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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课程简介

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创建于1999年。二十年来，以学位课程为骨干，以文凭课程为辅助，走过一段光辉的里程，招收的
学生人数超过1500名！最令人欣喜的是，绝大多数中文课程的毕业生，不仅大大提升了自己的汉语言文学水准，而且已
经成为本地华文教育，传媒出版等领域的中坚力量，可谓人才济济，蔚为壮观。

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课程,旨在为对汉语言文学有兴趣的就业人士提供自我进修的机会，进一步提高学员们的教育水平与
华文水准，同时培养学员们的华文文学鉴赏能力。此课程也会为本地非大学毕业教师提供一个自我提升的机会。

学员可以选择专修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也可以在主修的基础上，修读其他领域里的任何一个副修课程。

有关副修课程的细节，请参见大学网页的信息。

课程特点:

独特设计的学位课程，具有吸引工作人士的诸多特点。

1) 本课程属部分时间学习制。采用开放式学习的概念及业余学习的方式。学员可以灵活安排学习时间、地点和进度，  
    并且根据自身情况决定修读科目的数量。修读年限3至8年。

2) 所有教材的设计，包括课本，参考书等，也都是专家编写，精心设计，以满足成人学员的要求。

3) 科目设置实行单元式新模式。以语言、文学课程为中心，兼顾中华历史、文化、教学技能与研究能力多方面。新课 
    程大纲比原有大纲更具有广泛性和实用性，也必将更好地加强学员的分析能力和研究能力。

4) 教学方式灵活多样，采取讲座等形式，更加注重师生互动交流。

5) 考核评鉴方式多样，包括平时个人作业、小组讨论、期末专题作业、现场考试等，更灵活考查学员的知识与技能。

6) 师资力量具有国际化特点，都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招生对象

此项课程适合对中华语言、文学有兴趣的、任何行业的公众申请。凡是新加坡公民、新加坡永久居民和居住在新加坡
的其他居民都可以报读。

职业前景

修读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课程之后，可以到政府学校以及私立学校从事华文教育(教师与补习教师)、华文媒体(记者与编辑)、
广告公司(文案写作与设计)、行政管理(文书、秘书、执行人员)等工作。如果想继续修读更高学历的教育，可以进入硕士课程
修读。



科目设置与学分

普通学位需要修读130个学分方可毕业。所有科目均为5学分，除非另外说明。若要修读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需要完成以下
四个栏目里的科目：SUSS通选课10学分+必修课80学分+选修课30学分+普通选修课10学分；若要修读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主修+副修，则需要完成下列前两个栏目的科目以及副修专业的课程：SUSS通选课10学分+必修课80学分+副修专业要求的
40学分。课程大纲若有调整，会提前通知。

• Why Do Good? (2.5 cu) 
• New Empires: The Reach and Frontiers of the Tech Sector (2.5 cu)
• Space, Place, People and the City 

• Writing in Chinese: Major Genres and Styles  
• Modern Chinese Grammar and Rhetoric
•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 Pre-Qin to Northern-Southern Dynasty Literature of China
• Sui-Tang Dynasty Literature of China
• Song-Yuan Dynasty Literature of China
• Ming-Qing Dynasty Literature of China
• Chinese Etymology
• Chinese Lexicology and Grammar
• Issues in Pre-wa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 Issues in Post-wa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 Tang Poetry
• Song Ci
•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 Why Read?

• Selected Readings in Chinese
•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 Applied Chinese Phonetics and Lexicology 
• Studies on Literature of Europe and America
• 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 in Chinese
• Chinese Fiction
• Fundamentals of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 Fundamentals of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 为何行善？(2.5学分)
• 新数码帝国: 科技产业的范围与延伸 
   (2.5学分)
• 人与城市

• 中文文章写作
• 现代华语语法与修辞
• 中国现代文学
• 中国当代文学
• 中国先秦至南北朝文学
• 中国隋唐五代文学
• 中国宋元文学
• 中国明清文学
• 中国文字学
• 汉语词汇语法学专题
• 战前新马华文文学专题
• 战后新马华文文学专题
• 唐诗专题
• 宋词专题
• 理解当代社会: 来自社会与行为科学的启示
• 为何阅读?

• 中文篇章鉴赏
• 当代中国专题研究
• 中国历史概论
• 中国文化概论
• 实用华文语音与词汇
• 欧美文学专题
• 中文新闻采访与写作
• 中国小说专题
• 汉英翻译基础
• 英汉翻译基础

大学通选课 (共10学分)1 

必修课 (80学分)1

选修课 (选30学分)

普通选修课 (选10学分)

如果想了解更多课程信息，请查看课程网页。网址是 suss.edu.sg/BACLS

 

• 从任何其他科系的科目中选修 • Choose any courses offered under the General Studies Programme
  (course pre-requisites apply)

Explanatory Note:
1修读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主修+副修的学生，则需要完成SUSS通选课10学分+必修课80学分+副修专业要求的40学分。

SUSS Core Courses (Total 10 cu)1

Compulsory Courses (Total 80 cu)1

Elective Courses (Choose 30 cu)

General Elective Courses (Choose 10 cu)

https://www.suss.edu.sg/programmes/detail/ba-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bacls


入学资格

此项课程招生对象为新加坡公民、新加坡永久居民和居住
在新加坡的其他居民。申请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 (GCE 'A' Level)两 
 科主修科目及格（2006年前），或者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    
 育证书高级水准 (GCE 'A' Level) H2两科主修科目及格
 (2006年之后）；或者 本地理工学院大专文凭毕业；或者   
 国际大学预科课程文凭（IB）毕业；或者 国大数理高 
 中文凭毕业。 具备职业技术学院-ITE-文凭、或者具备
 可接受的SAT或者ACT-写作-分数的申请者，将会视每
 人的具体情况予以考虑是否录取； 和

2) 两年全职工作经历，或者目前受雇于全职工作；和

3) 年满21岁

入学要求 - 附加条件

申请者除了符新跃社科大学的基本入学要求，也必须具备
下列附加条件:

1)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 (GCE ‘A’ Level)
    会考高级华文主修、或华文主修及格，或者
2)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H2华文主修及格，
    或者
3)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H2翻译主修及格
4)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会考华文副修
    (GCE ‘AO’ Level) 取得B4级或以上等级，或者
5)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会考H1华文取得D级
    或以上等级，或者
6)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准 (GCE ‘O’ Level)
    高级华文取得B4级或以上等级，或者
7)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准 (GCE ‘O’Level，
    包括CL2/CL)华文取得A2级或以上等级，或者
8) 国际文凭IB拥有者，需要高级华文及格，或标准水准华
    文取得4级或以上等级。

列入名单的申请者，将有可能会受邀参加面试和/或参
加入学笔试或者做其他形式的评估测试。录取人数将视学
额多寡而定；某些不符合上述条例者，提交申请后会根据
具体情况对待。新跃社科大学录取委员会有权决定最终录
取名单；至于未获录取者，恕不奉告理由。

申请手续

  申请者可以通过登录大学网站 www.suss.edu.sg 呈交电
子申请表格 (e-application)。申请者须呈交新跃社科大学
所公证的详细的学术成绩和毕业证书副本。未完成的申请
表格将不会被考虑。

学费与津贴

学员将根据每个学期修读的科目来缴交学费。学费涵盖了
学习材料、教学、作业、考试等。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入
大学网站 suss.edu.sg 查询。
 
新跃社科大学（SUSS）学员修读教育部（MOE）认可的
学士学位课程，如果符合条件，将享受政府的学费津贴；
年满40岁及以上的新加坡公民，如果修读新跃社科大学教
育部津贴的学士学位课程、同时又适合享有未来技能创前
程中途职业加强津贴，将获得更高的学费津贴，缴交的学
费将更少。请参见大学网站有关信息。

所有年届25岁及以上的新加坡人，都可以使用政府未来
技能奖励计划下的500新元，缴交经过批准的、与技能
有关的众多课程的学费。请登录、查看未来技能网站

（www.skillsfuture.sg/credit）列出的与未来技能有关的课
程索引，选择适宜的课程。

如果对任何学费、政府津贴、未来技能中途职业加强津
贴、未来技能培训补助户头(SkillsFuture Credit)等有疑问，
请登录大学网站suss.edu.sg查看详细信息。

学员服务及教学网

所有新跃社科大学的学员都必须具备个人电脑及上网的条件，
以便使用学员服务及教学网。

ADMINISTRATIVE DETAILS
行政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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