文作为最终成品。我们的成品可提供给日后参加校内中国

浸濡的学生作为参考，为他们提供多一个知识层面，在出发到中国之前能够

从不一样的角度认识中国面貌。 
 
 
1.2 研究目的 
 
随着21世纪职场对于未来劳动群的要求有所改变，全方位教育目前在新中两
国都是被注重的特质。两国的教育制度相信全方位特质的培育能够给学生在

未来的世界里获得更好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们的研究目的是： 

1. 借此机会发觉两地教育制度课程设计的可借鉴之处 

2. 为参加校内中国浸濡的学生提供多一个知识层面 

3. 对中国面貌有不同角度的理解 

 
 
1.3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访问 （接受过中国教育制度的中国同学） 
 

● 文献研究法（书本资料、两国教育部网站） 
 

● 资料分析 



 
研究框架 
 

● 学术领域（科目） 
 

● 课程辅助活动（课外活动） 
 

● 科技在教学的运用 
 
 
 
1.4 文献研究 
 
 

文献资料 文献内容 文献运用 

《课程设计基
础》（书） 

书中概括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对亚洲国
家的影响（中国）以及细致探讨全民

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将会在在内容里研究中国
近代历史如何对课程设计和教

育系统进行改革。 

《匡智紹邦晨輝
學校》网站 

 

网站提供了中国学生每日课程的详情
，如课程表和各个科目的目的与价

值。 

我们将会在我们的报告里深入
分析各个科目和总课程对于塑
造学生全方位特质的影响。 

《新加坡教育
部》网站 

网站基本介绍了新加坡教育制度各个
学层的一些课程的设计以及学生从中
所得到的体验。网站也略提到这些体

验对学生未来走向的影响。 

由于这个网站信息及全，并分
享了新加坡教育制度课程设计
的实情，我们将会依据网站的
资料进一步进行研究，探讨这

些课程设计的优劣。 

 
 
 



 
2.1 新加坡课程设计如何塑造全方位发展 
 
新加坡的教育课程可以说是世界上顶尖质量的，每一年都能取得优异的成

绩。教育是新加坡政府非常注重的一个领域，希望新加坡人能从教育中受益

，将来报答国家。我们会针对以上研究框架所提出的三方面来论证新加坡教

育制度。 
 
a) 学术领域 
 

● 新加坡有设定几个全国考试，分别是小学六年级离校考试（PSLE), O’
水准 以及 A’水准考试 

● 学习竞争力非常强，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划出几个层级（快捷班、普
通学术班、普通技术班） 

● 但是，教育部已公布2024年将开始新课程编班制度，允许学生修读，
以打破现有的层级限制 (让学生们能够有更多选择，满足学习需要) 

● 新加坡教育并不鼓励大量以书本为主，而是让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亲
身体验与实习从中获取知识 

 
 
b) 课程辅助活动 
 

●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课外活动”，中小学采用“半天制” 让学生在学科方
面以外的同时，确保学生能适当地“减压” 

● 各个学校根据自己拥有的资源，鼓励学生循序发展自己独特天赋，根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的“课外活动” 

● “课外活动”包括：体育竞技类、制服团体、音乐舞蹈类 
● 教育部也在一年前推行了校外课程辅助活动，允许学生到校外参加校
内所没有提供的课外活动，以满足学生的兴趣需要 
 

 
 
 



 
c) 科技运用 
 

● 新加坡一直相信科技在教育领域上是不可缺少的，鼓励学生运用科技
来搜寻资料或学习 

● 在中学起推广编码课程，教导学生基本的科技运用，接触到人工智能
等新兴科技 

● 培养学生都能适应21世纪必要的科技技术，不变成科技盲 
 
 
2.2 中国课程设计如何塑造全方位发展 
 
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教育制度的质量就以赶上了其他发达国家，譬如新加

坡、日本以及香港等地区。 
 
中国甚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筹办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排
名近几年来都一直攀升，甚至在2018年超越了新加坡，拿下了阅读、数学、
科学等领域的宝座。可见，中国的教育方针开始奏效，让自己的学生在学术

即全方位素质领域脱颖而出。 
 
在这里，我们也会针对同样的三方面来论证中国教育制度的课程设计。 
 
 
a)学术领域 
 

● 强调以书本知识为主，“百科全书式” 的课程传统 
● 以学科逻辑组织教材，强调教材的系统性，强调知识点的联系 
● 重视了教学的知识目标，却忽视了其他目标 
● 课程内容很少考虑到学生生活在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 

 
 
 
 



 
b)课程辅助活动 
 

● 中国教育课程非常注重科学及科技的发展 
● 许多的课程辅助活动比较倾向于每日学科（如化学社，数学奥林匹克
和辩论社） 

● 中国文化类的团体也很多，例如汉服社、诗经研究，儿童诗为培育全
方位特质提供了文化素养和底蕴 

 
 
c)科技运用 
 

● 中国教育制度在21世纪已经意识到科技的崛起，因此开始学会变通，
想利用科技促进学生们的学习 

● 自从1997年，中国开始利用STS（science , technology, society)教学
模式来提高科技运用的普遍性。STS的一个优点就是保持科技的运用
不完全脱离于社会，让社会与科技保持融合度来维持秩序。 

● 在较发达的区域，在教学方面利用科技是满普遍的。学生通常能买得
起不同类科技产品来资助他们在因特网搜索研究。尤其是新冠病毒风

波后，教育课程必须演变为网上教学，提高了教育课程在科技方面的

依赖。 
● 在叫落后的区域，科技的运用可能会遭到一些困难，但是中方政府有
意为学生提供补助金来资助学生的网上学习。着点在疫情下更加显现

，但根据教育课程正面的进展，这个问题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被解

决。 
 
 
2.3 根据现今时代的需求，分析并探讨各国课程设计的可借鉴与不足之处
（总结） 
 

● 面对着未来易变的社会，学生更应该具备未来在工作职场所需的技
能。儒家思想对两国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为在教育方面也当然很注重

考试。新加坡教育部已在近年对该国的教育制度作了改革，逐渐把焦



点从考试转移到培养学生的才能。我国不但去除了某一些年级在各学

段内的考试，也承诺在2027年去除掉开办了近50年的“N” 和 “O” 水准
考试是准考试。其次，政府也承诺在明年内提供每一个学生一部智能

型电脑，以协助学生在网上自家学习。 
 
 

● 中国也能可以向新加坡借鉴，更加注重课外活动，让学生具备必面向
未来的技。中国也可以鼓励学生多加体验并实验，让学生自己学新的

事物，并且寻找自己的喜好。中国可以减少对书本的依赖，而是让学

生吸取实践知识，在生活中真实的运用到它们。譬如，教师可以让学

生们以自己的学习步伐来学习比较抽象的科目，而不是单单叮嘱他们

为了考试而去死记硬背。 
 
 

● 新加坡可以效仿中国在教育中的技术运用，改善学生的学习体验。新
加坡在冠病疫情以尝试在网络上进行教学以及课程辅助活动，但我国

除了居家学习还可以在教学等等中增加科技的使用，让现有的制度变

得更完善，更有效率。 
 
 
 
 
3.1 运用资料撰写论文 
 
根据以上所分析的内容，我们把所有资料整理组成了一篇论文。 
 
专题作业成品  
 
我们的研究论文能提供给参加校内中国浸濡的学生作为参考，给予他们一些

背景知识与心理准备，免得他们受到当地的文化冲击。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6-5brwrV93LshhNAovOS_Ss7sfFssZLCbDfTds6gMc/edit


 
 
4.1 反思报告 
 
林智贤  
我从这次专题作业学多了很多新的知识，受益匪浅。这个专题作业不大能让

我们了解到外界的运作，而在该专题作业里指的就正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也

同时让我更深入的了解我国的教育系统。其次，这个专题作业也让我以新加

坡的视角来看个别事物，同时让我得到了新的见解。在疫情当前，我们也遇

到了许多挫折。我们本想要在到中国浸濡时更进一步研究中方的教育系统，

但疫情扰乱了我们的行程。阻断措施也迫使我们线上讨论并构思，也影响了

我们与导师见面的次数。而在于我的组员讨论时，我也不会太过于约束自我

，而身为组长的我也会与组员们商量过后才做出结论。 
 
张建川 
这是我做华文专题作业的第一次。实话说，我在中一时从来没想到会选择做

有华文专题作业，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去深入研究国家相比的教育课程。我在

当时对这些事没有什么兴趣，也觉得这种事特别闷。我华文水平也一路来不

高，所以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自信。但，经过了这一年的努力，我逼了自己走
出舒适区，也对研究工作有更深入的理解。虽然这不是我普通会追求的一个

题目，但我认为我从这一次的收获比前两年的更大。 
 
 
叶嘉乐  
我们组员都没有经过大陆教育，对题目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因此，在冠病中

寻找资料十分困难。我组必须从独到的方面寻找可靠信息，如图书馆参考处

和参加过大陆教育课程的我校学生，并不能直接从因特网摘取。虽然此份专

题作业因为疫情的影响并不能跟理想中一样详细，但是对我们搜去资料的本

领大有提升。 

 
 
 



袁敬泽  
今年做的这个专题作业的确带给我了不少经验与收获。我们都是从小在新加

坡教育制度下学习成长的，必然会或多或少理解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但是，

通过这个专题作业，我们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研究并对比新中两国之间教育制

度中的课程设计方面。虽然今年因为疫情的冲击使我们无法在年底去中国考

察 / 实践我们所研究出的一些内容，但我还是通过访问，从班上的一些中国
同学获取了不少知识。由于我们专题作业的成品是一篇论文，这也给了我们

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希望我们全组都能从中学习一些写论文的技巧，在我

们接下来撰写中国通史的研究论文时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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