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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Indonesia, in addition to english mandarin also become a very common thing. Many companies 
employ one of the conditions of staff must be fluent in speaking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Therefore, the majority of schools in Indonesia have set up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in order to 
give Chinese language’s basic foundation to their students. In Pluit, courses of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are 
mostly private, three-language schools and international schools (not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the U.S. 
system). Through the six factors of curriculum (Teachers, facilities, scores, textbooks, curricula,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 the writer wants to analyze Permai Plus school curriculum Chinese cours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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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印尼除了英语以外，汉语现在也很普遍了。不少企业聘请职员的条件之一是必须会讲一口流利的

汉语、会读写汉字。因此目前印尼的学校大多数有汉语课程设置，这是为了打好学生的汉语基础。在珊

瑚新村有汉语课程设置的学校大部分是私立学校、三语学校和国际学校（不包括美国体制的国际学校）

。笔者通过课程设置的六个因素(教师、设施、评分、教科书、教学大纲和社会参) 想分析培迈三语学

校的小学汉语课程设置情况 

      

关键词：汉语、课程设置、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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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汉语已经成为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现

在在印尼，汉语扮演很大的角色，因为目前在印尼有很多中资台资企业，所以汉语成为必须掌

握的语言之一。因此老老少少都开始学习汉语，不只是印尼华侨，连印尼原住民也开始学习汉

语了。 

 

从 2000 年开始，印尼人民可以自由地学习汉语。不少大学也开设了中文系，许多学校都

开设了汉语课程，汉语补习班纷纷建立。他们使用的教学体制大都是中国或新加坡的汉语课程

。 

 

在一所学校，课程设置是学校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课程设置的主要因素是教师、设施、

评分、教科书、教学大纲和社会参与。 

 

教师要知道怎样监督学生的学习活动、推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导和监视学生的态度、制造

和提供教学方案、教导与作为学生的学友。为了创造良好的教学气氛，学校必须提供足够的设

施，如教室、桌椅、办公室、多媒体教室、图书馆等。评分包括考试，练习，作业，集体合作

等方面。评分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学生们对课目的掌握。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是根据学校的课程设

置。教学大纲包括课时、教学过程、教学步骤、教学工具与教材。社会参与分成两类，就是参

观和比赛活动。这些活动是希望学生通过参观和比赛活动能挖掘他们的语言能力，学生能了解

学习外语的意义，功能和作用。 

 

三语学校使用的课程设置是国民课程与国际课程的混合，课堂上使用语是英文或中文。培

迈三语学校使用新加坡课程设置。为了解三语学校的汉语课程设置情况，笔者对培迈三语学校

进行了调查。 

 

 

内容 
 

 

一、 语言与现代汉语的概述 

(一) 语言的定义 

语言是所有正常的人类都具有的讲话的能力。不同地区之间人类所使用的语言千差万

別，但是任何人都必須通过学习才能获得语言能力。对于这个非常复杂、重要的概念，语

言是很难清楚定义的。然而大部分人都会同意，语言是一套通过表示方法和合乎逻辑的语

法构成的进行沟通和推理的系统。许多语言通过手势、声音、符号和文字來传递，目的是

交流观念、意见、思想和含义等。下列有语言的一些作用
1
： 

（1） 引进和搜寻实际的信息 

（2） 表达和判决智力 

（3） 表达和判决情绪 

（4） 表达和判决道德 

（5） 解决矛盾（说服） 

（6） 交际 

 

                                                 
1《基础语言学教程》，叙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2 月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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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语的定义 

汉语是汉民族的语言，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现代汉语共同语就是以

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已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普通话是现代汉语民族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国家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汉语作为一种语言，

具有一切语言共同的属性。从结构上说，它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从功能上说，它

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部分阶级一视同仁地为汉民全体成员服务
2
。 

 

二、 课程的概述 
 

(一) 课程的定义 

课程是教育中最重要、最繁难、最易被误解的问题之一。课程是关于教育目标、内容、

方法和评价的一个系统，是教育思想，教育论转化为教育实践的中介或桥梁，教育实践常

以课程为轴心展开，教育改革也常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而进行。 

 

课程“广义指所有学科（教学科目）的总和。或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活动的总和。

狭义指一门学科”
3
。1987 年版的《辞海》（新二版）也有类似的情况，对 1980 年版的定

义作了一些修改，保留了将课程定义为学科的部分，也指出课程“广义指学校中学习活动

的范围和进程”
4
 

 

在实用语言学领域里，理查德、普莱特与普莱特（Richards, Platt and Platt）在

朗文实用语言学词典（1992 年，94 页）里认为，课程应具备的三个要件： 

1. 制定教学目标 

2. 通过内容、教学程序和学习经验达到教学目标 

3. 评价教学目的是否已经达到了。 

 

(一) 影响课程的因素 

课程设置是否有效必须符合几个因素，就是教师、设施、评分、教科书、教学大纲和

社会参与。 

1. 教师 

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递者。教师这一职业，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职业之一。纵观社会

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教师是伴随学校教育的产生而出现的。在人类社会的分工中，

教师自始至终担负着传播人类文化知识的重要社会职能
5
。他指担任教学工作的专业人

员。 

不论课程和教学大纲有多么完善，课程和教学大纲的成功都要看教师在课堂上怎样运

用，因为教师能直接与学生沟通。教师的作用是： 

− 监督学生的学习活动。了解学生的学习方法、做学生学习过程的桥梁。 

− 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应鼓励学生，帮助学生建立信心。因为学生的成就是建

立在他是否有信心能掌握教师所教的内容。 

− 教导和监督学生的学习。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让他们有勇气使用外语。 

− 制造与提供教学方案。为了创造好的学习气氛，教师必须有创造性，这能使学生

不知不觉地使用外语。 

− 与学生做朋友。教师应该给予学生鼓励与表扬。 

 

                                                 
2《现代汉语》上册，黄伯荣，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7 月 3版 
3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7 页 

4
《辞海》（教育、心理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 页 

5
《普通教育学》，许高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 8 月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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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施 

外语教育课程必须具备足够的设施，包括教室、桌椅、办公室、多媒体教室、图书馆

等。 

3. 评价 

艾德温﹒冯特（Edwin Wandt）与格兰尔德﹒韦﹒布朗（Gerald W. Brown）（1977）

认为：评价是指评价某件事的分数的措施。在学校，学生的分数是通过考试、练习、

作业、集体合作等评价的。这些评价是为了了解学生们对课目的了解。 

4. 教科书 

教科书又称课本，或称教材，是根据教学大纲系统表述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是教学

大纲的具体化。教科书一般包括：目录、课文、习题、练习、实验、图表、注释、附

录、索引等。课文是教科书的基本部分
6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制定教科书必备三个主要作用（塞甘（Seguin） 

1989 年：18-19 页）： 

− 信息作用 

− 安排与组织学习作用 

− 指导学生学习作用 

5. 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又称课程标准，是以纲要的形式规定有关学科内容的指导性文件。各门学科

的目的、任务、内容、范围、体系、教学进度与时间以及教学方法上的具体要求都规

定在教学大纲中。教学大纲的结构一般分为说明和本文两个部分
7
： 

− 说明十分简要地叙述这一学科在学校中讲授的目的、任务、指出教材编选的主要

依据以及教学法上的原则要求。 

− 大纲的基本部分是本文。本文系统地规定教材的全部主要课题及教学时数，每个

课题内容的要点以及实验、实习和其他作业等。 

6. 社会参与 

通过参观和比赛活动，希望学生能了解学习外语的意义，功能和作用，提高他们的语

言能力。 

参观是根据教学需要，教师组织和带领学生到校外一定的场所，对实际事物进行观察

研究，从而获得知识或巩固、验证已学知识的方法。参观能有效使学生把书本知识与

社会产与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更好地领会和掌握知识；它可以扩大学生的眼

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可以使学生受到生动而实际的思想教育
8
。 

比赛是指一种竞争实力的活动。外语比赛一般有写作、讲故事、诗朗诵比赛等。 

 

三、 三语学校小学汉语课程的分析 

 

笔者想通过教师、设施、评价、教科书、教学大纲和社会参与这六个方面调查小学的汉语

课程设置情况。为此,笔者采访了这所三语学校的教师。 

 

笔者在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五日采访了培迈三语学校的汉语教师温丽丽女士。培迈三语学校

位于珊瑚河西部路 O/ VI B 巷十六号成立于二零零四年七月五日。该校建校开始就有了汉语

课。共有汉语教师三位,学生共 94 名。 

                                                 
6
《普通教育学》，许高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 8 月 1版 

7
《教育学》，传道春，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5 月 1版 

8
《教育学》，传道春，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5 月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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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笔者根据影响课程的六个主要因素：教师、设施、评价、教科书、教学大纲与社会

参与对培迈三语学校的小学汉语课程设置分析，希望从这六个因素中能了解三语学校的小学汉

语课程设置分析。 

 
表 1 教师 

学校 

必备条件 

培迈三语学校 

国籍 中国、印尼 

学位 学士学位 

专业 任何专业 

教师资格证 没有 

教学方案 有 

教学方法 积极，有创造力 

 

 

培迈三语学校也有三位汉语教师，一位是中国教师,其他两位是印尼华侨。培迈三语学校

选择教师时是根据学校的需求。该校的教师必须具有学士学位，因为这是目前工作的条件之一，

教师的专业不一定要中文系，最重要的是掌握汉语与能教好学生。目前印尼政府还没规定每个

教师必有教师资格证，所以该校不要求教师必有教师资格证。培迈三语学校教师要懂英文因为

开会时使用英语。 

 

培迈三语学校教师不需要做教学方案因学校已提供教学方案。培迈三语学校设计的教学方

案里只有教材、教学工具。教学方案不设计教学目的、教学步骤、教学过程、与课时。学校不

要求教师准备教学目的、教学步骤、教学过程与课时安排。该校教师的教学法积极、有创造力。 

 

培迈三语学校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每个班大概 20 名，三年级和四年级个班学生约 16 名。

这样教师比较容易控制教学质量，学生较容易了解教师所讲的课。培迈三语学校的教师还能推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作为学生的学友。 

 
表 2 设施 

学校 

设施 

培迈三语学校 

教室 有 

桌椅 有 

多媒体教室 有 

办公室 有 

图书馆 有 

 

 

该校的设施都比较完善，有办公室、图书馆和多媒体教室，教室里都配备舒适的桌椅并已

安装空调。图书馆里有寓言故事、漫画、电视、录音机、光盘（听力课教材）。培迈三语学校

没有中文电脑课的原因是因为校方不安排中文电脑课。 

 

培迈三语学校的学生很积极，原因是每天早上该校实行阅读活动，教师带领学生到图书馆

看书。每星期一位学生至少必读一本汉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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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评分 

学校 

评分 

培迈三语学校 

考试 有 

练习 有 

作业 有 

集体合作 没有 

学生的积极性 有 
 

 

培迈三语学校的评分项目是考试、练习、作业与学生的积极性。学校的主要评分有两方面，

第一、期中考试（CA =Continuous Assessment）一学期两次。第二、期末考试（SA 

=Semesteral Assessment）一学期两次。第一次 CA 的评分占百分之十、第二次占百分之三十。

第一次 SA 的评分占百分之二十、第二次占百分之四十。学生至少得到百分之五十的评分才能

升班。若学生的成绩不及格，教师就根据学生的练习、作业和积极性分数给予加分。这样能帮

助努力、认真但汉语水平却不好的学生。 

 

 
表 4 教科书 

学校 培迈三语学校 

教科书 小学华文 

新加坡课程发展署 
 

 

培迈三语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是小学华文（新加坡课程发展署）。培迈三语学校使用的小学

华文教科书的原因是教科书是根据学校课程和内容符合学生的汉语水平。 

 
表 5 教学大纲 

学校 

教学大纲 

培迈三语学校 

课程 新加坡课程 

课类 必修课 

课时 一星期九次，一次半个小时或一星期

十次，一次半个小时 

课堂使用语言 英中 

分班 有 

辅导班 有 
 

 

培迈三语学校使用新加坡的课程因为英文课也使用新加坡课程。该校只有在一年级时教师

很少使用中文授课，原因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有汉语基础，二年级以上使用英中授课。教师与学

生的沟通基本上没问题。培迈三语学校的课程目的是让学生学好汉语、掌握好汉语。目前学校

的课程目的已经达到了。若学生掌握不好汉语，该校采取的措施是教师讲课时会比较慢和比较

详细。培迈三语学校有分班，汉语水平比较高的学生一星期上九次课，水平较低的学生一星期

上十次课。 

 
表 6 社会参与 

学校 

活动 

培迈三语学校 

参观 没有 

举办比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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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迈三语学校都没有举办参观活动。培迈三语学校不举办参观活动的原因是因为学校认为

学生还太小。除此之外，该校未举办过任何汉语比赛。培迈学校到目前为止不参加其他学校的

汉语比赛，原因是学生的年纪太小。 

 

 

结论 
 

 

影响课程设置有六个因素，就是教师、设施、评价、教科书、教学大纲和社会参与。笔者

根据这些因素来分析培迈三语学校的课程。 

（一） 教师方面 

1. 教师必须具有学士学位， 

2. 教师必有教师资格证 

3. 教师要懂英文 

4. 教师的教学法积极、有创造力。 

（二） 设施方面，该校的设施都比较完善。 

（三） 评分机制方面，通过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两方面进行评分。 

（四） 教科书方面，培迈三语学校使用新加坡课本《小学华文》，这本教科书是根据学校课程

和内容符合学生的汉语水平。 

（五） 教学大纲方面， 

1. 汉语课是必修课 

2. 使用新加坡课程系统 

3. 课堂用语是英语和汉语 

4. 按照学生的水平分半 

5. 有辅导班。 

（六） 社会参与方面，学校都尚未举办过参观或比赛活动， 

 

笔者通过课程设置这六个因素分析后得到得结论是：该校在设施、评分机制、教科书与教

学大纲方面已经很好，但是在教师的教学方法和社会参与方面还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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