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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华语是我们的母语，它能保留我们的传统和文化的根。

随着中国的崛起，掌握好华语对青少年的未来发展提
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学习母语是各种族认识本民族传统和文化根源的
渠道。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在本地，现在许多华族学生都更常用英
语沟通，很少用华语交谈。这是因为有些学生认为用英文就可以有效

地与人沟通，不明白学习华语的重要性；其次，有些学生因为难以掌握
母语，便觉得华语很难，于是对华语感到反感。不过，如果本地学生能
够掌握好双语，他们的竞争力将大大提高。

既然大多数的同学在学习华语方面都需要帮助，我们便准备了许多学
习资料与小游戏来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华文水平，顺便激发他们对华

语的兴趣。

1.2.  内容简介

在这个专题活动中，我们主要针对那些想要提高华文水
平的中二学生。我们制作了一个资料包和六个问答游戏
(Quizizz)。资料包里有不同题目的新闻、视频和社论。

这些题目包括终身学习，环保，老龄化社会和智慧国等等。为了让学生

们更好地理解文章，我们不止写了自己的分析，还为一些词语来添加了

词典和造句，希望能提高他们的词汇量和加强他们的运用能力。问答游

戏的大主题包括了翻译、历史、时事新闻、本地文化、文学和华文。通

过游戏，学生们不但可以学到更多知识，还能通过有趣的方法来学习华

文。

1.3.  原创性

我们专题作业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有一个网站。网站
能让每个学生更方便地寻找资料。网站上的话题都与
时事话题相关，所以它们可能会在议论文写作中和高

年级口语考试中出来。我们也为那些较弱的学生筛选了丰富的资源例
如视频和报道供他们参考。网站还配备了词典与造句，因此学生无需费



心点击不同的链接即可查看一个困难的单词的含义和运用。网站可以
帮助学生们更充分地学习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除此之外，我们还
创作了一些有趣的网络问答游戏 (Quizizz) 。这样的学习方法能够让
他们发现其实学习华文可以是一种乐趣，而不是一种负担。同时，华语
中包含的知识也是很有用的。

1.4.  文献综述

文献资料 文献内容 文献运用

新加坡眼
（网站）

https://www.yan.sg/bu
rentontzhijyimuwu/

新闻提到：“学习一门语言，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语言环境
来听、说、读、写。英文毕竟
是这里的工作、沟通、上课
的语言，有着其必然的强势
地位和需要，不是其他语言
可以替代的。华文，在这里
的功能，只能沦为家庭用语
或学校考试的科目。比较难
创造一个有利的语言环境，

让学生用华语来沟通。”

我们制作的网站含
有丰富的阅读资料
来鼓励学生们多多
阅读。学生除了在

课堂上学习华文，还

可以选择阅读网站
里的新闻与分析。资
料包里还包括了词
典和造句。

为什么学生都很

怕华文？
（网站）

https://www.uweekly.s
g/ukids/55146

新闻提到：“华文给一般人的
印象就是很多笔画，有很多
词语必须学。许多成语、俗

语涉及一些中国民俗、文史

知识，生长在新加坡的孩子
难免觉得这些内容不切合实

际生活，难以产生共鸣，学起

来就很吃力。除此，英语是
新加坡的主要媒介语，许多
家庭都以讲英语为主，孩子
可能觉得华文学了在生活中
用不上，有的甚至可能担心

很多学生认为学习
华文是一件可怕的

事情。因此，制作了
一些有趣的问答游
戏，例如 (Quizizz)
。这样的学习方法能
够让他们发现其实

学习中文可以是一
种乐趣，而不是一种
负担。

https://www.yan.sg/burentontzhijyimuwu/
https://www.yan.sg/burentontzhijyimuwu/
https://www.uweekly.sg/ukids/55146
https://www.uweekly.sg/ukids/55146


使用华语会引起同龄孩子的

排挤。”

新加坡语文教育
失败的前因后果

（网站）

https://www.sginsight.c
om/xjp/index.php?id=7
770

新闻提到：“兴趣是学好各种
科目的推动力。母语要学得
特别好，当然也需要兴趣。
要学好一种外语，兴趣更是
十分重要。掌握一般应用外
语的能力并不难，只要用心

学就可以。但是要学得特别
好，则除了实用的需要之外
，还需对外语特别感兴趣才
行。实用的需要和学习兴趣
是学好外语的推动力。”

最然我们并不完全
赞同新加坡语文教

育是失败的，不过新
闻提到的学生们一

定要有足够的兴趣
才能把华语学得特
别好，给了我们不少

启发。除了创造了
网站，我们还创造了
不同题目的问答游
戏（Quizizz）。这些
有趣的问答游戏能
帮助激励并鼓励学
生们多多自发地学
习并了解华文和华

族文化。

教育部同华文媒

体集团等合作 明
年中学华文新教

材将融入新闻时

事

（联合早报）

https://www.zaobao.com.s
g/zvideos/zbschools/story2
0201113-1100529

新闻提到：“媒体报道的是大
家生活里的新闻事件，可以
通过数码、动漫，让学生比
较轻松地接触华文和文化，

让他们觉得这是生活里用到

，而不只是教室和考试里用
到的语言。”

通过我们制作的问
答游戏，学生们可以
更轻松地学习华文。
学生们之间产生竞
争，也可以鼓励他们
越战越勇。。

1.5.  研究方向与框架

我们制作的网站和问答游戏，目的就是要让学生们
有充足的学习和阅读资料来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表

达自己的看法和增广见闻，并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找到乐趣，激发他

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7770
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7770
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7770
https://www.zaobao.com.sg/zvideos/zbschools/story20201113-1100529
https://www.zaobao.com.sg/zvideos/zbschools/story20201113-1100529
https://www.zaobao.com.sg/zvideos/zbschools/story20201113-1100529


们对学习华文的兴趣。我们也通过调查来尽量根据学生们的需求来制

作成品。

1.6.  研究方法

我们向周围的人分发了调查问卷。这些人包括我们的朋
友和家人。通过他们的反馈，我们意识到其实许多人在某

个方面都有弱点。例如，有些人需要口语交流方面的帮助，而另一些人
则需要词汇方面的帮助。

我们也通过了网上采访了几位中二学生，他们分享了学习华文时面对
的困难，以及他们喜欢的学习方法。采访让我们知道他们有时候会因为
不明白课文词语的意思而无法理解文章的内容。即使他们上网查词典，
有些网络词典的解释却是不正确而这反而可能导致他们更加困惑。

于是，我们决定制作资料包，里面包含了新闻的分析、词典和造句。这
样，他们遇到了不明白的词语时，可以参考词典，也可以通过造句更了

解词语的意思。此外，如果学生还是无法理解新闻篇章，他们可以看我
们的分析，了解内容。

采访中，学生还提到喜欢 “Kahoot” 的学习方式。因此我们制作了几个
像 Kahoot 一样的问答游戏 (Quizizz)。这样的学习方法会比较有趣，能
鼓励学生们更积极地学习华文。



内容

2.1.  本地的华文教育主要内容

与十几年前相比，新加坡的中文教学方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现在的课程重点已经转移，不再是死记硬背的

学习和记忆工作：现在的重点是鼓励学生热爱语言，并在日常生活中使

用它。课程重点不再是简单地背熟成语，在考试中背出来，现在更强调

教授的这些成语背后的含义和它们的来源。我校的文史课程，哲学思维

课，让我们和华语有更多的接触。我们中二的华文课也学到了许多成语

，词语，也学了不同的写作方法。然而，虽然教学内容和方法已有所改

进，许多学生仍然在挣扎。这是因为现在的社会依然是分数挂帅，老师

和家长依然强调考试要考好成绩，许多学生因此不懂得欣赏语言的美，

也不享受学习的的过程，他们学习华语只是为了在考试能考好成绩。

2.2.  学生学习时遇到的困难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和网上查到的资料，我们发现学生在

学习华文时大部分都会在词汇量，阅读能力，语法和口语能力方面会遇

到困难。虽然几乎每一位学生都会拥有自己的一本或一台词典，能够

随时随地查找不同词语的意思，不过这也就代表学生们可能会因频繁

在课堂上查词典而跟不上进度。人们要想精通一门语言，就必须多多听

，说，读和写。从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来看，高达65%的受访者都不会
常常使用华文。其中虽然有约20%的人只会在华文课上使用华文，但是
个别学生除非在呈现，不然在日常的华文课中不可能会与老师或同学

们有太多的互动和交流。在阅读方面，学生们不只要多阅读，从适合自

己的语文程度的读物开始阅读并循序渐进也很重要，盲目地选择读物

可能不止会起到反效果，反而还会打击学生们的自信心，导致他们对华

文不再那么感兴趣。

2.3.  乐学善用的重要性



乐学代表了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乐趣。当学生们喜欢学习时，

他们会更甘愿去思考。当学生对学习产生了兴趣，他们会为了学到更多

知识而主动提出疑问，从老师和朋友们的回答吸取新知识并努力学

习。这样学生不但会享受学习，他们本身的学习效率也会提高因为一

旦失去了兴趣，学生就会因为没有动力而难以专心学习，也很容易放弃

或因为被其他事物而分心。当学生们对学习产生兴趣时，他们在学习时

会觉得更轻松愉快，也会更加更情愿地试图学以致用。

善用则代表了学生们能够学以致用，将学习到的听说读写能力应用在

日常生活中，例如，学生们可以有效地使用母语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

流、互动。我们根据了社会热点话题，制作了资料包，并将其中的好词

佳句进行了解释，资料包的使用者可以参考我们对热点话题的分析，将

它运用在写作和口头交流中。我校学生除了在课堂学习母语，还可以参

加一系列的与母语有关的活动，例如， “母语双周”，观赏 “文化随意门“
的演出，写作比赛，海外浸濡等等。这些都可以帮助学生们掌握和使用

母语。

我们希望同学们能认识到学习母语的乐趣和实用价值，并在生活的方

方面面乐学母语、善用母语。

2.4.  本地华文华文文化的现状

在政府鼓励和推动下，越来越多华人以华语沟通。

今年1月18号早报报道了南大国立教育学院的一项
调查，它显示，本地华族青年在日常沟通上，使用英语和华语的自信心

相近，分别为42.2％和45.6％；而小学生当中，仅11％对使用华语有信
心。不过，总的来说，约八至九成的受访对象认为，身为新加坡华人，懂

得双语很重要，特别是就传承母族文化而言更是如此。现在也有很多青

少年认为掌握双语有利事业发展，让他们更有动力提高自己的华语程

度。

2.5. 问卷调查内容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学生们都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普遍觉得学习华

文的过程还可以更有趣。



最终成品

3.1 网页

网页链接：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06-02/home

网页截图：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06-02/home




3.2 问卷调查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我们的专题作业的确帮助一些学生加强了他

们的阅读能力，也同时为他们的学习过程添加了更多乐趣。



3.3.  最终材料 - 采访

采访链接：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7iyBhS_28tnFyMxNFDfZ9H4nmjs3
Hir?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7iyBhS_28tnFyMxNFDfZ9H4nmjs3Hir?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7iyBhS_28tnFyMxNFDfZ9H4nmjs3Hir?usp=sharing


3.4. 最终材料 - Quizizz

本地文化 ：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4d7381832a9001cbc62fa/%E4%B9%90
%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
6%9C%AC%E5%9C%B0%E6%96%87%E5%8C%96

样本:

2021年6-8月时事新闻：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5af2bf68023001b79a47c/%E4%B9%90
%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
5%B9%B4-%E6%9C%88%E6%97%B6%E4%BA%8B%E6%96%B0%E9%
97%BB

样本：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4d7381832a9001cbc62fa/%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6%9C%AC%E5%9C%B0%E6%96%87%E5%8C%96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4d7381832a9001cbc62fa/%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6%9C%AC%E5%9C%B0%E6%96%87%E5%8C%96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4d7381832a9001cbc62fa/%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6%9C%AC%E5%9C%B0%E6%96%87%E5%8C%96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5af2bf68023001b79a47c/%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5%B9%B4-%E6%9C%88%E6%97%B6%E4%BA%8B%E6%96%B0%E9%97%BB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5af2bf68023001b79a47c/%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5%B9%B4-%E6%9C%88%E6%97%B6%E4%BA%8B%E6%96%B0%E9%97%BB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5af2bf68023001b79a47c/%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5%B9%B4-%E6%9C%88%E6%97%B6%E4%BA%8B%E6%96%B0%E9%97%BB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5af2bf68023001b79a47c/%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5%B9%B4-%E6%9C%88%E6%97%B6%E4%BA%8B%E6%96%B0%E9%97%BB


历史：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a1425d7cb06001bf23572/%E4%B9%90
%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
5%8E%86%E5%8F%B2

样本:

文学：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58eb36c201e001bc5b71f/%E4%B9%90
%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
6%96%87%E5%AD%A6

样本：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a1425d7cb06001bf23572/%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5%8E%86%E5%8F%B2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a1425d7cb06001bf23572/%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5%8E%86%E5%8F%B2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a1425d7cb06001bf23572/%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5%8E%86%E5%8F%B2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58eb36c201e001bc5b71f/%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6%96%87%E5%AD%A6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58eb36c201e001bc5b71f/%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6%96%87%E5%AD%A6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58eb36c201e001bc5b71f/%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6%96%87%E5%AD%A6


翻译游戏：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f12bc4dd046001bf74ed2/%E4%B9%90
%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
7%BF%BB%E8%AF%91%E6%B8%B8%E6%88%8F

样本：

华文：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e0be57688f3001f8ec0d8/%E4%B9%90
%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

样本：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f12bc4dd046001bf74ed2/%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7%BF%BB%E8%AF%91%E6%B8%B8%E6%88%8F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f12bc4dd046001bf74ed2/%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7%BF%BB%E8%AF%91%E6%B8%B8%E6%88%8F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f12bc4dd046001bf74ed2/%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E7%BF%BB%E8%AF%91%E6%B8%B8%E6%88%8F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e0be57688f3001f8ec0d8/%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
https://quizizz.com/admin/quiz/60be0be57688f3001f8ec0d8/%E4%B9%90%E5%AD%A6%E5%96%84%E7%94%A8-%E5%8D%8E%E6%96%87


3.5.  最终材料 - 成品设计

问答游戏（Quizizz）

一个主题有10-15道题目, 包括了选择题和开放式问题。

我们原本想要利用 Kahoot 制作问答游戏，但我们发现 Quizizz 有更多功能，
因此我们最后选择利用 Quizziz。既然我们项目的重点是让学习变得有趣和
愉快，我们不想让问题太长或太难，所以只在游戏中加入了选择和简答题。

资料包

将资料合并到一个网站中可以为学生们带来更多便利。在每篇文章当中，我

们也尽量挑出了一些较难的词，或者一些日常常用的词并加入了词典，以便

学生可以更有有效率参考地这些词典。 我们还包括一些带有单词的示例句子
，以便他们知道如何在现实生活或考试中应用它。



3.6.  最终材料 - 成品解说

资料包

我们制作的资料包里有八个大主题和二十四个新闻与分析。资料包里的大主

题分类为：终身学习、校园、智慧国、国家安全、交通、环保、老龄化社会和疫

起生活。资料包里的每个大主题包括了三篇新闻、两三个视频和几个社论，

每个新闻都有词典、造句和分析。这样，当学生们遇到了陌生的字，就可以查

词典，也可以通过造句更了解词语的意思。

问答游戏（Quizizz)

我们制作的六个问答游戏分别以翻译、本地文化、时事新闻、历史、文学与

华文为主题。每一个游戏都有10-15道选择题。玩游戏时，答题者将根据答
题速度与准确度得到相应的分数而且游戏中也有不同的超能力例如冻结时

间来增加游戏的趣味性。

采访

我们采访了两位中二学生，他们分享了学习华文所面对的困难，以及他们喜
欢的学习方法。其中一位学生说自己常常会遇到陌生的生字，也无法理解课

文文章的内容，就上网查词典。然而，网络词典的解释有时候不正确，而导致
困惑。另外一个学生说他喜欢利用问答游戏的学习方式来学习华文（Kahoot /
Quizizz)。他觉得这样的学习方法比较有趣，而朋友之间产生的竞争也会提高
学习效率。



反思

4.1.  个人反思

刘伟程 2O2（11）:

今年是我第二次做华文的专题作业。跟去年的专题作业相比，这次的

在专题作业不单纯只是收集和分类资料，我们也试图以游戏的方式为

我们的观众增加一些趣味性，同时也在网站里加入了词典和造句来帮

助观众更好地阅读。今年的专题作业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突破和尝试

，作业也帮助我增强了语文能力。撇去内容方面，我也通过组员之间互

动明白了聆听和体谅彼此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同，

在交流意见和分工方面难免会有一些分歧和摩擦，不过我很庆幸我们

能够互相妥协和包容彼此，齐心往共同的目标迈进。最后，我也发现自

己在时间管理方面需要加强，随着责任越来越多，我必须优先把更重要

的事处理完来提高效率。

陈榮浚 2O2（22）:

这次专题作业让我对学习华文有了更深的认识。通过了这个专题作业

，我必须收集很多关于学习华文和华文基础的资料和新闻，并把它们分

类为几个大主题。由于功课忙碌，我很少时间阅读。但这个专题作业

让我在收集资料时，接触到更多华文，这提高了我的华文水平，真是一

举两得。我也体会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我的组员都来自不同课外活

动，比较难安排时间讨论专题作业。但是，我们分工合作 ，及时提醒彼
此，要尽力完成各自分配好的作业。有时，我们之间会发生矛盾，因意

见不同而有摩擦，这时候我们会向导师征求意见，从中做出适当的决

定。我们在这次的专题作业中保持了团结一致的精神，一旦遇到了困难

就一起想办法解决，最后才顺利地完成了这项专题作业。



傅子骞 2O2（17）：

这是我第一次做华文的专题作业，当我们组一开始决定要做这专题作

业，我有点儿担心，因为我的华语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做这专题作业对

我比较多压力。但是当我们收集资料时，我发现华语其实非常有趣。当

我选新闻做网站时，我学到了很多新词语和成语，也了解了他们的意思

，让我的华语程度有明显的进步。我也更了解了我们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让我开阔视野。我做这专题作业，真是获益不浅。我们今年中二了，有

较多的功课，也时常有课外活动，回到家了就满迟了，还要做功课，复

习和专题作业。我学会了怎么好好安排时，所以我能有足够的时间把

全部重要的东西都完成。

伍晢睿 2O2  (25) :

这是我第一次做华文的专题作业。这个专题作业真的让我接触到了那

些中文比较弱的学生。 我们创建了许多资源供他们参考，我相信这将
真正帮助他们提高中文水平。 我也从这个项目中学到了很多。 我们意
识到这些学生需要帮助的不同领域，并适应他们以创建新资源以满足

他们的需求。 单独创建这些资源并不容易。 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合作得
很好，并制作了一个完整的网站来帮助较弱的学生。 因为我们作为一
个团队工作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设法产生了出色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