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作为一个华文教师的
培训兼研究机构，本着“先研、后证、再教”
的理念，致力于提高双语环境下华文教学的实
效，并为新加坡及周边地区的教师提供指导与
帮助。

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承担新加
坡华文教研中心的出版业务，出版物主要分为
学术期刊、学术论著、工具书、教学配套和学
生读物五大类。本社力图通过出版和印刷，进
一步实现教研中心的目标，旨在推进新加坡华
文教学的研究，促进新加坡华文、中华文化及
文学研究的发展。

本社积极向教研中心学术研究成员、访问
教授和学者及会议论文发表者寻求出版计划与
文稿，并基于每个具体的项目与政府机构和其
他出版公司谋求合作。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Singapore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287 Ghim Moh Road Singapore 279623

www.sccl.sg  (65) 6467 5667
网上书店： chinesehub.sccl.sg        

出版社组长电邮：xiao.yao@sccl.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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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读本分为六级，适读对象为学前儿童和小学
生，是一套适合亲子共读的互动绘本。一至三级绘本结
合立体书概念，书中适时加入手翻、挖洞、弹出等互动
游戏，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并开启他们的多元智能；四
至六级的读本以平面互动游戏为主，培养孩子的阅读与
观察能力。本系列读本的英文版电子书也已经出版，除
了提供读者更多的阅读界面，也能让孩子通过中英文绘
本的互读，学习并掌握两种语言。
《互动彩虹桥》分级读本系列的故事选自由本中心举

办的2013年全国故事创作大赛的优胜作品，作者皆为新
加坡居民和在校学生。为发掘新加坡创作人才，鼓励艺
术创作，本系列读本特与新加坡新锐画家和艺术系学生
合作，共同完成游戏构想与视觉创作。此分级读本系列
从开发到制作，都紧系着新加坡在地创作精神，期待这
套寓教于乐的华文立体互动绘本，能提供新加坡孩子多
样化的阅读体验，激发他们对华文阅读的热情！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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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昀谦、陈欣育
绘者：杨贺雄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81-09-6159-6
价格：S$22.00（中文版精装书）

 S$24.99（中文版精装书+英文版电子书）

作者：贾沛颐、贾立明
绘者：王涵昱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 978-981-09-6170-1
价格：S$28.00（中文版精装书）

 S$30.99（中文版精装书+英文版电子书）

《小牛油》

《怪鸟笨笨与神奇种子》



作者：郭昱博
绘者：宋慧诗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81-09-6163-3
价格：S$20.00（中文版精装书）

 S$22.99（中文版精装书+英文版电子书）

《倒霉的一天》

作者：李佳怡、方华
绘者：宫长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81-09-6161-9
价格：S$25.00（中文版精装书）

 S$27.99（中文版精装书+英文版电子书）

《对不起！》 

作者：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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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俊麟、赵莹
绘者：詹心茹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81-09-6165-7 
价格：S$20.00（中文版精装书）

 S$22.99（中文版精装书+英文版电子书）

作者：郭婷婷
绘者：张文震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81-09-6167-1
价格：S$20.00（中文版精装书）

 S$22.99（中文版精装书+英文版电子书）

《毛虫豆豆破案记》

《卡尔成长记》

作者：郭



《“小飞鱼”分级读本
系列》是专为新加坡小学生
量身设计的分级读本，由新
加坡教育部委托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研发。这套读本是
国内外知名作家和语文教师
参考了新加坡教育部制定的
最新《小学华文课程标准》
，结合7-12岁儿童的智力水
平和心理发展特点编写而成
的，并经过在新加坡小学华
文课堂中的研究与试教。其
目标是利用图文并茂的故事
情节，提高儿童的华文阅读
兴趣及学习效果。
这套读本分为 6个级

别，每级有6本书，总共36
本。家长和教师可以根据孩
童的华文阅读水平和学习进
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选
择合适的读本。综合来看，
这套读本具有目标针对性、
设计科学性、内容趣味性、
语言规范性等突出特点。

编辑：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小学华文分级
读物科研组

绘图：六本部 
出版社：培生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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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978-981-06-3516-9
价格：S$28.80（含6册）

书号：978-981-06-3517-6
价格：S$28.80（ 含6册）



书号：978-981-06-3518-3
价格：S$31.20（含6册）

书号：978-981-06-3581-7
价格：S$31.20（ 含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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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978-981-06-3582-4
价格：S$33.60（含6册）

书号：978-981-06-3583-1
价格：S$33.60（ 含6册）



《小毛虫丛书》是南洋理工大学新加
坡华文教研中心与陆锋科技合作出版的学
前分级绘本，根据学前孩童的阅读能力和
需要量身设计。
本丛书具有目标针对性、图文内容趣

味性、辅助活动丰富等特色。这套学前分
级读本共有四个级别，适合3到7岁的孩童
阅读。家长和教师也可以根据孩童的华文
阅读能力选择读本，更可以让孩童由浅而
深，循序渐进地进行阅读。 
每本书均附互动光碟，内容除了故事

动画，还有阅读活动单与MP3档案，让
大人小孩读得开心、看得开心、玩得也开
心，学华文原来这么有趣！

主编/编者：陈志锐、杨侨钏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授权机构：陆锋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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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978-981-07-7412-7 
出版年份：2013年
价格：S$10.00

书号：978-981-07-7414-1
出版年份：2013年
价格：S$10.00 



书号：978-981-07-7416-5 
出版年份：2013年
价格：S$10.00 

书号：978-981-07-7386-1
出版年份：2013年
价格：S$10.00 

《 猩猩爱喝酒》

《胆小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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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者：陈之权、杨侨钏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出版社
授权机构：陆锋科技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13年

书号：978-981-07-7290-1
价格：S$20.00

本系列为小学配套《看动漫学成语》的延伸读本，随书附上动
漫光碟。书册便于随时随地阅读，旨在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提高阅
读能力。光碟让读者在观赏动漫时，提高听力，增加口语词汇。

学
生
版

书号：978-981-07-7292-5
价格：S$15.00

教
师
版



小学三、四年级

教学设计紧扣课文和单元写作主
题

4套完整的教学设计
教案、活动单和电子简报

5份延伸/试教教案

作者: 吴晶、周凤儿、吴美韵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81-09-4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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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学高年级

布卢姆的认知过程维度理论

6种词汇教学方法 举例
法、展示法、比较法、分解法、翻译法和表演法

12个教案 12个电子简报 活动单

阅读教学策略
“六何法” “句型辨析”

13个教案 13个电子简
报 活动单

设计理念 相关论文
教学说明

作者：洪瑞春、毛朝晖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年
书号： 978-981-07-8400-3



小学三至六年级

13篇教案 电子简报

48个成语动漫的网络链接地址

13种不同的教学方法 论文

主编：陈之权
作者：龚成、郑文佩、黄龙翔、陈玉云、

周凤儿
技术支援：陆锋科技有限公司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年
书号：978-983-07-5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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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研、后证、再教”
10篇教案 10个相关的小练

笔 小学低年级写话教学

(1)写单句阶
段，(2)从写单句向写段落过渡阶段

主要句式 叙事
结构

主编：延晶 
作者：刘增娇、杨斯琳、黄黛菁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年
书号：978-983-07-5677-2



编审：陈之权
作者：龚成、郑文佩、陈玉云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年
书号：978-981-09-8518-9

IS20160000078

978-981-09-8518-9

自主学习 过程式写作

五个阶段的教学活动
43个写作技巧

教案、活
动单、电子简报 评量表

设计理念、相关论文、实验学校
的学生作品样例 写作技巧教学活动建
议

《基础写作技巧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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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组织、叙事手
法、描写手法、修辞手法 表现手法

43个写作技巧 综合练习

新加坡教育部
课程规划与发展司编写的现行中学华文课本

中
学教师与学生 小学高年级与
高中教师与学生

作者：龚成、郑文佩
顾问：罗福腾
编审：陈之权
合作特教：陈玉云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年
书号： 978-981-09-8196-9
价格：S$12.00

20
m



语块教学

语块辨识、语块操练
和语块应用三个环节

自动化操练

语块教学配套的理论框架、
口语语块教学策略与流程及10份参考教
案 学校课本

主编： 孙晓曦
作者： 孙晓曦、范静哗、周凤儿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年
书号：978-981-09-9093-0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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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教学简案 联想、想象、感官体
验、创意标题、文章改写、角色想象、团体
接力和穿越时空

教学用的电子简报
创造性思维理论框架、研究论文

创意写作平台“我
写”

作者：陈志锐、张曦姗、潘霖妮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81-09-4699-9 

978-981-09-4699-9



iMTL

B
中三、中四的课堂教学活动设计

iMTL乐学善用互动平台上的学习活动
理论背景说明、教学短片简介和口语

样本 10部教
学短片 iMTL

iMTL
iMTL

互动对话 促进学习的评
价（逆向设计）

适合中学华文教师使
用，也可作为小学教师进行互动教学的参考。

作者：刘渼、沈淑华、刘增娇、
吴晶、吴美韵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 ：978-981-09-4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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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教学法

3种教学策略 “PEEL阅读理解
与写作策略”

“思维激发到写作策略”

“阅读与仿写和续
写相结合策略”

设计理念、理论框架及
教学说明 13个教案、13个电子简
报、12个篇章结构、活动单及2篇相关论文

作者：洪瑞春、郭秀芬 、毛朝晖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年
书号：978-981-07-9087-5



6
个专题作业的情境任务 教学
理论、教学策略、教学设计、自编课
文、教案以及相关的辅助材料

中学低年级

主编：陈之权 
作者：龚成、郑文佩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年
书号：978-981-07-9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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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4个录像、一个动漫、教案、
教学电子简报、中英文对照表、活动单和两
个教师教学实况录像

以学生熟
悉的内容为主、借助科技提供情境、介绍了
不同的句式并复现最少三次、遵循“先例、
后说、再练”的原则

主编：陈志锐、林季华、谢瑞芳
编辑：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新加坡中学华文B科研组 
出版社：名创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年
书号：978-981-285-933-4 
价格：S$27.00



- 

编者：吴福焕、林进展、赵春生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年
书号：978-981-07-7460-8
价格（精装本）：S$60.00
价格（光碟版）：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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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林进展、吴福焕、赵春生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年
书号：978-981-09-2227-6 
价格（精装本）：S$60.00
价格（光碟版）：S$12.00



编者：赵春生、林进展、吴福焕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81-09-6654-6
价格（精装本）：S$40.00

30



31

作者：陈之权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年
书号：978-7-305-08049-4
价格：S$20.00

一



主编：陈之权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年
书号：978-7-305-08336-5 
价格：S$20.00

主编：陈志锐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年
书号：978-7-305-09130-8 
价格：S$28.00

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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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谢育芬 、张慧梅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年
书号：978-7-305-13409-8 
价格：S$25.20

作者：黄龙翔、陈之权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年
书号：978-7-305-13802-7 
价格：S$15.30

四 五



编者：崔娇阳、贺晏然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81-09-6656-0
价格：S$30

编者：崔娇阳、贺晏然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81-09-6655-3
价格：S$30

此丛书的文章选自新加坡华文教研中
心举办的第三届“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之教与学”国际研讨会的优秀论文。

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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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林伟业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81-09-3875-8
价格：S$30.00

主编：陈志锐
出版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15年
书号：978-957-739-886-4 
价格：S$34.00



主编：陈志锐
出版社：万卷楼图书股份

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13年
书号：978-957-739-790-4
价格：S$25.00

主编：胡月宝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年
书号：978-981-07-9264-0
价格：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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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志锐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年
书号：978-7-308-09317-0 
价格：S$20.00

作者：肖海洋
出版社：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2年
书号：978-981-07-3527-2
价格：S$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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