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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通过研究新马地区汉字演变的历史（仅限于繁至简）： 

● 将资料都聚集到一起，使人们能够更容易了解繁体字和简体字之间的

关系。 

● 让年轻一代的人对繁体字产生兴趣 

 

1.2 内容简介 

 

此专题作业的意义是把新马地区汉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它的由繁至简

的演变的历史，并对比其他区域的汉字，探讨简化汉字对新马地区华人社会

的影响。从中，让更多年轻一代的人更了解汉字演变所带来的影响，并对汉

字产生更多兴趣。 

 

1.3 文献研究 

● “李光耀政府意识到繁体字难写难记，1969年，新加坡公布了第一批

简体字，1974年公布《简化字总表》。”由于当时简化的字非常少，

加上新加坡自创了78个简体字，这导致了“简体字、繁体字、异体字、

自造简体字，杂糅合用的局面。”直到1976年，新加坡与中国的政治



关系稳定下来，新加坡才愿意一模一样跟随着中国简体字，因此“新加

坡教育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总表（修订本）》一书，把附表所列的78

个新加坡自造简体字全部删掉”，也”废除了台湾使用的注音符号，全

面采用汉语拼音“。~《新加坡眼》 “新加坡为什么用简体字？”2019年

4月17日 

 

● ”无论是网上还是报章上，用繁体字的港台民众绝大部分都是反抗中国

大陆的“，因此台湾与香港会选择使用繁体字而不使用简体字。由于”

大马华人却是各走极端，有的支持中国，有的支持香港“，因此起到

了”繁简兼晓“的作用。 ~周福强 《星洲网》 “繁简体” 2019年7月2日 

 

● ”至于为什么用简体字？/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简单啊……毕竟现在

的新加坡上个华语课都很痛苦了，这要是还得学繁体……“，因此显出

了简体字使学生上华文课时更容易，也减轻了教书的负担。”还有一个

原因，70年代末，李光耀开始和中国接触，他判断：中国一定会崛

起！他在回忆录中曾经说过（大意是这样，非原文）：我们都是没田

没地的文盲之后，到南洋混口饭吃都能如此成功，你们都是中国本土

的秀才状元之后，没有理由不成功。“因此，新加坡为了使文化快速发

展而学中国大陆使用简体字。 ~《新加坡眼》 “新加坡为什么用简体

字？”2019年4月17日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 

● 上网搜寻资料 

研究框架 



● 新马地区汉字由繁至简的演变的历史 

● 简化汉字对新马地区华人社会的影响 

 

2. 内容 

 

2.1 新马地区汉字由繁至简的演变的历史 

 

新加坡 

 

年份 事件 

1969年前 新加坡的学校使用的是繁体字。 

1969年 - 1976年 新加坡政府颁布《简体字表》，不
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简化
方案》。 

1976年后 新加坡完全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制
订的简化字，同时颁布了《简体字
总表》（见附录1）、《异体字表》
（见附录2）和《新旧字形对照表》
（见附录3)。 

 

 

 

马来西亚 

 

年份 事件 

1919年前 马来西亚学校大多使用当地方言教
学。 

1919年 - 1950年 马来西亚学校纷纷跟随中国新派的
教育改革，把教学用语从当地方言



改成现代标准汉语。 

1950年代 - 1970代 由于受到台湾和香港的影响，有些
学校开始使用繁体字。 

1980年后 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马来西亚与
中国大陆的文化交流，马来西亚逐
渐采用中国大陆的汉语拼音以及汉
字简化表。 

 

 

2.2 对比其他区域的汉字 

 

 新马 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与澳门 

字体 主要为简体
字 

简体字 主要为繁体
字 

繁体字 

字体名称 汉字 汉字 国字，正体
字 

粤语字 

例子 
说 
阅 
戏 
妇 

说 
阅 
戏 
妇 

說 
閱 
戲 
婦 

説 
閲 
戲 
婦 

 

 

2.3 简化汉字对新马地区华人社会的影响 

2.3.1 正面影响 

2.3.1.1 社会上的影响 

● 统一了大多数汉字的发音 



简化汉字后，中国大陆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统一

了不同区域汉字的发音。新马地区本因当地方言的

影响导致汉字发音不准确，而汉语拼音则解决了 

这个问题。 

 

2.3.1.3 学业上的影响 

● 方便书写 

新马学校的考试都通用简体字，目的为的是减少学

生在作答时书写汉字所用的时间。 

 

● 容易辨识 

简化后的汉字结构清晰，更容易辨认，而繁体字由

于笔划过多，结构复杂，难以分辨。 

例子： 

繁体 書 晝 畫 

简体 书 昼 画 
 

2.3.2 负面影响 

2.3.2.1 社会上的影响 

● 造成社会上的混乱 

尽管新马政府统一使用简体字后，新马地区里老一

辈的人仍使用繁体字，导致社会上繁简字同时出现

的混乱以及不必要的误会产生。 

 

2.3.2.2 历史上的影响 

● 方言文化的消失 



简化字推行后，由于汉语拼音的出现，新马地区愈

来愈少人使用方言，尤其是新加坡推行的“讲华语

运动”，要求华人放弃讲方言的习惯来学习英文。 

 

2.3.2.3 学业上的影响 

● 混淆一些单词的含义 

多繁一简是指多个繁体字简化为同一个简体字的简

化方式。这造成汉字的表意功能削弱，需更依赖上

下文才能准确理解文意，例如“我下面（麵）给你

吃”。这句话若以繁体字写出，就不会造成误会和

歧义问题。 

 

2.4 新加坡年轻一代对新马汉字演变的认识以及如何培养他们对此的兴趣 

 

注：答卷者都是年轻一代的人（即13-30岁） 

1 = 没有接触过 

5 = 经常接触 

 



这显示大部分人都很少会接触繁体字。 

1 = 完全不认识 

5 = 完全看得懂 

 

当中，绝大部分人都不认识所接触的繁体字，说明繁体字在新加坡越来越少

被使用，不被重视。 

 

尽管多数人都对新马汉字等知识感兴趣，仍有四分之一人对此不感兴趣。因

此，我们会主要通过网上游戏吸引年轻一代，以培养他们对新马区域繁体字

与简体字的历史的兴趣，再通过网站加以宣传。 



3. 最终报告 

 

3.1 最终材料 

● 编辑成网站 

●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xinmahanzifanjianyanbia

n/%E4%B8%BB%E9%A1%B5 

 
 

● 制作成游戏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xinmahanzifanjianyanbian/%E4%B8%BB%E9%A1%B5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xinmahanzifanjianyanbian/%E4%B8%BB%E9%A1%B5


 
 

3.2 最终材料 - 试点测验

 

大部分人对新马地区的繁体和简体字有了更大的了解。 

 



 

大部分人能够分辨出繁体字和简体字的不同。 

 

 

虽然多数人都认为我们的网站可以做到更好，但他们对我们的网站都有正面

的看法。 

 

 

4. 反思 

 



4.1 反思报告 

 

雷凯竣 

这是我第二次做华文专题作业，但路途中却面对了许多的困难，例如由于题

目范围太广，需要更改题目、网上很少关于新马地区的历史等等。虽然面对

着这些问题，但我们一组却齐心协力，一起克服了这些问题。我非常感谢组

员们在做专题作业时的配合，还有导师和评审所给予的评语和建议，否则我

们无法成功地完成我们的专题作业。希望我们所制作出的成品能够让年轻一

代更加了解新马地区的繁体字至简体字的演变。 

 

陈姚翰 

通过此次的专题作业，我对汉字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让我发现到汉字的

趣味和这华族文化的独特。在这个过程里，我们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在我们

互相配合和导师的指引下，所有困难都顺利地被解决了。当中因疫情的关系

，我们专题作业的进度就受到了影响，面对面的采访也需重新安排。但有了

两年完成专题作业的经验，我们很快就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阻扰，同时也利

用了相当于两个月假期的时间讨论、收集资料、制作成品等等。 

 

林辰睿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选择做华文专题作业，我觉得整个过程还是进行的蛮顺利

的。这当然也需要感谢我队友的帮忙与教导，有了他们的配合，我可以更容

易地完成专题作业。虽然我们当中遇到了一些障碍与困难，例如很少人想尝

试使用我们的网站以及回答反馈表，我们还是绞尽脑汁想办法克服这些问题

，也需感谢老师给予的建议让我们能够改进，呈现一个较完美的作品。我希

望我们的成品能启发到读者，让他们了解到繁体字简化成现今简体字的历史

以及它对我们人生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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