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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背景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 
 
• 成立于2005年 
 
• 其宗旨是协助落实华文课程与教学法
检讨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社区和学校携
手合作，为学生营造学习与应用华文的
大环境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背景 

委员会成员： 
 
• 包括国会议员、教育部代表、学校代
表、大学教授、华社代表、国家图书馆
管理局代表、教师总会、作家协会和文
艺协会的代表、媒体代表、报章编辑、
出版社代表和其他专业人士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背景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的宗旨： 
 
• 争取华族社团对华文教学改革的支持 
 
• 加强学校、社区组织和媒体之间的合作 
 
• 为学生营造一个学习与应用华文的大环
境 



副组长 

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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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梅凤        蔡志礼     尹崇明       洪鼎基  

  高丽莲        谢惠平      柯思仁     王国华  

主席 
刘燕玲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背景 

秘书处的角色 

1. 由教育部课程与规划发展司课程规划员、 
课程发展与编写员组成 

2. 支持、协调与执行委员会的计划 

3. 处理文书与财政事务 

林美君 

秘书长 



文化组秘书处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网站 
网址：cpcll.sg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背景 

文化组旗舰计划： 
 
• “文化随意门” 
• 电台节目与校园活动“与声剧来” 
• “戏学华文”戏剧培训课程 
• 校群戏剧营 
• 名人演讲系列 



目的 
“文化随意门”通过观赏剧团演出： 
• 让学生接触中华文化 
• 培养学生学习华文华语的兴趣 



经费 
成功申请到赞助的学校： 
 
年级 经费 参与人数 (新加坡

公民或永久居民） 
小学 $3,000 至少100名学生 
中学/ Year 1-4 $3,000 至少100名学生 
初级学院/ Year 5-6/ 
理工学院（二选一） 

$3,000 至少100名学生 
$1,500 至少50名学生 



运作方式 

适用“文化随意门”经费的演出： 
• 必须以华语为媒介语 
• 不可包含色情、暴力、种族等敏感课题 
 
演出的形式与类型： 
• 演出场所能提供学生剧场体验 
• 演出包括戏剧、相声、木偶戏、光影戏等 
 
 



运作方式 

演出的选择： 
• 根据媒体发展局的分级与忠告，选择
适合学生观赏的演出 
• 学校可以自由安排时间，选择适合学
生程度的本地或海外团体的活动 



运作方式 

含敏感课题的演出： 
• 学校应审慎考虑 
• 征得家长同意 
• 进行观前与观后辅导 



运作方式 

不适用“文化随意门”经费的演出： 
• 电影 
• 校内演出 
• 纯歌唱类，如演唱会 
• 纯音乐类，如华乐演出 
 
 
 



经费使用 

演出经费的使用： 
• 可以和其他现有津贴同时使用 (E.g. 
Tote Board Arts Grant） 
• 可用于戏票的GST 和 administrative 
charges 
• 必须在2016年度结账前用完 
 



经费使用 

演出经费的使用： 
•不能用于支付老师的戏票 
• 不能用于支付带学生观赏演出的交通费 
• 不能用于邀请剧团到学校表演 



10月28日前须呈交至cpcllwgb@gmail.com: 
1.年终报告(year-end report) 
2.学生反馈(student reflections)： 
检测和深化学生的学习（例如：通过反 
思、观后感、小组讨论等），并须以华文书写（
华语口述）呈交 
3.出席名单 (attendance list)： 
请校长／副校长签名  
4.IFAAS 报告 

年终报告 



年终报告 



年终报告 



IFAAS 报告 



出席名单（样例） 



观前、观后延伸活动   

图文并茂 



观前、观后延伸活动   
结合学校价值观 



我有话说~ 
鼓励学生发表看法，

观后反思。 



观前、观后延伸活动   
结合电子简报进行报告 



观前、观后延伸活动   
结合口语表达的活动 



学生分组共同完成作品 

• 同学合作进行小组分享 

• 采用展示与讲述的方式 

• 老师总结分析反馈的样例  

 

                      

 



财政事宜 
Finance Matters 



• CPES 2016 fund will be downloaded to 
participating schools (Govt and Govt-
aided) via IFAAS 
 

• Cheques will be issued to Independent 
Schools  

 

  

财政事宜（Finance Matters） 



财政事宜（Finance Matters） 

For Govt and Govt-aided Schools:  
• Unused funds will be recovered via 

IFAAS in December 2016. Schools need 
not do any manual refunds. 

 
For Independent Schools: 
• Independent schools are required to 

return unused CPES funds via cheque  



Project 
Code 

Account 
Code 

Account Description 

500055 39241000 Grants from CLCF: Income 
500055 

500055 39242000 CLCF – Cultural Perf 
Exposure Scheme: Exp 
500055  

500055 39249000 Grants from CLCF: Fund Bal 
500055 

财政事宜（Finance Matters） 



• Participating schools will need to assign 
the expense account to an Approving 
Officer before charging to this account  

 
• Schools should track the expenditure 

for the project 
  

财政事宜（Finance Matters） 



CPES fund usage: 
• Can be used concurrently with existing arts 

grants, such as the Tote Board Arts Grant 
• Can be used to pay for GST and 

administrative charges 
• To be utilised by mid-Nov 2016 as the 

unutilised funds will be recovered in Dec  
 

财政事宜（Finance Matters） 



CPES fund usage: 
• Cannot be used to pay for teachers’ 

tickets  
• Cannot be used for transportation 
• Cannot be used to engage vendors to 

perform in schools 

财政事宜（Finance 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