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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请注意！

学生活动学生活动

带领您的学生走出课室，走进由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推出的常设
展吧！您可以尝试新的教学法，以让历史和社会科的学习显得趣
味横生，并且发现更多有趣的方式来教导语文和品格与公民教育
科！

学生们可以通过学习新加坡华人的文化知识（如饮食、语言和习
俗），以进一步了解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

您可以在这本活动手册里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自主导览之旅、导
览之旅，以及我们精心设计的含工作坊的导览之旅和学生文化大
使计划：带领访客探索本土华族文化。

所有的学校团体皆须提前报名(自主和非自主导览之旅）。

欲进行申请预订，请尽早电邮至education@singaporeccc.org.sg, 以免
向隅。

《新加坡华人·探索本土华族文化》常设展将于2020年3月1日开放至
2024年12月31日。展厅的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10时至晚上8时（每周一
除外，每周一的开放时间为下午2时至晚上8时）。学校团体可申请于
早上9时前来观展。此申请须至少有20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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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预订自主导览之旅，教师将可自行带领学生独立探索
新加坡华族文化常设展。

与此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教师踊跃报名参加常设展导
览活动[教师专场]。此专场活动将有助于教师构思和
部署学生的自主学习。

介绍介绍

入场免费，须预先报名

自主导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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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导览之旅须提前三周预订申请。
每次预订至多可容纳40名学生。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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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览之旅

进行方式：
可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进行
实体活动或选择线上活动

收费：每位学生＄15 - ＄18 [不包括GST]

预订导览之旅，师生可在专业导览员的指导下展开富互动
性的学习之旅。在多个精心设计的导览之旅中，它们不但
覆盖了多元的学习主题，从身份探讨到历史学习，其中还
注入了各式各样的课外学习新体验，相信足以丰富学生的
学习体验。

介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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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览之旅须提前五周预订申请。
每次预订可容纳至少20名学生和至多40名学生。

注意事项

 



实体导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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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新加坡华族文化如此与众不同？

此活动中，学生将学习新加坡华族文化及其过去、现在与未来
的联系。通过探究式学习的讨论，学生将可对新加坡的节日和
语言、本地饮食和华人所珍视的价值观进行反思。同时，此活
动也可让学生学习建立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和其他种族文化之
间的联系。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历史
科、社会科、品格与公民教育科、英文科和华文科）教学相关。

联系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实体导览之旅 [1小时30分钟] 实体导览之旅 [1小时30分钟] 
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8（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8（不包括GST）

小学组

实体导览之旅

 



实体导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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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织，无疑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新加坡
华族文化和身份认同。

在此活动中，学生将可了解新加坡华族文化及其与过去、现在和
未来的联系。通过探究式学习法、互动游戏和观察展品，学生将
可与华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建立联系，并探讨独特的新加坡华人常
用术语。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历史
科、社会科、品格与公民教育科、英文科和华文科）教学相关。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

中学组及高等学府组中学组及高等学府组

实体导览之旅 [1小时30分钟] 实体导览之旅 [1小时30分钟] 
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

中学 - 每位学生 $18（不包括GST）中学 - 每位学生 $18（不包括GST）
高等学府 - 每位学生 $18（不包括GST）高等学府 - 每位学生 $18（不包括GST）

通过探究式讨论和展品讨论活动，学生不但可以追溯新加坡方
言群的根源，还有机会探讨本地品牌、本地美食，并了解由不
同方言及语言所组成的独特新加坡常用术语。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历史
科、社会科、品格与公民教育科、英文科和华文科）教学相关。

追根溯源追根溯源

实体导览之旅 [1小时30分钟] 实体导览之旅 [1小时30分钟] 
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

中学 - 每位学生 $18（不包括GST）中学 - 每位学生 $18（不包括GST）
高等学府 - 每位学生 $18（不包括GST）高等学府 - 每位学生 $18（不包括GST）

 



线上导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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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导览之旅

小学组

是什么让新加坡华族文化如此与众不同？

此活动中，学生将学习新加坡华族文化及其过去、现在与未来
的联系。通过探究式学习的讨论，学生将可对新加坡节日和语
言、本地饮食和华人所珍视的价值观进行反思。同时，此活动
也会让学生透过制作手工，以学习建立新加坡华族文化和其他
种族文化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作为学习反思。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社会
科、品格与公民教育科、英文科和华文科）教学相关。

联系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线上导览之旅 [1小时] 线上导览之旅 [1小时] 
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

 



线上导览之旅

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织，无疑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新加坡
华族文化和身份认同。

在此活动中，学生将可了解新加坡华族文化及其与过去、现在和
未来的联系。通过探究式学习法、互动游戏和观察展品，学生将
可与华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建立联系，并探讨独特的新加坡华人常
用术语。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历史
科、社会科、品格与公民教育科、英文科和华文科）教学相关。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

中学组及高等学府组中学组及高等学府组

线上导览之旅 [1小时] 线上导览之旅 [1小时] 
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

中学 - 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中学 - 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
高等学府 - 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高等学府 - 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

通过探究式讨论和展品讨论活动，学生不但可以追溯新加坡方
言群的根源，还有机会探讨本地品牌、本地美食，并了解由不
同方言及语言所组成的独特新加坡常用术语。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历史
科、社会科、品格与公民教育科、英文科和华文科）教学相关。

追根溯源追根溯源

线上导览之旅 [1小时] 线上导览之旅 [1小时] 
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

中学 - 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中学 - 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
高等学府 - 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高等学府 - 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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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览之旅 + 工作坊

进行方式：
可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进行
实体活动或选择线上活动

收费：每位学生＄10一$24 [不包括GST]

“导览之旅+工作坊”是结合了导览之旅和主题工作坊的学习
之旅。在导览之旅环节中，学生会由专业导览员带领，逐步
探索与认识丰富多彩的新加坡华族文化。而在主题工作坊环
节中，学生可以收获趣味盎然的学习体验。在多个精心开发
含工作坊的导览之旅中，包含多元的学习主题，从手工品制
作、美术技能学习、音乐制作乃至词曲创作，其中还注入了
不少创意元素，相信足可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

介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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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工作坊的导览之旅须提前五周预订申请。
每次预订可容纳至少20名学生和至多40名学生。

注意事项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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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导览之旅 ++
工作坊

学前教育组

马上加入我们这个沉浸式导览之旅，通过学习华人所珍视的价
值观、本地华人节庆与饮食，以了解我们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
化。这个趣味导览之旅专为好奇的学前儿童设计，它将通过基
于展品和探究式学习的讨论及互动活动等，以激发学前儿童的
感官认知，促使他们与现今和其他本地文化建立联系。随后，
学生还可以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创作出自己的手工并将其带
回家。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语文
表达、解决问题技能、社交技能、认知技能、创意表达）教学相关。

趣味节庆与饮食趣味节庆与饮食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30分钟]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30分钟] 
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8（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8（不包括GST）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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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将参与一个极具互动性的导览之旅，以了解更多有关华族
节日如何演变以及在新加坡庆祝这些节日的现代意义。在工作
坊中，学生们将学习制作手工，以加强对华族节日及习俗的了
解。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儿童
精细运动技能、社交技能、观察技能）教学相关。

我们如何庆祝传统华人节日 ?我们如何庆祝传统华人节日 ?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

在这个多感官体验的导览游中，学生将扮演文化侦探的角色，
学习辨别借用词和创造词以及独特的本地美食。在随后的手作
活动中，学生们还可通过制作手工，以加强对不同文化的了
解。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社交
技能和观察技能）教学相关。

发现文化大不同发现文化大不同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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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新加坡华族文化如此与众不同？

此活动中，学生将学习新加坡华族文化及其过去、现在与未来
的联系。通过探究式学习的讨论，学生将可对新加坡的节日和
语言、本地饮食和华人所珍视的价值观进行反思。同时，此活
动也会让学生透过制作手工，以学习建立新加坡华族文化和其
他种族文化之间的联系桥梁，并以此作为学习反思。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社会
科、品格与公民教育、英文和华文科）教学相关。

联系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24（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24（不包括GST）

你知道吗？不断蜕变的新加坡用语可以归类为混合词、借词或
新创词吗？

在导览之旅中，学生可以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我们独特的本地
用语建立起一些联系。随后，学生将学习歌词创作技巧，并尝
试改写歌曲的副歌。除了扩增学生的词汇量和提高他们的创意
外，我们还鼓励学生进行协作学习，同时跟同学分享自己所创
作的歌词。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与创意写作）教
学相关。

不断蜕变的语言 [小四至小六学生]不断蜕变的语言 [小四至小六学生]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20（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20（不包括GST）

小学组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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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捞鱼生”的起源吗？“捞鱼生”在本地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中扮演了怎样与众不同的角色？

学生将在展览的导览中了解更多关于本地华人农历新年习俗，
例如“捞鱼生”。在随后的工作坊中，学生将学习歌词创作技
巧，并尝试改写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贺岁歌曲——《捞鱼
生》（副歌部分）。除了扩增学生的词汇量和提高他们的创意
外，我们还鼓励学生进行协作学习，同时跟同学分享自己所创
作的歌词。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高级华文科和
创意写作）教学相关。

让我们一起玩转“捞鱼生”！ [小四至小六学生]让我们一起玩转“捞鱼生”！ [小四至小六学生]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20（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20（不包括GST）

什么是本地华语创作流行歌曲？新加坡的华语流行音乐与世界
其他华人圈的流行音乐有何不同？

学生将在展览导览中了解更多有关新加坡华语流行音乐产生的
因素。从潘淑琼到“新谣”的崛起，再到孙燕姿，学生们将可透过
工作坊，进一步地了解新加坡华语音乐的演变。随后，学生们
可以聆听一首本地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曲，并使用工作坊期间提
供的 iPad GarageBand 应用程序创作自己版本的歌曲。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及音乐科）教学
相关。

iPad音乐变变变 ! [小四至小六学生]iPad音乐变变变 ! [小四至小六学生]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20（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20（不包括GST）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16

在这多感官体验的导览之旅中，学生将扮演文化侦探的角色，
学习辨别借用词和创造词以及独特的本地美食。在随后的手
作活动中，学生们还可通过制作手工，以加强对不同文化的了
解。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华文科科教
学相关。

文化是如何演变的？文化是如何演变的？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

学生将参与一个极具互动性的导览之旅，以了解更多有关华族
节日如何演变以及在新加坡庆祝这些节日的现代意义。在工作
坊中，学生们将学习制作手工，以加强对华族节日及习俗的理
解。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儿童
精细运动技能、社交技能、观察技能）教学相关。

我们如何庆祝传统华人节日? [小一至小三学生]我们如何庆祝传统华人节日? [小一至小三学生]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

在这多感官体验的导览之旅中，学生将扮演文化侦探的角色，
学习辨别借用词和创造词以及独特的当地菜肴。在接下来的手
作活动中，学生们通过手工艺加深了对文化差异的理解。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社交
技能和观察技能）教学相关。

发现文化大不同发现文化大不同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5（不包括GST）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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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不断蜕变的新加坡用语可以归类为混合词、借词或
新创词吗？

在导览之旅中，学生可以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我们独特的本地
用语建立起一些联系。随后，学生将学习歌词创作技巧，并尝
试改写歌曲的副歌。除了扩增学生的词汇量和提高他们的创意
外，我们还鼓励学生进行协作学习，同时跟同学分享自己所创
作的歌词。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及创意写作）教
学相关。

不断蜕变的语言不断蜕变的语言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中学  - 每位学生 $20（不包括GST）中学  - 每位学生 $20（不包括GST）
高等学府- 每位学生 $25（不包括GST）高等学府- 每位学生 $25（不包括GST）

iPad音乐变变变 ! iPad音乐变变变 !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中学  - 每位学生 $20（不包括GST）中学  - 每位学生 $20（不包括GST）
高等学府- 每位学生 $25（不包括GST）高等学府- 每位学生 $25（不包括GST）

中学组及高等学府组

什么是本地华语创作流行歌曲？新加坡的华语流行音乐与世界
其他华人圈的流行音乐有何不同？

学生将在展览导览中了解更多有关新加坡华语流行音乐产生的
因素。从潘淑琼到“新谣”的崛起，再到孙燕姿，学生们将可透过
工作坊，进一步地了解新加坡华语音乐的演变。随后，学生们
可以聆听一首本地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曲，并使用工作坊期间提
供的 iPad GarageBand 应用程序创作自己版本的歌曲。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及音乐科）教学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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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你知道“捞鱼生”的起源吗？“捞鱼生”在本地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中扮演了怎样与众不同的角色？

学生将在展览的导览中了解更多关于本地华人农历新年习俗，
例如“捞鱼生”。在随后的工作坊中，学生将学习歌词创作技
巧，并尝试改写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贺岁歌曲——《捞鱼
生》（副歌部分）。除了扩增学生的词汇量和提高他们的创意
外，我们还鼓励学生进行协作学习，同时跟同学分享自己所创
作的歌词。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高级华文科和
创意写作）教学相关。

让我们一起玩转 “捞鱼生”！让我们一起玩转 “捞鱼生”！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中学  - 每位学生 $20（不包括GST）中学  - 每位学生 $20（不包括GST）
高等学府- 每位学生 $25（不包括GST）高等学府- 每位学生 $25（不包括GST）

新加坡的华语音乐是什么？“新谣”又是什么 ？

学生将在导览之旅中聚焦学习新加坡华语流行音乐和“新谣”的发
展。接着，学生们将可更进一步了解“新谣”的历史及其演变。最
后，学生还可与同伴组成小组，学习以尤克丽丽琴伴奏，并在
同学面前演绎新谣。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高级华文科和
创意写作）教学相关。

让我们一起唱新谣 !让我们一起唱新谣 !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中学  - 每位学生 $20（不包括GST）中学  - 每位学生 $20（不包括GST）
高等学府- 每位学生 $25（不包括GST）高等学府- 每位学生 $25（不包括G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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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导览之旅 ++
工作坊
学前教育组

聚焦于在新加坡的华人传统节日及其庆祝方式，学生将通过线
上互动游戏学习新加坡华族文化。在手作活动环节中，学生将
学习制作跟华人传统节日相关的手工。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儿童
精细运动技能、社交技能、观察技能）教学相关。

我们如何庆祝传统华人节日 ?我们如何庆祝传统华人节日 ?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2（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2（不包括GST）

此活动可以让学生通过学习华人所珍视的价值观、本地华人节庆
与饮食，以了解我们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这趣味线上活动专
为好奇的学前儿童设计，它将通过多媒体互动形式，从中激发
学前儿童的感官认知，以促使他们与现今和其他本地文化建立联
系。随后，学生还可以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创作出自己的手工
并将其带回家。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语文
表达、解决问题技能、社交技能、认知技能、创意表达）教学相关。

趣味节庆与饮食趣味节庆与饮食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30分钟]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30分钟] 
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8（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8（不包括GST）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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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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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不断蜕变的新加坡用语可以归类为混合词、借词或
新创词吗？

在导览之旅中，学生可以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我们独特的本地
用语建立起一些联系。随后，学生将学习歌词创作技巧，并尝
试改写歌曲的副歌。除了扩增学生的词汇量和提高他们的创意
外，我们还鼓励学生进行协作学习，同时跟同学分享自己所创
作的歌词。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及创意写作）教
学相关。

不断蜕变的语言 [小四至小六学生]不断蜕变的语言 [小四至小六学生]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0（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0（不包括GST）

华族传统食物如何随着文化互动而演变至今呢？

此活动以本地美食——福建面或嘟嘟糕为例，同时通过趣味互
动游戏，让学生从中了解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形成。此外，学生
还可以根据所学内容亲手制作手工。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社交
技能和观察技能）教学相关。

发现文化大不同发现文化大不同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2（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2（不包括GST）

小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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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21

华族文化是什么？新加坡华族文化意味着什么？它如何演变至
今呢 ？

此活动将以华族节日为例，让学生通过互动在线上互动问答游
戏，从中探索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是如何演变至今。随后，
在手作活动环节中，学生将学习制作跟华人传统节日相关的手
工，从中反思文化是如何演变至今的。

活动将以华、英语或中英双语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华文科教学
相关。

文化是如何演变的？文化是如何演变的？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2（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2（不包括GST）

你知道“捞鱼生 ” 的起源吗？“捞鱼生 ”在本地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中扮演了怎样与众不同的角色？

通过多媒体及线上互动游戏，学生将可从中了解更多关于本地
华人农历新年习俗，例如“捞鱼生”。在随后的工作坊中，学生将
学习歌词创作技巧，并尝试改写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贺岁歌
曲——《捞鱼生》（副歌部分）。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高级华文科和
创意写作）教学相关。

让我们一起玩转 “捞鱼生”！ [小四至小六学生]让我们一起玩转 “捞鱼生”！ [小四至小六学生]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0（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0（不包括GST）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22

在这多感官体验的导览之旅中，学生将扮演文化侦探的角色，
学习辨别借用词和创造词以及独特的当地菜肴。在接下来的手
作活动中，学生们通过手工艺加深了对文化差异的理解。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社交
技能和观察技能）教学相关。

发现文化大不同 [小一至小三学生]发现文化大不同 [小一至小三学生]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2（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2（不包括GST）

学生将参与一个极具互动性的导览之旅，以了解更多有关华族
节日如何演变以及在新加坡庆祝这些节日的现代意义。在工作
坊中，学生们将学习制作手工，以加强对华族节日及习俗的理
解。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儿童
精细运动技能、社交技能、观察技能）教学相关。

我们如何庆祝传统华人节日? [小一至小三学生]我们如何庆祝传统华人节日? [小一至小三学生]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由 Preschool Market 策划与指导

每位学生 $12（不包括GST）每位学生 $12（不包括GST）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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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不断蜕变的新加坡用语可以归类为混合词、借词或
新创词吗？

在导览之旅中，学生可以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我们独特的本地
用语建立起一些联系。随后，学生将学习歌词创作技巧，并尝
试改写歌曲的副歌。除了扩增学生的词汇量和提高他们的创意
外，我们还鼓励学生进行协作学习，同时跟同学分享自己所创
作的歌词。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及创意写作）教
学相关。

不断蜕变的语言不断蜕变的语言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中学 - 每位学生 $10（不包括GST）中学 - 每位学生 $10（不包括GST）
高等学府 - 每位学生 $12.50（不包括GST）高等学府 - 每位学生 $12.50（不包括GST）

中学组及高等学府组

你知道“捞鱼生”的起源吗？“捞鱼生”在本地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中
扮演了怎样与众不同的角色？

通过多媒体及线上互动游戏，学生将可从中了解更多关于本地
华人农历新年习俗，例如“捞鱼生”。在随后的工作坊中，学生将
学习歌词创作技巧，并尝试改写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贺岁歌
曲——《捞鱼生》（副歌部分）。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高级华文科和
创意写作）教学相关。

让我们一起玩转“捞鱼生”！让我们一起玩转“捞鱼生”！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中学 - 每位学生 $10（不包括GST）中学 - 每位学生 $10（不包括GST）
高等学府 - 每位学生 $12.50（不包括GST）高等学府 - 每位学生 $12.50（不包括G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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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文化大使计划：学生文化大使计划：
带领访客探索本土带领访客探索本土
华族文化华族文化

想知道如何让您的学生成为文化导览大使吗？加入我们的
“学生文化大使”计划，学生不但可学到实用的导览技巧和
策略，还有机会通过设计趣味性的互动活动，以吸引访客
的注意力。

介绍介绍

地点：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年龄：中一至中四
收费：每位学生＄150  [不包括GST]
活动时长：8小时 [共 4 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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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报名参与此计划者，须提前五周预订申请。
每次预订人数须至少10人，至多20人。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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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所有教师！

教师活动教师活动

从学习华族的习俗和实践到理解新加坡华族文化多年来的发展历
程，我们相信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会是理想的文化学习基地。我
们极力于为师生们提供丰富的课外学习体验，以利于大家更全面
地了解新加坡华族文化。

欢迎教师们踊跃报名参加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组织的教师导
览活动。从导览活动中率先探知常设展的精彩面貌，为贵校学生
日后的参访规划做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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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导览活动教师导览活动

加入我们，参与“仅限教师”的常设展导览活动（教师专场）！
届时，每名出席者不但可获赠一套专门设计的教学资源，还可
深入了解《新加坡华人·探索本土华族文化》常设展的制作过
程。此活动的学习内容将有助于教师们较好地为贵校学生策划
日后的自主导览之旅。

每场活动历时两小时三十分钟。此活动需要提前报名和付费。
报名人数须至少达至五人。有意报名者，请把个人基本资料和
所选活动场次，电邮至education@singaporeccc.org.sg。

加入我们的教师通讯录，同步订阅《教师电子通讯》随时掌握
我们最新的消息和活动。

介绍介绍

 



日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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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导览活动教师导览活动

地点：排练室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十楼]

2023年3月14日 上午10时至中午12时30分 [星期二] 

2023年5月17日 下午3时至5时 30分 [星期三] 

2023年5月30日 上午10时至中午12时30分 [星期二] 

2023年9月7日 上午10时至中午12时30分 [星期四] 

2023年11月8日下午3时至5时 30分 [星期三] 

2023年11月22日 上午10时至中午12时30分 [星期三]

以中文进行以中文进行

 



2023年3月15日 上午10时至中午12时30分 [星期三] 

2023年5月18日 下午3时至5时 30分 [星期四] 

2023年9月8日 上午10时至中午12时30分 [星期五] 

2023年11月9日下午3时至5时 30分 [星期四] 

以英文进行以英文进行

29 



实体导览之旅（教师组）

实体导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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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组

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织，无疑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新加坡
华族文化和身份认同。

在此活动中，参与者将可了解新加坡华族文化及其与过去、现在
和未来的联系。通过探究式学习法、互动游戏和观察展品，参与
者将可与华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建立联系，并探讨独特的新加坡华
人常用术语。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历史
科、社会科、品格与公民教育科、英文科和华文科）教学相关。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

实体导览之旅 [1小时30分钟] 实体导览之旅 [1小时30分钟] 
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

每位教师 $18（不包括GST）每位教师 $18（不包括GST）

通过探究式讨论和展品讨论活动，参与者不但可以追溯新加坡
方言群的根源，还有机会探讨本地品牌、本地美食，并了解由
不同方言及语言所组成的独特新加坡常用术语。

活动将以华语、英语或中英双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历史
科、社会科、品格与公民教育科、英文科和华文科）教学相关。

追根溯源追根溯源

实体导览之旅 [1小时30分钟] 实体导览之旅 [1小时30分钟] 
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由 Art Loft 策划与指导

每位教师 $18（不包括GST）每位教师 $18（不包括GST）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教师组）

实体导览之旅 ++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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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华语音乐是什么？“新谣”又是什么 ？

参与者将在导览之旅中聚焦学习新加坡华语流行音乐和“新谣”
的发展。接着，参与者们将可更进一步了解“新谣”的历史及其演
变。最后，参与者还可与同伴组成小组，学习以尤克丽丽琴伴
奏，并在别的参与者面前演绎新谣。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高级华文科和
创意写作）教学相关。

让我们一起唱新谣 !让我们一起唱新谣 !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每位教师 $35（不包括GST）每位教师 $35（不包括GST）

iPad音乐变变变 ! iPad音乐变变变 !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每位教师 $35（不包括GST）每位教师 $35（不包括GST）

什么是本地华语创作流行歌曲？新加坡的华语流行音乐与世界
其他华人圈的流行音乐有何不同？

参与者将在展览导览中了解更多有关新加坡华语流行音乐产生
的因素。从潘淑琼到“新谣”的崛起，再到孙燕姿，参与者们将可
透过工作坊，进一步地了解新加坡华语音乐的演变。随后，参
与者们可以聆听一首本地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曲，并使用工作坊
期间提供的 iPad GarageBand 应用程序创作自己版本的歌曲。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及音乐科）教学
相关。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教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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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捞鱼生”的起源吗？“捞鱼生”在本地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中
扮演了怎样与众不同的角色？

参与者将在展览的导览中了解更多关于本地华人农历新年习
俗，例如“捞鱼生”。在随后的工作坊中，参与者将学习歌词创作
技巧，并尝试改写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贺岁歌曲——《捞鱼
生》（副歌部分）。除了扩增参与者的词汇量和提高他们的创
意外，我们还鼓励参与者进行协作学习，同时跟别的参与者分
享自己所创作的歌词。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高级华文科和
创意写作）教学相关。

让我们一起玩转 “捞鱼生”！让我们一起玩转 “捞鱼生”！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每位教师 $35（不包括GST）每位教师 $35（不包括GST）

你知道吗？不断蜕变的新加坡用语可以归类为混合词、借词或
新创词吗？

在导览之旅中，参与者可以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我们独特的本
地用语建立起一些联系。随后，参与者将学习歌词创作技巧，
并尝试改写歌曲的副歌。除了扩增参与者的词汇量和提高他们
的创意外，我们还鼓励参与者进行协作学习，同时跟别的参与
者分享自己所创作的歌词。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和创意写作）教
学相关。

不断蜕变的语言不断蜕变的语言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实体导览之旅 +工作坊 [2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每位教师 $35（不包括GST）每位教师 $35（不包括GST）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教师组）

线上导览之旅 ++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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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不断蜕变的新加坡用语可以归类为混合词、借词或
新创词吗？

在导览之旅中，参与者可以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我们独特的本
地用语建立起一些联系。随后，参与者将学习歌词创作技巧，
并尝试改写歌曲的副歌。除了扩增参与者的词汇量和提高他们
的创意外，我们还鼓励参与者进行协作学习，同时跟别的参与
者分享自己所创作的歌词。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和创意写作）教
学相关。

不断蜕变的语言不断蜕变的语言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每位教师 $17.50（不包括GST）每位教师 $17.50（不包括GST）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线上导览之旅 +工作坊 [1小时] 
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由 Intune Music 策划与指导

每位教师 $17.50（不包括GST）每位教师 $17.50（不包括GST）

你知道“捞鱼生”的起源吗？“捞鱼生”在本地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中
扮演了怎样与众不同的角色？

参与者将在展览的导览中了解更多关于本地华人农历新年习
俗，例如“捞鱼生”。在随后的工作坊中，参与者将学习歌词创作
技巧，并尝试改写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贺岁歌曲——《捞鱼
生》（副歌部分）。除了扩增参与者的词汇量和提高他们的创
意外，我们还鼓励参与者进行协作学习，同时跟别的参与者分
享自己所创作的歌词。

活动将以华语进行。活动内容与学校的学科（华文科、高级华文科和
创意写作）教学相关。

让我们一起玩转 “捞鱼生”！让我们一起玩转 “捞鱼生”！

 



教师电子通讯教师电子通讯

我们期盼与您保持联系。请扫描二维码，即时加入我们的“教师通讯录”且
同步订阅《教师电子通讯》。我们将定期为您发送《教师电子通讯》，
并及时为您提供中心教育组的最新活动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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