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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在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汉语在全球的迅速传播，华裔在世界各地

居住国的华语使用与能力情况及其身份认同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新加

坡作为以华人为主的移民社会，由于历史、社会、文化、教育等因素，成为华

裔语言使用能力和身份认同研究的特殊案例。 

 

本论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方法以及半结构式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相

结合的方式，并以在新加坡土生土长并完成双语教育的第三代华裔青年（21-

30 岁）为对象，深入探讨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华语使用与能力以及华人族群

认同的相关问题。在定量阶段，本研究以所收集 159 份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

他们的华语使用情况、华语熟练程度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程度，同时分析三者的

相关性。在质性阶段，本研究将进一步探究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对华语作为

华人族群认同的看法，同时深入了解他们继续学习华语以及鼓励下一代学习华

语的意愿。 

 

定量研究结果显示，第三代华裔族群认同强度与其华语技能熟练度呈正相

关。由于世代语言的变迁，作为英语优选的双语人，他们的华语熟练程度偏低，

华人族群认同程度也不强。质性研究发现，尽管第三代华裔受访者都表示有继

续学习华语的意愿，以提升自己的华语熟练程度，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

是基于族群文化认同的诉求，而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希望通过掌握

汉语以获得更多的语言资本，以便未来能够进入世界对华贸易就业市场。 

 

根据所取得的研究结果，本论文发现“汉语”作为一个语言实体，已由原

本仅有族群认同功能的族裔华语，扩充并包括国际汉语。在这个基础上，本论

文提出“族裔华语+国际汉语”双轨并行的语言教学模式，并倡议新加坡华裔

语言教育界应该采取这种新模式，以顺应新加坡内外形势的新变化。 

 

关键词：第三代华裔；语言形态；身份认同；双语政策；族裔华语+国际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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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a’s re-emergence as a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accompanied by a rapid global spread of Mandarin Chinese, there is a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use, proficiency and identity among ethnic Chinese in 

overseas communities worldwide. Singapore, as the only country with a majority 

ethnic Chinese population outside China, provides a unique case study.  

 

        Over the years, the dominance of English as the working language in Singapore 

and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under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has gradually 

impacted language use and proficiency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wofold, firstly,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language use, proficiency,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hird generation young ethnic 

Chinese adults (aged 21-30 years) who are born, raised, and educated in Singapore; 

secondly,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growing global influence of China and global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Chinese have an impact on third generation ethnic Chinese’s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The study adopts an explanatory mixed methods approach to combine and 

integrat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he initial quantitative phase seeks to 

examine if language shift in bilingualism among the third generation ethnic Chinese is 

parallel to a shift in identity. The subsequent qualitative phase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ir willingness to improve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is to enhance their ethnic 

identity due to China’s re-emergence as a global power. Analysis of the data drawn 

from 159 survey responses in the quantitative phase shows that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but not language us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thnic Chinese identity 

among the young third generation ethnic Chinese adults. As products of the English-

dominant bilingual education system, their language dominance in English has 

resulted in a shift in self-identity from ethnic Chinese to Singaporean identity. The 

qualitative phase of the study adopts semi-structure interviews with six participants. It 

reveals that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hina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ethnic self-identity, but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improve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so as to acquire more linguistic capital to gain access to the global job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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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The study offer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has gained 

more attention in 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ia. However, little or no similar research 

is conducte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attempt to conduct a 

systemic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identity among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young third generation adults. In term 

of terminology, having taken Singapore’s socio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context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tudy has redefined “generational cohorts” as linguistic generation 

based on one’s family member’s education in his/her mother tongue/heritage language.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study is that it proposes the dual function of Chinese, 

as both a heritage language and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provides fresh 

perspectives to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in Singapore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worldwide.    

 

Key words: Third Generation ethnic Chinese; Language use and proficiency; Identity; 

Bilingual policy; Chinese as Heritage Language + Chinese as Internationa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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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汉语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华裔在世

界各地居住国的华语使用与能力情况及其身份认同，引起语言学、教育学和社

会学学界高度的关注与重视。由于华人从中国祖籍地移居至世界各地的时间先

后有别，人数也不尽相同，加上各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环境差异，华人

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程度不一，以致华人形成多元化的族群实体（Chun，1996；

陈志明，2012；陈国贲，2012；王赓武，2016）。目前，有关华裔语言使用与

能力和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裔为少数族群的社会，尤其以移民型社会1

（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主。新加坡作为以华人为主的移民社会，由

于历史、社会、文化、教育等因素，使其成为华裔语言使用与能力和身份认同

研究的特殊案例。 

新加坡 1965 年独立建国初期，面对多元的族群组合、复杂的语言生态，

政府积极推行一系列种族融合政策，以打造一个和谐、团结的社会，其中包括

语言规划政策以及双语教育政策。五十多年来，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家庭用语的演变，新加坡华裔不仅建构出有别于中国祖籍地的华人族群认同，

新加坡华族社会语言生态也发生重大变化，英语成为社会强势主流语与学校主

要教学媒介语，而华语在学校仅作为一门必修科目。依据海外移民的语言转移

规律（Fishman，1965，1991），移民家庭到了第三代就会发生语言转移现象。

 
1 移民型社会的特点是移民占主导地位而不是居住地“原住民”（Chua，2009；廖建裕，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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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英语为主导语的社会中，第一代移民大多数是族裔语单语或族裔语主导单

语人，到了第二代逐渐成为族裔语优选或英语优选的双语人，第三代转变为英

语优选双语人。随着新加坡华族族群逐渐进入第三代，家庭常用语出现了“脱

华(语)入英(语)”的现象。 

在新加坡政府的华族族群建构中，华语是新加坡华人族群认同的一个关键

指标，华族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就强制修读华语作为“母语”（族裔语）。家庭

是华语的最后堡垒，如果新加坡华族家庭语言使用与能力情况发生变化，这意

味着华族对华语的认同也正在转变。由于语言和身份认同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

因此新加坡华族华语使用与能力的情况，以及对华人族群的认同程度无疑是一

个良好而独特的研究素材。 

本文将通过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方法以及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

式，深入探讨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华语使用与能力以及华人族群认同的相关

问题，这不仅对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提供重要参照，也对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带

来新方向。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问题 

        在新加坡政府的语言规划中，华语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作为促进族群

内部交流的代表性语言，也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及华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载

体。然而，英语作为新加坡社会的主导行政语言和工作语言以及双语教育政策

下的主要教学媒介语，其强势主导地位已渐渐地影响了新加坡华人的语言使用

与能力。从新加坡人口普查、综合家庭调查及教育部华族小学一年级新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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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的调查来看，英语已俨然成为大部分华裔青少年的家庭常用语2。这个现象

显示新加坡华人家庭主导语已经出现代际差异，即由第一代所使用的汉语方言

及华语3衍变到第三代的英语4。 

    目前许多研究已显示，语言与身份认同有着密切联系5。随着第三代华裔青

年趋向于使用英语为主导语，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对华人族群认同的程度也有所

减弱？就外在因素而言，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第三代华裔青年是否会因

自己身为华人对祖籍地的国家感到自豪，从而继续积极学习华语，以增强华人

族群认同感？ 

     针对以上两个研究问题，本研究以在新加坡出生并完成双语教育的第三

代华裔青年为研究对象，不仅调查第三代华裔青年的语言形态，包括家庭常用

语、语言（英语和华语）熟练度、语言偏好、语言优势、语言使用对象、语言

使用场域以及抚养孩子的语言选择等，同时也调查他们的身份认同程度，借此

探讨第三代华裔青年的华语使用及能力与华人族群认同的相关性。除此之外，

本研究也调查第三代华裔青年对华人祖籍地国家（中国）的依附感与自豪感，

并深入了解他们继续学习华语以及鼓励下一代学习华语的意愿。 

    本论文将对以上研究问题提出相应的解答，以期对新加坡社会语言生态有

全面且清晰的剖析。 

 
2 见第二章第三节有关“‘脱华入英’的社会语言变迁”的讨论。 

 
3 见附录（一）：2010 年和 2015 年有关 60 岁及以上年龄组别华族最常使用的家庭用语。 

 
4 见附录（二）：2010 年和 2015 年 29 岁及以下和 60 岁及以上华族最常使用的家庭用语比较。 

 
5 详见第三章第三节关于族裔语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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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意义  

一、弥补当前新加坡有关华裔语言与族群认同研究的不足 

纵观当前华裔语言与族群认同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华人为少数族群

的英语主导社会，尤其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甚多6。可是，到目前为止，从代际

角度研究新加坡华裔语言及族群认同的相关论述相当缺乏。至于新加坡的相关

研究，在微观方面以语言教学、教学法及教材等研究为主，在宏观方面以语言

政策、语言教育政策讨论居多。 

二、为当前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近十年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带动了全球汉语的学习。有鉴于此，汉

语国际传播研究也有增加的趋势，而华裔一直是汉语国际传播的特殊对象。新

加坡作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外，华人占多数的国家，其特殊性更

为显著。自新加坡独立建国以来，政府实行“英语为主，华语为辅”的双语教

育政策，即英语为学校主要教学媒介语，而华语是华族学生自小学一年级开始

强制修读的第二语言。在新加坡教育体制内学习，华族学生至少修读 10 年的

华语课程。反观，在欧美以及东南亚其他华人占少数的国家如泰国、越南、菲

律宾、印尼等，华语课程一般不纳入主流教育体制中，必须通过民办教育才得

以修读。 

尽管新加坡相较于其他地区具有特殊条件，然而随着世代的变迁，家庭常

用语的转移，新加坡第三代华裔的语言形态和华人族群认同存在着怎样的相关

 
6 详见第三章第三节关于族裔语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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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华语的传承是否从第三代开始面临严峻的考验？过去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第 1.5代，即孩童时期跟随父母从中国移居到居住国（Rumbaut，2009）和第二

代华裔7，可是针对第三代华裔的研究十分匮乏。本研究以在新加坡完成双语教

育的第三代华裔青年为对象，希冀为当前汉语国际教育多元化提供重要的参考。 

三、为新加坡华裔语言教学提供新思路 

在移民政策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出生于新加坡的华族仍占华族总人口的绝

大多数8，再过十年，第三代华裔势必成为新加坡华族人口的主体。目前新加坡

华语教材编写与教学的理念与思路是继承和延续了祖籍地国家（中国）教材的

传统9，这对第 1.5 代和第二代的华裔学习者或许适用，但是面对第三代及以下

的华裔学生，是否具有针对性值得商榷。本研究对第三代华裔的双语使用情况

与能力以及其身份认同程度进行深入调查，从中了解华语及其华人族群认同程

度之间存在的相关性以及他们继续学习华语的意愿。厘清第三代华裔学习者的

特点与需求是新加坡华裔语言教学的关键因素，这涉及到教学及教材编写的理

念与思路及其相关的教学法和教师培训等。 

四、为新加坡其他族群提供参考与借鉴 

新加坡经过50多年来积极推动的语言与族群融合政策，英语俨然成为社会

的强势主导语言，也是各族群间沟通交流的语言。随着家庭常用语出现代际差

 
7 详见本章第四节对第一、第二、第三世代的定义。 

 
8见附录（三）：1921-2010 年新加坡本土出生华族人口。 

 
9 详见第七章第三节关于华语作为族裔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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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情况，不只是新加坡华族，其他（马来族、印族）族群也必然面临族裔语

逐渐被社会主导语（英语）所替代。本研究对新加坡第三代华裔语言与族群认

同关系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新加坡其他族群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五、对中国民族语言与认同的启示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经过多年的落实，已大幅度改变了新加坡原有的语言生

态。英语成为社会主导语，凡社会经济地位愈高者，其英语能力愈强，英语使

用的范围愈广，其华语能力则趋弱（Chua，2009; Goh，2017; Wong & Tan，

2017)。新加坡的语言转变情况与中国大陆有相似之处。同样不是作为社会主

导语言的民族语言正面临着与新加坡华语相似的挑战。中国大陆普通话逐渐成

为社会强势主导语，加上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的家庭常用语由民族语

言转移到普通话的速度也持续攀升。语言的代际转移是否也带来了民族族群认

同的转变？本研究成果将对中国大陆民族语言与认同具有一定的启示。 

第四节  论文框架 

本论文分为八章。 

第一章绪言，阐述本研究缘起、问题、目的及其意义，并且阐述本论文的

结构。同时，对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和解释。 

第二章论述新加坡社会语言生态的嬗变及外在因素的冲击，通过回顾新加

坡独立前多元语言的社会景观，并总结独立后的新加坡语言规划，包括双语政

策以及通过华语建构华人族群认同，同时探讨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以及汉语全

球化发展等外在因素对目前语言规划与政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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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从理论与历史脉络的回顾并参考相关文献，对前人在代际语言使用

转移和双语能力演变研究，以及族裔语与族群认同关系等研究的发现与成果做

系统的综述，为全文打下理论论述的基础,同时也提出当前相关研究的不足之

处。 

第四章着重描述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即混合研究方法，并对采用这一

方法的合理性做全面的论述。同时，介绍调查对象，包括遴选标准及抽样方式，

阐明定量研究的调查问卷设计以及质性研究的访谈问题设计，并说明资料收集

的过程、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以及相关的研究伦理。 

    第五章针对第三代华裔青年在定量阶段所进行的调查，通过调查问卷对语

言形态与华人族群认同的个别维度收集可量化的数据，并利用统计方法分析数

据。在语言形态方面，调查第三代华裔在家庭常用语、语言熟练度、语言偏好、

语言优势、语言使用、语言趋势及对华语的评价等；在华人族群认同方面，从

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程度、族群认同强度、与其他群体交往和相处的偏好、对祖

籍地国家（中国）的依附感与自豪感以及族群认同标志的同意程度等进行调查。

最后，以所收集的数据分析第三代华裔青年的华语使用情况及华语能力与华人

族群认同程度的相关性。 

    第六章对第三代华裔青年在质性阶段进行的调查。在定量分析结果的基础

上，透过对受访者的经验、观点、态度等分析进一步论述定量阶段的结果。在

这个阶段中，进一步探究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对华语作为华人族群认同的看

法，同时深入了解他们继续学习华语以及鼓励下一代学习华语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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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综合讨论定量和定性阶段所取得的研究结果。在讨论的基础上提出

“族裔华语+国际汉语”双轨并行的语言教学模式，并对当前新加坡双语教育

政策进行再思考。 

    第八章结语与展望，阐明本研究的原创性，并阐述后续研究的前景与展望。   

第五节  概念界定 

概念和术语是用以讨论语言使用与能力及其身份认同现象的“媒介”，然

而，基于不同移民地区和历史的发展，同一个概念或术语可能有不同意涵。例

如“母语”在新加坡官方文献中的定义就有别于一般语言学上的含义。本节将

对本研究中起关键作用的术语进行概念上的界定，以方便后续讨论。 

一、华侨、华人、华裔及华族 

    在大量研究文献中曾出现很多与华人相关的术语，比较常见的有“华侨”、

“华人”、“华裔”、“华族”等。这几个概念非常相似，也易于混淆。倘若

译成英语，虽皆可以“Chinese”一词表示，但更难区别不同术语之间的微妙差

异10。有鉴于此，就“华侨”、“华人”、“华裔”、“华族”进行辨析。 

     1.1 华侨  

“华侨”指尚未加入外国国籍，仍侨居海外的中国公民。“华侨”的“侨”

指“侨居”，意味着“暂时性”的客居他乡，而其移民本意，不是落地生根，

而是落叶归根（周南京，2000）。“华侨”政治忠诚及文化取向皆倾向中国

 
10 有关“华侨”、“华人”、“华裔”、“华族”及相对应的英文翻译，详见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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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2006）。“华侨”一词最早在晚清时期使用。据考证，1883 年郑观

应《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便有“华侨”的

表述（庄国土，2002）。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华民族主义在海外移民社

会中逐渐兴起，“华侨”这一概念在中国国内外均普遍接受，用于称呼海外中

国移民及其后裔。1909 年，清政府颁布中国国籍条例及国籍条例实施细则，按

照血统主义的原则，所有移居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在侨居国出生的中国人后裔，

无论是否取得所在国国籍，均视为“华侨”。这一国籍政策为中华民国政府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沿用（王赓武，2016；孔飞力，2016）。1955 年，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政府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正式宣布中国

废除双重国籍政策，由此“华侨”一词被定义为持有中国护照的海外中国人。

根据 1990 年 9 月， 中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过并于 199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明

确规定：“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桂世勋，2014）尽管“华侨”

具有国民与政治法律的属性，但也必须拥有血缘文化属性。 

     1.2 华人 

“华人”指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随着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正式放弃双重国籍的政策后，各地华侨，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大

多放弃中国国籍而加入居住国国籍。“华人”一词此后在海外华文报刊与著作

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并逐渐取代“华侨”这一称呼（庄国土，2002）。“华

人”与“华侨”虽然具有共同的血缘属性、中华文化传统和历史的联系，但二

者已经演变成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可是，当今中国政府倾向于将“华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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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列使用，这主要是从以中国为中心的角度论述，强调华侨华人为单一同

质族群，是以血缘、中华文化作为基础的概念，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以中

国历史发展而言，华侨即是华人的前身，华人是由华侨转变过来的（丘立本，

1983；桂世勋，2014；王赓武，2016），但这样的概念只适用于第一代华人。

对于第二代及以后的华人而言，“华人”的概念应与“华侨”有所区别。第二

代及以后的华人在居住地出生成长，落地生根，成家立业，并繁衍后代。有别

于第一代华人，他们对祖籍地国家（中国）的情感较为薄弱，也不会视中国为

他们的祖国，他们对居住国有更强烈的政治忠诚和认同（Wang，2006）。虽

然具有血缘属性，可是第二代及以后的华人在族群与文化意义上更趋向于主观

认同，即主观上仍认为自己是华人 (who thought of themselves as Chinese were 

Chinese)（Wang，1998）。 

 1.3 华裔 

“华裔”具有两层涵义。“华裔”一词在中国大陆使用时,通常指具有中

国血统者，其中包括华人和有中国血统的非华人，其涵盖面比华人更广（庄国

土，2002）。如称具有部分华人血统的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和泰国前首相达信（Thaksin Shinawatra）为“华裔”。他们虽然有华

人血统，但通过与异族的通婚，或涵化（acculturate）而融入当地异族主流文

化，因此通常不再自称为华人，因为其文化和族群意识的主体并非华人。 

华裔的另一个涵义可以理解为“中国移民的后裔”（Wang，1998，

2006），在这意义上，“华裔”的概念可等同上述对“华人”概念的使用。尽

管文化特性日渐趋同于居住国的文化，但在族群与文化主观认同上仍认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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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华人。由于“华裔”的第二层涵义较能反映新加坡华人的具体情况，因此本

研究采用此概念。 

        1.4 华族 

陈衍德 (2001)《论华族》一文中认为，所有生活在中国（含大陆及台湾、

香港、澳门）以外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和中华文化特征的人就称作“华族”，并

认为“华族”包括仍保持中国国籍的“华侨”、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原华侨及其

后裔所构成的“华人”，以及泛指华侨、华人的后裔的“华裔”，但这个“华

族”定义已偏离“华族”原有的含义。庄国土（2002）认为 “华族”指的是

华人群体。这一概念是作为形成当地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组成部分，是

当地多元族群之一。本论文采用这个概念，正如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傣族、朝

鲜族等少数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的其中部分。因此，“华族”一词的使

用应是在当地国家层面的情境上，比如在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社会，由四大族群

组合而成，即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欧亚族，而“华族”一词是与“马来

族”、“印度族”和“欧亚族”等其他种族有所区别的概念。 

二、汉语与华语 

汉语以中国七大方言之一的北方方言为口语标准（袁家骅等，1983；罗瑞

杰，1995），按照其官方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1996：12；Chen，1999：24）。目前

世界各地通行使用的“汉语”是指同一语言实体，然而其名称在各地由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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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和当地社会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中国大陆11称之为“普通话”12或者“汉

语”，台湾称“国语”13，在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称为“华语”。随着中

国大陆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快速增长，“汉语”也已同步地伴随着人员、资

本、物资和技术的流动从中国大陆迅速走向全世界，日趋成为国际通用的语言。

“汉语”涵盖的领域不局限于中国文化，还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和时

尚等。由于“汉语”一词已成为中国大陆的官方名称，本论文在使用汉语时，

也采用这个通用概念。 

“华语”一词，在新加坡指华族14的共同语（汪惠迪，1999）。华语是作

为促进华族内部交流的代表性语言，不仅是华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也是华

族传统文化以及价值观的载体。由于长期与当地语言接触，并同时受到汉语方

言的影响，新加坡华语无论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逐渐形成特色。本论文

“华语”一词的概念主要是在新加坡的实际境况下使用，纵然“华文”或许有

强调书面语的含义，但多数情况下二者皆通用，因此，倘若没有特别说明，本

论文“华语”和“华文”同指且无异。 

 

 

 
11 本节使用“中国大陆“是与“台湾”做区别。本论文其他部分一概使用“中国”。 

 
12 “普通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共同语的官方名称，亦有“普遍、通用”之意（罗杰瑞，

1995；郭熙，2004）。 

 
13 “国语”指国家语言，相对于外国语言、中国境内汉族方言和非汉族语言（罗杰瑞，1995；

郭熙，2004）。 

 
14 在新加坡，华族是与马来族、印度族或欧亚族相对而言。参酌有关 “华侨”、“华人”、

“华裔”及“华族”概念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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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母语和族裔语 

依据语言学定义，母语（mother tongue）或称第一语言15（first language、

本族语 native language）指幼儿时期在家里掌握的语言或儿童生下来后最先学

习说的语言（Richards, Platt & Weber，1985：184； Skutnabb‐Kangas & McCarty，

2008：11）。根据这个定义，华语并非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的母语16，新加坡所

谓的“母语”特指各族群族裔语（Heritage Language）。  

族裔语概念伴随移民社会而产生，是一种将个人与他的历史、文化和族群

联系在一起的语言。对于一个由移民及其后裔所组成的新加坡华族社区而言，

使用“族裔语”17更为适当，华裔的族裔语就是华语。为了促进族群内部的沟

通及认同，新加坡政府选择华语作为华裔的代表性语言。从这角度着眼，新加

坡政府所指的“母语”为族裔语，既是族裔群体的共同语，也是族裔文化传承

的载体。因此，新加坡政府所定义的“母语”有别于应用语言学上的母语或第

一语言（first language）概念（Benjamin, 1976；PuruShotam，1998；吴英成，

2010）。换句话说，第一语言不等于“母语”，因此两者就会出现交叉关系，

例如：对在家讲华语的华裔，华语为第一语言和“母语”（或族裔语）；可是

 
15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加坡所谓的“第一语言”是指第一学校语言（first school language）,“第

二语言”（second school language）指第二学校语言(Pakir，1993)，这与一般语言学定义有所

不同。    
 
16 详见第二章第一节相关讨论。 
 
17 族裔语是英文 Heritage Language 一词的中文译名。由于 Heritage Language 本身的定义就具

有模糊性、多元性（Baker，2006；Hornberger & Wang，2008；Fishman，2001；Valdés，2001；

Van Deusen-Scholl，2003；Wiley，2001），无法以一个定义说清所潜在的语言状况。因此，

出于理解角度上的差异，译成的中文名称也不同，如：“遗产语言” （周庆生，1994）、 

“传承语言” （周明朗，2014）、 “继承语”（曹贤文，2014）、 “祖语”（郭熙，2015）

以及 “族裔语” （吴英成、邵洪亮，2014）等。基于新加坡政治、历史、社会、文化、教育

等实际情况，本论文沿用吴英成、邵洪亮（2014）对 Heritage Language 的理解及译名，即族裔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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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家讲英语的华裔而言，英语为第一语言，华语为“母语”（或族裔语）。

为了避免在概念上引起混淆，本论文一概以族裔语作为新加坡华语的代称。 

四、第一、第二及第三世代 

移民社会中不同世代的概念，一般根据家庭成员从祖籍国移居至居住国而

界定。一个孩子的父母可能在祖籍国出世（第一代）或在居住国出世。凡是在

居住国出世，但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在祖籍国出世者，可称为第二代。至于父

母双方在居住国出世，其中一个至四个祖父母在祖籍国出世，可称为第三代18

（Fishman，1965，1991；Veltman，1983）。 

在多数情况下，移民世代和语言世代是相对应的。对以英语为主导的社会

而言，许多第一代移民在他们一生中只掌握单语，即其族裔语19，其他则在族

裔语主导的情况下，掌握了一些英语成为初始的双语人。到了第二移民，由于

接受当地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主流教育，尽管仍会使用族裔语和第一代移

民沟通，他们大多数已掌握相当程度的英语能力，成为英语优选或英语主导的

双语人。到了第三代移民，他们基本上成为英语主导双语人或英语单语人

（Veltman，1983; Fishman，1991; Rumbaut，2009，2014），下表显示以英语

为主导的移民社会中，家庭世代、移民世代与语言世代的关系： 

 

 
18 详见附录（五）：美国移民世代的定义。 

 
19 这里族裔语泛指第一代移民的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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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世代 移民世代 语言世代 

祖父母 第一代 第一代（族裔语20） 

父母 第二代 第二代（族裔语 + 英语） 

孙子 第三代 第三代（英语 + 族裔语） 

表 1.1：家庭世代、移民世代与语言世代在英语为主导语的移民社会中的关系 

由于新加坡社会、教育、历史情况较为特殊，移民世代与语言世代的对应

不一定与其他以英语为主导语的社会相一致，因此有必要对世代的概念重新定

义。新加坡1965年独立建国之前除了以英语为主的教育以外，同时出现一个从

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华语为主的教育体制21。以华语水平而言，接受系统华语教

育的华校生，其华语程度不亚于在祖籍地（例如：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

接受以汉语为主体教育的成人第一代移民。他们教育背景的共同点是华语（或

汉语）为教学媒介语，英语为单科。通过华语学习，他们掌握学科知识并对中

国的历史文化有所理解。在这个教育过程中，他们也接受了与这个语言相关的

世界观以及价值观，并用这个语言接收、储存、创造、传播知识。因此，他们

的社会化过程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华语（或汉语）的选择和使用，进而形成他们

对华语（或汉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Hinton，2015；Garrett，2014）。凡在

中国出生并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者，抑或在新加坡或出生地（如马来西亚）接

受华语教育者，两者皆归为第一代。例如，第二代华裔的第一代父母可以是在

中国出生并接受基础教育者，或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出世并在当地接受华语教

育者。第三代华裔的第二代父母在新加坡土生土长并完成以英语为主导语的国

 
20 族裔语为祖籍国语言。 

 
21 在独立建国前，新加坡有英语源流、华语源流、马来语源流以及淡米尔语源流的学校，参

酌第二章第一节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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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型基础教育者。因此，本论文世代的概念是根据语言世代界定，即语言教育

背景，而并非移民世代。倘若从移民世代与语言世代的对应关系来看，新加坡

华裔的世代变迁有两种情况。其一，类似于其他以英语为主导的移民社会，如

下表所示： 

家庭世代 移民世代 语言世代 

祖父母 第一代 第一代（汉语单语或汉语优选22） 

父母 第二代 第二代（汉语优选或英语优选） 

孙子 第三代 第三代（英语优选） 

表1.2：新加坡华裔移民世代与语言世代的对应关系 

其二，祖父母和父母皆接受华语教育，因此在语言世代上均属第一代，如

以下列表所示： 

家庭世代 移民世代 语言世代 

祖父母 第一代 第一代（汉语单语或汉语优选） 

 父母 第二代 

孙子 第三代 第二代（汉语优选或英语优选） 

曾孙 第四代 第三代（英语优选） 

表1.3：新加坡华裔移民世代与语言世代的不对应关系 

    总而言之，第一代为华语教育背景，即华语为教学媒介语，英语为单科，

可由两类人构成：其一是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的第一代移民；其二是在新加坡

接受华语教育的传统华校生。第二代为第一代家庭所生的子女。一般来说他们

父母的强势语言为华语，但是他们本身接受英语教育，华语为单科。第三代华

 
22 优选语言即指个人最常选择、最常使用以及最熟练的优势语言。详见第五章第一节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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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与其父母的教育背景雷同，均为英语教育背景，即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华语

单科。 

五、华人族群认同  

基于不同学科理论框架，有关族群认同的定义目前在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

结论。在不少的研究当中，族群认同普遍上被视为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

的其中一种，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的特定族群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观等产生的

一种主观上的归属感，以及与此相关的积极态度和自豪感（Taijfel，1981；

Phinney，1990；Phinney & Ong，2007）。这个特定的族群拥有共同的来源或

者是共同的祖先，并透过特定的文化象征符号来显示与增强族群认同，以将与

自己相似的个体归结为内群体（in-group），同时区别与自己不同的他者为外

群体（out-group）。 

新加坡政府对华人族群23认同的诠释与建构是基于相同的理论基础：一方

面根据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族群观指定一个人的族群属性是与生俱来的，

不能任由个体选择或改变，因此一个人出生于华族家庭，拥有华族血缘属性，

他就被归类为华族（Chua，2009; 陈国贲，2012）；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社

会政策及制度维持、巩固新加坡华人的族群意识。这种意识是族群的群体行为

特性的概括，高度表现为自我的“华人意识” (Chineseness)，主要通过作为

华人文化基础之一的华语体现出来，也包括中华文化和历史，以及一系列的价

 
23 种族”（race）一词在新加坡普遍使用，有时也与“族群”（ethnicity）混用，二者在概念上

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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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与习俗（庄国土，2002；陈志明，2012）。有关“华人族群认同”的概念，

本论文将以此作为论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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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加坡社会语言生态的嬗变及外在因素的冲击 

本章论述新加坡社会语言生态的嬗变及外在因素的冲击，通过回顾新加坡

1965 年独立前多元语言的社会景观，并总结 1965 年独立后的新加坡语言规划，

包括双语政策以及通过华语建构华人族群认同，同时探讨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

以及汉语全球化发展等外在因素，对目前语言规划与政策的挑战。 

第一节  独立前多元语言的社会景观 

一、新加坡人口结构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移民型国家，人口主要由来自中国的

华人；马来半岛、印尼群岛的马来人；印度的印度人及其后裔所组成。其中华

人人口占新加坡总人口的比例最高，自 20 世纪初以来，一直维持在七成五左

右24。  

二、社会语言形态 

独立建国前的新加坡是一个真正的多语社会，社会语言生态丰富多元。华

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内部存在着许多不同籍贯的方言。根据新加坡

1957 年人口普查，当时各族人民所使用的语言（包括方言）有 33 种之多，其

中 20 种语言至少有千人以上使用者。华族在当时占总人口 75.4％ ，但也是方

言最多、最复杂的一个族群，其中 30％华族讲俗称的福建话，17％潮州话，15％

广东话，5％海南话，5％客家话，其余是中国的其他方言或次方言，而讲华语

 
24 详见附录（六）：1901年至2010年新加坡三大族群的人口及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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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0.1%。至于马来人，除了马来话（15％）外，也包

括爪哇话（1％）和波亚尼话（1％）。印度族的语言使用情况更为复杂，尽管

只占总人口 9％，可是所使用的语言却涵盖两个语系，即达罗毗荼语系

（Dravidian）和印欧语系（Indo-European）。印度族语言使用人口以淡米尔语 

(Tamil) 占最高（5.2％），其余的还包括马拉雅拉姆语（1.4％）、旁遮普语

（0.7%）、兴都斯坦语（0.4%）、孟加拉语（0.1%）以及古吉拉特语（0.1%）。 

复杂的语言与方言类型，加上英国殖民地政府的行政语言---英语

（1.8％），使这个蕞尔小岛形成复杂的社会语言生态25。这种现象造成不同族

群之间无法有效地交往，即使是在同一族群内部也往往由于方言的隔阂而难以

进行沟通。在英国殖民地时期作为行政语言的英语具有高威望，属于顶层语

（high language），其他的语言，如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属于底层语

（low language)。然而，英语在当时并没有在一般平民百姓跨族群的交流中扮

演共同语的角色。 

三、不同语言教育体制 

在英国殖民地时期，英殖民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管理方式，对新加坡

各族群语言教育政策采取自由放任态度。尽管英殖民政府开办一些英语源流学

校（English-streamed schools），但主要是训练一批服务于英殖民政府的中级主

管或高级文员，这造成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出现各自为政局面。学校分为四大源

流，即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以及英语。各大语言源流的教育分别使用不同

 
25 详见附录（七）：1957 年新加坡的语言使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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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语言，各有一套不同的教育目标、教学理念和模式（Vasil，1995；Lim，

2010）。比如英殖民时期华校教育学制26与课程27大致是从中国移植过来的，大

多数的教科书是由中国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编印及供应。这些教科书根据中

国教育部规定的原则编写，内容多充满爱国（中国）意识（Purcell，1967），

这造成不同语言教育背景的人在行为、思想上大相径庭28。 

第二节  新加坡语言规划 

一、独立后的双语政策 

    新加坡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的国家，语言政策也随之发生显著变

化。面对当时冷战的紧张国际形势，作为华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为了

不让国内其他族群以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强大的东南亚穆斯林大国视

为一个华人国家29，甚至是海外的第三中国，新加坡政府将新加坡定义为多元

 
26 就学制而言，采用的是中国的学制：小学 6 年，初中 3 年，高中 3 年。 

 
27 就课程而言，小学设有中国国语、公民、历史、地理、算术、图工和体育；初、高中增设中

国文学、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及生物等）及英文，除了自然科学与美术音乐等科目外，语文、

文学、史地与公民等科目内容，都是以中国为主。（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1956：68-71） 

 
28 详见附录（八）：独立前（1941-1957）各大语言源流学校人数。 

 
29 尽管华人在新加坡占绝大多数，可是在东南亚区域却属于少数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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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国家30，沿用英国殖民地政府在人口普查上的处理31，分别由华族、马来族、

印度族和其他族群组成32。 

    时任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宣布独立时明确指出： 

“新加坡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我们将建立个榜样，这不是马来人

的国家，这不是华人的国家，也不是印度人的国家。我们是真正的新加坡

人，……不分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团结一致。”
33
 

在国家政策上，新加坡政府不分种族提供平等的资源及建设，使每个人都

享有相同的权力、义务以及公平的竞争机会，同时也让各族群保存及发展其特

有的文化及宗教等，以建立各自的族群认同。在这个理念下，尽管新加坡政府

重申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和英语皆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但实际上英语和族

裔语（包括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所发挥的社会语言功能不是对等的。为

求国家生存，新加坡政府致力于将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国内秩序的稳定列为首

要目标，在语言规划上以英语和各族群族裔语的社会功能分化为基础，不仅允

许作为共同语的英语和不同的族裔语之间稳定共存，也减少国家内部的语言冲

突（Fishman, 1972）。 

 
30新加坡政府采取多元种族的平等政策，降低了华族这个人数最多的族群在人口数字上的意义。 

 
31 英国殖民地政府早在 1871 年开始进行人口普查，由于对人口的形成缺乏认知，人口分类在

1871 年及 1881 年的首两次调查中任凭殖民地官员的经验及常识设计，直至 1891 年的人口普查

中，才采用“华族”(Chinese)、马来族(Malay)、印度族 (Indian) 等名称进行分类，并沿用

至今（Hirschman, 1987）。尽管如此，其名称的内涵及界定在当时仍是模糊不清，是根据受访

者在预设的选项中进行自我选择。 

 
32 “其他”是一个宽泛的类别，其主体为欧亚族，也包括其他无法归类于三大族群的人，如独

立后入籍的犹太人、日本人等。 

 
33此演讲稿原文源自 Transcript of a Press Conference given by the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Mr. 

Lee Kuan Yew, at Broadcasting House, Singapore, at 1200 hours on Monday 9th August, 1965. 

http://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lky19650809b.pdf. 2018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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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语言规划基础上，英语为顶层语，是社会的共同语、主导语，也是

学校教授的第一语言；族裔语为底层语，为学校教授的第二语言。二者分工非

常明确，各司其职，各尽其能（Saravanan，1993；Bokhorst-Heng，1999：Tan，

2006）。在这个语言规划下，新加坡各语言的秩序被重新调整。除了华语、马

来语以及淡米尔语分别作为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的族裔语，其他族群语言明

确定义为“方言”，没有官方公认的地位，如下表所示
34
： 

官方语言 顶层语/ 

学校第一语言 

 

英语 

 

底层语（上位）/ 

学校第二语言 

 

华语 

 

马来语 淡米尔语 

非官方语言 底层语（下位） 福建话 

广东话 

潮州话 

海南话 

客家话 

福州话 

兴化话 

上海话 

福清话 

爪哇话 

(Javanese) 

波亚尼话 

(Boyanese) 

旁遮普语 

(Punjabi) 

兴都斯坦语 

(Hindustani) 

孟加拉语 

(Bengali) 

古吉拉特语 

(Gujarati) 

马拉雅拉姆语 

(Malayalam) 

表2.1：新加坡独立后的新语言秩序 

 
34 此处所列举语言是根据 1957 年新加坡人口普查语言使用资料（详见附录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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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在国家层面采取双言制，在学校层面采取双语制，即出现“双

言暨双语”的社会语言现象。 

1.1 国家层面：双言制 

（一）顶层语 

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沿用殖民地语言（英语）为顶层语的国家35。从英国

殖民统治时期到新加坡独立建国后，英语一直是新加坡在政治、经济、法律、

教育、科技、行政等公共领域的高阶语言与主导语言。无论在私人企业或者行

政机构等正式情境，英语都被视为主导的行政语言与工作语言。英语作为一个

国际语言，在新加坡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不仅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也为个

人社会阶层流动提供重要途径36。 

与其他三大种族族裔语相比，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主张“在这个多元种

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李光耀，

2000：173）因此，英语成为跨族群的共同语，进而凝聚国民对新加坡的国家

认同感。 

英语随着十八世纪大英帝国与二十世纪美国国势的壮大不断向全球延伸，

如今已成为全球化时代最强势的国际语言。在学术、教育、资讯、商业、媒体、

 
35 东南亚的其他所有国家都是本土的原住民国家。在以原住民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其顶层

语为原住民语言 （Lee & Leo，2008；骆莉，2010） 。 

 
36 1956 年的《各党派教育报告书》（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以及 1964年的《新加坡教育调查委员会报告书》（Final Report 

on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Education）两份与新加坡教育相关的重要政府指导文件中，都提

及英语在新加坡的特殊地位，即英语是新加坡各族群所选择的共同语言，具有商业和工业价值，

而且是英联邦国家共同使用的语言（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1956：9；Final Report on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Education，

1964：45）。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5 
 

娱乐、旅游、科技等领域，英语都发挥着莫大的影响力（Crystal，2003）。李

光耀认为：“掌握英语也使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国际

商业、外交和科技的语言。没有它，新加坡今天不会有全球多家大型跨国公司

和200多家数一数二的国际银行在这里营业，国人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

电脑和互联网。”（李光耀，2000：180-181）因此，借助英语让新加坡在全

球化浪潮中，加速提升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地位。 

（二） 底层语 

新加坡三大族群本身并不具有同类型的语言整体，马来族内部有马来语、

爪哇语、波亚尼语等；印度族内部有淡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旁遮普语、古

吉拉特语、孟加拉语等；华族内部更加复杂，除华语外，还有隶属于中国南方

方言的闽方言（福建话、潮州话、海南话、福州话）、粤方言（广东话）、客

家方言（客家话）等。 

有鉴于此，各族群需要有一个族群共同语，扮演维系族群、传播本族文化

的角色。马来语及淡米尔语分别是马来族和印度族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37，因

此分别成为马来族和印度族的共同语。尽管福建话是最多华族使用的语言38，

但是基于华语作为中国及海外华人共同语的考量39，使用人口仅为0.1%的华语

成为华族族群的共同语。在三大族群的个別共同语中，马来语受认同的程度最

 
37 根据 1957 年新加坡语言使用分布，马来语的使用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 11.5%，淡米尔语占

5.2%。详见附录（八）：独立前（1941-1957）各大语言源流学校人数。 

 
38 使用福建话的人占总人口 30%。 

 
39 有关华语作为华人共同语的讨论，详见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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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淡米尔语因在印度族的语言威望不高，以致受认同的程度最低（Saravanan，

1999）。 

综上所述，英语及三大种族族裔语肩负着各自的社会语言功能，如表2.2

所示： 

英语 族裔语 

（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 

• 政治、法律、商业、科技、教育用语 

• “中立性”语言 

• 国家认同标志 

• 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载体 

• 族群认同标志 

 

 

• 族群间的交际语言 • 族群内部的交际语言 

 

表 2.2：新加坡英语及族裔语的社会语言功能 

在这个社会语言功能分化的基础上，新加坡人包含两个层次的身份认同，

分别由英语和族裔语来肩负。第一层次是每个新加坡公民都具有的国家认同；

第二层次是各自的族群认同，华族是其中之一。在这样一个多元性质的国家，

“多族群一体”的理念让这两个层次的身份认同既不互相取代，又不互相排斥。 

1.2 学校层面：双语制 

新加坡在独立第二年（1966 年），实行双语教育政策。所有学生必须学习

两种语言，即英语和各自的族裔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这可谓一个真

正的双语教育政策。世界上没有其他双语教育政策将不同语系的语言及三种不

同的文字书写系统同时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英语是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语言，华语属于汉藏语系（Sino-Tibetan）语言，马来语属于南岛语系

（Austronesian）语言，淡米尔语是达罗毗荼语系（Dravidian）语言，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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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没有同源关系，没有共同语言特征。在文字书写系统上，英语和马来语都

使用罗马字母，华语口语用罗马字母(汉语拼音)而书面语使用汉字，淡米尔语

用婆罗米文字。双语教育政策在新加坡逐步实施，1983 年新加坡教育部宣布在

1987 年将以英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这样一来导致英语和族裔语学时分配的

转变40。 

（一）英语 

英语在新加坡教育体制占有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不仅是所有新加坡学生

必修的第一语言科目，数理、人文等科目的教学媒介语，也是学校正式活动的

主导语言。英语成绩好，对学习其他科目帮助很大，因此受到教师、学生和家

长的高度重视。在求职就业时，英语的实用价值最高，已经成为新加坡人工作

领域不可少的必备工具（Chew, 1999；吴英成、冯耀华，2017）。 

（二）族裔语 

在新加坡教育体系中，族裔语政策与族群挂钩。以华族为例，华族学生自

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必须修读华语为第二语言，而且是强制性的，即凡出生于华

族家庭，拥有华族血缘属性的学生，其族裔语必须是华语而非其他语言41。这

个双语政策的特征为新加坡所独有，目前尚未有其他国家实施过类似的语言政

策（吴英成、黄志远，2015）。 

 

 

 
40 详见本章第三节的讨论。 

 
41 有关族裔语作为学校第二语言教学的缘由，详见第二节第二部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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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人族群认同建构 

2.1 华人类型 

        新加坡华族并不是单一族群，是由不同类型的华人组合而成。根据移民的

时间先后、祖籍语言能力的退化程度、在居住地的文化融合情况等，独立初期

华人可分为两大类型：土生华人以及新客华人42。 

（一）土生华人 

    中国海上贸易发展历史悠久，早在14、15世纪中国福建省与广东省不少商

人陆续移居马来半岛，并与当地的原住民妇女通婚繁衍后代，形成特殊的华族

族群，男性称为峇峇（Baba），女性称为娘惹（Nyonya）。他们与东南亚其他

地区的早期华人移民统称土生华人（Peranakan）。这些华人并未完全被同化，

在家仍使用祖籍方言或由闽南语与马来语相混孳生的峇峇话（Png，1969；

Skinner，1996），生活力求保存华人的传统习俗和信仰。在服饰及饮食方面，

搭配及融合本土元素，创造出极富华马杂糅特色的娘惹服装、娘惹糕点以及娘

惹食谱等（Png，1969；Skinner，1996；陈志明，2012）。 

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为患极深，以致朝廷采取海禁政

策。康熙 56 年（1717 年），满清政府基于汉人在海外聚集，成为反清新兴势

力，正式施行南洋禁海令，迫使土生华人只能选择在东南亚居留地落地生根

（潘翎，1998）。 

 
42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在吸引外来人才的全球化潮流下，新加坡政府开放让中国大陆、

台湾、香港专业人士移居到新加坡。这些近期来自於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移民，已形成本

地“新移民华人”族群（Wee & Bokhorst-Heng，2005；谢美华，2010；Yeoh & Lin，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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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佛士将新加坡开发为通商口岸后，深谙大英

帝国体制的马六甲、槟榔屿土生华人纷纷移居至新加坡。由于他们推崇英国式

皇家教育体制，通晓英语，高度认同英国殖民者价值观，因此在殖民政府部门

与洋人商行任职，享受特殊的社会地位与待遇（Png, 1969；孔飞力，2016）。 

自二战英国殖民地解体后，接受英式教育的土生华人领袖尽力摆脱过去与

英国殖民地政权的从属关系，转而追求本土自主权，在政治观念上力求马来亚

化（Png，1969；陈志明，2012；孔飞力，2016），他们在新加坡建国过程中

积极地扮演主导角色，李光耀便是其中最知名的领导者。 

对于祖籍国中国的认同，土生华人相对薄弱，主要以血统、姓氏、传统习

俗、信仰作为土生华人族群的身份表征（Png，1969；Tan，1988）。目前只有

小部分新加坡土生华人在家仍使用祖籍方言或峇峇话，大多数以英语为家庭常

用语及工作语言（Gupta，1994)。他们通常无法听说华语，更遑论读写华文，

往往得透过英语来认识中国文化历史。 

（二）新客华人 

19 世纪末，由于清朝衰落，鸦片战争惨败，满清朝廷被迫与英国人簽订丧

权辱国的条约，并解除海禁，同时中国境内连年天灾人祸，战乱不断，民不聊

生，以致大量中国南方各省的移民离乡背井湧入新加坡43，这为英国殖民地政

府在东南亚资源开发的巨大劳工需求开启方便之门。（潘翎，1998；孔飞力，

2016）。土生华人把此时移居到新加坡的华人移民称作“新客”华人。他们多

 
43 中国移民选择到新加坡及南洋一带，也是因为白人掌权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在

同时期实行排华政策，限制中国移民入境（Ee，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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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口操祖籍地的汉语方言，包括俗称的福建话、潮州话、海南话、福州话、广

东话、客家话等，属于中国南方三大方言群：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新

客华人的教育水平低，而且大部分为文盲。在血缘、地缘、业缘的基础上，他

们建立同姓、同宗亲、同乡会馆与同业公会等华社组织（Yen，1986；潘翎，

1998；孔飞力，2016）。 

当时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在数量上如此之多、在速度上如此之快，使得原有

的土生华人社会无法完全吸纳。根据 1891 年的人口统计，海峡殖民地的土生

华人约 5 万人，而来自中国的新客华人已高达 17.5 万（Skinner，1996）。根据

新加坡人口普查资料，1921 年及 1931 年在外地（主要为中国）出生的新加坡

华人比例分別高达 76% 和 65%
44（Chiew，1995）。此时大量来自中国女性移

民也湧入新加坡45，并与男性新客华人结婚生子，这使到新客华人及其后裔形

成了新加坡华人主流人口。 

20 世纪初期，正值中国民族主义高涨，中华民国成立后提出五族共和的中

华民族新论述，同时实行以血统为原则的国籍法，凡具有中国血统的华人皆为

国民，即使入籍外国，仍视为中国国民，这直接影响新客华人的身份和对祖籍

国认同的重新确定，使得新客华人有了保留身份的动机（孔飞力，2016）。与

此同时，随着“国语运动”在中国国内的开展，侨领、会馆逐渐意识到民族共

同语对增强祖籍国认同、民族团结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改变以往按不同籍

 
44 详见附录(三)：1921-2010 年新加坡本土出生华族人口 (%)。 

 
45 新加坡华人女性 1891 年占华人总人口 17.7%，到 1921 年女性总人口增至 47% 。（详见附录

（九)：1824-1947 年新加坡华人人口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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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分班、用不同方言授课的做法，纷纷采用华语（中国国语）作为教学语言46

（Chelliah, 1960；姚敏，2017）。当时的“华校”一方面教导学生学习华语

（中国国语）与中华文化，灌输学生伦理道德思想；一方面也教导他们掌握基

本谋生技能。建立“华校”的初衷除了加强华族教育，同时还强化新加坡华人

的文化认同感，并以华语作为华人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将华人的定义局限在

语言文化认同：说华语、写华文、读华文书籍、瞭解中国文化历史（Pakir，

1993；陈志明，2012）。 

2.2 华语作为华族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  

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框架下，原占绝大多数的华族成为新加坡其中一个族群。

尽管如此，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三大族群内部仍存有许多差异。就华族而言，

其内部是多元、复杂而非单一的。除了有不同类型的华人，如土生华人及新客

华人外47，而在语言、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教育背景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

有显著差异（陈国贲，2012；王赓武，2016）。有鉴于此，新加坡政府分别以

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作为华族、马来族以及印度族建构族群身份认同的内

在标志，也是凝聚族群与形成族群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主要手段。 

政府深知新加坡作为后殖民地独立国家在亚洲的地缘现实，尽管掌握英语

能使新加坡具备竞争优势，但通过族裔语的掌握，也能让各族群从中国、印度

 
46 随着“国语运动”在中国国内的开展，当时的有识之士皆认为民族共同语的传播与推广有助

于加强海外华侨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认同感，有利于消除华侨之间的语言隔阂和狭隘的地域宗亲

观念，增进华侨各帮的团结。“国语运动”增强了海外华侨的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加深了海外

华侨对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认同感（姚敏，2017）。 

 
47 详见上一节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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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马来群岛的文明中汲取文化养分，并保持其亚洲特性（Chelliah，196048；

Ang & Stratton，1995）。 

李光耀曾明确地指出族裔语的功能：“通过华语，他们的孩子可以在情感

上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一部分。这种文明源远流长，因为它主要是建

立在一种久经磨炼和考验的价值观念制度基础上。”（李光耀，1989：37） 

李光耀在《加强双语维护传统》一文主张：“教授第二语言（族裔语）的

价值，主要在于传授道德观念和对文化传统的了解。……教导华文的最大价值

是在于传播社会行为与道德行为的准则。这主要是指儒家学说对做人、对社会

以及对国家的思想与信念。”（李光耀，1996：391） 

李光耀认为倘若采用英语单语政策，“我们会丧失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失

去那份内心的自信---是这种自信，让我们明确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

（李光耀，2000：180），他甚至指出不会华语在国外所带来的失落感：“只

有那些不会讲华语、又不懂华文的新加坡人，在国外受窘或被人嘲笑之后，才

能体会那种感到多么不足与丧失的心境。”（李光耀，1989：36）这种失落感

源自于自己拥有华人（与中国人相同）的外貌特征（如肤色、发色、眼色等），

但由于无法掌握华语，在中国不被看成一个“真正”的华人，在西方却被误认

为汉语母语者 (Ang，2001)。因此，李光耀强调：“新加坡华人，由于情感上

和文化上的需要，将会而且必须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来交谈、阅读和书写。这

 
48  D.D. Chelliah 的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a new system based on vernaculars” 是作者 1940 年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最

早在 1948 年吉隆玻出版。本文采用的是 1960 年新加坡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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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认清自己民族性和自尊的基本需要。......如果我们放弃双语政策，我们必

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使自己沦落为一个丧失自身文化特性的民族。”49。 

在制定新加坡华语教育政策50时，政府采取“族群-文化-语言”统一的思

路（Bokhorst-Heng，1999），强制规定华族学生必须自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修读

华语为第二语言。在这个政策下，学生不仅要学习听说口语技能，也要学习读

写书面语技能。对政府而言，掌握听说读写四技在对定义和维护华族文化传统

和维持华人族群认同上发挥重要的影响和作用5152。作为满足新加坡华族追求传

统文化与价值观的华语，不仅可以抑制负面的西方价值观，也可以作为华族族

群文化认同的重要、关键标志。 

2.3 推行讲华语运动 

    华语作为华族共同语，其地位的确立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演变过程（周清海，

1996；詹伯慧，2001；吴英成，2007）。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华人多以祖籍汉

语方言为家庭常用语。从 1957 年的新加坡的语言使用分布所知，当时在华族

人口中，最为普遍使用的母语是福建话，占了总人口的 30%（华族人口的

40.6%）。其次是潮州话（17%）， 广东话（15%），海南话（5%）、客家话

 
49 此原文源自李光耀“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开幕词”，见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印（1990）《世

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第 1 页。 

 
50 相同思路也用于马来和淡米尔其他两个族裔语。 

 
51 这个思路和独立前创立”华校“的宗旨一致，见上一节的讨论。 

 
52 自独立以来，新加坡对华语教学进行了多次的检讨。其中一次改革是在 2001 年，实施华文

‘B’课程，协助学习华语有困难的中学生提高学习华语的信心。课程仍保留听说读写四技的

教学和测试，与其他华语课程的差异仅在语言四技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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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余说其他汉语方言及次方言。至于说华语的华人，只占全国总人

口的 0.1%。 

由于闽方言（福建话、潮州话、海南话、福州话）、粤方言（广东话）以

及客家方言（客家话）三大汉语方言群彼此间音韵差距颇大，以致无法进行口

语交际。为了打破华族祖籍汉语方言音韵藩篱，促进华族各方言族群内部的沟

通交流，使华族之间和谐共处，新加坡政府采用类似中国推广“普通话”和台

湾推行“国语”的语言规划，自 1979 年开始每年通过推行“讲华语运动”，

以世界华人地区广泛通行的华语取代祖籍汉语方言，作为本地华族的共同语

（Kuo, 1980；Goh，2009；吴英成，2010）。再说，华语是一个超方言的“中

立性”语言，没有任何一个方言族群因此占优势，从而引起其他方言族群的不

满。为全面彻底推行“讲华语运动”，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章、广播

电台以及电视台，进行宣传，鼓励新加坡华族多讲华语，少说方言。同时，政

府也逐步淘汰方言电台和电视节目，制作本地华语电视节目。与此同时，政府

也为华社各阶层，如：小贩、徳士司机、邮差及公务员等提供华语会话课程，

以营造有利于接触、使用华语的环境（Teo，2005；吴英成，2010）。 

推广华语的使用也能辅助双语教育的实施。由于新加坡华族学生必须自小

学一年级开始修读华语为第二语言，华语的普及能让当时大多数家庭用语为祖

籍汉语方言的华族学生减轻在华语学习上的负担（李光耀，1989）。 

“讲华语运动”的推行无疑改变了新加坡华族社会语言生态。这个全国性

运动最终导致以方言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华族人数大幅度减少，由 1980年的 81.4%

下降至 2010 年的 19.2%（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1，2010）。

2015 年综合家庭调查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显示，29 岁及以下华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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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为主要家庭用语的仅为 2.1%。与此同时，华语取而代之成为华族家庭的常

用语言53,从 1980 年的 10.2% 飙升到 2010 年的 47.7％（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1，2010）54。“讲华语运动”的推行使汉语方言在新加坡近乎

消失。由于新加坡华族长期将方言和地缘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基于方言和地

缘的关系，往往超出了族群和国家观念（孔飞力，2016）。方言的消失、华语

的普遍使用正意味着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也从多元的祖籍地缘认同转变成单

一的华族族群文化认同。 

第三节  “脱华入英”：新加坡华族社会语言变迁 

自独立建国以来，英语一直在新加坡社会占据主导地位。英语既是新加坡

政府的主要行政语言及工作语言，也是双语教育制度的第一语言科目。再加上

政府通过升学、就业、升职等行政手段，让国人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使英语

成为广泛使用的主导语言，这也导致进入英语源流学校的学生逐年增加，而其

他语言（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源流学校的人数迅速下降。淡米尔语源流

的学校从 1976 年起没人报读，马来语源流学校从 1982 年起招不到新生。华语

源流学校在 1979 年报读华校一年级的新生只占新生总数的 8.9%
5556。到了 1984

年，人数仅占 0.7%（Gopinathan，1999；Dixon，2009；Kuo & Chan，2016）。 

 
53 详见附录(十)：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不同年龄组别华族最常使用的家庭用语。 

 
54 值得注意的是，在家讲华语的人数在 1957 年占少于 1%，在 50 多年内上升到 47.7%。 

 
55 见附录（十一）：修读英语和华语源流学生的百分比。 

 
56 东南亚唯一以华语教学的南洋大学在 1977 年已改用英文作为教学语言（Paki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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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贯彻以英语为主导的双语教育政策上，时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的吴庆瑞

领导的“教育研究小组”（Education Study Team），针对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及

双语政策做了全面检讨，并于1979年发表《新加坡教育部报告书》（也称《吴

庆瑞报告书》），提出了以英语为主导的分流制度57。新分流制度根据学生的

学习能力，将他们分配到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母语”（族裔语）作为第二

语言的不同教育源流
58
，这有助于筛选出有学术潜能和英语能力强的学生进入

高等院校深造，从而培养更多拥有高学历的人力资源。同时，教育部也特别照

顾学习速度慢的学生，以避免人力资源的耗损59。 

    以英语为主导的双语教育政策在1987年全面实施。英语自此在新加坡教育

体制占有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不仅是所有新加坡学生必修的第一语言科目，

也是数理、人文等的教学媒介语，学校正式活动的主要语言，这意味着以英语

教学的时间相应增加，英语在国家考试中的比重也随之提高。反观，华语、马

来语、淡米尔语作为族裔语仅仅是各族群的一门必修科目60，所占的教学时间

 
57 分流制度于 2004 年进行了调整，并于 2008 年取消，改为科目分班。 

 
58 尽管《新加坡教育报告书》规定保留 9 所拥有华校传统的学校，作为特选中学（SAP），让

成绩最好的 10％的华族学生修读英语和华语作为第一语言，即“特别双语源流”（Special 

Stream），可是除华语外，该源流的其他所有非语言科目皆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华语即便

是称为第一语言，仅是相对于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程度，不是语言学上的“第一语言”概念。

因此，“特别双语源流”（Special Stream）的课程仍属于“英语为主、华语为辅”的双语教育

体制。 

 
59 根据《新加坡教育报告书》的统计，新加坡当时小学生的辍学率为 29％，而中学的辍学率则

高达 36% （Goh, Keng Swee et al.，1979）。 

 
60 小学的品格与公民教育（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以族裔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由

于不属于考试科目，课程时间很少，对课程影响不大。中学及大学先修班也有个别以华语为教

学媒介语的科目，但选修人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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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随着年级逐步递减61。在高等教育阶段，除了华语专业的课程外，其他课程

全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随着英语占有强势主导地位，逐渐影响新加坡华人的语言使用。根据新加

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近 20 年来新加坡华族的家庭常用语转移迅速。对比

1990 年、2000 年以及 2010 年华族最常用家庭用语情况，华族不但经历了“脱

方入华”的过程，而且目前也逐渐进入了“脱华入英”的阶段
62
（吴英成，

2010）。 

根据教育部30年来对华族小学一年级新生家庭常用语的调查显示，英语从

1980 年的 9.3%增至 1990 年的 26.3%，到 2000 年升至 40.3%，在 2004 年更以

47.3%首次超越华语，成为家庭常用语63，到 2019 年，以英语为家庭常用语的

华族小学一年级新生更高达 71%
6465。根据 2015 年综合家庭调查（General 

Household Survey），年龄介于 5-14 岁的华族少年，61.3%以英语作为家庭常用

语，与 2010 年的新加坡人口普查（Census of Population）数据相比，增幅近达

 
61 目前小学阶段，华语课程占总课程时间的 20%-29%，中学阶段则降到 14-18.5%。有关统计根

据《小学华文课程标准 2015》（教育部，2014）及《中学华文课程标准 2011》（教育部，

2010）所建议的课时安排。 

 
62 详见附录（十）：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不同年龄组别华族最常使用的家庭用语。 
 
63 见附录（十二）：1980 年至 2004 年新加坡小学一年级华族学生的主要家庭用语。 

 
64 见附录（十三）：以英语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小学一年级新生人数（%）。 

 
65 引自总理李显龙 2019 年 10 月 22日“讲华语运动”40周年”纪念庆典上的讲话。海峡时报，

2019 年 10 月 22 日。网址：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peak-mandarin-campaign-

marks-40-years-with-local-lexicon-pm-lee-hsien-loong-says。2019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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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年龄介于 15-19 岁、20-24 岁与 25-29 岁的华族青年，其增幅也在 10%

左右66。 

第四节  外在因素冲击 

一、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由于采取正确的大政方针，中

国经济在四十年间持续高速增长，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让更多的外资

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刺激了各国和中国的贸易往来，促使中国在极短的时

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整体经济规模扩大

的同时，国际影响力也大幅提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至2018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 28.1%，超过美国、欧盟和日本贡献

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67。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

在印尼国会提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走出去”国际发展战略，这为中

国及相关国家带来新的合作发展机遇。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五通”(政策沟

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习近平，2014：289-290) 

开展大规模区域合作，同时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新丝路基

金”，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这一系列“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表明中国的在国际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高。根

 
66 见附录（十四）：2010 年和 2015 年有关 5 至 29 岁年龄组别华族最常使用的家庭用语。 

 
67 引自“连续 13 年！我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世界第一”，新华网，2019 年 8 月 30 日，网址: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8/30/c_1124939239.htm。2019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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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官方报告，中国目前已和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 170 多份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已超

过 6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为 4%，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增速。中国企

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也超过 900 亿美元，年均增长 5.2%。在沿线国家新签对

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 6000 亿美元，年均增长 11.9%。中国企业也在“一带一

路”46 个沿线国家建设 113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  348  多亿美元，为

当地创造了 30  万个就业机会68。 

为落实 “一带一路” 的国际发展战略，习近平在 2014 年呼吁所有华侨华

人，无论他们是华侨还是华裔，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69。随后，

中国政府推出“华裔卡”政策。自 2018 年 2月 1 日起，也对长期需要居留中国

的外籍华人签发有效期五年的居留许可70，其条件为申请者的双亲必须其中一

人是中国人，或祖父母和祖上是或曾经是中国公民。至于申请者为第几代的外

籍华人后裔没有设限。这个新措施的推行是为在中国发展的外籍华人提供便

利，吸引更多新生代外籍华人到中国发展。 

 

 

 
68 引自“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 6 万亿美元”。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 年 4 月

19 日。网址：http://www.gov.cn/xinwen/2019-04/19/content_5384335.htm。2019 年 6 月 29 日。 

 
69 引自“习近平：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新华网，2014 年 06 月 06 日 。网

址：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06/c_1111025922.htm。2019 年 5 月 14 日。 

 
70 新措施为了便利申请者，对申请理由并无任何限制，可以探亲、工作或学习，或甚至处理个

人事务，都可以作为申请签证的理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8 年 1 月 29 日，网址：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2131030/ethnic-chinese-and-want-live-china-find-

out-if-you-qualify-new。2018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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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语全球化发展 

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也进一步推动汉语的全球化发展。

在新的国际格局下，汉语将有巨大潜力发展成为继英语之后的第二个全球语言。

随着中国公民到海外旅游、工作、学习和移民的人数逐年攀升，在世界各地使

用汉语越来越普遍71。孔子学院在全球的的设立，也必然推动汉语的国际化。 

Crystal（2003）曾提出，衡量一个国家的语言能否成为全球语言，不关乎

该语言内在结构性质、词汇量大小、也不关乎该语言曾为伟大文学作品的书写

工具或与伟大文化或宗教联结，甚至与该语言母语使用者人数的多寡都没有太

大的关系。关键是这个语言拥有多少第二语言学习者。唯有拥有众多第二语言

学习者的语言才称得上全球语言，而第二语言学习者一般都不是该民族语的社

区成员。 

根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全球已有 162 个国家和地

区设立 550 所孔子学院和 1172 个中小学孔子课堂72。目前，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

区通过颁布法令、政令、教学大纲、课程大纲等形式，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全球开设汉语课程的中小学校是高等教育机构的 8 倍73。与此同时，

美国、日本、韩国、泰国、印尼、蒙古、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汉语教学均

 
71 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留学生和游客来源地（2018年留学生总计 60.84万人，为 2000年的

16 倍；2018 年中国出境游达到近 1.5 亿人次，为 2000 年的 14 倍）。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

的 经 济 联 系 ， 网 址 ： https://www.mckinsey.com.cn/wp-content/uploads/2019/12/ 中 国 与 世

界%EF%BC%9A 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中文全文-Final.pdf。2020 年 1 月 16 日。  

 
72引自“国际中文教育，从热起来到实起来”。光明日报，2019 年 12 月 11 日。网址：

http://t.m.china.com.cn/convert/c_DIMB0rAA.html。2020 年 1 月 3 日。 

 
7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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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第三外语提升为第二外语74。来自国家汉办的数据显示，目前除中国（含

港澳台）之外，全球学习使用汉语的人数已攀升至 1 亿人75。 

第五节  小结 

独立建国前的新加坡，在华裔族群中原有一些已移居至“星洲”上百年，

并落地生根的土生华人，主要使用英语或祖籍方言或峇峇话为家庭常用语。自

19 世纪末从中国南来的新加坡第一代移民，主要使用祖籍方言或华语。独立建

国五十多年以来，新加坡政府所推行的语言规划及双语教育政策，使英语成为

新加坡人的通用语言，这导致华人移民社群迅速出现“脱华入英”的语言转移

现象。就第三代华裔而言，他们大多能掌握相当程度的英语，可是祖籍方言几

乎无法掌握，甚至作为华人族群认同标志的华语的使用及能力已大不如第一、

第二代。随着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发展战略的落实，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

提升，国际秩序也有相应的调整。在此新国际格局下，汉语将继英语之后，逐

步成为最有潜力发展的第二个全球通用语言。 

    在当前的内外形势下，新加坡华裔世代语言的变迁是否意味着华人族群认

同出现转变？这种转变对新加坡强调族群、文化的多元性是否起着深远的影响？

面对华人祖籍国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提升以及汉语的全球化发展，第三代华

裔青年在华人族群认同以及华语学习是否又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而目前新加坡

 
74 引自“汉语加速成为‘国际性语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 年 9 月 23 日。网址：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923/c1002-29553960.html。2018 年 2 月 4 日，以及“‘汉语热’

升温  国际中文教育需顺势而为应时而变”。中国新闻网，2019 年 12 月 11 日。网址：

http://www.hwjyw.com/info/content/2019/12/11/35409.shtml。2020 年 1 月 3 日。 

 
75 同附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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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育政策的规划又是否能满足新加坡新一代华裔的学习需求？本论文将在

这个大背景下，对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的语言形态与身份认同做全面且清晰

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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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献综述 

本章将对前人在代际语言使用转移和双语能力演变研究以及族裔语与族群

认同关系等研究的发现与成果做系统综述，为本研究论文打下理论论述的基础，

同时也指出目前相关研究的局限与不足之处。 

第一节  代际语言使用转移研究 

在过去三、四十年间，不少学者对不同世代在语言使用上的转移进行了广

泛且深入的研究。在针对移民社会的代际语言转移研究中，世代的概念根据其

家庭成员从祖籍国移居至居住国而界定76。虽然祖籍国和世界各地的居住国社

会强势主流语言有别，然而移民家庭随着世代的变迁皆出现家庭用语转移现象。

有关代际语言使用转移研究，初期主要在美国进行，随后也扩展至世界其他移

民社会。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研究内容也从代际的语言使用进而探讨代

际双语能力的演变。 

一、国外代际语言转移研究  

Fishman (1972) 提出语言转移模式（Language Shift Model），最初用于描

述在美国的欧洲移民。第一代成年欧洲移民在大部分的交际领域，尤其是家庭，

依旧使用族裔语。至于第二代移民，大多成为双语人，同时掌握了当地社会主

流语言及族裔语。可是，到了成年时期，他们几乎在所有的交际领域，包括作

为族裔语使用的最后堡垒--家庭领域，都使用当地主流语言，造成第三代移民

 
76
 参酌第一章第五节有关世代概念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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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没有机会学习或使用族裔语。Fishman（1991）进一步提出“代际传承干

扰等级量表”（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简称GIDS），并认为

语言代际传承是衡量语言是否是濒危的重要标志。家庭语言使用是语言保存的

最后堡垒，也是语言能否存活的重要指标。由于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替代在

真实家庭中与家人面对面的互动，因此，如果没有在家庭领域进行代际传承，

族裔语就不可能维护（Fishman，1991，2001）。 

根据Hinton（2009）研究，父母对家庭用语的选择是决定移民孩子族裔语

保存或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Hinton从约250名学生撰写的语言自传中揭示了

父母在家庭中引入英语加速孩子族裔语的流失。随着移民父母英语水平的提高，

他们希望通过在家和孩子一起使用英语，来帮助孩子更快、更有效地学习并掌

握英语。 

有关移民家庭出现语言转移的现象，在美国做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结果

显示，随着世代的变迁，到了第三代移民，基本上成为社会主导语英语单语人 

（Fishman：1991；Portes & Schauffler，1994；Portes & Hao，1998；Rumbaut，

2002，2004，2009，2014；Alba，Logan，Lutz & Stults，2002；Alba，2004）。 

根据Rumbaut 对美国移民进行的调查（2002，2004，2009，2014），第四

代及以后的孩子，其父母及祖父母全在美国出世，因此家庭成员基本上以英语

交流沟通。Rumbaut对美国加州20至30岁不同族群及世代青年进行的纵贯性研

究 (Longitudinal Study)中发现，87%的第二代在家中使用英语及另一个语言。

可是，这种情况到了第三代及以下，下降至14%。在Rumbaut的研究中，所有

受调查族群的语言演变规律皆类似，即从族裔语快速地转移至英语。英语成为

年幼新移民以及第二、第三代移民习得的语言，也是他们偏好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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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语言转移，第二、第三代族裔语的听力、说话、阅读和写作能力也随

之迅速下降 (Rambaut, 2009)。这种语言转移现象也同样在加拿大（Noro，

1990）、澳大利亚（Evans，1987；Clyne & Kipp，1996；Forrest & Dandy，

2017）以及新西兰（Folmer，1992；Holmes，Robert，Verivaki & Aipolo，1993；

Hulsen，De Bot & Weltons，2002）等以移民为主的英语国家出现77。从过去研

究结果可发现，导致移民代际语言使用转移的因素，可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

（一）移民至居住国的时间长；（二）在居住国受教育的程度高
78；（三）移

民居住的地点分散以及（四）与异族通婚的比率高。 

至于针对各国华人社区代际语言转移所进行的调查研究，Sachdev，

Bourhis，Phang & D’Eye（1987）曾以加拿大两个不同世代的华人移民进行语

言使用调查，结果发现两代人对汉语的使用率皆低于英语，其中第二代在家庭

所有交际领域中，汉语的使用率低于第一代。 

Li Wei（1994）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对英格兰北部城市纽卡斯尔

市（Newcastle）华人社区进行调查后发现，不同代际间华人的语言使用模式正

在从汉语单语转移到以英语为主导的汉英双语模式。Li Wei认为，由于社交网

络不同，年长祖辈与当地社区的互动较少，因此在大多数的互动中主要使用汉

语单语，而男性以及年轻的一代需要与英国当地主流社会有更多互动交流，因

此必须掌握更熟练的英语来建立他们的网络联系。 

 
77 语言转移现象不只出现在以移民为主英语国家，只要当地社会主流语言非其族裔语，其他非

英语国家也出现相同情况。 
 
78 这是以当地社会主流语言为教学媒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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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荣华（2011）对英国华人社区进行的调查显示，华人的家庭用语保持以

族裔语言为主。一家三代的语言使用情况分别为：祖父母使用汉语单语；父母

主要使用汉语，必要时使用有限的英语；孩子主要说英语，必要时父母会要求

或强迫子女说汉语，这与Li Wei（1994）研究结果基本上一致。访谈结果也发

现，语言意识越强的说话人，对汉语的本体特征及汉语所承载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价值有更清楚的认知，对汉语的评价越正面，在家庭和其它华人集会场合

选择使用汉语的可能性更高。 

洪丽芬（2010）针对马来西亚华人进行的家庭用语调查发现，华人使用的

语言在当地多语社会和现代化环境下备受冲击，家庭用语也因此受其影响而发

生变化。研究通过夫妻、兄弟姐妹、父子以及祖孙等使用语言考察五大华人方

言群体，即福建、广东、客家、潮州和海南，家庭用语的现状及其变化。调查

结果显示，马来西亚华人的家庭用语正从华族方言逐渐过度到华语和英语。 

陈颖（2014）通过问卷和访谈等方法调查美国纽约地区华人家庭中不同年

龄成员的家庭用语选择及语言认同的差异。研究显示交谈常用语在美国华人家

庭的使用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主要家庭语言正由汉语方言转向英语和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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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加坡代际语言转移研究 

    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新加坡语言转移现象类似于其他移民国家79，这主要

是独立后新加坡政府的语言规划80与双语教育政策实施的结果81。目前，相关研

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针对代表新加坡新生代语言转换情况的调查，如：

对学前儿童（赵守辉、刘永兵，2008；Li，Tan & Goh，2016）、在籍的中小

学学生（吴英成、林惜莱，2000；Vaish，Jamaludeen & Roslan，2009）；其二

是针对特定语言社群家庭的代际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如对说广东话（Gupta 

& Siew，1995）、潮州话（Li，Saravanan & Ng，1997）、淡米尔语（Vaish，

2007）和马来语（Cavallaro & Serwe，2010）的语言社群的调查。 

Li，Tan & Goh（2016）对 376 名学前儿童的调查发现，新加坡儿童与美国

儿童学习族裔语的情况相当一致，在语言社区缺乏使用族裔语的现象越来越明

显。由于他们使用华语频率低，在家庭以外接触华语环境的机会也就越少，这

加速了年轻一代的语言转移现象。 

Vaish，Jamaludeen & Roslan (2009) 采用双语调查工具，随机抽取调查 716

名来自三个族群（华族、马来族、印度族）的新加坡小学五年级学生。调查主

要针对他们在家里、学校、宗教场合以及公共场所以及和家人和朋友之间使用

英语以及族裔语（即华语、马来语及淡米尔语）的情况。该调查也评测学生的

 
79 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皆为典型的移民社会，差别是新加坡以华人为主，

其他四国以白人为主（廖建裕，2012；Chua，2009）。相同之处是以英语作为行政（包括政

府部门和私人企业）、教育、法律、科技、经济等各领域与正式场合的强势主导语言。 

 
80
 除了实行“英语为主，华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新加坡政府在 1979 年也开展“讲华语

运动”。详见第二章第二节。 
 
81 详见第二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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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及族裔语的熟练程度，以及他们的语言的态度。调查发现，学生使用英语

较多，族裔语较少，而且学生的英语读写能力高于族裔语。 

吴英成、林惜莱（2000）调查 342 名在籍中学三年级学生的语言适应情况

以及语言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一代在日常交际中使用汉语方言、华语以及

英语的情况发生了转移的现象：汉语方言只有在与家中长者和下层社会人士

（如小贩）使用，华语则是学生在非正式场合的主要用语，而英语是多数学生

在正式场合的主要语言。 

有关对特定语言社群家庭的代际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方面，研究结果显示

该语言使用情况在三代之内出现迅速转移。Gupta 与 Siew（1995）以民族志的

方式对新加坡一户华族家庭的主导语言进行调查，结果显示同样作为方言的广

东话，已迅速从祖辈的广东话转移至孙辈的英语。家庭用语的转移也使祖孙三

代之间采用转译、语码转换、手势、华语等主要策略进行沟通交流。 

Li Wei等（1997）采用观察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 72名潮州社群的新加

坡华人的语言使用、语言选择和语言态度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发现，潮州社

群的年轻一代已放弃在家庭领域使用潮州话，而转用华语或英语。该调查也发

现，语言转移现象很少同时在所有领域发生，在某些领域的语言转移比其他领

域来得迅速，而且造成语言转移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 

张毅、黄明（2010）对新加坡华族三代成员所做的语言调查显示，语言教

育政策作为语言社会化的手段是导致语言转移的主要因素。他们认为新加坡以

英语为主导的双语教育政策的全面落实，是导致各族群社会日常交际语言趋向

英语的结果。研究表明，华族三代成员在社会日常交际中使用英语、华语和汉

语方言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英语成为主要社会交际用语，年轻一代成员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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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再使用汉语方言，华语成为次要的社交用语。此外，华族三代成员日常交

际语言出现由老一辈到年轻一辈快速转向英语的趋势，这与新加坡双语教育制

度的演变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研究也发现，这种日常交际语快速向英语转移的

趋势也绝不仅在华族出现，其他（马来族、印度族）族群也普遍出现语言转移

现象。 

三、代际双语能力演变 

Valdés（2001）在双语连续体（Bilingual Continuum）的概念下，指出移民

的双语能力根据不同世代在社会主流语言及其族裔语掌握程度而有所不同。在

Valdés看来，一个人的双语能力不是均等的，就如同图3.1： 

图 3.1：真正双语人：连续体 

Valdés 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 AB 同样大写的双语人类型，即语言

A 和语言 B 都一样精通。因此，图 3.1 只出现 Ab 或 aB 类型的双语人，即 A 语

言为主，b 语言为辅，抑或 B 语言为主，a 语言为辅。在 Valdés 看来，AB 型是

理论上可能，但在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神话般双语人”(mythical bilingual)。

Valdés“双语人”概念说明双语人在这个连续体上可以有不同的类型，虽然双

语能力不一，但已超出只具备单语能力的人。比如有人在英语“听、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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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四技方面掌握熟练的程度，同时能听懂汉语（具备“听”的能力）并且能

说简单的汉语，但不具备汉语“读”和“写”汉语的能力。这说明他已具备某

种程度的双语能力。此外，排序的先后也标志着两者的差异，如在 Ab 中，语

言 A 是第一语言，语言 b 是第二语言，而 Ba 显示，语言 B 为第一语言，语言

a 为第二语言。 

尽管 Valdés 提出了个人双语能力的不均等类型，然而她也认为这种类型并

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她指出一个人的双语能力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状况中。

同一个人基于生活经验及教育的影响，尤其是跟某一语言有长时间及高程度的

接触，其双语能力可能随之起变化。Valdés 也以双语连续变化的概念解释不同

世代的双语人，通过下表解释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双语人语言能力代际变化

的现象。许多第一代移民在他们一生中只掌握单语，其他则在族裔语主导的情

况下，掌握了一些简单英语成为初始的双语人。到了第二和第三代移民，尽管

仍会使用族裔语和第一代移民沟通，他们大多数已掌握相当程度的英语能力，

成为英语优选或英语主导的双语人。至于第四代移民，除了少部分保留族裔语

的能力，绝大部分已成英语单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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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 可能的双语能力特征 

第一代 
族裔语单语人 

A 

初始双语人 

Ab 

第二及第三代 族裔语主导 

Ab 

英语主导 

aB 

第四代 英语主导 

Ba 

英语单语 

B 

表 3.1：代际双语能力组合模式 

        Valdés“代际双语能力组合模式”呈现的是在以英语为主流语言的社会中，

各族裔的移民在不同世代之间双语能力自然更替的结果。在这类的社会中，移

民属于少数族裔，族裔语的使用仅局限于家庭与族裔社区，再加上得不到主流

制度的支持，族裔语课程往往不被纳入到主流教育体制，一般是通过民办教育

才得以承传。 

吴英成与邵洪亮（2014）在 Valdés“代际双语能力组合模式”基础上，构

拟了以英语为主导语的新加坡社会中华裔不同世代双语能力的演变过程。在他

们所提出的新框架中，修订 Valdés 模式的不足之处，以便反映每一代人从幼年

到成年的双语能力动态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如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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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新加坡华裔不同世代的双语能力架构过程 

作者在文中指出表 3.2 所反映出来的华裔幼年的语言使用情况完全取决于

家庭常用语。此外，表 3.2 中的“学校教育”指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新加

坡主流学校。在作者看来，由于新加坡实行双语教育政策，凡符合要求的华族

学生自小学一年级强制修读华语作为第二语言。只要这个语言政策不变，不管

是第几代华裔，基于他们或多或少地学习过华语，成为英语单语人的可能性相

当低，绝大多数第三代华裔大多停留在 Ba（以英语为主导语，华语为从属语）

的层次。 

具体而言，在语言使用上，新加坡第一代华人由于接受华语主体教育，即

使他们当中有些已掌握有限的英语，成为早期的双语人，但仍以华语作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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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进行交际。第二代华裔，倘若他们父母辈接受华语主体的教育，他们的家庭

常用语大多为华语，在入学前已具备基本华语口语交际能力。然而，当他们在

新加坡接受以英语为主导语的双语教育后，大多已经掌握相当程度的英语，并

以此为优选语言。至于第三代华裔，由于其父母大多为英语优选双语人，他们

的华语能力大多停留在口语水平，自然以优势语言（英语）和第三代孩子交流

沟通。 

可是，第三代具体的双语能力如何？作者认为绝大多数第三代华裔停留在

Ba（以英语为主导语，华语为从属语）层次，至于 B 和 a 具体的分值是什么？

之间的落差又有多大？本研究将从第三代华裔对听、说、读、写及转译等五个

方面的自我评价，进一步调查他们的双语能力水平。 

  目前，有关新加坡代际语言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受访者的语言使用模式

上，通常采用定性研究中的轶事观察法（anecdotal observation），而且对世代

概念的解读与本研究对世代的定义也有别82，不以受访者的语言教育背景作为

核心考量。如前所述，以新加坡特有的社会、教育、历史情况而言，祖父母及

父母辈倘若接受华语主体的教育，他们应皆归属为第一代，第二代华裔是在新

加坡土生土长并完成以英语为主导的基础教育，第三代华裔和第二代父母教育

背景雷同。 

  尽管新加坡全国人口普查记录了各主要族群（即华族、马来族、印度族）

在不同年龄段的家庭语言使用情况，可是人口普查无法提供各别族群不同世代

 
82 详见第一章第五节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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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语言以及其双语能力。目前，新加坡尚未有任何研究以语言世代作为一

个变量，调查华裔双语使用情况及双语能力的衍变。 

第二节  族裔语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 

在族裔语与族群认同关系的研究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相关研究

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族裔语与族群认同关系一直是学者关

注的研究课题，目前已有不少研究针对不同族群在族裔语和族群认同之间的密

切关系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根据不同人口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族群，研

究者调查不同年龄、性别、社会阶层等移民后裔族群认同的强度及其族裔语的

熟练度。 

一、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关系 

语言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维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Edwards，1997；

Fishman，1989；Crystal，2000；Joseph，2004）。Giles 等（1977）认为，人

们所说的语言是作为族群分类最显著的维度。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族群属性主

要是通过语言建立和维持的。尽管一个人的血统纯度令人质疑，但是从所说的

语言可以推断出并决定一个人的族群身份认同（Blommaert，1996）。 

Le Page & Tabouret- Keller（1985）指出，语言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的重要

标志，是有效表明自己身份和判断他人身份的手段。根据“身份行为”(acts of 

identity) 的语言认同，Le Page & Tabouret-Keller 提出语言行为都是身份认同行

为，所有语言都可以被解读为说话者身份的指标，因而语言使用的异同反映了

身份的差异。在他们看来，语言是个人加入语言社区并成为其中一份子的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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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手段。Bucholtz（1999）进一步加以论述，使用一种语言是“积极反映身份”

的体现，那些认同某一特定群体身份的说话者会选择说某一语言。反之，不认

同该身份的说话者虽然对该语言有一定的掌握能力，但却不说这个语言。

Pennycook（2003）持类似观点，认为身份认同是通过语言的选择体现出来的。

每个人不是因自己的身份认同使用语言, 而是通过语言的选择使用来突显自己

的身份认同。因此，语言和身份认同具有辩证关系，选择使用某一语言体现了

“我是谁”，而“我”又是在语言和语言行为的选择使用过程中建构的。 

总而言之，语言与身份认同是相互作用且密不可分的组合体。语言已超越

了作为交流沟通手段的作用，成为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族裔语与族群认同的关系 

有关族裔语与族群认同之间的正相关性已得到不少实证研究的验证（Tse， 

1997，1998；Phinney，Romero，Nava & Huang，2001；Chinen & Tucker，

2006；Oh & Fuligni，2010；Mu，2015）。许多研究表明，凡是越能熟练使用

自己族裔语的人，其族群认同及归属感就越强烈。 

Cho（2000）研究第1.5代和第二代韩裔美国人，发现具有较强族裔语能力

的参与者对自己的自我认同感更强烈。同样地，Soto（2002）也得出相同的结

论：具有高水平西班牙语能力的双语波多黎各（Puerto Rican）儿童表现出强烈

的族群认同感。日裔美国学生（Chinen & Tucker，2006；Shibata，2000）和日

裔加拿大人（Oketani，1997）在参加日语周末学校后表现出更强烈的族群认同

感。You (2005)对在韩语周末学校上课的韩国儿童所进行的研究，也得到相同

的结果。Phinney等（2001）调查美国亚美尼亚裔、越南裔和墨西哥裔青少年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56 
 

的研究发现，除了族裔语语言能力外，群体内同伴间的互动也是青少年族群认

同的主要预测因素。Oh 和 Fuligni（2010）在美国对拉美裔和亚裔青少年的族

群认同发展情况进行跨族裔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族群语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模

式，如族裔语使用的对象，都是青少年族群认同的重要指标。这项研究的结果

显示，熟练使用族裔语的青少年对自己的族群有较大的认同，与父母的关系也

更为和谐。 

三、华裔族裔语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 

在华裔族裔语与族群认同研究方面，Kiang（2008）对 259 名年龄介于 18-

32 岁的美国在籍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进行调查研究。调查对象必须在美国出生

或在美国居住至少10年，他们的父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或台湾。研究发现，

族裔语的能力与调查对象的族群认同有显著的联系。英语能力较高的参与者对

祖籍国及其族群的认同机率非常低。反观，族裔语能力强的参与者，对其族群

认同持有更积极的态度。 

Yu（2015）针对在美国周末学校学习汉语的第二代华裔儿童进行定量研究。

受调查华裔儿童必须是美国出生并且是周末中文学校 4 到 8 级的学生，同时其

父母至少一个说汉语（普通话）并来自于中国大陆、台湾或东南亚国家。研究

共调查了 63 名学生及 56 名父母。结果表明，族裔语能力与族群认同、族裔语

水平与自尊、族群认同与自尊存在正相关关系。Francis 等（2009）对伦敦六

所周末中文学校 60 名英国华裔进行的定性研究，也发现英国华裔学生认为汉

语能力是华人族群身份认同的关键表征，许多学生觉得没有汉语能力的人不会

被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华人”。Verkuyten 和 de Wolf （2002）在对荷兰第二代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57 
 

华裔进行的研究也有相同发现，参与者将汉语能力视为族群认同的中心标志，

并认为一个没有说汉语及理解汉语能力的人，就是一个“假的”华人

（Verkuyten & de Wolf，2002)。 

刘岩（2001）调查泰国新一代华裔发现，他们在泰国出生，已视泰国为祖

国，学习和使用泰语、泰文，在某种程度上对祖籍国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很冷漠。

王爱平（2006）采用定量方法对 422 名在厦门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学习的印尼华

裔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97%受访者基于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语言认同而产生

一种族群认同，即汉语代表着华人，会讲汉语就是华人身份的标志。Li 和 Zhu

（2010）对英国、澳大利亚及新加坡华裔进行的研究发现，受访者一致认为读

写汉字的能力是作为是否为真正华人的重要指标。 

其他相关研究显示族裔语的发展及其熟练程度有助于强化其族群身份认同

（He，2008；Wong-Fillmore，1991）。Mu（2015）对 18 篇相关的定量研究的

44 组数据做了综合性的元分析 (meta-analysis)，统计结果表明族群认同与族

裔语能力之间存在一个具有中等效应的正相关（r=.33，p<.05，z=.34），这一

结论进一步证明“族裔语—族群认同”这一正向关联在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族

裔群体以及不同研究体系中具有普遍适应性。 

尽管如此，关于“族裔语—族群认同”的关系，仍有一些相互矛盾的发现。

Kim 和 Chao（2009）对 207 名第一代和第二代华裔和 354 名第一代，第二代和

第三代墨西哥裔青少年进行测试。调查结果表明，族裔语的熟练度是第二代墨

西哥裔青少年族群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对于第二代华裔青少年，族裔语

的熟练度却不适合作为测量族群认同的其中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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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2005）以加拿大第二代华裔为研究对象，探讨族群认同与语言能力

的关系，但参与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年龄至少在 18 岁以上；（二）

在加拿大出世或 10 岁前从别国移居加拿大；（三）父母的母语必须是汉语或

汉语方言。根据研究所收集的 114 份调查问卷和 2 个小组聚焦访谈的结果，仅

部分数据显示族群认同与族裔语能力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访谈和调查结

果表明，参与族群实践与口语能力有关，但与读写能力无关。身份认同的内在

因素与语言能力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Smolicz（1992）对澳大利亚少数族裔

的调查中发现，波兰裔的澳大利亚人对于族裔语作为族群的核心价值的观念非

常执着，而华裔和威尔士裔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族裔语保持对他们的族群认同并

不重要。 

魏岩军等（2012）对现居美国的华裔汉语学习者进行调查，发现其文化认

同和族群认同与族裔语听说读写水平相关程度较低，甚至基本不相关。作者认

为主要原因是美国华裔汉语学习者移居美国后，面临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因

此在文化、族群和价值观认同上更倾向于主流社会，从而忽略或放弃对自己族

群和价值观的认同，在语言表现层面上是所谓“削减式双语者”（subtractive 

bilinguals） ，而非“附加式双语者”（additive bilinguals）。 

尽管这些研究揭示了族群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概念，但可得出的

结论是，族裔语能力可以帮助族群更好地理解他们作为一个族群的身份及认同。

具有高水平族裔语能力的人就能与自己族群内部的人建立族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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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目前现有的相关研究，大部分仅针对第 1.5 代83和第二代移民进行调查。

由于第一代父母对其族群及语言文化的认同程度高，自然影响了孩子的族裔语

能力及其族群身份认同。然而，问题的症结出现在第三代及以下。随着第二代

父母接受以当地主流语言为主导的教育，第三代孩子的族裔语接触和使用将减

少。不少学者（Phinney，2001; Francis 等，2009；Duff & Doherty, 2019）也认

为在很多相关的研究中第三代的代表性明显不足，而这是往后研究调查必须关

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目前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青少年，针对在高等学府学

习以及进入职场工作的青年研究甚少。不同于青少年，他们经历了自我认同形

成的发展阶段，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因此，以青年作为研究对象是未来值得

进行的研究调查（Kiang，2008）。 

除此之外，目前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华人为少数族群的英语社会，如美国、

加拿大、英国等。对于自己为该地区的少数族裔，他们对自己的族群认同以及

代表其族群身份的族裔语有较强的自觉性（Fishman，1996；Phinney & Ong, 

2007； Bastardas-Boada，2012）。至于新加坡，如同英、美等国，英语为社会

的强势语言，但却是中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外，华人占绝

大多数的国家。在这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对第三代华裔而言，其族裔语与

族群认同的关系，是否也存在着正相关性？这是值得我们在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的重要课题。 

 

 
83 第 1.5 代即在祖籍国出世，在 0-12 岁移民到居住国生活及受教育（Rumbaut，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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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小结 

综上所述，在代际语言使用转移和双语能力演变以及族裔语与族群认同课

题方面，学术界已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可

是，如前文所述，目前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尤其是在新加坡特有的社会语言

文化环境下，华裔的代际差异和与之相随的族裔语使用范围和能力的差异，是

否也形成族群认同上的差异？本研究将对新加坡世代语言变迁下华裔青年的族

群认同进行调查研究，既可为族裔语与族群认同研究提供新的富有特色的个案，

同时也可以进一步验证过去研究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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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设计 

本章着重描述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即混合研究方法，并对采用这一方

法的合理性加以论述。本章也介绍调查对象，包括遴选标准以及抽样方式，并

阐明定量研究的调查问卷设计以及质性研究的访谈问题设计。本章结尾，说明

资料收集过程、资料整理与分析以及研究伦理。 

第一节  研究方法：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主要的考量取决于研究问题，以期通过使用不

同的方法，全面理解第三代华裔青年语言形态与身份认同等相关问题。通过混

合研究方法可以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不同层次的问题，并更好地对复杂现象

进行考察。 

学术界对定量研究方法（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和质性研究方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的应用长久以来皆有争论。支持使用定量研究

方法的学者批评质性研究方法不够精确、主观性过强，而且不适合进行预测。

反观，支持质性研究方法的学者认为定量研究是建立在客观性的理论基础上，

所获得的信息是表象而意义有限，无法深入地描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

（Tashakkori & Teddlie，2003；Creswell，2014）。 

尽管两方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研究者必须认识与了解两者是建立在不同

的理论基础上，以致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分析等皆有显著差异。定量研究以

实证主义为基础，研究目的是在客观、价值中立 、可控制的情景下，分析研究

要素的因果关系。研究方法是通过测试或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并采用统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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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定量的数据进行阐释，建立一个普遍性的通则，以便推论至所有的情境。

质性研究以建构主义为基础，研究目的是描述现象和解释研究对象的想法。研

究方法较多样化，如开放式观察、深度访谈、聚焦访谈等，研究者亲自参与资

料收集过程，并从所收集的资料对社会现象进行诠释（桂诗春，宁春岩，1997；

陈向明，2000；Gall, Gall & Borg，2005）。 

其实，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并非完全互相对立，两者事实上可以互相并存。

Patton（1990）、Creswell（2014）等学者认为这两种方法可以互补，以弥补本

身在研究上的盲点。定量研究尽管能从宏观上发现整体趋势，但是却不能对微

观的、深层的现象进行深入描述与分析，从而无法能理解研究对象的思考和经

验。反观，质性研究正好能够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而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的

相结合，正好提高了调查的深度和广度。抽象的统计数据，加上访谈资料的补

充，能够更清晰地论述现象的复杂性。由于混合研究方法同时汇集定量研究和

质性研究的优点，因此目前语言学界大多研究采用此种研究方法。根据

Hashemi & Babaii（2013）对 7 种国际知名的应用语言学期刊论文（1995-2008

年）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发现 66.34%的论文使用混合研究方法（mixed 

methods）。 

从量与质使用的先后顺序角度而言，混合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顺

序性（sequential）研究；二是平行性（parallel）研究。顺序性研究指研究者先

进行单一研究中的质性（或者定量）部分，而后做定量（或者质性）部分。平

行性研究指研究者在同一时间同时运用量化与质性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

是“先量后质”的顺序性解释（sequential explanatory）混合方法 (Creswell，

2014)。数据收集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定量数据，而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63 
 

第二阶段以访谈的形式收集质性数据。采用顺序性解释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先针

对大范围的人群进广泛调查，然后根据研究问题的重点从中选择一些人进行深

度访谈。这不仅有助于研究者有目的地挑选信息提供者，而且也可以深入地探

讨先前问卷分析所得到的定量结果。“先量后质”顺序性解释（sequential 

explanatory）混合方法的研究流程，详见图 4.1： 

 
图 4.1：“先量后质”顺序性解释混合研究方法流程图 

第二节  调查对象 

一、调查对象的遴选标准 

     本研究计划调查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裔，受访者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1 第三代华裔 

本研究是根据语言世代，即语言教育背景，界定世代概念。在此定义下，

第三代华裔的第二代父母必须在新加坡土生土长并完成以英语为主导语的基础

教育。第三代华裔的第一代祖父母是在中国出生并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者，抑

或在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接受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者84。 

 
84 参酌第一章第五节有关世代概念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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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龄介于21至30岁 

设定年龄介于21至30岁的主要原因是新加坡政府在1987年全面实施“英语

为主，母语（族裔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在此政策下，英语不仅是所有

新加坡学生必修的第一语言科目，也是数理、人文等的教学媒介语和学校正式

活动的主要语言。华语作为族裔语仅仅是一门必修科目。这个年龄层的华裔都

在此政策下接受双语教育。此外，他们经由青春期（Adolescence)步入成年早

期（Early Adulthood），其身份认同的形成趋向稳定，且具有相当强烈的自我

意识（Kiang，2008）。 

这个年龄层的受试者当中有些已是家长，或准家长，其语言熟练度、语言

使用情况将直接影响他们对抚养孩子所采取的家庭语言政策（King & Fogle，

2006；King，Fogle & Logan-Terry，2008）。多项研究显示，父母在家使用族

裔语和孩子沟通交流不仅能影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族裔语的使用频率，也对族

群认同产生积极的影响（Portes & Hao，1998；Li，1999；Luo & Wiseman，

2000；Guardado，2002；Park & Sarkar, 2007）。再说，这个年龄层的受访者不

再受双语政策制约，有更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选择或不选择继续学习华语，以

提升自己的华语能力，这能让研究者深入了解其中的原因是否与华人族群认同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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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至少在新加坡教育体制下完成10年的华语课程 

    尽管华语在新加坡双语教育体制下仅作为一门必修课，相较于其他中圈和

外圈地区85，新加坡学生从小学至中学阶段的10年里必须学习华语，接触正规

华语课的时间较长。这一要求旨在确保受访者是新加坡双语教育体制下的“成

品”，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也排除因个别原因半途取得豁免修读华语

的资格，抑或半途加入新加坡教育体制的情况。 

1.4 不涉及与华语相关的课程或工作   

    本研究调查的对象不包括从事与华语相关工作以及在高等学府修读华语专

业课程的人士。由于涉及与华语相关的课程或工作的受试者对华语的态度相对

积极，而且与华语的情感联系也较为强烈，因此无法代表一般新加坡第三代华

裔。 

二、抽样方法 

 为确保能找到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我们运用以下两个方式寻找： 

 

 

 
85
见吴英成（2010：85-87）有关全球汉语三大同心圈的论述。吴英成（2010）根据汉语在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功能及其习得与传播方式划分出汉语三大同心圈，即内圈（inner circle）、中圈

（outer circle）以及外圈（expanding circle）。内圈指传统的“中原”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以及

台湾 。在内圈，汉语不仅是“行政（包括官方部门和私人企业）、教育、法律、传媒、科技、

经济等各领域与正式场合的强势主导语言，同时也是多种方言背景下的国家共同语”。中圈指

在不同历史时期因移民而形成的海外华人社区，如在欧美以及东南亚其他华人占少数的国家如

泰国、菲律宾、印尼、缅甸等。新加坡是中圈唯一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外圈指汉语不作为社

区通行语的非华人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北美、欧洲、非洲等。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66 
 

2.1 立意抽样（purposive sampling） 

    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第三代华裔语言形态与族群认同的关系，锁定的

研究对象是第三代华裔。凡是符合我们所定义的第三代，且具备前述所设定的

条件，即（1）华裔；（2）新加坡土生土长；（3）年龄介于21至30岁；（4）

至少在新加坡教育体制下完成10年的华语课程；（5）不能涉及与华语相关课

程或工作，皆可成为调查的对象。   

2.2 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 

    尽管华族在新加坡人数众多，占70%以上，然而，本研究所调查的对象非

常明确，限于时间、财力等因素的制约，简单随机抽样与系统抽样并不适合本

研究（Nardi，2006）。整群抽样和多段抽样一般需要有抽样框，由于无法事

先了解调查对象父母教育背景的具体情况，因此这两种抽样方法对于本文研究

同样不适用。Creswell （2014） 指出，抽样设计必须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1）目的性原则；（2）可测性原则；（3）可行性原则；（4）经济性原则。

基于上述考量，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即通过调查者的人际网络，请

他们介绍符合条件的朋友接受调查访问。在人际关系相互引介下，类似滚雪球

般从一个人的推荐找到下一个调查对象，直到找到足够的调查人数为止（Scott，

2000；Creswell，2014）。 

由于滚雪球抽样具有经济性、可行性的优点，因此在族裔语研究领域中，

不少学者借此寻找研究对象（Guardado，2002; Kiang，2008；Mu，2014；Lam 

& Rosario-Ramos，2009）。有鉴于调查对象介绍的下一个调查对象常常是与

其具有共同特点或具有相同的社会、教育背景，从而导致某类型调查对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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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遗漏不提，进而造成误差。为了降低误差，本研究在使用滚雪球抽样

方法获取样本的过程时，综合考虑样本代表性，也尽可能达到样本多样性，

从而降低研究误差，提高样本的代表性。例如，在通过熟人和朋友找寻调查

对象时，我们综合考虑他们是否具有不同的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在不同的房屋

类型，以确保样本来源的多样性。 

三、调查对象总体情况 

 本调查共收集 159 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 75 名，女性 84 名；所设定的

年龄为 21 至 30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24.81 岁 (标准差 2.88)（见图 4.2）。 

 
图 4.2：调查对象人数与年龄 

在住房类型方面，28.3%受访者居住在三房及四房式组屋，34.6%居住在五

方式组屋及执行公寓，37.1%居住在私人公寓及其他类型的房屋（见图 4.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男 9 6 9 10 12 7 3 5 7 7 75

女 15 10 16 7 5 6 9 3 8 5 84

总数 24 16 25 17 17 13 12 8 15 12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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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受访者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23.9%具有理工学院或初级学院（高中）

学历。 

 
图 4.3：调查对象住屋类型 

    由于所有调查对象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新加坡均属中等收入层以上，因此本

研究未能全面反映新加坡第三代华裔所有阶层的情况。然而，位居中等收入层

的第三代华裔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构成所占的比重相当高，且在新加坡社会、经

济发展中处于主流地位，他们可说是第三代华裔代表性群体。 

第三节  定量研究：问卷调查 

一、问卷设计 

    在调查设计中，问卷是参与者完成并交回给研究者的一种工具(Creswell，

2012)。问卷被广泛使用进行调查主要有几个优点（Codo，2008)。首先，数据

3房式政府组屋

4%

4房式政府组屋

24%

5房式政府组

屋、执行公寓

35%

共管公寓、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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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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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具有时效性。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可以用电脑软件进行有效的分析。其次，

调查问卷是人们熟悉的调查形式，几乎每个人都有完成问卷的经验，因此不会

让受访者感到不安。最后，问卷调查可让受访者在不受时间限制下完成问卷。

基于上述优点，本研究在定量阶段采用问卷进行调查。 

    本次调查研究的问卷设计遵循四大原则：（一）确保问卷的所有问题与研

究目的相符;（二）问卷长度适中，作答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三）问卷题目

力求简短、易懂；（四）问卷问题所收集的材料易于统计与解释（Dörnyei，

2003；Codo，2008)。问卷包括背景资料、语言形态（包括双语使用情况及双

语能力）以及身份认同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有关人口背景资料及部分语言形态

的题目，受访者只需在符合自己的选项上打勾。至于个人语言熟练度、对华语

的正面评价以及族群认同等相关题目，以 6 点李克特量表（6-point Likert 

Scale），要求受访者在仔细读完每个问题后，根据自己的看法，写下有关的数

字。在六个等级中，数字越大，表示同意度越高，反之越低。具体而言，在个

人语言熟练度自我评估中，“6”表示非常好，“1”表示完全不会86。在身份

认同的评估中，“6”代表非常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87。 

 

 

 

 
86 语言熟练度的自我评估在问卷调查中是一种常用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直接测试受访者的语

言熟练度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 （Phinney，Romeo，Nava & Huang，2001）。此外，语言熟

练度的自我评估和语言能力的直接测试有高度相关性（Oh & Fuligni，2010）。 

 
87 有关问卷具体内容，详见附录（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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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背景资料 

    受访者背景资料包括：性别、出生年份、父母教育背景（传统华校、传统

英校/国民型学校、其他）、个人学历（未具学历、小学、中学、工艺学院、

初级学院、理工学院、大学及大学以上、其他）、职业及住房类型88（1-2房式

政府组屋、3房式政府组屋、4房式政府组屋、5房式政府组屋、公寓式组屋、

共管公寓/私人公寓、私人有地房产、其他）。有关住房类型、受教育程度类

别参考了新加坡人口普查报告的分类法，至于父母教育背景根据教学媒介语划

分
89。 

1.2 语言形态 

     语言形态调查包括三个类别：（一）双语使用情况, 包括语言优势与偏好、

使用对象（包括父母、夫妻、子女、兄弟姐妹、好友、同事/同学等）、使用

场域（包括巴刹90、小贩中心、超市、购物商场、中式餐馆、西式餐馆、银行、

政府部门等）、媒体语言选择（观看电视节目/电影、阅读报刊/书籍的语言选

择）以及抚养子女的语言选择；（二）双语熟练度, 即华语和英语熟练度，包

括聆听、说话、阅读、写作、转译等；（三）对华语的评价。 

本部分的调查项目主要参考Yagmur & Akinci（2003）、Li，Sepanski & 

Zhao （2006）、Chinen & Tucker（2006）和Baker（2011）问卷设计。基于受

 
88 住房类型在新加坡经常用来作为评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的手段。 

 
89 有关受访者的具体背景情况详见上一节。 

 
90 巴刹是新加坡特有词语，指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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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双语教育背景和本研究针对族群内部语言使用及认同的考量，有部分调查

项目做了修订，也有些部分是全新设计编写。 

在语言熟练度方面，由于受访者皆在新加坡教育体制下接受双语教育，除

了要求受访者对华语及英语的听力和说话能力、阅读和写作能力进行自我评估

外，也包括华语至英语以及英语至华语的转译能力。 

在调查受访者所使用的语言方面，基于新加坡人语言运用习惯的考量，问

卷除了提供英语和华语两个单语选项，还多加英语1华语2（英语为主，华语为

辅）以及华语1英语2（华语为主，英语为辅）两个双语选项。 

在语言使用场域方面，调查受访者在巴刹、小贩中心、超市、购物商场、

中式餐馆、西式餐馆、银行、政府部门等不同场域与其他华族沟通时所使用的

语言。在多元族群的社会环境里，设定语言使用对象是非常必要的。倘若对象

不明，所得的结果将失去一致性、可靠性。设定对象为华族也可检验华语是否

作为华族族群内部的交际语言。 

1.3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调查包括：（一）第三代华裔青年的自我身份认同；（二）华人

族群认同强度；（三）对祖籍国中国的依附感与归属感（即对中国的认同）；

（四）族群认同标志的同意程度（即族群标志的认同程度）；（五）与其他群

体交往与相处的偏好等五类问题。 

华人族群认同强度调查以Phinney & Ong（2007）制定的多族群认同量表修

订版（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Revised，简称MEIM-R）问卷为基础。

这个量表包括6个项目、两个维度，分别测量族群认同的两个方面，即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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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和承诺（Commitment）。探索和承诺各有3个项目（Phinney & 

Ong，2007）。在Phinney & Ong（2007）的定义中，探索（族群行为）指个体

对族群的历史、行为规范、信念以及作为族群成员的意义等。相关陈述如“我

努力去学习和了解更多关于华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方面的知识”；承诺

（族群归属感）指个体清晰的族群归属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态度，相关陈述

如“我对我的族群有强烈的归属感”。有关Phinney & Ong（2007）所设计的多

族群认同量表修订版在国外的研究中，已被多次使用（Avery，Tonidandel，

Thomas， Johnson & Mack，2007；Dandy，Durkinb，McEvoy，Barber，& 

Houghton，2008；Syed & Azmitia，2008），且在定量统计上的信度与效度已

证实有相当的可靠性。然而，新加坡目前尚未有研究以此量表进行分析、讨论。

本研究针对第三代华裔青年族群认同强度设计的测量，将是一个新的尝试。 

本调查试图从多方面相互验证第三代华裔青年的族群认同程度。根据本研

究对华人族群认同概念的诠释，新加坡华族的定义是以血缘为基础。在这个定

义下，中国是新加坡华族的祖籍国，是新加坡华族祖先的故乡。同为一个族群，

第三代华裔在一定程度上理应和中国人共同拥有特定的认同标志，而且相关研

究显示，与同族群的人交往与相处的喜欢程度越高，其族群认同程度也随之提

高（Phinney，1992；Kibria，2000）。有鉴于此，问卷另设有四个问题类别，

分别调查：（一）第三代华裔青年的自我身份认同。通过他们对自身身份的界

定以及与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和非华裔的外国人的互动中对自己身份称谓的

偏好，从而了解受访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二）第三代华裔青年对祖籍国中国

的依附感及归属感；(三)通过语言、外貌特征、文化历史、生活习俗、价值观

等，探知受访者主观认识中的中国人和华人是否拥有相同程度的认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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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过受访者分别和不同国籍，但同样有华人血统的中国人、本地出生的

华人以及本地出生的其他族裔交往与相处的喜好程度，以窥探受访者对这三类

人的强烈联系。相关调查项目参考了Zea，Asner-Self，Birman & Buki（2003）

以及Chinen & Tucker（2006）的问卷设计，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修订。 

本调查问卷的整体架构如图4.4所示，共分为三个方面，包括（一）背景

资料，6个问题类别，共7题；（二）语言形态，3个问题类别，共33题，就双

语使用情况类别又分为6个小类别；（三）身份认同，5个问题类别，共36题。 

图4.4：调查问卷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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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卷调查过程 

    由于初步设计出来的调查问卷通常存在一些问题，不能立即使用。因此在

先导调查的第一阶段，征询专家意见，并在小范围内进行测试，以检验调查问

卷的表面效度和语言得体性。根据专家意见以及五名受访者的反馈，修订了调

查问卷的一些表述方式及内容，例如：在“自我身份认同”部分，原本设置

“我喜欢中国人/外国非华人称我为中国人（公民）”以及“我喜欢中国人/外

国非华人称我为（华族）中国人”两个选项，经反馈、讨论，认为新加坡年轻

人对“中国人”的定义一般是国籍意义上的“中国人”，倘若出现“（华族）

中国人”选项，将有可能对受访者产生混淆，因此剔除“（华族）中国人”选

项，同时修订为“我喜欢中国人/外国非华人称我为中国人”，并在英文问卷

上译为“Chinese National”。另外，在“与其他群体交往与相处的偏好”部分，

将原本的“我喜欢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的中国的人交往和相处”

修订为“我喜欢和来自中国的人交往和相处”。尽管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

区皆为内圈，汉语是当地的强势主导语言，但是社会文化环境仍有差别。为使

题目更为聚焦具体，因而进行修订。 

随后将确定的调查问卷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发给 30 名符合条件的受访者进

行先导调查。本研究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Cronbach’s α 模型进行信度分析，该模

型也是最为常用的信度分析方法，具有稳健性的特点。一般认为，如果 α 系数

不超过 0.6，内部一致信度不足；达到 0.7-0.8 时表示量表具有相当的信度，达

0.8-0.9 时说明量表信度非常好（Dörnyei，2007：207）。本调查问卷中各类别

问题进行信度分析的结果表明，调查问卷的信度指标均为良好。问卷整体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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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达到 0.885，各个类别问题内部一致性均高于 0.70。具体信度分析结果

详见表 4.1。 

维度 问题类别 信度（Cronbach’s α） 

语言形态 语言熟练度 .860 

语言使用 .804 

对华语正面评价 .747 

身份认同 自我身份认同 .831 

华人族群认同 .900 

对中国的认同 .723 

族群标志的认同程度 .857 

与其他族群相处的偏好 .743 

表4.1：调查问题信度分析 

由于调查问卷的信度指标证实本研究调查问卷具备可操作性，因此可进行

全面测试。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式，我们将调查问卷发给符合遴选条件的调查

对象。整个调查过程历时近5个月。本研究的问卷有中英文两个版本，受访者

可自由选择中文或英文问卷作答。在本次调查研究中，所有受访者选择英文问

卷作答。 

第四节  质性研究：半结构式访谈 

一、访谈目的 

    质性阶段研究是对定量研究的进一步补充。由于定量阶段无法深入理解并

解释参与者的看法和观点，以及例外情况，后续的质性阶段研究是弥补定量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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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研究的不足（Creswell，2012，2014）。在定量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可以通

过获取质性信息材料扩展、探索和说明定量阶段的结果。由于社会现象的意义

无法纯粹透过价值中立（value free）的定量方法来获得，质性研究允许研究者

通过与受访者的对话，深入描述与分析受访者的经验、观点、态度和信念

（Tashakkori & Teddlie，2003；Creswell，2014）。 

    在定量研究阶段，研究者试图探究第三代华裔青年的华英双语使用情况及

能力、华人族群认同程度以及二者的相关性。可是，所获得的统计数据及相关

结果并无法窥探受访者的经验、观点和价值观。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质性研究

阶段采用访谈法。访谈作为一种研究手段，是一种有目的谈话。访谈主要的假

设为：（一）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的接触是较为平等的，这不同于以往调查研

究中角色不平衡的状况；（二）受访者的观点被赋予高度的价值；（三）通过

受访者熟悉及自然的语言来了解其内心世界的观点。在这过程中，采访者与受

访者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交换意见，从而建立相关认知。这是质性研究中较为

常见的信息材料收集方式（Codon，2008；Lodico，Spaulding & Voegtle，

2006）。 

二、访谈形式 

    本研究选择一对一访谈法，这是质性研究最常用的信息材料收集方法（Li 

& Moyer，2008），每次对一个参与者提出问题并记录相关回应。相较于小组

访谈，一对一访谈能让受访者有更多机会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度思考，更自由地

交换信息。同时，这种访谈方式让采访者能更深入地探索受访者的观点与内心

思想，并可将受访者的反应与受访者直接联系起来。反观，小组访谈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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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反应来自于哪个受访者，有时甚至全程访谈被某几个受访者占据，以致无

法听取其他受访者的观点。再说，有时因为当时的群体压力让受访者不自觉地

形成一致的意见。一对一访谈是一种有效方法，借此观察参与者在特定情况下

对特定现象的感知、理解和体验（Lodico et al.，2010）。 

在访谈的形式方面，本研究选择了半结构式访谈（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半结构式访谈有一定的主题，但提问问题的结构松散，较有灵活

性。半结构式访谈的灵活性能让采访者将预先拟定的研究问题作为访谈的依据，

导引访谈的进行。在访谈的过程中，采访者的问题可随时边谈边形成，提问的

方式和顺序也可以依据受访者的回答随时调整（Li & Moyer，2008）。受访者

开放式的回答可让采访者获取更多丰富的细节，包括未能预料到的回应。这在

结构化访谈的问题中是无从获得的。 

就本研究而言，一对一半结构式的访谈问题，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

探讨受访者华语学习的历程以及学习华语的重要性和态度，以窥探其对华语的

观点和内心思想；第二部分关涉受访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对华语作为华人族

群认同的看法。为了方便受访者理解，确保访谈的质量，访谈问题采用英汉两

个版本
91
。 

三、受访者 

本研究质性阶段的受访者皆是完成问卷调查后，表示愿意成为访谈的参与

者。他们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并接受研究者的邀请进行访谈。由于质性研究

注重对研究对象的经验、观点和价值观做更为深入细致的描述与分析，因此数

 
91 有关访谈问题，详见附录（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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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一般较小92（Dörnyei，2007; Creswell, 2012）。基于受访者背景及经历的异质

性及差别性（Patton，1990）的遴选原则，本研究从二十位自愿参与访谈者中，

选择了六位华裔青年93，他们六人经验各异，住房类型不同94，而且家庭用语也

不尽相同。根据这个多样性原则挑选受访者，有助于记录每个来自不同背景的

受访者的独特之处，以及他们在不同情境下对相关讨论课题所持有的共同观点

（Patton，1990；Lodico et al.，2010）。 

四、访谈的实施 

为了测试访谈问题，同时训练访谈的互动技巧，在与六位受访者进行访谈

之前我们先做了初步访谈。通过初步访谈所得的反馈，我们进一步优化访谈的

问题以及过程。例如，在访谈问题设计上，采用开放式的问题，这能允许受访

者自由、开放地回答，而非“是”与“否”的二分法回答。例如：华语的掌握

对你现在有多重要？又如：尽量使用“为什么”“为什么不”等。如：“你希

望你能更好地说华语（还有读和写）吗？为什么？为什么不？”、“如果你有

孩子，你是否会鼓励他们学习华语？为什么？为什么不？”这能更深入地探索

受访者的观点与内心思想。就访谈过程而言，使用一些提示和澄清性的问题，

比如“能否告诉我更多”或“举一个例子”，以引出更详细的描述和例子。又

 
92 对于在质性研究中需要多少参与者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Patton, 1990; Mertler & Charles, 

2005; Lodico et al., 2010）。由于质性研究注重对研究对象获得比较深入细致的信息，因此其数

量一般比较小，不可能也不必要采取定量研究的方式（Dörnyei, 2007; Creswell, 2012）。 

 
93 有关六位受访者的背景资料，详见第六章第一节。 

 
94 住房类型在新加坡经常用来作为评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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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结束访谈前，询问受访者是否还有问题。这有助于结束整个访谈的过程

（Dörnyei，2007）。 

在与六位受访者进行正式访谈的过程中，研究者让受访者选择使用自己最

熟悉、最熟练的语言，这不仅能帮助受访者在访谈中能更自由地表达意见，同

时也能保证访谈结果的信度和效度（Creswell, 2014）。六位受访者全程以英语

进行访谈，除了必要时候使用一些华语特有词汇外，华英语码混用的现象几乎

不见。由于访谈的环境是影响访谈氛围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者让受访者自行

决定访谈地点，以让对方能轻松自在地针对相关课题进行交谈。除了其中一位

受访者通过 Skype 进行视讯访谈外
95，其余受访者访谈皆在新加坡实体地点进行

96。

访谈一般持续 1 个半至 3 个小时，并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除

了录音外，在必要时也做笔记，记录受访者谈话的关键点，以让研究者在分析

资料时相互参照，归纳出核心的信息。受访者也被告知，如果有任何方面需要

补充说明或者有疑问，研究者可安排后续采访。 

资料收集的过程历时 2 个月，经过不断的比较与确证，尽可能避免受访者

样本的同质性，增加其异质性，以让资料更具效度。另外，我们首先以“悬置”

的态度进入访谈现场，在抛掉“成见”的前提下全神贯注地去进行交谈，并在

后续研究过程中，时刻进行自我监控和反思，以提升研究的客观性（Patton, 

1990）。 

 
95 视讯访谈原不是本研究规划的资料收集方法，但考量受访者的时间安排，以及受访者的要求，

视讯访谈也成为本研究的访谈方法之一。 

 
96 实体地点分别为：快餐店（1 位）、咖啡厅（1 位）、大学校园（2 位）、居所（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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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料整理分析 

一、问卷调查数据整理分析 

在这个研究阶段，我们根据所有调查问题进行编码、赋值。本问卷选项设

计及量表赋值具体如下：语言形态部分题目选项使用李克特6点量表（6-point 

Likert Scale），在“语言熟练度”及“对华语的评价”相关题目中，“非常好”

6分；“很好”5分；“好”4分；“不好”3分；“很不好”2分；“完全不会”

1分。身份认同相关题目使用李克特6点量表：“非常同意”6分；“很同意”5

分；“同意”4分；“不同意”3分；“很不同意”2分；“非常不同意”1分。

至于语言形态的其他部分，数据输入根据华语的使用频率进行赋值。具体来说，

在语言偏好选项中“只说华语”赋值5分；“偏好说华语”赋值4分；“华语英

语一样”赋值3分；“偏好说英语”赋值2分；“只说英语”赋值1分；在语言

优势选项中“华语优势”赋值4分；“华语1英语2的双语人”赋值3分；“英语

1华语2的双语人”赋值2分；“英语优势”赋值1分；在语言使用对象及语言使

用情境的选项中，赋值如下：“华语/方言”4分；“华语1英语2”3分；“英

语1华语2”2分；“英语”1分。随后将所得数据输入SPSS 23版以及微软

EXCEL软件进行数据描述与统计分析。定量数据的详细分析将在第5章进一步

讨论。 

为了确保所收集的定量数据具有一定的效度，问卷调查的部分结果也在质

性研究阶段进行检验，例如，受访者针对问卷调查的一些结果发表评论。这不

仅能对所得的定量数据结果做更深入的解释与说明，并且对结果有更全面的认

识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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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访谈资料整理分析 

在访谈资料整理分析阶段，研究者将与受访者的访谈录音转录成书面文本，

并进行主题分析。在转录过程中，多次反复聆听访谈录音，并逐字逐句抄写下

来，这不仅准确转录受访者的措辞，尊重受访者访谈内容的原意，同时也确保

转录数据的信度及内容的一致性。由于转录是将口语形式转换为书面形式，为

了阅读理解，我们在不改变受访者的原意下，对其口语中的语法错误进行纠正。 

访谈的资料分析是采用“内容－类属－主题”的三级编码（Dörnyei，

2007；Creswell, 2014）。研究者首先通过阅读文本并标示与分析访谈资料中显

著的概念，以得到初步的编码，并将某些类似或重叠的编码进行概括与合并，

归纳成相同的主题。主題是与研究问題相关的重要讯息，借此检验访谈内容是

否支持主题在这个阶段非常关键。最后，针对初步归纳的主题反复检视、修订，

以至界定更具有概括性和解释性的主题。每一个主题都可解释本研究的两大问

题：（一）随着第三代华裔青年趋向于使用英语为主导语，这是否意味着他们

对华人族群认同的程度有所减弱？（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第三代华

裔青年是否会由于身为华人对祖籍国感到自豪，从而继续学习华语，以增强华

人族群认同感？ 

第六节  研究伦理 

一、知情同意 

    研究伦理是研究设计和实施的其中一个有机环节。研究本身不仅是在充分

尊重参与者权益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是在可被信赖的基础上持续开展（Bi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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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让参与者知道研究目的及意义，即在本研究中，

其目的是调查新加坡第三代华裔的语言变迁、语言形态 （家庭常用语、语言

熟练度、语言偏好、语言优势、语言使用对象、语言使用情境、抚养孩子的理

想语言、观看电视节目/电影、阅读报刊/书籍等）以及身份认同等重要议题；

其研究意义是对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与规划、族裔语言教学与学习、族群认同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本研究采取的是立意抽样的方式（purposive sampling），因此有必要

告知参与者必须符合所规定的条件97。在调查之前，本研究向参与者解释研究

过程，说明参与者的权利，即采自愿参与原则，可自行决定参加与否，并且有

权在研究的任何阶段退出。同时，向参与者保证所有经问卷调查收集的信息都

将充分保密，而且所有信息将保存于设密的数据库。 

二、保密性 

    个人资料仅用于本研究，且以匿名方式进行。本研究经南洋理工大学研究

伦理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审查并获得批准98。 

    完成问卷调查后，表明有愿意参加访谈的参与者，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

以让研究者联系安排一个方便的时间和地点。尽管研究者在访谈中得知其身份，

其身份将以化名而非真实姓名的形式在任何的报告中出现，可以识别身份的信

息将不会透露。 

 
97 详见附录（十五）。 

 
98 详见附录（十六）：南洋理工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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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风险 

本研究涉及对介于 21 岁至 30 岁的成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访谈问题

大多关于华语学习的历程及以及学习华语的重要性和态度。调查及访谈主要在

公共场所，如快餐店、咖啡厅、校园等地方进行，因此这项研究对参与者不构

成任何风险。 

第七节  小结 

    本章为论文的研究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描述了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中

所采用的不同方法及步骤，同时说明相关的研究伦理。本章研究设计所取得的

结果以及重点讨论的相关问题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进行分析、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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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语言形态与华人族群认同定量分析 

本章是针对第三代华裔青年在定量阶段所进行的调查。在这个阶段通过调

查问卷对语言形态与身份认同的个别维度收集可量化的数据，并利用统计方法

分析数据。在语言形态方面，调查第三代华裔在家庭常用语、语言熟练度、语

言偏好、语言优势、语言选择使用以及对华语的评价等；在身份认同方面，从

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程度、族群认同的强度、与其他群体交往和相处的偏好、对

祖籍国地国家（中国）的依附感与自豪感以及族群认同标志的同意程度等进行

调查。最后，以所收集的数据分析第三代华裔青年的华语使用情况及华语能力

与华人族群认同程度的相关性。 

第一节  语言形态定量调查结果与讨论 

一、家庭常用语 

     根 据 Fishman （ 1991 ） “ 代 际 传 承 干 扰 等 级 量 表 ” （ 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简称 GIDS），家庭族裔语的使用对族裔语的

保存起着重要作用，Hinton（2009）也证实第二代父母正好是转型世代

（transition generation），父母对家庭用语的选择是造成第三代孩子族裔语保存

或流失的重要因素。父母家庭族裔语使用减少，标志着语言转移的开始99。本

研究所做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的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家庭常用语已倾向

于使用英语。84.9%华裔青年的家庭常用语是英语，华语是 13.2%，而华族方

 
99 详见第三章第一节有关代际语言使用转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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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仅占 1.9%（见图 5.1）。英语和华语作为家庭常用语所占的比例到第三代华

裔出现显著差距，这和世界各地家庭常用语世代转移现象一致（Evans，1987； 

Noro，1990； Folmer，1992 Holmes et al.，1993; Clyne & Kipp，1996；Hulsen 

et al.，2002；Rambaut, 2009； Forrest & Dandy，2017）。第二代父母辈一旦接

受以居留国社会强势主流语为主导的教育后，他们就以当地强势语言作为与第

三代孩子沟通的主要语言。 

 

图 5.1：家庭常用语 

二、语言优势与偏好 

2.1 语言优势 

第三代华裔青年家庭常用语的转移也显现在他们作为双语者的语言优势。

图 5.2 显示在第三代华裔青年受访者中，35.8%认为自己英语优势单语人，55.3%

受访者认为自己是“英语 1华语 2”双语人，7.5%是“华语 1英语 2”双语人，

1.3%认为自己是华语优势单语人。以英语为优势和英语为主导的第三代华裔受

访者，高达 91.1%。 

1.90%

13.20%

84.90%

方言 华语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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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部分第三代华裔自幼在家里使用英语，而且使用频率高，再加上经

历“英语为主、华语为辅”的新加坡双语教育制度，这使他们的英语熟练程度

明显提高，成为他们较为优势的语言。反观，华语在第三代华裔的使用频率较

低，在新加坡教育体系中也仅作为一门科目，所以他们的华语驾驭能力远不如

英语熟练自如。 

图 5.2：语言优势 

2.2 语言偏好 

在本研究调查有关第三代华裔青年的语言偏好中，12.6%受访者表示自己

只说英语，59.7%受访者偏好说英语，23.9%认为自己对华语和英语一样偏好，

3.8%受访者偏好说华语，没有受访者只说华语。换句话说，第三代华裔青年已

经没有人只说华语，偏好说华语人数仅占 3.8%。反观，偏好说英语及只说英语

高达 72.3%。（见图 5.3） 

 

1.30%

7.50%

55.30%

35.80%

华语优势 华一英二双语人 英一华二双语人 英语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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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语言偏好 

从家庭常用语、语言优势以及语言偏好三方面相比较，可看出纵使第三代

华裔受访者的家庭常用语为华语，也有一定的华语优势，然而当他们接受以英

语为主导语的中小学教育，乃至大专教育，透过英语汲取知识，并通过英语形

成一套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体系，以致他们的语言偏好也趋向英语。从过去研究

结果也发现，导致代际语言使用转移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新生代接受当地社

会主流语言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而且教育程度越高，语言使用转移的速度越

快100。由此可见，以英语作为社会主导语以及教学媒介语对新加坡第三代的影

响匪浅。 

 
100 详见第三章第一节的相关讨论。 

0%
3.80%

23.90%

59.70%

12.60%

只说华语 偏好说华语 华语和英语一样 偏好说英语 只说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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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选择与使用 

3.1 语言使用对象 

（一）纵向关系 

在第三代华裔受访者中，7.5%使用华语或华族方言与父母沟通，使用华语

为主、英语为辅（即“华语 1 英语 2”）方式与父母进行交际仅有 9.4%。反观， 

以英语为主、华语为辅（即“英语 1 华语 2”）方式与父母沟通的受访者超过半

数（54.1%），28.9%受访者只使用英语与其父母沟通交流（见图 5.4）。 

    受访者与父母交流时优先使用英语的比例高达 83%，即说明英语已经成为

第三代华裔最为熟练的语言。另一方面，与父母使用华语频率的降低也导致第

三代华裔华语口语能力的退化。这个社会语言现象可从两个方面论述：（一）

尽管第二代华裔为适应第一代父母的语言习惯，使用华语或华族方言与他们沟

通，但他们在新加坡接受至少 10 年以英语为主导语的双语教育，大多掌握较

高程度的英语，并以英语作为优选语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使用

英语和孩子进行交流，而子女在这种纵向的互动中往往也没有自主选择语言的

权利；（二）即使第二代父母有意识地在日常对话中使用华语和子女沟通，可

是一旦进入学龄时期，英语成为子女的主要学习和社交语言，这反而影响父母

的家庭语言行为，转用英语与他们沟通。由于第二代父母是新加坡双语教育的

成品，也是这个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在与国内社会环境与国际大环境的互动

中，他们深知英语对第三代子女在社会、经济及政治资源方面的用途。英语水

平低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将被边缘化，并使他们无法通过英语获得广泛的资源

（King & Fogle，2013；Curdt-Christiansen，2016）。因此，即使他们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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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口语水平，甚至对华语持有正面态度，大部分第二代父母仍主要选择以英

语和孩子交流沟通。 

    在调查育有子女的第三代华裔受访者中，他们一致选择使用英语与孩子交

流，没有受访者表示使用华语或华族方言与子女交流。由于大多数受访者较年

轻（平均年龄为 25 岁），尚未结婚生子，因此有关受访者与子女使用何种语

言进行交际的调查结果仅供参考。 

（二）横向关系 

在横向关系语言使用的调查中，50 位第三代受访者表示有配偶或伴侣。2%

受访者表示夫妻/伴侣之间使用华语/华族方言进行交流，以华语为主，英语为

辅（即“华语 1 英语 2”）进行交流占 6%，而选择以英语为主，华语为辅（即

“英语1华语2”）占46%，46%受访者表示夫妻/伴侣之间只使用英语沟通（见

图 5.4）。由此看出，第三代华人夫妻/伴侣之间的沟通方式主要以英语为主。 

在与好友沟通时，使用华语或华族方言的比例极低，仅 0.6%受访者使用华

语或华族方言与好友沟通。反观，50.3%使用“英语 1 华语 2”，37.7%只使用

英语和好友沟通。不同于纵向关系，与亲密的夫妻/伴侣以及好友的语言选择

是具协商性的，通常会选择双方最自在的语言进行交谈。因此，这显示英语或

以英语为主的沟通模式已成为第三代华裔选择用来与最亲密的夫妻/伴侣以及

好友交流的语言。 

在与兄弟姐妹沟通时，没有受访者使用华语，使用“华语 1 英语 2”交流模

式的比例仅占 7%。反观，42%受访者选择以“英语 1 华语 2”为交流模式，只使

用英语进行交际的受访者超过半数（51%）。由此可见，由于家庭成长环境一

致、教育背景相同，兄弟姐妹之间的华语使用比例较低，而以英语为主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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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超过 90%，是在各使用对象当中最高的。 

这个调查结果也与其他移民社会家庭的语言使用情况一致（Rambaut, 2009；

杨荣华，2011），即尽管第二代父母和第三代孩子皆接受以当地强势主流语言

为主的教育，第二代父母仍受第一代祖父母讲华语/华族方言的影响，还有少

数是华语优选的双语人，可是到了第三代，孩子都成为英语优选的双语人。纵

使居住在同一个家庭里，第三代兄弟姐妹在日常交际中使用英语的比例高于他

们与第二代父母的英语使用比例。 

在与同学/同事沟通时，没有受访者使用华语或华族方言。图 5.4显示，好

友之间以及与同学/同事之间在英语使用方面差距并不明显，以英语 1华语 2和

只用英语进行交际的比例都高达 87.5%。换句话说，以英语为主的沟通模式已

成为第三代华裔在日常社交中的主导语言。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第三代华裔的家庭内部还是家庭外部，英语已经取代

华语，成为受访者的主导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由于在学校、工作场所中可能

有来自中国的同学同事、新加坡第一代华裔或华语优选的第二代华裔，华语仍

然有使用的必要，但是调查结果显示，这一比例相对较低。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91 
 

图 5.4：语言使用对象
101
 

3.2 语言使用场域 

     图5.5显示，第三代华裔在不同场域，如巴刹102、小贩中心、超市、购物

商场、中式餐馆、西式餐馆、银行、政府部门等不同场域与其他华人沟通时的

语言使用情况。本调查将语言使用对象设定为华族，原因有二。其一、华语在

新加坡的官方定位为华族族群内部的交际语言。通过对第三代华裔与其他华族

在不同场域的语言使用调查，可深一层理解第三代华裔的语言选择以及华语的

认同态度。其二、新加坡是个多元族群的社会，明确设定语言使用对象可使所

得的调查结果具有一致性。 

 

 
101 在受访者当中，只有 50 人有夫妻或伴侣关系，有 16 人没有兄弟姐妹。 
102 巴刹是新加坡特有词语，指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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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在不同场域的语言使用情况 

调查显示，华语并不是第三代华裔受访者用以和其他华族进行沟通的必要

交际语言。在巴刹、小贩中心及中式餐馆等场域，受访者首选华语（包括华语

1英语2）的比例在85%以上，而使用英语比例低于15%。反观，在银行、政府

部门等场域，选择使用英语（包括英语1华语2）的比例超过85%，而使用华语

比例在10%左右。这说明第三代华裔在与其他华族在不同场域进行不同话题的

沟通时，不会因为对方为华族而只使用华语，他们也使用英语与华人进行交流。

以下是根据在不同场域的语言使用频率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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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不同场域的语言使用比例 

根据交际场域的正式性判断，表5.1说明第三代华裔在越是正式的场域，

如银行和政府机构，以英语作为沟通模式的比例越高，反观越是非正式的场域，

如巴刹和小贩中心，使用华语的比例就越高。倘若按照传统与非传统来区分交

际场域，越是传统的场域，如中式餐馆，使用华语的比例就越高，而越是非传

统的场域，如西式餐馆，以英语作为沟通模式的比例就越高。值得注意的是超

市和购物商场正好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两者之间，因此受访者选择使用华语1英

语2或英语1华语2作为沟通模式。  

从第三代华裔在不同场域语言使用的调查结果，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论述：

（一）经过 50 多年所施行的以英语为主导语的语言政策与规划，英语已成为

商务、行政、科技等场域的高阶与强势语言。第三代华裔大多不因交际对象同

为华族而在正式场域使用华语。这也显示社会层级、威望等观念高于族群内部

的认同；（二）从第三代华裔在家庭常用语、语言优势、语言偏好等的调查结

果得知，大部分的第三代华裔趋向于使用英语为主导语的沟通模式。可是，就

场域 语言使用比例排序 

 

巴刹/小贩中心/中式餐馆 

 

华语/华族方言> 华语 1 英语 2> 英语 1 华语 2> 英语   

超市 华语 1 英语 2> 华语/华族方言> 英语 1 华语 2> 英语   

购物商场 英语 1 华语 2=华语 1 英语 2> 华语/华族方言> 英语   

西式餐馆 英语 1 华语 2> 英语>华语 1 英语 2> 华语/华族方言 

银行/政府部门 英语> 英语 1 华语 2> 华语 1 英语 2> 华语/华族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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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对象、交际话题以及语言能力而言，华语的功能在巴刹、小贩中心以及中

式餐馆等主要是用以进行简单交易及点餐，只需具备基本的华语能力。这对一

个在新加坡教育制度修读至少 10 年华语的华裔而言，并不造成太大的困难。

再加上在一般情况下交际对象绝大多为华语单语人或华语优选的双语人，一般

无法使用英语或倾向于使用华语进行交流，因此第三代华裔在这种场域下选择

使用华语与对方进行沟通。在银行、政府部门等场域，由于所涉及的交际话题

较为专业，加上一般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员教育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的英语水

平，第三代华裔没有必要使用华语与对方进行沟通，况且他们一般上也没有相

应程度的华语能力103。由此可见，受访的第三代华裔的语言使用不受制于族群

的认同，在很大情况下，是受场域的正式性、交际对象（尤其是对方语言能

力）、交际话题以及自己语言能力等因素所制约。 

3.3 语言媒体选择 

    媒体是人们用以获取信息的工具，也是进行休闲娱乐的渠道。在接收资讯

及进行休闲活动中所选择的语言，可体现出一个人的语言偏好、态度以及熟练

程度。从另一角度看，媒体对语言的使用，甚至身份，都具有潜在的影响

（Clé mént，Bakér，Joséphson & Noéls，2005）。由于对某个语言的接触频率

有所增加，这可能影响他们对这个语言的态度。 

本调查结果显示，在针对视听媒体的语言选择上，有 76.7%受访者观看

华语和英语电视节目及电影，只观看英语电视节目和电影的比例为 23.3%，没

 
103 详见下一节有关语言熟练度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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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只观看华语的电视节目和电影。至于文字媒体，只阅读英文报刊和书籍占

71.1%，阅读华文和英文报刊及书籍的比例为 28.9%，没有人只阅读华文报刊

和书籍 （见图 5.6）。 

图 5.6：语言媒体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受访者在不同媒体所选择的语言也有所不同，可分为以

下四种组合： 

（一）观看华英两语电视节目/电影以及阅读华英两语报刊/书籍 

（二）观看华英两语电视节目/电影，但只阅读英语报刊/书籍 

（三）只观看英语的电视节目/电影以及只阅读英语报刊/书籍 

（四）只观看英语的电视节目/电影，但阅读华英两语报刊/书籍 

        在这四种组合中，观看华英两语电视节目/电影，但只阅读英语报刊/书籍

的比例最高，占了一半（50.3%），其次是观看华英两语电视节目/电影以及阅

0% 0%

23.30%

71.10%
76.70%

28.90%

视听媒体：观看电视节目/电影 文字媒体： 阅读报刊/书籍

只有华语 只有英语 华英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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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华英两语报刊/书籍，占 28.3%，而只观看和阅读英语媒体占 22% （详见图

5.7）。 

        从调查中可看出，在语言媒体的偏好以及语言熟练程度上，大多数第三代

受访者选择华语和英语的视听媒体，这也说明他们有一定的华、英口语（尤其

是听力）的熟练程度。可是，在文字媒体的选择上，大部分的受访者只选择英

语，这显示在书面语熟练度方面，他们的英语能力明显高于华语
104
 。 

图 5.7：语言媒体选择的组合类别 

3.4 抚养子女的语言选择 

    诚如以上论述，父母是家庭语言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父母的语言

能力及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语言的使用情况（King et al.，2008）。根

 
104 有关第三代华裔青年华语和英语熟练度的讨论，详见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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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第三代华裔受访者的量化调查，充分显示 91.2%受访者认为抚养子女的理

想语言模式应该是采用华英双语，仅有 8.8%认为只需采用英语。如前所述，尽

管育有子女的受访者选择以英语与孩子沟通，但是他们仍认为抚养孩子的理想

语言模式是华英双语。这说明了在认知上他们都知道双语的益处及其重要性，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双语的使用者，可是在实践上，由于自己是英语优

选者，加上英语主导的教育政策和英语的社会实用价值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抚

养子女的理想语言模式与语言实践二者出现不一致性（King，2000；Curdt-

Christiansen，2016；李国芳、孙茁，2017）。由于受访者仍然希望孩子能在双

语的环境下成长，使用华语抚养孩子的语言实践就需要由他人“代劳”，如他

们的祖父母、学校族裔语教师、中华才艺班教师或家庭补习教师 。 

四、语言熟练度 

    语言熟练度是检测语言优势、使用和维持的一个关键指标（Kim & Chao，

2009；Baker，2011；Montrul，2016）。由于第三代华裔受访者皆在新加坡教

育体制下接受双语教育，具有运用华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能力。因此在语言熟

练度的调查中，要求受访者分别对华语和英语在听、说、读、写四技以及华英

和英华转译进行自我评估 。调查采用 6 点李克特量表（6-point Likert Scale）。

在六个等级中，数字越大，表示熟练度越高，即 “6” 表示非常好， “1” 表示完

全不会。 

调查结果显示，第三代华裔受访者的华语熟练度已经远低于英语熟练度。

从图 5.8 可以看出，第三代华裔在听力、说话、阅读和写作能力四方面的自我

评估均不及英语，甚至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会华语 。在华语四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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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技能方面，40%以上的第三代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华语口语理解（听力）能力

“非常好”和“很好”；表示自己华语口语表达（说话）能力“非常好”和“很好”为

25.8%；24.5%认为自己的阅读能力“非常好”和“很好”；低于 15%表示自己华语

写作能力“非常好”和“很好”。反观，英语熟练度，除了写作能力有 86.8%表示

“非常好”和“很好”，其他三项语言技能都超过 90%以上（详见图 5.8）。 

图5.8：华语及英语熟练度 

通过Wilcoxon 符号秩检验（表5.2）显示，第三代华裔的华语熟练度和英

语熟练度整体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异。具体来说，华语熟练度明显低于英语熟

练度（p =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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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秩均值 秩和 

华语整体熟练度 –  

英语整体熟练度 

负秩 147a 78.84 11589.50 

正秩 6b 31.92 191.50 

结 6c   

总秩 159   

表 5.2： 华语-英语熟练度比较 

a. 华语整体熟练度 < 英语整体熟练度 

b. 华语整体熟练度 > 英语整体熟练度 

c. 华语整体熟练度 = 英语整体熟练度 

 

 

检验统计量a
  

 

华语整体熟练度 –英语整体熟练度 

 

Z -10.389b 

渐近显著性（双尾） .000 

a.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  

b. 基于正秩 

通过对比分析第三代华裔在华语和英语各项语言技能的自我评估，本调查

发现受访者华语口语熟练度明显低于其英语口语熟练度（p =0.000<0.01），华

语书面语熟练度与英语书面语熟练度也存在显著的差异（p =0.000<0.01）（详

见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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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显示第三代华裔在华语和英语各项语言技能熟练度平均值的比较。

第三代华裔受访者在英语各项语言技能的熟练度上相去不远，没有显著的差别。

可是，就华语内部表现而言，华语口语熟练度与书面语熟练度具有极其显著差

异（p =0.000<0.01）。再说，华语接收熟练度和生成熟练度也具有极其显著的

差异（p =0.000<0.01）。这说明第三代华裔的华语内部水平是不平衡的，具体

表现为华语口语熟练度远高于华语书面语熟练度，而华语接收熟练度也高于生

成熟练度。这个调查发现也补充了之前研究有关第三代华裔在华语及英语各项

 N 秩均值 秩和 

华语口语 - 英语口语 负秩 132a 71.84 9483.50 

正秩 7b 35.21 246.50 

结 20c   

总秩 159   

华语书面语 – 英语书面语 负秩 145d 76.23 11054.00 

正秩 4e 30.25 121.00 

结 

总秩 

10f 

159 
  

表 5.3： 华语-英语口语和书面语熟练度比较 

 a. 华语口语 < 英语口语 

b. 华语口语 > 英语口语 

c. 华语口语 = 英语口语 

d. 华语书面语< 英语书面语 

e. 华语书面语 > 英语书面语 

f. 华语书面语 = 英语书面语 

检验统计量a 

 华语口语 - 英语口语 华语书面语–英语书面语 

Z -9.741b -10.389b 

.000 渐近显著性（双尾） .000 

a.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  

b. 基于正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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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技能熟练度之间的落差105（吴英成、邵洪亮，2014）。 

 图 5.9：华语和英语各项技能熟练度比较 

此外，第三代华裔受访者在华语和英语熟练度的差异也体现在他们的双语

转译能力上。作为新加坡双语教育体制下的成品，第三代华裔除了具有运用华

语和英语的能力外，也具备了华语至英语（简称为华英）以及英语至华语（简

称为英华）的转译能力。前者为接收华语信息并将之生成转译为英语的能力，

后者为接收英语信息并将之生成转译为华语的能力。调查结果显示，38.9%第

三代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华英转译能力“非常好”和“很好”，表示自己英华转

译能力“非常好”和“很好”的第三代受访者为 22.6%（见图 5.10）。 

 

 
105 参酌第三章第一节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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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华英双语转译能力 

通过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表 5.4）显示，第三代华裔的华英转译能力高

于英华转译能力（p =0.000<0.01），这个结果也符合之前第三代华裔英语熟练

度与华语熟练度存在显著差异的调查发现。这说明英语能力较强的第三代华裔

在进行由英语至华语的生成转译比由华语至英语的接收转译所面对的难度相对

来的大。 

 

 N 秩均值 秩和 

华英转译能力 –  

英华转译能力 

负秩 145a 42.57 2852.00 

正秩 4b 29.85 388.00 

结 

总秩 
10c 

159 
  

表 5.4： 华英及英华转译能力比较 

 a. 华英转译能力 < 英华转译能力 

b. 华英转译能力 > 英华转译能力 

c. 华英转译能力 = 英华转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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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第三代华裔青年语言熟练度调查的分析，可以相互印证大部分的第

三代华裔都是英语优选者，即英语是他们个人最常选择、最常使用以及最熟练

的优势语言。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双语者的优选语只有一种，而且一旦形成后，

不可能被其他语言所替代（邵洪亮，2019；Treffers-Daller，2019）。 

这个调查结果也验证了吴英成和邵洪亮（2014）有关华裔个体双语能力线

形衍变进程所提出的组合模式，不同的双语能力组合模式构成了一个连续体

（Bilingual Continuum）（见下图 5.11）： 

   
图 5.11：双语能力组合模式连续体 

    华裔如果在学校除了接受以英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教育外，还有华语

课程作为单科学习科目，就会出现以下两种线形衍变过程106： 

 

 
106 相关的具体讨论，参酌第三章第一节。 

 

 

检验统计量a  

 华英转译能力 - 英华转译能力 

Z -6.147b 

渐近显著性（双尾） .000 

a.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  
b. 基于正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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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自以华语为家庭常用语的华裔（华语单语人或华英双语人a/ab）双语

能力衍变过程：a/ab→ab→ab→……→aB/Ab
107（英语优选/少数华语优选）； 

（二）来自以英语为家庭常用语的华裔（英语单语人或英华双语人b /ba）双语

能力衍变过程：b/ba→ba→ba→……→Ba（英语优选） 

在这次的调查中，不难发现第三代华裔青年绝大部分的家庭常用语为英语，

而且在新加坡以“英语为主、华语为辅”的双语教育体制下，他们已趋向于成

为英语优选的双语人。即使是少部分来自以华语为家庭用语的第三代华裔受访

者(占13.2%)，除了华语和英语口语熟练度相近外（p =.545>0.01），其他语言

技能以及在语言选择和使用上，他们和其他来自讲英语家庭的第三代华裔没有

显著的差别。 

五、对华语的评价 

尽管第三代华裔受访者最常选择使用英语，而且英语也是他们最熟练的优

势语言，但是，他们对华语在维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性仍抱持正面的评价。

调查显示，93.1%受访者同意“华语对维护中华文化非常重要”（见图5.12），

这与他们从小在新加坡接受双语教育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新加坡双语教育的规

划下，英语和华语分别肩负不同功能：英语是作为商业、经济、科技等领域的

国际通用语言，学习英语是为了吸收世界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作为族

裔语的华语是承载中华文化的主要媒介，学习华语的目的是为了继承与维护中

 
107 大写字母“A”和小写字母“a”表示不同程度的华语水平，例如“A”表示具有较高的华语水平。

而大写字母“B”和小写字母“b”则表示不同程度的英语水平。一个双语者，可以被代表为 Ba，

意味着英语已经占主导地位，同时仍持有一定程度的华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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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化，而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即是建立华人族群认同的基础。经过长时

期学校社会化过程，这种观点已潜移默化地烙在他们的脑海里。 

由于大部分第三代华裔受访者的华语整体熟练度，相较于英语并不高，可

是他们仍持有这种观点，认为华语对中华文化的传递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

个功能绝不可由英语来肩负。这说明他们仍认定华语具有传承中华文化的功能，

可是就他们具体的华语能力和使用华语情况而言，却未必能通过华语接触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和历史。因此，华语是否达到一定水平并不是关键。 

针对“华语对我未来的职业很重要”，74.9%受访者同意这个看法（见图

5.12），其中在职工作人士占61%, 在籍学生占39%。这显示在职工作的第三代

华裔更能感受到掌握华语（汉语）已逐渐成为在全球就业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

掌握了这个语言将给自己附加优势和竞争力，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更好

的机会。 

近 75%受访者同意“除了英语，华语将会成为第二个全球语言”的观点

（见图 5.12）。根据 Spearman 相关系数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呈强相关程度

（rs=.428，p <0.01）。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提高，其在

世界政治文化、经济贸易、科技教育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华语

（汉语）也伴随着人员、资本、物资和技术的流动而遍布世界各地。汉语在众

多领域也得到更广泛的使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更进一步提升了汉语在全球

的市场价值和国际地位，这形成了第三代华裔受访者对华语（汉语）在全球的

实用和经济价值的评价很高，对自己在职场上掌握这个语言的期望也很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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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华语（汉语）在职场上的重要性与汉语在全球的地位及通用程度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 

图 5.12：对华语的评价 

第二节  华人族群认同量化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多重身份的认同程度 

新加坡华裔在自我身份的认同上一般呈现出多重性（王赓武，1994；庄国

土，2002），大致可分为“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华人”。图 5.13 显示第

三代华裔受访者对不同身份认同程度的分布。 

调查发现所有第三代华人均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只是具体程度有所

区别，超过 70%受访者选择“非常同意”，其余 27.1%选择“很同意”或“同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100%

除了英语，华语将会成为第二个全球语

言。

华语对我未来的职业很重要。

华语对维护中华文化非常重要。

非常不同意 很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很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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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由此可见，对于第三代华裔而言，对“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是无需质

疑的。在“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方面，53.5%表示“非常同意”，45.3%选

择“很同意”或“同意”。至于对“华人”的身份认同，有 30.2%表示“非常

同意”，选择“很同意”和“同意”的分别为 24.5%和 39%，6.3%表示不同程

度的“不同意”。 

图 5.13：不同身份认同程度 

根据 Friedman 检验，第三代华裔的三种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差异（Chi-

square=114.773，df=2，p=0.000<0.01）（具体统计数据见表 5.5）。总体而言，

第三代华裔受访者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程度最高（秩均值为 2.39），“新加

坡华人”居中（秩均值为 2.07），最后才是“华人”身份认同（秩均值为 1.54）。

这显示即使第三代华裔具有“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以及“华人”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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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可是在默认（by default）情况下其认同程度却有不同的层级性，他们大

多先有国家认同，才有族群认同，即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加坡人”，其次是

“新加坡华人”，最后才是“华人”（Chua，2008； Kausikan，2019）。 

 

 秩均值 

我是华人。 1.54 

我是新加坡华人。 2.07 

我是新加坡人。 2.39 

表 5.5：第三代华裔三种身份认同程度比较 

 

检验统计量a 

样本量 159 

Chi-Square 114.773 

df 2 

渐近显著性 .000 

a. Friedman Test 

第三代华裔受访者对自己不同身份的认同程度也可从他者对自己称呼的偏

好程度得到印证。调查结果发现，无论他者是中国人或是非华裔外国人（如美

国白种人），最偏好的称呼为“新加坡人”（“非常同意”及“很同意”占 89%

以上），其次为“新加坡华人”（“非常同意”及“很同意”占 66%以上），最后

才为“华人”（“非常同意”及“很同意”占 17%以上）。对受访者而言，最不

愿意他者称自己为“中国人”108（“非常同意”及“很同意”仅占 3%，而“非

常不同意”及“很不同意”占 80%以上）（见图 5.14）。 

 
108 所有的第三代华裔受访者选择英语调查问卷作答，在英语问卷中，“中国人”译为 Chines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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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也显示，在受访者眼中，中国人与非华裔外国人对自己称呼的偏

好程度并无显著差异，二者近乎同等看待。就认同意义而言，中国人以及非华

裔外国人同属“外群体”（out-group）（Liebkind，2010）。由此可见，第三代华

裔不论是对自己还是他者，对“新加坡人”的认同程度最高，其次为“新加坡

华人”。 

    “华人”在自我和他者的认同程度上却出现不一致性。在自我认同上，表

示“非常同意”和“很同意”的有近 55%。可是，在他者对自己的称呼上，选

择“非常同意”和“很同意”占 18%左右，这个差异性显示受访者在接受问卷

调查时的在地性思考109（Velayutham，2007；陈国贲，2012；Tie & Seaton，

2013）。当受访者认同自己是“华人”的身份时，是从自己身处在多元种族的

新加坡社会着眼，华人即华族110，是区别于马来族以及印度族的族群。然而，

在面对“外群体”对自己的称呼时，受访者仍采取相同思维，从新加坡国家社

会层面突显自己为新加坡人，因为选择“华人”身份在这层意义上很容易被误

会为其他地区的华人，如美国、英国或澳大利亚华人，其区别度不高。因此，

基于新加坡在地性的思考，受访者在自我和他者的认同程度出现不一致性，这

可谓“内外有别”。至于对“新加坡华人”的认同程度，正好处于“新加坡人”

与“华人”之间。对受访者而言，以“新加坡”作为定语修饰“华人”，是强

调其地理位置和地域的特殊性，以标示自己与来自其他地区华人的差异。由此

 
109 问卷调查的据点是在新加坡，所有受访者都在新加坡完成调查问卷。 

 
110 由于所有受访者均选择英语调查问卷作答，因此华人和华族在英语皆为 Chinese，无法明确

区分。可是，Chinese 在新加坡的特定语境下有华族之意。新加坡华裔的身份证上是以 Chinese

标明其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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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对自我和他者在不同身份的认同程度上第三代华裔受访者都一致突显

在地性、国家性的思维。总而言之，第三代华裔受访者的“华人”身份认同程

度并不强烈，他们对“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强度显著高于华人族群认同之上。 

 

图 5.14：他者对自己称呼的偏好程度 

第三代华裔受访者的族群认同强度在问卷调查中通过多族群认同量表

（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简称MEIM）（Phinney & Ong，2007）的 

6个项目得到进一步检测。多族群认同量表分别测量族群认同的两个过程：“承

诺”和“探索”。承诺是指个人的族群归属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态度和自豪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100%

我喜欢外国非华人（如美国白种人）称我为新加坡人

我喜欢中国人称我为新加坡人

我喜欢外国非华人（如美国白种人）称我为新加坡华

人

我喜欢中国人称我为新加坡华人

我喜欢外国非华人（如美国白种人）称我为华人

我喜欢中国人称我为华人

我喜欢外国非华人（如美国白种人）称我为中国人

我喜欢中国人称我为中国人

非常不同意 很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很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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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等，而“探索”指的是个人对族群的历史、行为规范、信念的积极了解和吸

收。 

本调查发现第三代受访者的华人族群认同强度普遍上不高。调查结果显示

在“承诺”3个项目中，有32%受访者表示“非常同意”和“很同意”对自己

的族群有强烈归属感，18.2%受访者选择“非常同意”和“很同意”，可见受访

者非常清楚族群身份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至于对自己族群有强烈依恋感的受访

者有20.8%表示“非常同意”和“很同意”。在“探索”3个项目中，13.2%表示

“非常同意”和“很同意”经常做一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自己族群背景的事情，

18.2%选择“非常同意”和“很同意”自己会花时间去学习和了解更多关于华

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方面的知识，仅有10.7%表示“非常同意”和“很

同意”经常和其他人交谈以便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族群。这反映出第三代华裔没

有强烈的华人族群归属感和依恋感，对自己的华人族群背景及其意义的理解程

度也不高。大部分受访者也不会认为自己非常关注自身族群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及习俗，而且在参与活动以及和他人交谈以便进一步理解自己族群的积极性也

比较低（见图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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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对“承诺”和“探索”各个陈述的同意程度 

        本调查也发现，有别于其他以英语为当地社会主导语的地区（如美国、英

国），新加坡第三代华裔受访者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的比例高于对“新加

坡华人”的认同。在美国和英国对新生代华裔在自我身份认同上的相关研究显

示，绝大部分的华裔认同自己是“美国华人”或“英国华人”，而不认同自己

是“中国人”或者“美国人”、“英国人”（Archer，Becky & Mau，2010；陈

颖，2014）。由于在白人为主流的社会里，作为少数族群的华裔，认同自己是

“美国人”或“英国人”也不意味着自己能融入主流社会， 再说这并不一定得

到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可。可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在情在理也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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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在当地土生土长、生活并在当地教育体制下接受教育，生活方式、

思维模式、价值观已与生活在祖籍国的人迥然不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

们唯有认同自己为“美国华人”或“英国华人”。况且，在他者为主流的社会

环境下，也能更强烈地突显其族群自觉性。 

反观，新加坡在海外华人圈是个特殊案例。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华人占全

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也是大部分政府领导人为华人的地方（潘翎，1998）。

尽管华人是新加坡多元族群国家的组成之一，但是由于占绝大多数，新加坡的

华裔没有身份认同危机感，不需要醒目、明确的身份认同标志以取得主流社会

的注意。 

第三代华裔青年对国家认同之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出生在 1965

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后的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政府制定的“族群融合”社会制度

框架下成长、受教育，与马来及印度族群共同经历相同的社会化过程。在学校，

他们与马来及印度族群的同学每天早上都一起唱马来语国歌“前进吧！新加

坡”，以英语宣读国家信约：“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语言、宗教

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

同努力。”同时，接受以英语为主导语的统一教学课程。他们和其他族群的新

加坡人同住在一个组屋区内111，他们在社区的公共场所，如民众俱乐部112、小

 
111 新加坡有一项种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具体规定不同族群在同一组屋和

组屋区内的比例，以促进各族融合与和谐。政策的比例规定，是根据新加坡人口各族群的比例。 

 
112 设在社区立的居民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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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中心113、公园等都有接触的机会。所有年轻的新加坡男性必须接受国民服役114，

这让各族群士兵在一起受训、在一起生活，进而促进彼此的了解和感情。而更

重要的是，他们之间产生共同历史记忆--新加坡在短短数十年，从第三世界国

家发展成第一世界国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无形中激发了新加坡人，尤其是

出生于独立后的一代更具强烈的国家自豪感和自信心。由于第三代华裔与马来

及印度族群在这片土地上有着共同生活经验、共同记忆，使用共同的语言—英

语交流沟通，分享自己日常的新加坡故事，这无形中普遍增强了他们对这个国

家的认同与归属感。总而言之，第三代华裔对“新加坡人”身份的高度认同是

与他成长的经历与环境息息相关，而所有的这些经历塑造了一种不同于早期中

国南来先辈的身份认同。 

二、与其他群体交往和相处的偏好 

        对国家认同与归属感的增强也反映在第三代华裔与其他群体交往和相处的

偏好上。针对问卷中“我喜欢和新加坡出生的华人交往和相处”一项，76.1%

受访者表示“非常同意”和“很同意”，而与本地其他族裔交往和相处的偏好

程度有 71.7%表示“非常同意”和“很同意”，显示第三代华裔在与新加坡出生

的华人以及其他族裔在交往和相处的偏好程度上没有显著的差别。反观，和来

自祖籍国中国的人交往和相处的偏好程度只有 49.1%表示“非常同意”和“很

同意” （见图 5.16），这说明第三代华裔在与其他群体交往和相处的偏好上

 
113 新加坡政府建造的售卖各种美食的地方。 

 
114 国民服役是所有新加坡男性公民必须履行的一项公民义务，对象是年满 18 岁的新加坡男性

公民和第二代永久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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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有别”，更倾向于跟认同自身所在的其他群体相处，至于与具有共同血

缘属性、共同祖籍地及共同祖先的中国人交往及相处的偏好程度并不高。主要

原因除了生活文化背景、思维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也与第三代华裔

的语言优势、偏好和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语言是作为与他人交往相处的

主要沟通手段，华语能力的局限使第三代华裔无法有效地和来自中国的人沟通，

更遑论以华语表达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受，并进行深层次的交流。 

图 5.16：与其他群体交往和相处的偏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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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祖籍国的依附感与自豪感 

第三代华裔对国家的认同也进一步体现在他们“自身所处”的强烈在地意

识上。对他们而言，新加坡是他们成长的家园。当针对问卷调查中“中国永远

是华人温馨的‘娘家’”提出个人看法时，表示“非常同意”和“很同意“的

仅占 6.9%，有 80%以上的第三代华裔受访者表示不同意（见图 5.17）。第三代

华裔不同于第一代华人，对“从何处来”的祖籍国中国归属已不复存在。随着

世代变迁，第三代华裔离祖籍国的时间已久远，他们对抽象的、遥远的、“想

象”的祖籍国几乎没有情感包袱。对他们而言，族群认同与祖籍国没有紧密相

连的关系，“中国”作为祖籍国的概念对他们认同华人的身份并不起着关键作

用。“中国”相对于“新加坡”已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不是一种基于

文化和历史联系的观念。这显示“中国”概念在这一代华裔的眼里已经无足轻

重。 

第三代华裔与祖籍国的关系也可从调查问卷的两个相关项目中得以证明。

调查数据显示，仅有 13.9%受访者对“我为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感到自豪”

的陈述表示“非常同意”和“很同意”，而对于“中国在世界各地的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必将提高华人在世界的地位与形象”的陈述，只有 36.5%表示“非常

同意”和“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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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对祖籍国的依附感与自豪感 

四、族群认同标志的同意程度 

        新加坡政府对于新加坡华族的定义是基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族群

观，即一个人的族群属性是与生俱来的，不能任由个人选择或改变。一个人出

生于华族家庭，拥有华族血缘属性，他就被归类为华族115
 （Chua，2009；陈国

贲，2012）。在这个定义下，新加坡华族与中国人及海外其他地区的华人被看

作是悠久而统一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有着共同的祖先和起源。作为同一个族

 
115 详见第一章有关“华人族群认同”以及第二章“华语作为华族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的讨

论。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100%

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这必将提

高华人在世界的地位与形象。

我为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感到自豪。

中国永远是华人温馨的‘娘家’

非常不同意 很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很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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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他们理应具有特定的族群认同标志，如：使用华语、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

同样的外貌特征（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相同的生活习俗以及传统价值

观，其中大部分都是外显的标志。图 5.18 显示第三代华裔青年分别针对华人和

中国人在族群认同标志上的同意程度： 

图 5.18：对华人和中国人在族群认同标志上的同意程度116
 

通过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表 5.6）显示，针对同一族群认同标志，如：

“能说华语”、“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样貌像华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

 
116  受访者均选择英语问卷进行调查，在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Chinese traditions and 

lifestyles 以及 Chinese values 中的 Chinese 采取普遍意义的“华人”概念，不做明确区分。

Mandarin 一词的处理采取相同的思路，不做细部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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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保留了华人的传统与生活习俗”以及“实践华人的传统价值观”等，华人和

中国人在同意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 =0.000<0.01）117。 

在第三代华裔眼里，华人与中国人虽然同为“中华民族”，但他们成长的

社会、文化背景、所受的教育、生活习惯、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等，都与中国人

明显存在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反映在他们对族群认同标志不一致的同意程度

上。随着世代的变迁，第三代华裔已不同于第一代华人，他们发展出自己独特

 
117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的具体内部数据，详见附录（十七）。 

 

检验统计量a
 

 

如 果 一

个 人 说

他 是 中

国 人 ，

这 说 明

他 能 说

华语。 -

- 如果一

个 人 说

他 是 华

人 ， 这

说 明 他

能 说 华

语。 

如果一个

人说他是

中国人，

这说明他

了解中华

文化和历

史。  -- 

如果一个

人说他是

华人，这

说明他了

解中华文

化 和 历

史。 

如果一个

人说他是

中国人，

这说明他

样貌像华

人：黑眼

睛、黑头

发、黄皮

肤 。-- 

如果一个

人说他是

华人，这

说明他样

貌 像 华

人：黑眼

睛、黑头

发、黄皮

肤。 

如果一个

人说他是

中国人，

这说明他

保留了华

人的传统

与生活习

俗 。 -- 

如果一个

人说他是

华人，这

说明他保

留了华人

的传统与

生 活 习

俗。 

如 果 一

个 人 说

他 是 中

国 人 ，

这 说 明

他 实 践

华 人 的

传 统 价

值观。 --

如 果 一

个 人 说

他 是 华

人 ， 这

说 明 他

实 践 华

人 的 传

统 价 值

观。 

Z -7.412b -8.433b -4.445b -7.715b -7.117b 

渐近显著性（双尾）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5.6：对华人和中国人族群认同标志同意程度比较 

a.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  

b. 基于正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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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标志的认同观念。诚如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

道理》认为，“虽然血脉相连，同文同种，但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不同立场，

对世界有着不同的见解。我们是华人吗？是的，在族群意识上是，但我们和中

国人一块儿坐下来，感觉自己就是他们的一分子吗？不可能。……（彼此）的

心态和思维，都不再一样了。” （李光耀，2011: 310） 

        尽管第三代华裔受访者普遍认为华人与中国人在认同标志上有不同程度的

差别，可是就族群认同标志的依序排列上，不论是华人还是中国人，他们都将

“能说华语”排在首位。他们认同华语是作为中国以及世界各地华人广泛使用

的共同语，是作为华人族群认同的主要族群认同标志。图 5.19 显示他们分别对

华人与中国人族群认同标志上平均值的比较118： 

 

 

 

 

 

 
118 至于其他的认同标志，华人和中国人也有所差别。对受访者而言，继“能说华语”之后的

华人族群认同标志依序排列是：“样貌像华人”，“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实践华人的传

统价值观”，最后才是“保留华人的传统与生活习俗”。可是，在中国人族群认同标志的排列

上是：“能说华语”，“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样貌像华人”，“保留华人的传统与生活

习俗”和“实践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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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对华人与中国人在族群标志认同程度的比较 

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通过政策将华语作为建构新加坡华族身份认同的重要

标志。在新加坡政府制定的双语教育体制下，新加坡华裔在学龄阶段强制学习

华语，并且经历至少 10 年的华语学习过程。这个认同标志已烙印在他们意识

之中，成为他们看待族群认同的一部分。在社会层面上，通过“讲华语运动”，

又进而巩固、强化“讲华语”为华人族群认同标志的意识119。因此，尽管第三

代华裔青年的华语口语熟练度不比英语口语熟练度来得高，却倾向于将华语作

 
119 新加坡政府推行“讲华语运动”期间通过 “华人讲华语，合情有合理”、“华人·华语” 等标语

强调华语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是族群的重要认同标志。（Teo，2005; 吴英成，2010）。 

0

1

2

3

4

5

6

华人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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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重要的族群认同标志，绝非偶然。“华人讲华语”的观念在大部分华裔

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就华人族群标志的认同程度而言，“能说华语”与“黑

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外貌特征没有明显差别（p=.347>0.01），可是与其

他族群标志却存在着显著的差距（p=.000<0.01）。这显示在新加坡以族裔语与

族群挂钩的政策下，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即拥有“黑眼睛、黑头

发和黄皮肤”显性体质特征的华族必须学习华语，而“能说华语”又更能突显

其华人族群特征。 

第三节  第三代华裔华语使用及熟练度与华人族群认同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分别探讨第三代华裔受访者的华语使用、华语熟练度与华人族群认

同的相关性。从表 5.7 Spearman 相关系数结果显示，由“承诺”与“探索”两

个维度结合起来的族群认同强度与华语使用之间并没有相关性。可是，族群认

同强度与听力、说话、阅读、写作（包括汉字书写）技能之间却显示出一定的

正相关性。华语生成熟练度（说和写）与族群认同的相关性强于接受熟练度

（听和读）与族群认同的相关性。这可以说明族群身份认同主要通过华语的说

和写生成能力突显出来，听和读接受能力却不起关键作用。第三代华裔的四项

华语技能水平之中，写作能力（包括汉字书写）与族群认同强度之间表现出最

强的正相关。由于华语的写作能力以汉字的书写为基础，准确掌握汉字成为写

作能力的一个关键体现。汉字作为华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一直以来被看作是悠

久而统一的中华文明符号象征，同时蕴含着深奥的中华文化价值观，无法被任

何其他的方式所取代（Li & Zhu，2010；McDonald，2011；杨荣华，2011）。

因此，在华语作为族裔语的教学过程中，汉字成为教学的重点，学生不单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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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阅读汉字，甚至还要能够书写汉字。学校教导读写汉字（书面语）的时间远

超于华语口语的教学。这种以汉字为重心的书面语教学，无疑使第三代华裔认

为汉字是华人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表征120。这说明了尽管大部分第三代华裔受

访者对华语写作能力的自我评估是在四项华语技能中最低的技能，可是写作能

力与族群认同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揭示了熟练地掌握汉字的书写能力能更强烈地

表达其族群认同感，尤其在最近的十几年中，汉语的全球化发展，许多非华裔

外国人掌握了口语交际能力，推动汉字的书写能力成为中华民族族群认同的一

个重要指标，突显自己与其他非华裔的差异。 

 华语使用
121
 聆听 

 

说话 阅读 写作 

族群认

同强度 

 

.120 .307** .315**  .236* .346** 

 

承诺 

 

.117 .307** .320** .205 .339** 

 

探索 

 

.062 .236* .226* .179 .250* 

表 5.7：华语使用、各项技能熟练度与华人族群认同强度相关性矩阵 

 

*双侧检验水准 0.05 以下，该相关系数具有统计意义 

**双侧检验水准 0.01 以下，该相关系数具有统计意义 

由此可见，华语熟练度是华人族群认同强度的关键指标，而不是华语的使

用。这说明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虽有关联，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相互替

 
120 研究显示世界各地华裔对汉字的教学都非常重视，大部分华语教学时间都花在汉字的读写

上。这种对汉字的强调无形中对华裔产生了影响（Curdt-Christiansen，2008；He & Xiao，

2008）。 

 
121 “华语使用”是根据“语言使用对象”统计数据进行合并所取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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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或混为一谈（Luo & Wiseman，2000；Oh & Fuligni，2010）。这也说明一个

有一定华语熟练度的人较有可能使用华语，并且能有效地使用华语与别人进行

交流，可是这并不必然表示一个使用华语的人就有一定的华语熟练度，更不表

示他能有效地跟他人沟通。由于华语使用反映的是第三代华裔双语人在华语和

英语两个语言之间有意识地做出选择，这仅能说明他们语言能力的有无，但不

代表他们语言能力的高低。从本章第一节的调查结果与分析也发现，尽管第三

代华裔在社会日常交际中，尤其是在某些特定场域使用华语与其他华族沟通交

流的比例较高，这也并不表示他们拥有较高的华语技能水平。 

之前的相关研究已证明，族裔语的发展及其熟练程度有助于强化其族群身

份认同122。换句话说，凡是越能熟练使用自己族裔语的人，其族群认同及归属

感就越强烈，反之亦然（Wong-Fillmore，1991；Tse，1997，1998；Phinney et 

al.，2001；Chinen & Tucker，2006；He，2008； Oh & Fuligni，2010；Mu，

2015）。 

随着世代的变迁，新加坡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华裔在经过新加坡以“英语为

主、华语为辅”的双语教育制度，并且与其他族群共同经历一个社会化过程后，

已趋向成为英语优选的双语人，即英语是他们个人最熟练的优势语言，也是他

们最常选择、最常使用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代华裔的华语熟练度明显

低于英语熟练度。由于第三代华裔的华语熟练程度较低，他们在华人族群认同

程度上也不强烈。本章上一节有关华人族群认同的量化调查结果也从各个方面

 
122 相关的具体讨论，参酌第三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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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显示第三代华裔的华人族群认同强度普遍不高。 

第四节  小结 

在这次对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的语言形态已趋向

单一，成为英语优选的双语人。无论是在家庭里或是社会其他场域，或与伴侣、

好友以及同学同事交流沟通，英语是他们最常使用的语言。在华英双语熟练度

上，第三代华裔华语熟练度已经低于其英语熟练度。无论是华语口语表达、理

解能力、阅读和写作能力各个方面的自我评估均不及英语。 

在自我身份认同方面，本调查发现第三代华裔青年的“华人”身份认同程

度并不强烈，他们对“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显著高于华人族群认同。从族群

认同的强度与第三代华裔的四项华语技能熟练度的正相关性结果说明，随着第

三代华裔的华语熟练程度相对偏低，他们对华人族群认同的程度也有所减弱。

这也反映第三代华裔比较偏好与新加坡出生的华人及其他族裔交往和相处，以

及对祖籍国中国认同程度偏低。第三代华裔青年对“新加坡人”身份的高度认

同是与他成长的经历与环境息息相关。英语在新加坡社会的普及也为第三代华

裔青年对国家认同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所有的这些经历塑造了一种不同于第

一代华人，或是中国人的独特身份。出生于独立建国后的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

年，生活在新加坡政府打造的国家意识，并融合各族群而精心设计的社会制度

下，他们与各族裔已形成了一个新加坡命运共同体，而这种国家印记使得第三

代华裔的国家认同远超越自己族群认同。换句话说，随着世代语言的变迁，第

三代华裔的身份认同已经从先辈的华族族群文化认同转变为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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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调查结果显示第三代华裔受访者选择使用华语的频率不高，华语能力

及族群认同也已趋弱，可是大部分受访者对华语依然持有积极、正面的评价。

他们也知道华英双语的益处及其重要性，认为抚养子女应该采用华英双语的语

言模式123。第三代华裔受访者在华语的具体实践与对华语评价的不一致性到底

是什么原因所致？他们对华语所具有的族群认同标志及文化传承功能持有什么

态度和观点？外在因素如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汉语全球化发展对他们在

华语及华语学习的态度上又起着怎样的影响？由于这些问题在目前定量研究阶

段无法深入窥探第三代华裔受访者的观点和内心思想，本研究将在质性阶段对

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探究。 

 

 

 

 

 

 

 

 

 

 

 

 
123 详见本章第一节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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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语言形态与华人族群认同质性分析 

    本章是针对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在质性阶段进行的调查。质性阶段研究

是对定量研究的进一步补充。由于定量阶段无法深入理解并解释受访者的看法

和观点，后续的质性阶段研究将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本章将在定量分析结果

的基础上，透过对受访者的经验、观点、态度等分析进一步论述定量阶段的结

果。在这个阶段中，进一步探讨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对华语作为华人族群认

同的看法，同时深入了解他们继续学习华语以及鼓励下一代学习华语的意愿。 

第一节  受访者的遴选准则 

    本研究在质性阶段对六名受访者进行访谈以收集质性资料。这六名受访者

皆是完成问卷调查后，表示愿意成为访谈的参与者。他们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并接受研究者的邀请进行访谈。由于质性阶段的研究主要是更深入地探索受访

者的观点与内心想法，因此受访者能否提供重要的信息量成为选样的标准。 

    本研究从二十位自愿参与访谈者中，选择了六位华裔青年124。这主要基于

其背景及经历的多元性及差异性（Patton，1990）。根据这个原则挑选受访者，

有助于记录每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受访者的独特经验与看法，以及他们在不同情

境下对相关讨论课题所持的共同观点（Patton，1990；Lodico et al.，2010）。本

研究所采取的遴选准则125为：（一）经验各异。六位受访者当中，有三位是来自

 
124 有关质量研究所需要多少参与者的讨论，详见附注 92。 

 
125 由于本质性研究是以受访者的经历、社经地位及家庭用语的多元性及差异性为遴选准则，

因此其他条件如性别，不在本研究的遴选范围。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28 
 

不同院系的在籍大学生，分别是商学系、英语系、医学系，另外三位是从事不

同领域的工作人士，分别是会计师、科学教师以及高级警务人员；（二）不同

的住房类型。住房类型在新加坡经常用来作为评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的指标。受访的六位第三代华裔的家庭社经地位不尽

相同，从住三房式组屋至私人有地房产者皆有；（三）家庭用语不同。这六位

受访者的家庭用语不完全一致，有的主要以英语和父母沟通，也有与父母其中

一方讲华语，另一方讲英语，当中有一位主要以华语与父母沟通。最关键的是

这六位受访者，对相关问题都有一定的观察力和反思能力，而且性格比较外向，

并且能坦率地谈论指定课题，是质性研究的 “关键信息提供者”（key 

informant）（Holliday，2015）。在本研究中，为了对受访者的身份予以保密，

六位受访者的名字皆为化名。受访者的背景资料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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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 

 

美兰 

 

 

丽娜 

 

文辉 

 

爱玲 

 

欣怡 

 

露丹 

 

性别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年龄 

 

23 

 

 

23 

 

24 

 

27 

 

28 

 

29 

 

职业 

 

在籍 

商学系 

大学生 

 

在藉 

英语系 

大学生 

 

在藉 

医学系 

大学生 

 

 

会计师 

 

教师 

 

高级警

务人员 

 

住房 

类型 

 

公寓 

 

5 房式 

组屋 

 

4 房式 

组屋 

 

私人有

地房产 

 

3 房式 

组屋 

 

4 房式 

组屋 

 

家庭主

要用语 

 

 

英语 

 

英语 

 

华语 

 

英语 

英语； 

父亲 

华语； 

母亲 

 

英语 

在校学

习华语

年限 

 

 

12 

 

11 

 

10 

 

11 

 

10 

 

10 

英语自

我评估

能力 

 

 

5.5 

 

6 

 

6 

 

6 

 

5.75 

 

6 

华语自

我评估

能力 

 

 

2 

 

5.5 

 

5 

 

5.5 

 

5.75 

 

3.75 

 表 6.1：质性受访者背景资料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30 
 

第二节  受访者生活经历和自我身份认同 

    本节主要介绍六位第三代华裔青年受访者，并概述他们学习、使用华语的

生活经历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第三节将针对他们的访谈内容做进一步分析。 

一、美兰 

    现年 23 岁，就读于新加坡某大学。美兰自认自己来自典型的的讲英语家

庭。父母接受的是以英语为主导的教育，除了与家人使用本地俗称的福建话

（闽南方言）沟通外，其他时候主要是使用英语，美兰的父母都不能说流利的

华语。由于生长在一个讲英语的环境，美兰使用华语的机会甚少，她说：“我

只有和我的祖父母，或当我在咖啡店126点餐，或跟随祖父母去巴刹127时使用华

语”（“I only use it for my grandparents or when I’m ordering food at the coffee shop 

or when I follow my grandparent to the market.”）。 

    美兰记得刚进入小学一年级上华语课的时候，她完全不能理解老师所说的

内容。她发现班上一些同学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而且他们使用华语的频率比自

己高出许多。由于和班上其他同学在华语能力上有所差距，造成美兰在提高自

己的华语能力时有心理障碍（“So I think because of that, I guess that disparity I 

feel like I’m already lacking erm compared to my classmates. I think that is a barrier 

for me to like try to improve myself…I felt like I wasn’t like them.”）。美兰的父母

为了让她能跟得上学习进度，送她去华语补习班。尽管补习班的老师设法使学

 
126 新加坡的咖啡店有别于咖啡厅，店内主要是以几个小摊位为主，除了售卖咖啡等冷热饮料

之外，也卖各种不同的食物。 

 
127 巴刹是新加坡特有词语，指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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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内容更生动有趣，美兰认为很多时候她也不明白班上进行一些活动的原因，

“我只是觉得我被很多奇怪的事物包围”（“I just really felt I was surrounded by a 

lot of weird stuff.”）。久而久之，美兰对华语形成一种观念，认为华语不是一个

“酷”（cool）的语言，加上她无法看到华语和自己的生活有任何关联，例如：

学习成语或使用华语写电子邮件到底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让她更难有

意愿去学习华语（“I just didn’t see how I would actually use it and that made me 

harder to learn.”）。 因此，在中、小学阶段，美兰只将华语当作是和祖父母以及

咖啡店摊主沟通的生存语言，这也使她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提高自己的

英语能力（“I grew up in primary school and secondary school I focus more on 

improving English than on Chinese.”） 。 

        美兰是六位受访者在自我评估各项华语语言技能中给自己打最低分的受访

者，她认为自己“听力”、“说话”、“阅读”以及“写作”四项技能都“很不

好”。可是，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美兰将到上海实习。美兰坦言自己当

时也很犹豫，并认为只要实习的公司不需要自己用华语就可以了。美兰认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它在国际市场中不断发展，很多国际公司

想要在那里投资”（“I recognise that China is one of the big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nd it’s growing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lik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want to be there right now.”）。因此，在她看来，在中国实习绝对是一

个难得的学习经验，也能让她了解外资公司，特别是初创企业如何打入中国市

场。 

        至于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美兰认为先会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其次才是新

加坡华人。对她而言，作为一个新加坡人，这个地方已不仅是祖辈来定居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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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当家作主。她认为，“这是一个家，而不是港口。这不

是一个临时的地方，我们不会回到中国”（“This is a home and not a port anymore. 

It’s not just a temporary like place, we are not going to return to China.”）。 

二、丽娜 

        生于1996年，在籍大学生。丽娜的父母都是接受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

教育。尽管父母在语言使用上稍有不同，父亲主要说英语和华族方言，母亲说

英语和华语，可是家庭用语以英语为主。由于丽娜在小学初期是由外祖母照顾，

外祖母只会说华族方言和华语，因此华语成为丽娜和外祖母最常使用的沟通语

言。此外，丽娜的父亲虽然华语说得不流利，可是不希望丽娜步自己的后尘。

丽娜回忆说：“那时候父亲常在家里强调中国如何快速发展，以及讲华语对自

己未来的重要性”（“I think back then the emphasis on how China was like rapidly 

growing and how the importance of speaking Chinese would really benefit you in the 

future was like emphasized a lot at home”）。基于这个原因，丽娜的父亲在她小学

的时候送她去上华语增广课程（“enrichment class”）。丽娜认为她小学时期的华

语程度很好，她也很喜欢上华语课，主要是她跟得上华语的教学进度。她提到

另一个原因是自己经常观看 8 频道（新加坡华语电视台）的节目。不过，丽娜

也坦言自己小时候不怎么阅读华文书籍，而且和她所阅读的英文书相比，华文

书籍内容相对简单，篇幅也较为简短。 

        进入中学阶段，丽娜对华语的学习逐渐失去兴趣。在丽娜看来，主因是教

师过于注重学习成绩，使华语的教学不再生动有趣。此外，丽娜的学校非常重

视英语的学习，学校也没有说华语的氛围。丽娜受到其他同学的影响，认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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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而且听起来像“阿莲”128的语言（“The general 

sentiment back then among my peers was like it’s not a cool thing to speak, it sounded 

like Ah Lian.”）。 丽娜回想说，当时在她的学校，同学之间都有一种观念：“如

果能更好地说英语，你会有更多的朋友，因为人们根本不想说华语”（“If you 

spoke English better I think you will have like more friends or something because 

people don’t want to speak Chinese at all.”）。因此，丽娜在中学阶段与同学、朋

友一起活动的时候，都以英语沟通，从不说华语。到了高中阶段，丽娜将更多

时间和精力用在其他学科上，不但华语的学习忽略了，说华语的机会也减少了。

可是，随着后来和一群常说华语的朋友在一起，丽娜受他们的影响，觉得必须

继续维持自己的华语能力。这主要也是丽娜发现自己很难使用华语与人沟通交

流，例如：和小贩中心的摊贩沟通，或与说华语的老一辈话家常（“Because I 

struggle with interaction sometimes maybe like hawker centre aunties or try to make 

small talk with people who speak Chinese like the older generations.”）。丽娜认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与他们沟通的语言障碍就越大，因此想维持已有的华语熟

练程度（“I felt that barrier as I grew older that made me want to retain the level I 

had. ”）。 

        对丽娜而言，她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人意味着在新加坡出生，

或者父母在新加坡出生，或者父母是新加坡人” (“To me, Singaporean means 

being born in Singapore, or having parents born in Singapore or having born to 

Singapore parents.”)。她也认同自己是新加坡华人，但认同程度不如“新加坡人”

 
128 新加坡俚语。指教育程度较低、举止较粗俗的青年。男性俗称“阿明”，女性俗称“阿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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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虽然我是新加坡人，我说华语，但我仍然和中国人不同”（“Although I’m 

Singaporean and I speak Chinese I’m still different from the mainland Chinese.”）。

丽娜认为虽然自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后裔，可是在很多方面已经和中国人

不一样了，“随着时间的变迁……新加坡华人和中国人还是有区别的，虽然我

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说华语的方式可能听起来不同”（“Given how 

time has changed，I’m not exactly like a mainland Chinese at all. Singapore Chinese 

are still different from mainland Chinese simply because like the way we speak 

Chinese may sound different although we are 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此外，

丽娜觉得在一些礼仪和文化上新加坡华人和中国人也有差异，这主要是因为和

其他族群融合后被冲淡的结果。 

三、文辉 

    现年24岁，目前在澳大利亚某所大学修读医学课程。文辉的父母虽然都接

受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可是在家里沟通的语言主要是华语。文辉自

认自己的英、华双语能力还不错。尽管如此，文辉觉得自己的华语水平仍有待

改进。他后悔自己没有在学校将华语学好，“在我中学的时候，我的华语水平

一直只是刚及格罢了”（“When back in my high school right, my Chinese standard 

like you know always just pass only.”）。文辉在中学修读“高级华文”129，在考

完这门科目后，他再也没有接触华语130，他认为自己的华语水平停滞在中学阶

 
129 在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中，华语教学分成几个不同课程，以应付不同的学习需求。“高级华

文”，相对于其他课程，对学生的华语能力要求较高。 

 
130 新加坡教育政策允许修读“高级华文”的学生若在中学全国会考中达到一定水平，可在高

中豁免修读华文。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35 
 

段（“cos131 I took Higher Chinese right, after Higher Chinese O level I never touch 

Chinese at all. So my standard has been stagnant like at O level standard.”）。由于华

语能力的局限，文辉意识到有许多事情无法如愿进行，例如：当他跟父母和姐

姐一起在观看古装剧时，他会每隔几秒就问他们剧中内容的意思 （“Let say my 

parent and my sister were watching like all those “gu zhuang” show right, when I 

watched with them I had to like every few seconds pause and asked them this one 

means what.”）。为了提高自己的华语能力，每当文辉和父母交谈时，父母用了

一些他未曾听过的成语，就会问他们成语的意思，或当他不知道一个华语单词

或术语的意思时， 就会向父母请教。由于文辉在澳大利亚留学，他发现相较于

同龄的马来西亚华裔同学，尽管他们身处马来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他们的华

语水平比自己的高出许多。可是，与澳大利亚出生的华裔相比，自己的华语能

力却胜于他们。在文辉看来，这跟当地的教育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文辉觉得作

为一个华人，必须能说基本的华语，至少能和人交谈（“So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your education system. But that being said, I feel like as a Chinese you should be able 

to speak like basic Chinese, at least be able to converse lah.”）。文辉表示，掌握华、

英双语能力让他能在澳大利亚与华人和白人之间沟通交流，并且能通过英语理

解白人的思想行为，也有足够的华语能力维护自己的根以及华族传统文化。 

         对文辉来说，新加坡人和华人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一个人既可以

是新加坡人，也可以是华人。他不会去区别说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人

（“I won’t distinguish that I am a Singaporean and not a Chinese.”）。 他认为华人

更像是一个文化群体（“I feel like Chinese is a culture group more.”），祖辈从中国

 
131 cos 是英语 because 的非正式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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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新加坡，根是在中国。因此，文辉表示，华人是一个民族，一个人是中国

人还是新加坡华人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是华人（“The Chinese was an ethnic then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ether you are a China Chinese or Singaporean Chinese. So 

as long as you are a Chinese.”）,“总而言之，如果你们说同一种语言，你们互相

理解，你们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这就像同伴之间的兄弟情谊”（“At the end of 

the day, if you speak the same tongue, you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you understand 

your culture background, it’s kind of brotherhood thing among your peers.”）。虽然

如此，文辉还是觉得中国人和新加坡华人之间仍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中

国人更倾向于遵循中国文化传统，不像新加坡华人，华族文化传统已和其他族

群文化交织在一起，“有时你会把中国舞蹈和马来歌曲混合在一起，或者把中

国舞蹈和西方歌曲结合在一起” （“Sometimes you have Chinese dance mixed 

with Malay song or like Chinese dance with Western song.”），又比如在菜肴方面，

在新加坡能体验到更多杂糅菜肴，这已不是正宗传统的中国菜肴了（“So even 

for your food wise, like Chinese overseas as opposed to China Chinese, you will 

experience more of like fusion cuisine, something which is not like very authentically 

traditional.”）。 

四、爱玲 

    爱玲是名会计师，现年27岁。父母都不能说流利的华语，她和父母以及哥

哥在家都使用英语沟通交流。父母之间使用英语或华族方言交谈。由于父母无

法协助爱玲学习华语，他们只能把她送去华语补习中心，或到会说华语的邻居

家。爱玲自认自己的华语口语能力不是很强，可是和她哥哥相比，她觉得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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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差劲。爱玲透露，她哥哥完全不能说华语，在华语学习上有很大的困难。

在中学时候，他还要求父母帮他申请修读“华文‘B’课程”132。爱玲认为自

己的华语书面语能力没问题，她自豪地说，她在中学和高中的会考中华语科目

取得优等的成绩（“I could proudly say that for my O level and A level I got A for 

Chinese.”）。爱玲认为华语有一定的熟练度跟她在中学阶段喜欢华语流行音乐

以及台湾偶像剧有关(“It was during my secondary school years, I actually liked 

Chinese pop music, Taiwanese idol drama.”）。通过观看台湾偶像剧，她的阅读能

力也跟着加强了。她分享说在台湾偶像剧爆红的时候，她几乎每天放学回家后

就观看台湾电视剧，并且阅读华语字幕。久而久之，她的华语阅读熟练度增强

了，而且也能看懂繁体字（“So there was a lot of Taiwan drama, so you watch a lot 

of that, you subconsciously read the subtitles, so you pick up form there. So I think 

why I can read traditional Chinese.”）。在爱玲看来，对华语流行文化感兴趣，是

她学习华语的最好方法。她很庆幸自己虽然来自讲英语家庭，华语还说得不错。

她发现周遭很多同事或朋友都不能说流利的华语，也无法阅读华文材料。对她

而言，能说华语是最重要的能力，“我觉得你可以不会读和写，但你至少要会

说”（“I think you cannot know how to read and write, but you can at least know how 

to speak.”）。爱玲表示，自己亲眼看到有很多同事由于不会说华语，因此在和

说华语的客户沟通时显得很吃力，也很挣扎。话虽如此，爱玲坦言自己一般上

使用英语进行思考，“我的思维肯定还是先用英语，然后再翻译成华语”（“My 

flow of thought will definitely still in English first, then translate to Chinese”）。 

 
132 华文‘B’课程的开设是协助学习华语有困难的中学生，以提高他们学习华语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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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我身份认同上，爱玲倾向于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在大学期间当交换

生时，来自中国的室友问她从哪里来，她说来自新加坡。可是，那似乎不是室

友预期的答案，室友进一步询问“你是什么人？”，如“潮州人”、“北方人”。

爱玲后来才明白室友原来要知道她的籍贯。对爱玲而言，她的祖籍是新加坡，

因为她在新加坡出生（“I identify my origin that I’m in Singapore, I’m born in 

Singapore.”）。尽管爱玲承认自己的祖辈来自中国，可是她并不认为那是她的

祖籍国。再说，她一旦说自己是“潮州人”，中国室友就会把她当成中国人，

可是她又不是中国人，而是新加坡人。爱玲进一步说道，当你问一个澳大利亚

白人133：“你来自哪里？”，他会回答说“我来自澳大利亚”, 可是他不会说自己

来自英国（“You ask an Australian, ‘where are you from?’ Yah, I’m from Australia, 

but he won’t say I’m from British.”）。爱玲对“新加坡人”的强烈认同，主要在

于她认为自己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是新加坡人，或

许是因为我们的起源是从这里开始的”（“We can feel we are Singaporeans, 

probably our origin starts from here.”）。基于共同的起源和经历，爱玲对新加坡

人有强烈认同感，因此每当在国外，她首先辨识的是“新加坡人”，而不是

“中国人” （“When you go overseas, the first thing you identify is Chinese, you 

don’t do that what. The first thing you identify hey Singaporean.”）。 

五、欣怡 

    现年28岁，目前在一所学校担任科学教师。欣怡在家里主要使用英语和一

些华语与父亲沟通，和母亲的沟通语言主要是华语。她与姐姐只以英语沟通交

 
133 由于在这个语境中，受访者指的是澳大利亚白人，因此加上“白人”二字，以做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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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欣怡透露，她的母亲虽然接受的是以英语为主导的教育，可是英语掌握能

力不强，为了不影响欣怡的英语能力，主动选择使用华语和她沟通。欣怡说，

当时是一个英语兴起的时代，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突然变得很重要（“There is an 

era like English is rising. There is this sudden heavy importance speaking English like 

speak good English.”），欣怡母亲的很多朋友开始使用英语和孩子沟通。然而，

对欣怡母亲而言，英语的学习应该交由学校负责。欣怡表示，小时候和姐姐原

本使用华语交谈，直到上了中学，由于欣怡的英语成绩不及格，再加上欣怡的

同学大多讲华语，姐姐因此做出了积极的改变，要求欣怡从此只用英语和她沟

通。后来，欣怡上的那所高中没有说华语的氛围，“我的同学都不说华语。我

们都确保自己只说英语，而不说华语”（“My classmates also don’t speak 

Mandarin. We actively make sure we speak in English than in Mandarin.”）。欣怡说

在她那个年代同学都认为华语很难而不喜欢这个科目。况且在观念上，他们不

觉得华语很重要，主要是因为其他科目的内容都以英语讲授，而华语只是单科

（“It’s usual at that age they don’t find it important because everything else is in 

English, Chinese is only one thing.”）。由于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只说英语，不说华

语，欣怡自认是班上少数华英双语兼通的人。 

         在自我身份认同上，欣怡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的程度高于“新加坡华

人”以及“华人”（“I would identify myself more as a Singaporean than a 

Singaporean Chinese than a Chinese per se.”），更关注新加坡在国际地位的提升。

她不认同中国是自己的祖籍国（“It’s not my ancestral land. I don’t feel that way.”）。

对她而言，中国与她没有关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对我有好处，但从忠

诚和归属感的角度来看，我不这么认同”（“In the sense like economically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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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to be benefits of me but in terms of allegiance, in terms of sense of belonging, 

so no I don’t think so.”）。欣怡透露不时听到一些朋友或家人说要回去祖籍国参

观，她认为自己绝不会那么说（“If I ever for some reason I’m going to China, I 

wouldn’t tell people because I’m going to visit my ancestral land.”）。她觉得自己到

中国旅游，只是为了去看世界，与她对中国的归属感毫无关系。因此，对她来

说，她没有真正所谓的中国文化，只有新加坡文化，“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

不同的。我们所拥有的文化，我们所成长的环境，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传统，都

与中国大陆的文化大不相同。是啊，已经很不一样了”（“So everything what we 

have is different. The culture that we have that we are brought up, and traditions 

supposedly that we have, they are such a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mainland Chinese 

have. Yah, it’s already very different.”）。 

六、露丹 

    出生于1990年，目前任职于新加坡警察部队。父母都是接受以英语作为教

学媒介语的教育。露丹还有两个姐姐，与她的年龄差距较大，分别为13岁及9

岁。露丹出世学说话时，他们都已接受正规学校教育。露丹和家人都只使用英

语沟通。尽管父母都懂得说其他语言，可是较为流利的第二个语言都不尽相同。

她父亲除了英语，还会说客家话，以及一些广东话和华语，她母亲会说马来话，

以及一些广东话和华语。露丹透露，尽管在新加坡双语教育体制下接受教育，

自己对华语的掌握，除了课堂的学习外，就是补习教师的从旁协助。露丹坦言，

华语虽然早在幼儿园就开始学习，可是在课堂外接触和使用华语的频率非常低。

在中学阶段，露丹去了一所具有浓厚华语学习氛围的学校。尽管极少使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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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露丹自认自己当时对华语的掌握，特别是在成语以及文学知识上，比其

他同学来的好（“As compared to my peers, I feel I have better command of idioms 

and knowledge of Chinese literature.”）。后来露丹也修读了一年的“华文特选

课程”134，这也无形中让她对中华文化有更多的接触（ “Having taken the 

Chinese Language Elective Programme for one year in junior college have 

undoubtedly given me greater exposure to Chinese culture.”）。由于在中学修读

“高级华文”135，露丹到了高中就没有继续学习华语，而这也给她更多的时间

专注于其他英语科目。高中毕业后，露丹使用华语的频率并不高。尤其在大学

期间，她修读的是法律系，该学科对英语水平要求很高，也使她专注在法律专

业英语的学习和使用上。在自我评估华、英各项语言技能中，露丹认为自己的

华语“听力”、“阅读”以及“写作”三项技能都“好”，只有“说话”“不

好”。至于英语，四个语言技能的能力都是“非常好”。 

    对露丹来说，她比较倾向于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因为我是新加坡出生

的华人，所以我首先认同的是我的国籍，然后才是种族”（ “I identify best with 

my nationality, and then race lah.”）。露丹对新加坡的认同与归属感也反映在她

对中国为祖籍国的看法上。尽管她承认中国或许是自己的祖籍国，但她不会基

于这个原因而对中国有感情。在露丹看来，自己已离中国太远，她在中国没有

任何亲戚，她的家人也不是特别支持中国或坚守华人价值观（“Because I too far 

removed, I don’t have China relatives and my family is not particularly pro China or 

 
134 这是一个为期两年的高中课程，主要是让对华语和文学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选修，目的是培

养一批对中华文学和文化有较深入了解的学生。 

 
135 见本节附注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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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Chinese values.”）。在这个认同基础上，露丹坦言自己比较容易和拥有新加

坡国籍的人交朋友。因为彼此虽然不是同一族群，但是同为新加坡人，有着相

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共同经历（“So if you are not the same race as me, it’s 

ok. But coming from Singapore, you also share the same sort of lifestyle, values, and 

those common experience lah.”）。在谈及与其他相同族裔背景但不同国籍的人

交往时，露丹认为那比较不容易，主要在彼此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

有所不同，而更关键的是彼此有语言障碍。露丹自认在跟中国大陆和台湾人沟

通时，自己的华语水平不及他们，而跟香港人交流时，由于自己不会说粤语而

无法沟通（“So if you are the same race as me, but you come from another country, 

like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one the language we speak might be 

different. I can speak Mandarin but maybe not to their level, and then for Hong 

Kongers, they tend to speak Cantonese, I don’t speak Cantonese.”）。 

第三节  华语作为华人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  

一、认同华人就必须学习并掌握华语 

    在新加坡政府的语言规划中，华语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也是族群认同

的重要标志及华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新加坡政府在制定新加坡华语教育政策时，

将华族血统属性（其中包括外貌特征）、华人族群身份以及华语学习结合起来，

采取“族群-文化-语言”统一的思路（Bokhorst-Heng，1999），强制规定华裔

学生必须学习华语，以期通过制度维持、巩固新加坡华人族群文化认同的意识。 

在与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的访谈过程中，大部分的受访者对华语作为族群及

文化认同的标志都持正面态度。这也与问卷调查结果中将“能说华语”列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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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认同标志中的首位是相一致的，说明第三代华裔青年的华语口语熟练度虽然

不如英语，可是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华人讲华语”的这种观念已对大部

分第三代华裔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六位受访者中，文辉非常认同华人的族群身份与华语和中华文化紧密联

系在一起。他说：“使一个人成为华人的因素是传统、文化，语言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部分...就好比你遇到一个不会说马来语的马来人一样。”（“What makes 

someone Chinese right is the tradition, culture, and language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part lah … let say, if you meet a Malay who cannot speak Malay what.”）。他以自己

在澳大利亚遇到的当地华裔进一步说明华语是作为传承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工

具：“我已经觉得我的华语水平很低了，当我来到这里（澳大利亚），和在澳大

利亚出生的人（华裔）相比，我的华语其实非常好...我觉得作为一个华人，

你应该能说基本的华语，至少能和人交谈，我觉得很多传统也可以归结到语言

上来。比如说华人新年，你要用华语来拜年。如果你不懂华语你就不能明白为

什么要用桔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很好地掌握华语，你就会失去很多传

统。华人有很多传统都和双关语有关。”（“I already feel my Chinese standard 

very low already, when I come over here and I compare myself to the Australian born 

right my Chinese is actually very very good…I feel like as a Chinese you should be 

able to speak like basic Chinese, at least be able to converse lah. And I feel that like a 

lot of tradition boils down to language as well. So like let say Chinese New Year, then 

you do all the 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s right, all in Chinese. Then like let say erm 

if you don’t know like the Chinese language right then you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use Mandarin oranges…So I feel like if you don’t have a good grasp of Chinese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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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lose a lot of tradition. A lot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is about word play. ”）。 

        丽娜坦言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华语的学习对自己在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方

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Growing up learning Chinese has definitely very much 

played a part of how my identity and how the culture has been taught to me.”）。 

        美兰也认为能掌握华语不仅是一种优势，也是文化体现的一部分（“It’s not 

because I see Chinese as an asset, but because it’s just part of our culture.”）。 

        露丹认为基于华人的肤色（血统属性），华人应该会说基本的华语，而且

其他人也期望你会说华语。（“I think Chinese people should be able to speak basic 

Mandarin because being of the particular skin colour, others are going to expect you 

to be able to speak the language.”）。 

二、具有基本的华语水平就能体现华人的族群性 

    尽管受访者皆认同身为华人必须学习并掌握华语，以体现出华人的族群性，

可是在访谈的过程中，也发现第三代华裔青年在与他者，包括中国人及第一代

新加坡华人进行交流沟通时，却面对他者对自己华语熟练度期望过高所带来的

压力。 

    美兰分享自己因无法说流利的华语而遇到的尴尬经验： 

    “当我向这位大叔用华语点餐时，他用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就好像我

很笨一样。‘你是本地人吗?’” （“When I ordered food from this uncle then I was 

using Chinese and then he just gave me a weird look and he just stared at me like I am 

dumb. ‘Are you even local?’ ”）。 

    由于美兰的华语熟练度相对较低，每当华人农历新年到亲戚家拜年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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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戚总是问她说：“为什么你的华语这么差? 你是否在学校学华语？”（“And 

also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I go to all the extended relatives, ever since young, they 

are like why your Chinese so bad? Are you learning Chinese in school or not?”）。美

兰有个来自中国的舅妈甚至质疑她是否是华人，这些负面的经历都让美兰因华

语掌握不好而感到很愧疚。 

    丽娜透露自己在中国旅行时希望通过使用华语来突显自己的华人身份，以

期和当地人建立情感联系，提高自己作为内群体成员（in-group member）的身

份，可是却因其华语熟练度低而遭到当地人对她身份的质疑：“我最近去了一

趟中国...我认为自己既是新加坡人，也是华人。但是基于一些原因，当我和

当地人使用华语沟通的时候，我的华语听起来有点不同，他们会问我来自哪里，

我是否是华人。当我说我是华人的时候，他们说你为什么不能说一口流利的华

语，为什么你听起来不像我们说的。即使我告诉他们我来自哪里，他们却误以

为是新疆，也许是因为听起来像新加坡。我想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新加坡在哪

里。”（“I actually like went to China recently… I identify myself as Singaporean still 

and Chinese equally I would say. But then for some reasons, erm how I sound different 

when I speak Chinese to the locals there, they would question where I was from, 

whether I was Chinese and when I said I was Chinese. They were like how come you 

cannot speak Chinese properly and why don’t you sound like us. And even when I tell 

them where I’m from. They would either mistaken as Xinjiang, maybe because it 

sounds similar to Singapore. And I think some of them don’t even know where 

Singapore is.”） 

    其实，这不是丽娜唯一一次遭当地人质疑自己的华语能力及华人身份。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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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道： 

    “我在那里（北京）遇到一位导游，他来自哈尔滨。我们在旅行期间和他

说华语。但他后来也问我，为什么我的华语说得不流利。然后，我说也许新加

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是英语，而我在大学本科修的是英语，因此没有太多机会

使用华语。但是我们从小就开始学华语了。” （“A tour guide I met there he is 

from Harbin. We were speaking Chinese to him during the trip. But then he also 

happened to ask like how come my Chinese is not fluent. Then I said maybe the main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n Singapore is English and then I studied English in University 

so I don’t have much opportunity to use Chinese. But we do learn Chinese from 

young.”） 

    当进一步问及造成这些尴尬经验的缘由时，受访者不直接归咎于自己的华

人身份，即身为华人必须能说流利的华语。他们认为这和自己没有在学校把握

学习华语的机会有关。丽娜承认尽管自己从小接受华语教育，却不能说流利的

华语。（“I have had Chinese education from young and I had the avenue to learn it 

and then I eventually turned out to be someone who cannot speak it well.”）。爱玲也

坦言，身为新加坡华人，自己理应有机会在这个教育制度下学习华语，但却没

有很好地学习并掌握华语。（“Yah definitely. I mean given that you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ick up Chinese...if you are Singaporean Chinese, you have been 

through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you did not learn it when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it.”）。 

        对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而言，具有基本的华语水平就足以体现自己身为

华人的族群特性。在与他者的沟通交流中，自己无法掌握流利的华语与华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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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认同无关，而是由于自己没有在学校有效地学习并掌握好华语。在他们看来，

能否流利、熟练地使用华语不是作为华人族群认同的关键指标。这一看法在定

量阶段的研究结果中也得到印证，仅 35.2%第三代华裔青年表示“非常同意”

及“很同意”“能说华语”是作为一个华人族群认同的标志136。这与第三代华

裔的华人族群认同强度不高，华语熟练程度较低的正相关研究结果也是相符的。 

三、华语不是作为华人族群认同的关键标志 

        在访谈中，不是每一位受访者都同意掌握华语是华人族群认同的关键标志。

欣怡认为华人不会说华语只是一种遗憾，而这种遗憾并不源自于自己华人身份，

而只是说明自己失去了某种技能。她认为有效地掌握两种语言非常有用，不但

可以和很多人沟通交流，也能在国外学到许多事物。对欣怡而言，掌握好华语

能更容易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旅游，并和当地人交谈，了解更多当地的情况。

（“I find it very useful to be effectively bilingual. I can communicate with a lot of 

people. I can learn a lot more things also when I go overseas. It’s easier for me to get 

around in China, in Taiwan. I can engage them in conversation to find out more.”)。

她甚至觉得华语不是华族文化的载体：“我可以不需要通过学习语言来学习文

化。我可以用英语学习中华文化。如果人们对文化感兴趣，他们可以用任何语

言来学习文化。所以对我来说，维持华族文化并不意味着我需要用华语来表

达。”（“I can study culture without studying language. I can study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If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the culture, they can study the culture in whatever 

language. So to me, maintaining the culture doesn’t mean I need to do it in 

 
136 详见第五章第二节第四部分“族群认同标志的同意程度”的定量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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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in.”）。 

    欣怡分享自己亲眼目睹的一个事件：一位年轻女生在一个展会上因无法流

利地使用华语和一位老妇人沟通而被指责“你新加坡华人，你不会讲华语?！”。

欣怡为那个女生感到难过，因为她看得出女生很努力尝试使用华语，只是显得

有点不自在。欣怡认为，在当今这个时代，每个人不尽相同，而且身份具有流

动性，那位妇人不应该根据自己的期望要求别人（“At the current day of age, 

everyone can be different and fluid. And you shouldn’t just base it on expect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从欣怡的访谈记录中可得知华语与华人族群身份及华族文

化不是统一结合体。对她而言，华族文化的维持可以通过其他语言来进行，没

有必要学习和使用华语，而且说华语不完全标志着自己的华人身份。 

         露丹也提出掌握华语不是作为华人必要充分条件的看法。在露丹看来，一

个华人如果能说华语会使他更接近自己的根和文化，但不会说华语并不会使他

成为一个非华人（“Knowing how to speak Mandarin may bring a Chinese person 

closer to his roots and culture but not knowing how to speak Mandarin doesn’t make 

a Chinese person non-Chinese.”）。她认为在与中国人交谈时她不会因华语说得不

流利而感到尴尬。她解释：“因为与我交谈的中国人应该知道我不是中国人，

也不应该期望华语是我的第一语言”（“The China Chinese person I am conversing 

with should know I am not from China and should not expect Chinese to be my first 

language.”）。露丹透露曾有第一代新加坡华人告诉她华语口语水平很差。她坦

言自己不会觉得尴尬，因为他们之间可使用英语沟通或甚至不交谈，“我发现

在新加坡，除了在学校，很少有人要求你说一口流利的华语”（“I find that in 

Singapore, apart from a school setting, very few people expect you to speak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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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in.”）。 

        欣怡和露丹的观点也透露是否掌握华语并不意味着他能否成为华人。因为

成为华人的方式是多元的，掌握华语只是其中的一种特征。换句话说，华语虽

然是华人族群认同至关重要的标志，但失去掌握华语也不必然意味着自己丧失

华人族群认同（Ngan & Chan，2012）。 

        综合所收集的访谈记录，对于英语优选的第三代华裔受访者而言，他们大

都同意华语是新加坡华族的认同标志。至于华语必须掌握到怎样的熟练程度，

受访者的看法却不一致。这说明在认知上他们认为华语是承载中华文化的主要

媒介，也是建立华人族群认同的基础，然而在语言实践上英语是他们个人最常

使用以及最熟练的优势语言，进而影响他们对华语的认同。因此，对华语的熟

练、流利程度不过于要求，认为只要能说基本华语就能体现华人族群特性。况

且，受访者个人在新加坡的华语使用经验也一再增强这种观念：自己只需具备

基本的华语能力，就足以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华族进行沟通137。 

第四节  继续学习华语的意愿 

    针对第三代华裔青年继续学习华语的意愿，我们从他们的访谈记录中归结

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一、有效地与新加坡第一代华人交流沟通 

    由于受访的第三代华裔青年已成为英语优选的双语人，他们的华语熟练程

 
137 相关论述详见第五章有关第三代华裔在不同场域的语言使用情况的分析，以及本章受访者

使用华语的生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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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远不如英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华语进行交流的频率也不高，因此在面

对华语单语或华语优选的新加坡第一代华人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华语能力无法

有效地与对方交流沟通，从而激发他们继续学习华语的意愿。 

1.1 维系与第一代的亲属关系  

    在访谈的过程中，有受访者表示继续学习华语是为了能更流利地说华语以

便和家里的第一代亲属沟通。美兰描述了祖父母没有足够的英语应用能力，在

跨代交流中，提升自己的华语能力非常必要。美兰分享说：“我当然希望我能

讲一口流利的华语。我个人希望能和我的祖父母交流，特别是他们到了这个年

纪，时日也不多了。尤其是对我的外婆来说，我觉得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

我喜欢和她交谈，问她关于人生的深层问题，就像问我的普通朋友一样，但我

无法使用华语问她。”（“I definitely wish I could speak Mandarin better.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to my grandparents, especially at this age I know there is not much time 

left.  And especially for my maternal grandma I feel that we are quite similar a lot of 

ways and I love to like talk to her like you know ask her deep questions about life as I 

would as to my normal friends but I can’t do that in Chinese.”） 

    由于自己的华语能力不足，美兰无法用华语和年迈的外婆进行深入交谈，

以致让她感到若有所失（“I can but I’m like there will so many like erm you know 

you don’t know the proper way to ask and the answer you get is also very simplified. 

So it’s I feel like I could definitely speak Chinese better because of that. I’m feeling 

that loss right now.”）。通过继续学习华语，美兰希望能更有效地进行代际交流，

维系并加强她与祖父母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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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与第一代华人沟通出于工作需要 

    其中也有受访者表示自己继续学习华语是为了能有效地使用华语和第一代

的华人进行沟通。在很多情况下，与他们的沟通交流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工作需

要。 

    打算将来回到新加坡行医的文辉就透露作为一名医生，华语的掌握是非常

重要的。他说道：“至少到目前为止，新加坡人口更像是老龄化人口。新加坡

的大多数老年人没有受过教育，即使他们受过教育，主要也是华语教育，那是

在新加坡独立之前的时候，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受过华语教育。当你和他们用英

语交流时，他们完全听不懂。”（“At least as of now, Singapore population is more 

like an aging population. So most of elderly in Singapore has had no education even if 

they had education they are from a Chinese school.  So that’s when before when 

Singapore is independent. So a lot of them are Chinese educated. When you 

communicate with them, you use English to tell them, they don’t understand it at all.”） 

文辉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由于医生不会说华语，他的爷爷又不懂英语，最后

必须由他的叔叔充当翻译。在文辉看来，通过第三方将英语翻译成华语，很有

可能出现翻译错误，以致被误诊。因此，他坚信身为医生，想要和老一辈交流，

就需要很好地掌握华语138。 

    身为科学教师的欣怡需要不时和学生家长联系，并与他们交流，以及反馈

学生学习情况。由于其中有来自中国的第一代新移民家长，他们的英语掌握能

 
138 文辉的访谈记录如下：“I have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my granddad. So my grandad had some 

issues so he went to the doctor right, but because the doctor don’t know how to speak Chinese and then 

my grandad was Chinese ed, then in the end, we have to use my uncle as an interpreter. And you know 

how when you interpret like when you translate something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through a third 

person, then sometimes, there is translation error, then something get misquoted then lost here and there. 

So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lder generation now you really need to have a good grasp of Chinese 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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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足，欣怡必须使用华语与他们沟通交流，甚至在必要时，也要用华语发短

信给他们（“So everything I do with the parent is in Chinese. I text I text in Chinese, 

I speak over the phone, I meet them speaking in Chinese. They know minimal 

English.”）。因此，出于工作的需要，欣怡坦言自己必须继续学习华语以提升

自己的华语能力（“So that’s when I find it’s important. In the sense I find I need to 

improve my level of Chinese to be able to continue my job.”）。 

    面对只会说华语的客户，身为会计师的爱玲认为自己有必要继续学习华语：

“当你的客户只会说华语，你必须能说流利的华语。只有这样你才能和他们建

立良好关系...你知道在工作的时候电子邮件都是英语的，但你要知道与他们

面对面交流时，你真的需要会说华语。如果你能用华语和他们交谈，他们会找

你，而不是去找不会说华语的同事”（“When your client only speaks Chinese, the 

only way you can connect with them is to speak Chinese...you know in work emails 

are all in English, but you know like small talk all these, you really need like if you 

can converse in Chinese, people will go to you instead of going to your colleague who 

cannot speak Chinese.”）。 

    总而言之，第三代华裔受访者有意愿继续学习华语，以维持或提升自己的

华语能力，主要是自己在新加坡华人社区中能使用华语与第一代华人进行有效

的沟通交流。尽管继续学习华语的意愿一致，可是从访谈记录得知，每个人的

学习动机都有所不同。就美兰而言，提升自己的华语口语能力是为了能与年迈

的祖父母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以加强祖孙的跨代际关系，这属于“情感导向”

或“综合型”的动机。对文辉、欣怡和爱玲而言，他们继续学习华语是由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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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或当下的工作需要，是为了能和只能说华语的第一代“顾客群”进行有效交

流，属于“需求导向”或“工具型”动机。他们学习华语的动力来自于外部因

素驱使所致。随着在新加坡接受华语教育的第一代华人人口数量在未来 10-20

年间逐渐减少，华语在新加坡华人社区的使用范围将随之缩小，与此同时，对

华语熟练程度的期望与要求也相对降低。据此可以预测，这种为了有效地和第

一代“顾客”沟通的需求也将会减少，主要的服务群体将是在中国接受基础教

育的第一代新移民。 

二、积极应对当前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的中国 

    从我们访谈的记录中，明显得知大部分第三代华裔受访者表示自己想继续

学习华语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积极应对当前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正快速

提升的中国。在所有六位受访者当中，美兰是在各项华语语言技能的自我评估

中给自己打分最低的一位，可是为了能深入了解中国，她申请到上海去当实习

生。她坦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在国际市场中不断发展，很

多国际公司想要在那里投资。我认为在那里实习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

也能让我了解这些公司，特别是初创企业如何打入中国市场... 尽管我不认为

自己会在短期内或毕业后直接进入中国市场，但我确实看到了像在全球环境中

一样宝贵的、可转移的经验。所以我不排除往后到中国发展的可能性。”（“I 

recognise that China is one of the big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nd it’s growing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lik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want to be there 

right now. So I just felt that doing an internship there would definitely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me to know how these companies how these start-ups want to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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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the Chinese market...I don’t see myself like going directly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anytime soon or right after graduating but I do see that valuable like transferable 

experience like being in a global setting. So that was why I ‘m pretty open of going to 

China.”）。 

    为了能尽快提升自己的华语能力，美兰积极接触并阅读 WhatsApp 以及

Instagram 上的华文文本，甚至在地铁上也阅读华文广告。一遇到不懂的汉字或

词语，就上谷歌翻译搜索查询（“Ever since I was kind of ok I’m doing this I was 

like...normally I would avoid reading Chinese text in my WhatsApp or Instagram but 

now I actually try. And I even read ad on the train.”）。 

    爱玲也对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而感到惊叹不已：“我认为，也许现在更明

显的是，中国的经济确实比新加坡发达得多。就像无现金支付一样。你知道，

中国整个国家已在一个无现金状态，这太不可思议了，而在新加坡，我们仍在

努力推动无现金交易的发展。”（“So I think maybe now it’s more apparent that 

China’s economy is really so much advanced than Singapore. It’s like how the cashless 

payment. It’s just ridiculous how, you know, the whole part of China is going cashless 

whereas in Singapore we are still trying to push it out cashless.”）。  

    爱玲在访谈中透露，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此迅速，目前已出现很多大型的投

资公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一个在全球商业有影响力的国家。因此，如

果不会说华语，或华语能力有限，就不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甚至无法参

与其中（“If you can’t speak Chinese and not good at Chinese,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have a level playing field, or even have a chance in participating in.”）。她认为即使

中国投资者会说英语，掌握熟练的华语还是有必要的，这肯定会让对方觉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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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且有助于建立人脉及信任（“So even if they can speak English, but I’m 

pretty sure they will feel comfortable in speaking Chinese. Yah the networking part 

and the trust part.”）。由于爱玲的公司在中国有客户，她希望公司能派她为中国

客户服务，让自己有机会派驻到中国。可是，她深知自己的华语能力还无法承

担这个任务。她感叹到：“他们（公司）只派那些会说华语的人，你必须在那

个环境下生存，对吧？”（“They only send those people who can speak Chinese. 

Because you have to eat and breath Chinese there，right?”）。 

    至于丽娜的情况，父亲虽然在她年幼的时候就开始跟她强调中国的快速发

展，以及华语在未来的重要性139，可是当时的丽娜无法有这么深刻的体会。对

现在的丽娜来说，她清楚认识到华语对未来职业生涯将是一个增值的优势：

“在职业生涯方面，我觉得华语仍然很重要，除了英语之外，任何其他语言对

我都很重要因为你有一个额外的优势，嗯，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国家之一，我仍然认为这很重要。我相信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一定会遇

到一个来自中国的人，或者跟一个说华语的人打交道，有熟练的华语能力绝对

是一个资产。”（“As for the career part, I feel that Chinese is still important and 

knowing any other language besides English is always important to me because you 

just have an added advantage and erm I would say for China population being one of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I would still say it is very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m sure 

along the way in your career somehow you will meet someone who comes from China 

or deal with someone who speaks Chinese，and knowing Chinese more would 

definitely be an asset.”） 

 
139 详见本章第二节的有关丽娜背景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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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辉在澳大利亚的生活经历让他亲身感受到熟练地掌握华语所带来的机会

以及经济效益，这使他更坚定且努力地提高自己的华语能力：“实际上这里

（澳大利亚）有很多中国移民。因此，一些中介中心在聘请员工时会说，他们

更喜欢能说华语的，因为他们的一些顾客是中国大陆人。所以当一些人申请成

为诊所的接待员，他们显然会看重那些有良好华语背景的人... 我申请了一些

兼职工作，很多回复我的人都说他们很看重我有说华语和英语的能力。这是在

澳大利亚，这里有更多的人说英语，但也有很多中国移民说华语。所以，同时

掌握华、英两种语言真的很有帮助。”(“There is actually a lot like Chinese 

immigrants over here [in Australia]. So like erm there are like say some 

[employment]agencies like even some...when they employ people then they will say 

Chinese-speaking preferred because some of them their customers are mainland 

Chinese. So let say some of them apply to become a receptionist in a clinic, they will 

obviously value you to have a good Chinese background... I apply a couple of part 

time jobs, a lot of people who got back to me actually said that like they kind of value 

me having a Chinese-speaking background and English-speaking background. So this 

is in Australia and so the population here is like more of the people are English 

speaking but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China immigrants who are Chinese-speaking. So 

being bilingual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really really help a lot lah.”) 

    第三代华裔受访者的访谈记录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以及综合国

力的提升，能流利熟练地使用华语（汉语），是在全球对华市场就业的一个必

要条件。掌握了华语（汉语）将给自己附加竞争优势，而且对自己未来的事业

发展带来更多更好的机会以及经济回报。尽管受访的第三代华裔青年当中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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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使用华语的生活经历上曾经有过不愉快的经验，甚至对华语产生厌恶、

不屑的态度 ，但是由于华语（汉语）逐渐成为对华国际人才市场上必备的一

个重要语言资源，他们也必须务实地重视华语（汉语）的经济实用价值，因此

继续学习华语（汉语）的意愿大幅提高，以期提高现有的华语（汉语）熟练程

度，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语言资本140 （Heller & Duchêne，2012；赵世举、葛

新宇，2017）。 

第五节  鼓励下一代学习华语的意愿 

    当问及第三代华裔受访者是否鼓励下一代学习华语及其原因时，受访者都

一致表示有这个意愿。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华语的学习对于下一代的华族文化认

同是必要的，而且对下一代未来的事业也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文辉在访谈时甚至明确地依序排列华语学习的重要性：“我会鼓励他们

（下一代）学习华语。首先，中国是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如果你不懂华语

（汉语），你将会失去很多机会。第二，如果你不懂华语（汉语），你会失去很

多华族传统和文化。你会失去很多对华族传统和文化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

想让我的孩子学习华语的两个重要原因。”（“So I will encourage them to learn 

Chinese based on whatever we said.  Number one, China is the rising superpower, if 

you don’t know Chinese you will have a lack of opportunity in a lot of places. And 

number two, like if you don’t know Chinese, you will lose a lot of the tradition, the 

 
140 在美国、澳大利亚等以英语为主导语的移民社会对在校修读华语的新生代华裔青少年所做

的相关研究中，不少受访者也持类似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的复兴，掌握汉语越来越重要，对自

己的前途将有帮助。不过，其感受不如本研究受访者来得强烈，分析也不深入透彻，主要原因

或是他们还未面对就业的前景。在这些调查研究中，大部分受访者仍然强调华语作为华人族群

认同的重要性（Francis et al.，2009；Wong & Xiao，2010； Mu，2014）。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58 
 

culture. You will lose a lot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ition and culture lah. So 

those are like the two very important points of why like erm why I want my children 

to learn Chinese. ”） 

    然而，不是每个受访者都完全同意下一代学习华语的这两个原因。对于露

丹来说，由于自己的华族认同程度就不高141，她不认为华语是作为华人的充分

必要条件，她更在乎的是下一代未来职业的发展。华语虽然在露丹目前的职业

生涯中并不是很重要，可是她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给新加坡所带来的机遇，因此

非常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华语（汉语）：“我一定会鼓励我的孩子学习华语（汉

语）。新加坡常被视为通往中国的门户。如果他们能掌握华语（汉语），他们在

就业机会方面将比同龄人更有优势。然而，这也取决于他们最终选择的职业。

归根究底，掌握一门语言实际上关乎个人的发展和成长。如果我的孩子要学华

语（汉语），我会鼓励他们认真学习。”（“I would definitely encourage my 

children to learn Chinese. Singapore is often seen as a gateway to China. If they 

manage to master Chinese, they will have an edge over their peers in terms of job 

opportunities. However, this also depends on which profession they ultimately choose. 

Nevertheless, at the end of the day, mastering a language is really about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f my children are going to have to study Chinese, I would 

encourage them to take learning the language seriously. ”） 

    从第三代华裔受访者的访谈记录，可知他们对自己继续学习华语（汉语）

的意愿及态度也反映到下一代的身上，这与第三代华裔受访者在采用华英双语

 
141 详见本章第三节有关露丹对华语作为华人族群认同关键标志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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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子女的量化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尽管他们的华语熟练程度不如英语，可是

大部分的受访者认识到掌握基本的华语不仅对下一代在华族认同上是必要的，

而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若能熟练地掌握流利的华语（汉

语）将对他们自己以及下一代的未来都有好处。第三代华裔受访者深知“不会

英语”以及“只会英语”所带来的局限（Holmes，2014）。在他们看来，英语

是新加坡社会的强势主导语以及全球通用的语言，掌握英语就能掌握社会、政

治、经济资源，具有绝对优势；华语（汉语）是继英语之后的第二个全球语言

（Graddol，2004；吴英成、林惜莱，2009； Gil， 2011），也具有实用经济价

值，这意味着掌握流利的华语对自己及孩子的发展起着增值作用。因此，这促

使第三代华裔受访者为子女进行语言投资，让他们掌握华英双语将使他们获得

更多的语言资本，以便在未来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占有优势。 

第六节  小结 

        本次质性研究所取得的访谈资料补充了先前定量阶段的研究结果。所得结

论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根据受访者在学习、使用华语的生活经历中的访

谈记录，他们在经过新加坡以“英语为主、华语为辅”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后，

已成为英语优选的双语人。英语已成为他们个人最熟练的优势语言，也是他们

最常选择、最常使用的语言；其次，在自我身份认同方面，新加坡第三代华裔

受访者对“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程度明显地高于“华人”族群认同；最后，

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的华人族群认同与华语熟练度存在着正相关性，其华族

认同强度不高，其华语的熟练程度也较低。因此，在他们看来，能否流利、纯

熟地使用华语不是作为华人族群认同的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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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定量阶段中，研究发现虽然第三代华裔青年的华语能力在各方面均不及

英语，可是大部分的第三代华裔还是对华语持有积极、正面的评价，认为抚养

子女的理想语言模式应该是采用华英双语模式。这种具体语言实践与观念态度

的不一致性在质性阶段中得到进一步的解释。质性研究发现，尽管第三代华裔

受访者都表示有继续学习华语的意愿，以提升自己的华语熟练程度，然而在大

部分的情况下，不是基于华族文化认同的诉求，而是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除

了目前工作的需要外，他们更是倾向于积极地应对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的中国，

他们也将这种继续学习华语（汉语）的意愿直接反映到下一代的身上。从他们

的访谈记录中，明显得知华语在这个语境下已绝非纯粹族群认同标志，也是语

言资本。学习华语（汉语）的意愿已看作是一个人掌握必要的技能以获得竞争

优势的另一种表现，而不单是一个人与自己的族群保持联系的愿望。虽然在新

加坡双语教育的规划下，华语定位为族裔语，是华人族群认同的象征，也是承

载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媒介，可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所带来的对华国际语言市

场，足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华语在新加坡双语政策下的定位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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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加坡华裔语言教学与双语教育政策重新思考 

    本章综合讨论定量和质性两个阶段所取得的研究结果，并在讨论的基础上

提出“族裔华语+国际汉语”双轨并行的语言教学模式，继而对当前新加坡双

语教育政策进行再思考。 

第一节  第三代华裔青年：新加坡认同程度高的英语优选双语人 

通过定量与质性两个调查所取得的结果，本研究发现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

年与其父辈及祖父辈在双语能力以及自我身份认同已有所区别。这也反映了移

民世代语言变迁的普遍规律：移民离开祖籍国的时间愈久，后代对非社会主导

语的族裔语以及相关文化的掌握能力必然随之消退（Fishman，1972，1991）。

从过去对移民家庭代际语言使用以及能力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142。新加

坡族裔语“茶越冲越淡”的现象，不只是华裔移民，印度裔及其他族裔都必然

面临着逐渐被社会主导语（英语）替代的趋势143（吴英成、冯耀华，2017）。

除了受英语作为家庭常用语的影响，新加坡第三代华裔在以英语为主导语的教

育制度中与第一代在华校或在祖籍中国接受华语（汉语）教育的经历截然不同。

他们通过英语的学习，掌握学科知识，同时也接受了与英语相关的世界观以及

价值观，并用英语接收、储存、创造知识。因此，家庭和学校的社会化过程影

 
142 参酌第三章的相关讨论。 

 
143 根据新加坡教育部 2019 年以英语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小学一年级新生人数调查显示，各族群

学生在家使用英语的情况在 20 年间（1999-2019）呈明显上升趋势：华族学生由 42%上升至

71%；马来族学生从 18%升至 67%；印度族学生由 55%至 70%。详见附录（十三）：以英语为

主要家庭用语的小学一年级新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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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他们对英语的选择，进而形成他们高度的英语语言认同感，而英语在 1965

年独立后的新加坡社会的普及也夯实了他们对国家认同的语言基础。 

作为中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外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华人

占大多数的主权国家，新加坡从独立建国以来就通过各种政策力图建立人民对

新加坡的国家认同。这不但超越对族群的归属和认同的层次，而且有利于新加

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本研究对第三代华裔“自我身份认同”的定量

调查已发现，第三代华裔青年对于“新加坡人”的国家身份认同程度远超于认

同“华人”的族群身份。对他们而言，他们更重视国籍以及国民身份，而新加

坡的“华人”身份只是界定自己在新加坡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自我定位，以

区别于马来族、印度族及其他族群。从第三代华裔的四项华语技能熟练度与族

群认同强度的正相关性结果而观，随着第三代华裔的华语熟练程度相对偏低，

他们对华人族群认同的程度也有所减弱。由于世代语言的变迁，英语优选的第

三代华裔在自我身份认同上已从第一代对族群的身份归属转变为对国家的身份

归属。 

第二节  第三代华裔青年的“两个中国” 

新加坡政府对新加坡华族的定义是以华族的血缘属性为基础，有鉴于此，

新加坡华族与中国有着“浓的化不开”的血缘纽带联系。中国是新加坡华族的

祖籍国，是祖先的故乡，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华语作为“华人意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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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与祖籍中国产生紧密的关联144。通过学习并掌握华语更能深刻感受、体

会祖籍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源远流长（Chun，1996；陈志明，2012）。 

由于第三代华裔受访青年的华语整体熟练程度普遍上不高，加上他们“自

身所处”的强烈国家意识，他们与祖籍中国的情感、文化联系已渐行渐远145。

在本研究定量问卷调查中，大部分第三代华裔受访者对祖籍中国依附感与自豪

感的同意程度相对偏低
146
，在质性的访问中，第六位受访者露丹就坦言，中国

或许是自己的祖籍国，但自己毕竟已离中国太远。因此，她不会基于这个原因

而对中国有感情。随着生活经验的变化以及时间的推移，受访的第三代华裔也

发现新加坡的华族文化传统已和祖籍中国有所区别。就如第二和第三位受访者

丽娜和文辉在受访时透露，这主要是他们和新加坡其他族群文化交织、融合后

被冲淡的结果147。 

对第三代华裔而言，中国不再是自己的故乡，新加坡已成为他们落地生根

的家乡。第五位受访者欣怡非常不能认同中国是自己的祖籍国。对她而言，中

国与她没有关联。第四位受访者爱玲认为自己已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与新

加坡其他族群有着共同的起源和经历；第一位受访者美兰也坦率地说：“这是

一个家，而不是港口。这不是一个临时的地方，我们不会回到中国。” 由此

可见，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华裔已把新加坡当成自己成长的家园，不会觉得自己

 
144 这种关联在上世纪初期起作用。国语（华语）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由中国国内扩展至海外，

海外华侨的身份由一度以宗亲为中心的方言群体，衍变成一个以国语（华语）及中华文明为主

轴的“想象共同体”。参酌第二章第二节第二部分的讨论。 

 
145 定量调查的研究发现，第三代华裔受访者的族群认同强度与对祖籍中国的依附感及自豪感

在 Spearman 相关系数检验呈正相关性（rs=.378，p <0.01）。 

 
146 详见第五章第二节第三部分“对祖籍国的依附感与自豪感”的数据。 

 
147 详见第六章第二节相关受访者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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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漂泊他乡的移民。由于离开祖籍中国的时间已久远，第三代华裔对抽象的、

遥远的、“想象”的祖籍中国几乎没有情感联系与包袱。反观，他们在“生于

斯、长于斯”新加坡这块土地有着共同生活经验与集体历史记忆，并使用社会

主导语英语讲述自己的新加坡故事。在他们眼里，“中国”相对于“新加坡”

已是一个具有地缘意义的现代国家观念，不是一种基于文化和历史联系的“想

象”族裔观念。 

    在第三代华裔青年与祖籍中国的文化历史联系减弱的同时，他们面对当前

在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态度却是正面与积极的，

这可在本研究的定量与质性研究结果中得到证实。在问卷调查中，75%的第三

代受访者同意“华语对我未来的职业很重要”，而在质性访谈中，受访者都表

示有继续学习华语（汉语）的意愿，以提升自己的华语（汉语）能力，同时也

会积极鼓励下一代学习华语（汉语）。从质性访谈中得知，在大部分情况下，

这种意愿不是基于族群认同的情感诉求，更多是出于理性的考量与现实的需要。

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汉语（华

语）也得到更广泛的使用。能流利且熟练地掌握并使用汉语（华语），已成为

全球对华市场就业的一个必要条件。正如受访者爱玲所言，倘若不会说华语

（汉语），或华语（汉语）能力有限，就不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甚至没

有机会参与其中148。对立足于新加坡的第三代华裔青年而言，其所面对的世界

大国中国是真实的，其感受是切身的。掌握了汉语不仅给自己增值竞争优势，

也将带来更多的经济回报。 

 
148 详见第六章第四节第二部分有关爱玲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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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第三代华裔青年与祖籍中国的文化历史联系虽已日趋薄弱，然

而，随着世界大国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他们带着实用性目的积极参与其

中，以期在国际就业市场中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面对祖籍中国与当代中国，

第三代华裔青年与二者的互动关系各有不同。从与祖籍中国与当代中国互动的

层面着眼，随着世代的变迁与中国在国际地位的提升，第三代华裔由于在自我

身份认同上已从以文化为基础的华人族群转向以国家为基础的新加坡公民，他

们与祖籍中国的文化历史联系薄弱，但与当代中国的联系却持积极、正面的态

度。图 7.1 概括第三代华裔青年眼中两个“中国”的个别特征以及他们与两个

“中国”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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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第三代华裔与两个“中国”的互动关系 

总而言之，由于第一代华人透过华语（汉语）汲取知识，并通过华语（汉

语）建构一套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体系，他与祖籍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联系是密

切的，对自己身为“中华民族”的族群自豪感也是强烈的。对于第三代华裔而

言，尽管是双语人，英语更优势，且英语程度远高于华语，新加坡国家认同也

格外强烈，华人族群认同也就相对薄弱。他们目前所面对的中国是当前在国际

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角色的世界大国，而非情感上遥远的祖籍国。他们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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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的联系主要是经济的，关注的不是族群自豪感，而是在当前全球新经济

形态下自身的经济利益（Heller & Dechene，2012）。 

第三节  一语二用：族裔华语与国际汉语  

通过上一节的研究讨论，第三代华裔青年已成为英语优选的双语人，他们

对华人族群认同程度也有所减弱。可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他们继续

学习华语（汉语）的意愿与需求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是出于自己身为华人而对

祖籍地中国产生认同感与自豪感，而是基于当代世界大国中国影响力日益提高

所带来的就业竞争力与经济利益。对应于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所面对的两个

“中国”，即祖籍中国与当代中国，“汉语”作为一个语言实体肩负着两种不

同的使用功能，分别是以华语149作为族裔语与以汉语150作为国际语言。二者形

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为同一语言，但是在目的、功能、使用范围，甚至在

教学上各有不同的侧重面。 

一、华语作为族裔语 

基于血缘的驱动及情感的诉求，华语的学习与掌握是为了维持与祖籍中国

的文化历史联系，增强对祖籍中国文明和传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华语

不仅是华族传统文化以及价值观的载体，也是华人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同时

掌握了华语可以让华族在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新加坡社会中明确个人的自我

 
149 参酌第一章有关“汉语”与“华语”的概念界定。 

 
15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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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华语的内容主要以过去式的祖籍中国为导向，强调陈述性中华文化知识

以及文化成就，以展现传统中国语言文化面貌。 

这种思维也体现在华语作为族裔语的教学上。目前新加坡华语教材编写与

教学思路是继承和延续祖籍中国教材的传统。所采用的选文式教材编写模式无

异于中国大陆的《语文》、台湾的《国语》等教材。由于教学内容偏重祖籍中

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入选的文章主要是经典中华文学作品、寓言故事、民间

传说、历史故事等。此外，为了灌输中华传统价值观，不少与节庆文化、民俗

文化等相关内容也编入其中（吴英成、罗庆铭，2012）。这种文化“超载”的

教学内容，让华裔学习者通过学华语学中华文化，同时在学中华文化过程中学

华语。因此，不难发现在本研究调查中，受访者将华语、中华文化以及华人族

群认同三者联系在一起。由于华语作为族裔语教学的本质是培养华族学生成为

华人，其中一个目的是建立族群内部（“内群体”）的情感联系，以增强族群

认同感，因此在师资及教学语言方面采取“华人用华语教华人”的钦定原则。 

就使用范围而言，华语作为新加坡华族社群内部的沟通语言，必然跟当地

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加上长期与当地语言接触，并同时受到华族方言的影响，

无论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皆形成自己的特色。以词汇为例，在新加坡使用

的一些名称，如：黄梨、德士、脚车、登记、华乐、亚细安，在中国大陆分别

称为菠萝、出租车、自行车、身份证、民乐、东盟（吴英成，2010；李宇明，

2017)。本土语言变体的出现体现了新加坡华语在历史、文化发展的独特历程。 

由此可见，华语作为族裔语在新加坡的发展一方面是为了“慎终追远”，

从祖籍中国的文明中汲取语言文化养分，并在教学上体现了祖籍中国教材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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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学思路的历时延续；另一方面在日常用语上展示出有别于祖籍中国的本土

特色的共时差异。 

二、汉语作为国际语言 

根据本研究的定义，汉语包括中国境内以普通话为标准的语言实体，也涵

盖中国境外以普通话为标准的语言实体151。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

力快速增长，其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汉语

也已同步地伴随着人员、资本、物资和技术的流动，从中国迅速走向全世界，

日趋成为国际通用的语言。汉语所涵盖的领域不局限于中国文化，还包括政治、

经济、外交、科技和时尚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在哈萨克斯坦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在印尼国会提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

一路”），“走出去”国际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为海外直接投资带来新的发展

机遇，更进一步提升了汉语在全球的市场价值和国际地位。“五通”(政策沟

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是贯穿“一带一路”国际战

略的重要理念，而语言相通是实现“五通”的基础。汉语在“一带一路“国际

发展下，成为彼此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使用的空间势必会越来越大，成为

“一带一路”交往的通用语。随着中国“走出去”的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的落实，

对具备汉语语言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以及复合型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因而增加

（李广宇等，2017）。 

在这个大背景下，作为国际语言的汉语与作为族裔语的华语在功能上截然

不同，而汉语的学习动因是出于理性的选择以及现实的需要。就如第三代华裔

 
151 参酌第一章第五节有关汉语的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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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在质性访谈中所说，掌握了汉语不仅能获得更多的语言资本，提高自己与

外界连结能力，而且也使自己在全球人才市场上带来增值的竞争优势。由于汉

语与当代中国发展紧密联系，也是在中国生活、学习、工作或是从事与中国各

领域相关事务的沟通语言，因此汉语所承载的内容主要以现在式的当代中国为

导向，偏向程序性文化行为。 

有别于作为族裔语的华语教学，汉语的教学更关注实用性语言技能。教学

的重心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其一、汉语的交际性。汉语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不

同的汉语结构与功能，如问候、感谢、道歉、请求、说服、安慰、告别、批评

等表达方式都受文化制约。因此，汉语教学所涉及的内容不但是“说什么”，

还有“怎么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什么语境下“说什么”、“怎么说”。学

习者语言能力的高低将视是否能够得体且有效地使用汉语，即在不同的场合，

使用适当的语言，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其二、内容的当代性。教学内容以当

代中国社会的国情风貌、中国人当前的语言生活状态等真实语料为素材。这不

但能使学习者了解当代中国，也能提升他们在与中国人进行语言交际过程中的

敏感度。有别于华语教材的选文式模式，汉语教材采用的是以情境驱动，结合

语言结构与功能的编写思路。作为国际语言，汉语教学应面向全球各地不同社

会、文化、语言背景的学习者与使用者。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国

民基础教育体系，加上全球汉语学习者趋向低龄化152（李宇明，2018），汉语

将如同英语，成为超越族群、国家身份认同的国际语言（Lo Bianco，2005）。

因此汉语教学师资不应局限于中国人或华人母语者，而是根据个人的汉语学习

 
152 根据估计，全球未成年汉语学习者已经占到中国境外全体汉语学习者的 50%，一些国家甚

至达到或超过 60%，且仍呈快速发展的趋势（李宇明，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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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汉语熟练程度、汉语教学能力等为考量。在教学语言上，鉴于学习者在

学习目标语汉语过程中必定会受其主导语的影响，采用当地学习者主导语和汉

语兼容的双语教学模式（Widdowson，2003；Butzkamm & Caldwell，2009），

以主导语作为语言学习资源支援汉语的学习，从而提高学习者双语能力与双文

化意识，促进汉外语言互联、文化互通（Kumaravadivelu，2012；吴英成、邵

洪亮，2013）。 

汉语国际化进程不仅使汉语在各地区之间有共同性，也有各自丰富多元的

本土特色。随着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传播，在不同社会、政治、语言、文

化语境下以汉语进行沟通、交流，必然产生大量的汉语变体。以中国境外不同

华人社区的华语词汇变体为例，新加坡的“快熟面”在中国大陆叫“方便面”，

台湾叫“泡面”，香港叫“公仔面”；又如：新加坡的“德士”，中国大陆称

“出租车”，台湾称“计程车”，香港称“的士”。尽管汉语变体在一定程度

上带来沟通和交流的语言障碍，但也说明汉语变体为各地区文化互通过程中的

必然产物。因此，就学习和使用而言，既要掌握汉语的共性，同时还需了解不

同地区的独特变体，这样才能达到语言文化互联互通的目的。 

综上所述，族裔华语和国际汉语在动因、功能、教材编写模式、教材内容、

使用范围等的不同侧重面，以表7.1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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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裔华语 

 

国际汉语 

动因 ·血缘驱动 

·情感诉求 

·现实需要 

·理性选择 

 

功能 ·华族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

载体 

·华人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 

 

·与外界连结的语言资源 

·全球就业市场上赋予增值

的竞争优势 

 

教材编写模式 选文式 以交际性语言技能驱动 

 

教材内容 过去式祖籍中国为导向 

 

现在式当代中国为导向 

 

 

知识类别 陈述性知识、文化成就 

 

程序性知识、文化行为 

 

传播方式 跨文化 

 

互通文化 

使用范围 华人社区内部 全球与中国各领域相关事务 

 

表7.1：族裔华语与国际汉语 

第四节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再思考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出于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行“英语为

主、族裔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在双语教育政策框架下，英语和族裔语各

肩负不同的社会语言功能153。经过50多年漫长的政策推行与落实，历经数个世

代，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培养出了一批新加坡国家认同程度高、英语优选的

第三代华裔青年。他们对华人族群认同的程度不高，与祖籍国中国的文化历史

联系也相当薄弱，其华语整体熟练度也远不及英语。 

 
153 参酌第二章第二节“新加坡语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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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加坡华族社群“脱华入英”的世代语言变迁，新加坡领导人充分意

识到倘若不及时扭转这个趋势，新加坡未来将失去双语竞争优势。作为依靠对

外贸易和投资生存的小国而言（Low，2003），新加坡领导人深知新加坡的生

存和发展取决于自己是否能够持续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快速变化（Dent, 2001；

Neo & Chen，2007）, 尤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沟通能力成为经济发展

动力的核心要素，新加坡人民的语言能力也因此成为推动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全球高度开放及连接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必须在瞬息万变

的国际环境中做出相应的改变与调整，以创造商机及确保吸引力，这才能让世

界继续对新加坡保持兴趣，使新加坡和世界各国的关系同其经济利益紧密联系。

这种做法不但使新加坡经济得以持续发展，也符合新加坡的国家生存与安全战

略。 

自本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新加坡与中国贸易额大幅度

增加。截至 2019 年 12 月，中国已连续 5 年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

连续５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直接投资来源国。至 2017 年底，新加坡对中国累计

投资额已近 1400 亿新元154，中国对新加坡累计投资额超过 500 亿新元155。中国

“一带一路”的倡议更扩大和深化新加坡与中国在互联互通、金融支持、第三

方等三大平台上的战略性贸易合作关系156。此外，旅游业是新加坡重要的支柱

 
154 见 2017 年新加坡海外投资报告（Singapore’s Investment Abroad 2017）。 

 
155 见 2017 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Economic Survey of Singapore 2017）。 
 
156 在互联互通方面，新加坡和中国开展了三个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项目，分别为苏州工业

园、天津生态城和新中（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在金融合作方面，新中两国 2014

年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新加坡元直接交易，并在 2016 年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由中国企业创办的新加坡亚太交易所也于 2018年经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批准设立，并于同年 5月

正式开市交易；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新中两国在 2018 年签署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谅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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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是外汇主要来源之一。截至 2017 年，旅游业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

4%，年收入达 177 亿新元，并提供超过 16 万个就业机会。随着中国经济持续

地快速发展，人民收入的提高，到海外旅游渐成风气。自 2017 年开始，中国

已经成为新加坡的第一大客源国。中国来新加坡旅客逐年增加，从 2010 年的

171 万人次到 2018 年 341 万人次，增幅竟达 100%。中国观光客在新加坡的消

费也从 2009 年的 13.5 亿新元上升到 2018 年 39.1 亿新元，成为新加坡旅游收入

的第一大贡献者157。 

    汉语158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所带来的全球市场价值

和国际地位，让新加坡领导人在许多重要场合重申华语159的重要性，大声疾呼

新加坡华族应高度重视华语。新加坡语言规划的总工程师李光耀鼓励华族家长

尽量在日常生活中跟孩子说华语，同时表明华语能协助国人“同崛起的中国联

系”，对个人前途大有裨益160。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在多个重要场合指出中

国的崛起让新加坡华族看到华语的美好前景161，一再呼吁国人必须保持双语优

 
忘录，新加坡成为中方企业进入第三方市场的跳板。详见 http://www.csc.mofcom-

mti.gov.cn/index.shtml。 

 
157 见 https://www.singstat.gov.sg/find-data/search-by-theme/industry/tourism/latest-data。 

 
158 这里指国际汉语。 

 
159 这里指族裔华语。本文在此分别采用“汉语”和“华语”，以突显二者在功能、内容、使

用范围上的区别。详见本节第三部分的讨论。 

 
160 引自“讲华语运动开幕 李资政：家长应跟孩子讲华语”。联合早报，2009 年 3 月 18 日。网址：

https://www.zaobao.com.sg/special/face2face/story20090318-28584。2018 年 3 月 12 日。 

 
161 李显龙自 2004 年接任新加坡总理一职后，在几次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重视华语的重要讲

话。详见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page=1&keywords=&from=PM%20Lee%20Hsien%20Loong&t

opic=&year=&type=National%20Day%20Rally。2019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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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并鼓励国人将华语融入日常生活中，努力学好华语，才能“在中国工作、

与中国人打交道、把握住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商机”162。 

尽管新加坡领导人已意识到汉语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实用价

值，然而就目前新加坡双语政策规划中，以英语和族裔华语各自肩负不同的社

会语言功能而言，族裔华语的定位、功能以及内容，无法满足新加坡华裔应对

当代中国的需要。诚如上一节所论述，族裔华语的功能是为了“慎终追远”，

维持与祖籍中国的文化历史联系，同时作为新加坡华族社群语言，清楚自己在

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新加坡社会的定位，以区别于马来族及印度族等其他社群。

受访的第三代华裔青年虽然表示有意愿继续学习华语，同时也会积极鼓励下一

代学习，从访谈的语境中明显得知在很多情况下所讨论的“华语”是指国际汉

语，他们其实更渴望能提升国际汉语能力，而非族裔华语能力，他们更多考虑

国际汉语所带来的增值效应，希望自己及下一代能将汉语学好，从而在国际就

业市场中增加自己的竞争优势。 

为顺应新加坡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加坡的语言教育必须采取族裔华语与

国际汉语双轨并行的新思路，既建立新加坡华裔的本土身份认同，同时让他们

拥有与国际汉语世界连接的语言资源。形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族裔华语与国际

汉语虽同为一个语言实体，但在定位、功能以及使用领域上各有不同。尽管二

者有部分重叠之处，但二者发挥“族群认同标志”与“语言资源”的互补功效。

这种“两脚走路”模式不但能让新加坡新一代华裔立足本土华族社群，而且能

积极参与对华国际市场的交流。 

 
162 联合早报（2019 年 10 月 23 日）双语优势正相对减弱 总理鼓励国人把华语融入日常生活。

网址：https://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191023-999236。2019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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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然资源匮乏，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不遗余力地发展教育是新加坡

维持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源，一个人的语言能力，

尤其是在工作中能够发挥作用的语言能力，是人力资源的其中一个重要构成要

素。没有一个活动是不需要借助语言媒介，甚至完全不需要依靠语言来进行交

际。高水平的语言能力可以提高交际效率，降低活动过程中人际交流互动的不

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为掌握共同语言的双方带来潜

在效益，增加贸易机会（徐大明，2010；冯耀华，2011）。新加坡语言政策制

定者必须审时度势，在必要时重新检讨并制定富前瞻性及战略性的双语政策，

以确保新加坡与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维持的优势。诚如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

所言：“语言政策会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旅程。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已经进行了多

次改进，未来还会继续这样做。尤其现在面临一个持续变化的世界，新加坡与

外部世界发展的联系益加广泛，语言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必然会不断地相应

调整。”（李光耀，201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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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语与展望 

第一节  研究贡献 

    本研究的原创性主要反映在以下五方面： 

一、以新加坡为研究个案探讨华裔语言与族群认同关系 

尽管过去许多研究已显示，族裔语发展及其熟练度与族群认同具有正相关

性，可是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华人为少数族群的英语主导社会，尤其是在美

国及加拿大两个北美国家。至于其他地区，关于这类课题的研究相对较少。本

论文以新加坡为研究个案，研究发现与现有参考文献一致，即族群认同强度与

听力、说话、阅读、写作技能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由于新加坡是中国地区

（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外，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具有特殊的社

会文化环境，因此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可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新的认识以及有价

值的参考。 

二、以第三代华裔青年为研究对象 

本论文以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为研究对象，弥补了有关华裔语言与族群

认同研究中针对第三代华裔以及青年华裔调查的不足。纵观当前的相关研究，

主要集中在第 1.5 代和第二代华裔移民，以第三代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明显欠缺

（Phinney，2001; Francis et al.，2009；Duff & Doherty，2019）。再说，目前的

研究对象大多为青少年，以青年尤其是进入职场工作的青年为研究对象的相关

研究甚少。因此，本论文在研究对象的取样和选择上开创了先例。具体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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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随着世代语言变迁，第三代华裔青年的华语熟练程度日趋偏低，其华

人族群认同程度也有所减弱。同时，这一结果也进一步证明“族裔语—族群认

同”的正向关联性，在不同社会语言环境、不同世代以及不同年龄层具有普遍

性。 

三、厘清世代的概念 

过去有关代际语言变迁或差异的研究，对世代的概念一般有两方面的理解：

其一是家庭世代，即祖父母、父母、儿女，是一种家族血缘传承的关系；其二

是移民世代，根据家庭成员从祖籍国移居至居住国界定。第一代在祖籍国出世

成长而后移居至居住国；第二代是第一代的孩子在居住国出世，并在当地成长；

第三代是第二代的孩子，其背景与第二代的父母雷同。在一般情况下，居住国

的社会主导语不是其族裔语，而且当地大多没有完整的族裔语教育体系。因此，

移民世代和语言世代是相对应的，即第一移民代也是第一语言代。 

可是，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却未必是相对

应的。由于这些国家在独立前，甚至到现在，除了当地社会强势语为主的教育

体制外，同时出现族裔语教育体制。独立前的新加坡以及现在的马来西亚就是

典型的例子。因此，基于这种特殊情况，本论文所提出语言世代的概念是根据

语言教育背景来界定。以新加坡的情况为例，第一代是华语教育背景者，即以

华语为教学媒介语，英语为单科；第二代接受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华语为单

科的英语背景者；第三代与其父母的教育背景相同。由于第一代与第二代及第

三代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不同，这也直接影响他们对不同语言的选择以及语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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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进而形成他们对不同语言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本论文以此为定义，也解决

了目前新加坡代际语言变迁研究对世代概念模糊不清的情况。 

四、建立国际汉语作为语言资本的新观念 

本论文调查显示，第三代华裔青年对提高自己汉语能力持有积极态度和意

愿，主要的原因不是由于祖籍中国的日渐强大而对自己族群身份感到自豪，从

而积极学习华语。本论文质性资料显示，第三代华裔在面对当前国际影响力日

益提升的世界大国中国，他们有意继续学习汉语的意愿更多是出于理性的考量

与现实的需要。中国经济腾飞带动汉语的传播，直接提升汉语的国际地位以及

实用价值，促使第三代华裔青年对汉语进行语言投资。掌握熟练的国际汉语能

力可转化为实用性的语言资本，让他们在国际就业市场中增值，同时获得更多

的经济利益。这也从而说明第三代华裔青年的汉语学习需求已明显有别于第一、

第二代华裔。本论文研究结果发现，“汉语”作为一个语言实体，已由原本仅

有族群认同功能的族裔华语，扩充并包括国际汉语。换句话说，对国家高度认

同的新加坡第三代华裔英语优选双语人而言，当代中国国力强大属于外在因素，

促使“汉语”由“感性/自豪/遥远”的族群身份认同范畴扩展至“理性/利益/

当代” 的经济范畴，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互补。 

五、提出“族裔华语+国际汉语”双轨并行的语言教学模式 

    在“汉语”作为一个语言实体肩负双重功能的基础上，本论文提出“族裔

华语+国际汉语”双轨并行的语言教学模式，并倡议新加坡华裔语言教育应该

采取这种模式，以顺应新加坡内外形势的新变化。纵然族裔华语与国际汉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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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重叠之处，但两者却发挥“族群认同标志”与“语言资源”的互补功效，

一方面建立新加坡华裔的本土身份认同，另一方面让他们拥有与国际汉语世界

连接的语言资源。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继续提高，与华裔居住国之间的政经双边

关系发展必然日趋密切，汉语实用价值也将日益提升，华裔将更主动学习汉语，

而“族裔华语+国际汉语”双轨并行的语言教学模式，必将能满足海外新生代

华裔对汉语/华语的学习需求。 

第二节  研究展望 

    展望族裔语与族群认同研究的未来发展，将在三大方面进行后续研究： 

一、世界华裔语言与族群认同研究 

    由于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以及加拿大等移民社会，其他地区在这

方面的研究相对甚少，因此可加大力度和扩大研究范围在以下两个层面进行深

入研究： 

1.1 对内研究 

在新加坡进行族裔语与族群认同研究： 

（一）对新加坡其他族裔（马来裔、印度裔）进行第三代语言与族群认同研究 

本论文对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在族裔语与族群认同的研究可进一步扩展

至新加坡第三代马来裔以及印度裔青年。随着世代语言的变迁，英语已逐渐成

为新加坡各族裔新生代的家庭常用语，这对其他第三代族裔而言是否也意味着

他们对族群认同的程度有所减弱？倘若族群认同感趋弱是新加坡各族裔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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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向，这对新加坡强调族群、文化的多元性又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这是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课题。 

（二）定期开展对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的调查研究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上世纪 90 年代出生的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

由于出生在不同年代的新加坡第三代华裔在学习过程、生活经验、工作经历等

方面不尽相同，加上国际形势变化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定期对不同年代

出生的新加坡第三代华裔青年进行族裔语与族群认同的调查研究，将能更全面、

有效地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华语作为华人族群认同标志的重要性在新加坡新

生代华裔心目中所起的变化。 

1.2 对外研究 

    在不同国家与地域、不同社会语言环境下进行华裔语言与族群认同相关研

究： 

（一）针对以英语为主导语国家的第三代华裔青年进行比较研究 

本研究对其他国家的华裔青年语言与身份认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尤其是以英语为主导语国家的第三代华裔青年。这些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

英国以及新加坡，都是以英语为当地社会的主导语言，而且是主流学校的教学

媒介语。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深入考察在同一个社会语言环境下，各国第三代

华裔青年的自我身份认同，对华语作为华人族群认同关键标志的看法，以及中

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对他们在自我身份认同及语言学习态度及意愿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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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不同国家华人社区开展代际研究调查 

相同的研究思路可扩展至不同国家的华人社区。由于华人从祖籍中国移居

至世界各地的时间先后有别，分布情况也不尽相同，加上各国社会、政治、经

济、教育环境差异，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程度不一，华人在各地区的经验与身份

存在着多元性。通过对不同国家华人社区的语言形态与身份认同代际研究，可

以进一步分析汉语（华语）对不同世代在族群身份认同中的作用，同时探讨华

人语言与身份认同在居住国环境、祖籍国环境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等之间的相互

关系和影响。例如：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强对各地区不同代际的华人在华

语以及华人认同程度上所起的作用。 

二、对受访者语言熟练度进行直接测试 

本研究在定量问卷调查中采用语言熟练度的自我评估方式。尽管自我评估

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测量方法，而且与语言熟练度的直接测试有高度相关性

（Birdsong 1992；Marian et al., 2007；Oh & Fuligni，2010），但受访者在自我

评估上的准确性可能会出现偏差，即受访者有时会低估或高估自己的语言熟练

度。因此，进行直接测试将能客观地评估受访者的语言熟练度。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普及，

相关研究在未来进行语言熟练度测查时，可通过在线平台让受访者直接在线上

进行语言熟练度测试。这不但可以降低操作上的难度，也可以在无需亲自监督

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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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族裔华语+国际汉语”教学模式研究 

目前，不论在新加坡或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大多以族裔华语为核心内容。

学习与掌握华语是为了维持与祖籍中国的文化历史联系，增强华人的族群认同。

随着汉语实用价值的增长，海外新生代华裔对学习国际汉语的需求增加，“汉

语”的功能由族群身份认同扩大至就业能力。要使“族裔华语+国际汉语”教

学模式得以推行并得到落实，就必须沿着这个新思路，结合各地区华裔学习者

一语或者国家主导语差异，在教学方法、教材设计、教师培训等领域进行深入

研究与探讨，并提出“族群认同标志”与“语言资源”二者平衡且互补的教学

方案，让世界各地新一代华裔在立足当地华族社群的同时，也能拥有语言资源

参与对华国际市场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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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华侨”、“华人”、“华裔”、“华族”及相关名称 

与相对应的英文翻译 
 
 

 中文名称 英文翻译 

1 华侨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2 华人 Chinese 
Overseas 

3 华裔 Chinese 
descents 

4 华族 Ethnic Chinese 

5 汉人 Han Chinese  

6 汉族 Han Chinese 

7 中国人 Chinese 
Nationals 

8 华语 Mandarin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9 汉语 Mandar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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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美国移民世代的定义 

移民世代 定义 

 

第一世代 祖籍国出世，13 岁及以后到居住国 

 

第 1.5 世代 祖籍国出世，12 岁及以前到居住国 

 

第二世代 居住国（本土）出世，父母皆祖籍国

出世 

 

第 2.5 世代 居住国（本土）出世，父母其中一方

外国出世 

 

第三世代 居住国（本土）出世，其中 3-4 位祖

父母/外祖父母外国出世 

 

第 3.5 世代 居住国（本土）出世，其中 1-2 位祖

父母/外祖父母外国出世 

 

第 4 世代及以上 居住国（本土）出世，祖父母/外祖

父母皆居住国（本土）本土出世 

 

 

资料来源：Rumbaut，R.，20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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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1901年至2010年163新加坡三大族群的人口及其比例 
 

年份 

 

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其他人 总数 

1901 164,041 
(72.1%) 

 

35,988 
(15.8%) 

 

17,047 
(7.8%) 

 

9,768 
(4.3%) 

 

226,842 
(100%) 

1911 219,577 
(72.4%) 

 

41,806 
(13.8%) 

 

27,755 
(9.2%) 

 

14,183 
(4.7%) 

 

303,321 
(100%) 

1921 315,151 
(75.3%) 

 

53,595 
(12.8%) 

 

32,314 
(7.7%) 

 

17,298 
(4.2%) 

 

418,358 
(100%) 

1931 418,640 
(75.1%) 

 

65,014 
(11.7%) 

 

50,811 
(9.1%) 

 

23,280 
(4.2%) 

 

557,745 
(100%) 

1947 729,473 
(77.8%) 

 

113,803 
(12.1%) 

 

71,927 
(7.7%) 

 

22,941 
(2.4%) 

 

938,144 
(100%) 

1957 1,090,596 
(75.4%) 

 

197,059 
(13.6%) 

 

129,510 
(9.0%) 

 

28,764 
(2.0%) 

 

1,445,929 
(100%) 

 

1970* 1,550,472 
 (77.0%) 

298,013 
 (14.8%) 

140,952 
(7.0%) 

 

24,163 
(1.2%) 

2,013,600 
(100%) 

 

1980* 1,786,884 
(78.3%) 

328,622 
(14.4%) 

143,772 
(6.3%) 

22,821 
(1.0%) 

2,282,100 
(100%) 

 

1990* 2,128,530 
(77.8%) 

383,026 
 (14.0%) 

194,248 
 (7.1%) 

30,095 
 (1.1%) 

2,735,900 
 (100%) 

 

2000* 2,513,971 
(76.8%) 

455,003 
 (13.9%) 

 

258,599 
 (7.9%) 

 

45,828 
 (1.4%) 

 

3,273,400 
(100%) 

 

2010* 
 

2,794,830 
(74.1%) 

 

505,408 
(13.4%) 

346,996 
(9.2%) 

124,466 
(3.3%) 

3,771,700 
(100%) 

*仅指常住 

 

 

 

 

 
163 1901－1947 年新加坡人口及其比例的统计数字来源自苏瑞福（2008：40－41）；1957 年的

则来源自 Chua，1957；1970－2010 年的数字来源自 Wong，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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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1957年新加坡的语言使用分布164 

 

 

 
164
 参考自 Chua, 1964: 155-161 

165
 本表仅包括使用人数超过 1000 的语言。在 1957 年的人口普查报告中，少过 1000 人使用的语言如下： 

僧伽罗语（898人）、辜加力语（775）、特列古语（549）、阿拉伯语（504）、武吉士语（317）、泰语

（221）、广西话（173）、日语（158）、菲律宾语（145）、西伯利亚语（118）、班贾尔语（93）、缅

甸语（57）、米南加保语（47）。 
166
 新加坡华族方言包括闽方言（福建话、潮州话、海南话、福州话、兴化话、福清话）、粤方言（广东

话）、客方言（客家话）以及北方方言（华语）。“上海话”不指吴方言，也不是指来自于吴方言区、上

海或其周边地区的人，通常是指别于以上主要南方汉语方言的其他方言。（见 Kuo, 1980） 

 语系及其语言165  使用其母语的人数 占总人口比例 

（人数＝ 

1,445,929） 

1 汉藏语系（汉语） 

福建话166 433,718 30.0 

潮州话 246,478 17.0 

广东话 217,640 15.1 

海南话 74,498 5.2 

客家话 66,597 4.6 

福州话 14,232 1.0 

兴化话 7,866 0.5 

上海话 7,273 0.5 

福清话 6,443 0.4 

华语（北方方言） 1,275 0.1 

  

2 南岛语系（马来-波里尼西亚语） 

马来话 (Malay) 166,931 11.5 

爪哇话 (Javanese) 14,517 1.0 

波亚尼话 (Boyanese)  14,344 1.0 

  

3 达罗毗荼语系 

淡米尔语 (Tamil) 75,617 5.2 

马拉雅拉姆语 (Malayalam) 20,063 1.4 

  

4 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 

旁遮普语 (Punjabi) 10,089 0.7 

兴都斯坦语 (Hindustani) 5,394 0.4 

孟加拉语 (Bengali) 1,210 0.1 

古吉拉特语 (Gujarati) 1,022 0.1 

  

5 印欧语系（日耳曼语） 

英语 26,59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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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19 
 

附录（九） 

 

1824-1947 年新加坡华人人口增长率 

年份 华人 

总人口 

华人男性 华人女性 新加坡 

总人口 

华人所占

人口 

百分比(%) 

1824 
 

3,317 2,956 361 10,683 31 

1834 
 

10,767 9,944 823 26,329 41 

1849 
 

27,988 25,749 2,239 52,891 53 

1860 
 

50,043 46,795 3,248 81,743 61 

1871 
 

50,098 46,631 7,467 97,111 56 

1881 
 

86,766 72,571 14,195 139,208 62 

1891 
 

121,098 100,466 21,462 184,554 66 

1901 
 

164,041 130,367 33,674 228,555 72 

1911 
 

219,577 161,648 57,929 303,321 72 

1921 
 

317,491 215,918 101,573 425,912 75 

1931 
 

421,821 263,191 158,630 567,453 74 

1947 
 

730,133 387,883 342,250 940,824 78 

 

资料来源：Freedman, M., 195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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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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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一） 

 
修读英语和华语源流学生的百分比 

 

年份 就读英语源流学校的

学生（百分比*） 

 

就读华语源流学校的

学生（百分比*） 

1959 
 

47．4 45．9 

1965 
 

61．4 30．0 

1971 
 

69．1 29．0 

1974 
 

77．9 21．7 

1978 
 

88．8 11．2 

1979 
 

90．9 8．9 

 *总数包括马来以及淡米尔文源流学校的学生。 

      
             资料来源：Yip et al., 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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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二） 

 

1980年至2004年新加坡小学一年级华族学生的主要家庭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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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三） 

 

以英语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小学一年级新生人数（％） 

 

资料来源：《乐学善用：2010年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Nurturing Active 

Learners and Proficient Users) 及海峡时报，2019年10月22日。网址：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peak-mandarin-campaign-marks-40-

years-with-local-lexicon-pm-lee-hsien-loong-says。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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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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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五） 

 
Information Sheet for Participation in Survey  

 
Title of Research Project 
Language and Identity: Third Generation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IRB ID: IRB-2018-01-032) 

 
Purpose of the Study 
This survey is being undertaken as part of PhD for FONG Yeow Wah.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intergenerational language mobility 
in Singapore.  It aims to explore language shift, language pattern (i.e. language 
most frequently spoken at home, language fluency, language preferences, 
language dominance and language choice) and ethnic self-identity among the 
third generation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The results should serve important reference to four thematic areas for future 
research, namely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heritage language pedagogy, 
heritage speaker identity and heritage language acquisition. 
 
Profiles of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is looking for young Chinese Singaporean adults, ranging in age from 
21 to 30 years old. You are born in Singapore and have completed at least 
secondar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You are born in the third generation, that is, 
your grandparents are China-born Chinese-educated or Singapore-born Chinese-
educated and your parents are Singapore-born English-educated.    
 
Description 
Your participation will involve completing questions in the survey, which should 
take approximately 20 minutes. Please put a tick in the box next to the answer of 
your choice or indicate your level of agreement with the statements by 
numbering from 1- 6 in order where 1 is strongly disagree and 6 is strongly agree.   
 
At the end of the survey, you will be asked to indicate if you would b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a follow-up interview about your Chinese language usage and 
learning, as well as your opinions towards Chinese language. Details could be 
found in the survey form. 
 
Participation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is study is voluntary. You are free to withdraw from this 
study at any time prior to the submission of the report without penalty, prejudice, 
negative consequences, repercussion, or disadvantage.  All the data/information 
collected will be discarded. Your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this study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26 
 

Expected Benefits  
This study may not benefit you directly. With this study, we hope to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language shift, language pattern and ethnic self-identity 
among the third generation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Scholarship of Language and Identity.  
 
Risks 
There is no foreseeable risk arising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is study.  
 
Confidentiality 
All responses will be treated confidentially. All research records (if any) will be 
converted into a softcopy that will be kept under the lock and key and within a 
password-protected media storage device. All data will be stored for at least 10 
years after publication. 
 
Personal Data167 

Your personal data/information will be used solely for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will render your personal data/information anonymous and protect the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of your personal data/information prior to submission for 
publication.  

Research arising in thé futuré, baséd on this “Pérsonal Data”, will bé subjéct to 
review by the relevant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Data/information collected are the property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the event of any publication regarding this study, your identity will 
remain confidential. 
Any réséarch data containing your “Pérsonal Data” that is colléctéd for thé 
purposes described in this Information Sheet will be stored in Singapore. 
 
Contacts  
When in doubt about any aspect of this study, or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urvey, you can contact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Professor GOH Yeng Seng, (Supervisor) by phone (65)6790-3283 or email: 
yengseng.goh@nie. edu.sg or Co-Investigator, FONG Yeow Wah (PhD student) by 
email: NIE173622@e.ntu.edu.sg. Should you have questions on research ethics 
and rights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you can contact NTU-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Research Integrity and Ethics Office by email: irb@ntu.edu.sg 

 
 

Thank you! 

 

167 “Personal Data” méans data about you which makés you idéntifiablé: (i) from such 

data; or (ii) from that data and other information which an organisation has or likely to 

have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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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t Form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information and procedures in the study 
information sheet attached to this consent form.  My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study have been answered to my satisfaction, and I acknowledge that I am 
participating in this study of my own free will. I understand that I may refuse to 
participate or stop participating at any time. 
 

Cons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Yes, I agre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research.  
 

    No, I do not agre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researc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Participant                          Signatur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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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 

 

Q1 性别 (Sex/Gender) 

i. 男 (      ) 

ii. 女 (      ) 
 

Q2 出生年份 (Year of birth) 

 请填上个人出生年份： ________________ 
 
 

Q3        父母教育背景 (Parent education background) 

  父亲 母亲 

i. 华校 (      ) (      ) 

ii. 英校 (      ) (      ) 

iii.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 (      ) (      ) 
 

Q4 社经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SES)) 

Q4.1 个人学历 (Person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本选项只能单选。 

i. 未具学历 (      ) 

ii. 小学 (      ) 

iii. 中学 (      ) 

iv. 技术学院 (      ) 

v. 初级学院 (      ) 

vi. 理工学院 (      ) 

vii. 大学及大学以上 (      ) 

viii.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 (      ) 
 

Q4.2 个人职业 (Personal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本选项只能单选。 

i. 行政主管、经理 (      ) 

ii. 专业人士 (      ) 

iii. 技术人员 (      ) 

iv. 秘书、文员 (      ) 

v. 服务、零售人员 (      ) 

vi. 工厂操作员 (      ) 

vii. 清洁工人、工人 (      ) 

viii. 家庭主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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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3 住房类型 (Type of dwelling) 

 本选项只能单选。 

i. 1-2 房式政府组屋 (      ) 

ii. 3 房式政府组屋 (      ) 

iii. 4 房式政府组屋 (      ) 

iv. 5 房式政府组屋、执行公寓 (      ) 

v. 共管公寓、私人公寓 (      ) 

vi. 私人有地房产 (      ) 

vii.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 (      ) 

 

Q5. 语言形态 (Language pattern) 

Q5.1 家庭常用语 (Language most frequently spoken at home) 

 本选项只能单选。 

i. 英语 (      ) 

ii. 华语 (      ) 

iii. 福建话 (      )  

iv. 潮州话 (      ) 

v. 广东话 (      ) 

vi.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 (      ) 

 
Q5.2 语言熟练度 (Language proficiency) 

 请使用 A 至 F 六级制对你个人语言熟练度进行打分，其中 A 表示非常

好，    F 表示完全不会。 
 

A B C D E F 

非常好 很好 好 不好 很不好 完全不会 

 

语码 语言技能 华语熟练度 英语熟练度 

口语                  a. 听力 (      ) (      ) 

b. 说话 (      ) (      ) 

书面语                c. 阅读 (      ) (      ) 

d. 写作 (      ) (      ) 

转译   é. 华语  == > 英语 (      ) 

f. 英语  == > 华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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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3 语言偏好 (Language preferences) 

 本选项只能单选 (Choose 1 option only)。 

1. 只说华语  

2. 偏好说华语  

3. 华语与英语一样  

4. 偏好说英语  

5. 只说英语  

 
Q5.4 语言优势 (Language dominance) 

 本选项只能单选 (Choose 1 option only)。 

1. 华语优势  

2. 华语 1 英语 2 双语人  

3. 英语 1 华语 2 双语人  

4. 英语优势  

 
Q5.5 语言使用对象 (Language choice - interlocutor) 

 请在符合你的语言使用对象(父母、夫妻、子女、兄弟姐妹、好友、同

事/同学)选项上打勾。本选项只能单选 (Choose 1 option only)。 

1. 父母 M 方言/华语  

ME 华语 1 英语 2  

EM 英语 1 华语 2  

E 英语  

NA 不适用  
 

2. 夫妻 M 方言/华语  

ME 华语 1 英语 2  

EM 英语 1 华语 2  

E 英语  

NA 不适用  
 

3. 子女 M 华语  

ME 华语 1 英语 2  

EM 英语 1 华语 2  

E 英语  

NA 不适用  
 

4. 兄弟姐妹 M 华语  

ME 华语 1 英语 2  

EM 英语 1 华语 2  

E 英语  

NA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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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好友 M 方言/华语  

ME 华语 1 英语 2  

EM 英语 1 华语 2  

E 英语  

NA 不适用  
 

6. 同事/同学 M 方言/华语  

ME 华语 1 英语 2  

EM 英语 1 华语 2  

E 英语  

NA 不适用  

 
Q5.6 语言使用情境 (Language choice – public setting) 

 请在符合你的语言使用情境(巴杀、小贩中心、超市、购物商场、中式

餐馆、西式餐馆、银行、政府部门)选项上打勾。本选项只能单选 

1. 在巴刹对华族

摊贩 
 

M 方言/华语  

ME 华语 1 英语 2  

EM 英语 1 华语 2  

E 英语  

NA 不适用  
 

2. 在超市对华族

收银员 
 

M 方言/华语  

ME 华语 1 英语 2  

EM 英语 1 华语 2  

E 英语  

NA 不适用  
 

3. 在购物商场对

华族售货员 
 

M 华语  

ME 华语 1 英语 2  

EM 英语 1 华语 2  

E 英语  

NA 不适用  
 

4. 在小贩中心对

华族小贩 

 

M 华语  

ME 华语 1 英语 2  

EM 英语 1 华语 2  

E 英语  

NA 不适用  
 

5. 在中式餐馆对

华族侍应生 

M 方言/华语  

ME 华语 1 英语 2  

EM 英语 1 华语 2  

E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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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不适用  
 

6. 在西式餐馆对

华族侍应生 

M 方言/华语  

ME 华语 1 英语 2  

EM 英语 1 华语 2  

E 英语  

NA 不适用  
 

7. 在银行对华族

银行职员 

 

M 方言/华语  

ME 华语 1 英语 2  

EM 英语 1 华语 2  

E 英语  

NA 不适用  
 
 

8. 在政府部门对

华族职员 

 

M 方言/华语  

ME 华语 1 英语 2  

EM 英语 1 华语 2  

E 英语  

NA 不适用  

 
Q5.7 抚养孩子的理想语言 (Ideal language to raise own children) 

 本选项只能单选 (Choose 1 option only)。 

1. 只有华语  

2. 只有英语  

3. 华英两语  

 
Q5.8 观看电视节目/电影 (Watching TV programmes and movies) 

 本选项只能单选 (Choose 1 option only)。 

1. 只有华语  

2. 只有英语  

3. 华英两语  

 
Q5.9 阅读报刊/书籍 (Reading newspapers and books) 

 本选项只能单选(Choose 1 option only)。 

1. 只有华语  

2. 只有英语  

3. 华英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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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请使用 1 至 6 分尺度对以下表述进行打分，其中 1 表示非常不同  

              意，6  表示非常同意。 
 

1 2 3 4 5 6 

非常不同

意 

很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很同意 非常同意 

 
1. 我认为我:  

 （a）是个华人 (     ) 

 （b）是个新加坡人 (     ) 

 （c）是个新加坡华人 (     ) 

   

2. 我喜欢中国人称我为：  

 （a）中国人 (     ) 

 （b）华人 (     ) 

 （c）新加坡华人 (     ) 

 （d）新加坡人 
 

(     ) 

   

3. 我喜欢外国非华人（如美国白种人）称我为：  

 （a）中国人 (     ) 

 （b）华人 (     ) 

 （c）新加坡华人 (     ) 

 （d）新加坡人 (     ) 

   

4.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华人，这说明他：  

 （a）能说华语 (     ) 

 （b）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 (     ) 

 （c）样貌像华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     ) 

 （d）保留了华人的传统与生活习俗 (     ) 

  (e) 实践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     ) 

   

5.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  

 （a）能说华语 (     ) 

 （b）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 (     ) 

 （c）样貌像华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     ) 

 （d）保留了华人的传统与生活习俗 (     ) 

 （e）实践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     ) 

   

6. 我对我的族群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     ) 

   

7. 我为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感到自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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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经常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我的族群背景。 (     ) 

   

9. 华语对维护中华文化非常重要。 (     ) 

   

10. 我参与自己族群的文化活动，如饮食、音乐或习俗。 (     ) 

   

11. 我清楚地了解我的族群背景以及其对我的意义。 (     ) 

   

12. 中国永远是华人温馨的‘娘家’ 。 (     ) 

   

13. 除了英语，华语将会成为第二个全球语言。 (      ) 

   

14. 我非常清楚我的族群身份对我意味着什么。 (     ) 

   

15. 我对我的族群有一种强烈的依恋感。 (     ) 

   

16. 我努力去学习和了解更多关于华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

俗方面的知识。 

(     ) 

   

17. 我对华人族群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     ) 

   

18. 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这必将提高华人在世

界的地位与形象。 

(     ) 

   

19. 我经常和其他人交谈以更多地了解我的族群。  (     ) 

   

20. 华语对我未来的职业很重要。 (     ) 

   

21. 我喜欢和  

 (a)    新加坡出生的华人交往和相处。 (     ) 

 (b)    本地的其他族裔交往和相处。 (     ) 

 (c)    来自中国的人交往和相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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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Questions 
 
Q1 Sex/Gender 

i. Malé (      ) 
ii. Fémalé (      ) 

 
Q2 Year of birth 
 Please fill up the year of birth in the space provided.  

______________ 
 
Q3 Parent education background 
 If you select Q3[i], please put a tick in the box next to the parent 

education background. Tick one box only. 

  Fathér Mothér 
i. English (      ) (      ) 
ii. Chinésé (      ) (      ) 
iii. Othér (spécify)______________ (      ) (      ) 

 

 
Q4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Q4.1 Person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ick one box only. 

i. No qualification (      ) 
ii. Primary (      ) 
iii. Sécondary (      ) 
iv. Vocational instituté (      ) 
v. Junior collégé (      ) 
vi. Polytéchnic (      ) 
vii. Univérsity (      ) 
viii. Othér (spécify)____________ (      ) 

 

Q4.2 Personal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Tick one box only. 

i. Sénior official & managér (      ) 
ii. Proféssional (      ) 
iii. Téchnician (      ) 
iv. Clérical workér (      ) 
v. Sérvicé and salés workér (      ) 
vi. Production and rélatéd workér (      ) 
vii. Labourér and rélatéd workér (      ) 
viii. Houséwifé (      ) 
ix. Othér (spécify)___________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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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3 Type of dwelling 
Tick one box only. 
 
i. HDB 1- and 2- room flats (      ) 
ii. HDB 3-room flats (      ) 
iii. HDB 4-room flats (      ) 
iv. HDB 5-room and éxécutivé flats (      ) 
v. Condominiums and privaté flats (      ) 
vi. Landéd propértiés (      ) 
vii. Othér (spécify)____________ (      ) 

 
Q5 Language pattern 
Q5.1 Language most frequently spoken at home 

Tick one box only. 
 
i. English (      ) 
ii. Mandarin (      ) 
iii. Hokkién (      ) 
iv. Téochéw (      ) 
v. Cantonésé (      ) 
vi. Othér (spécify)____________ (      ) 

 
Q5.2 Language proficiency 

Please indicate your language proficiency based on a six-point scale where 
A is “éxcéllént” and F is “not at all” for the six-dimensional language skills. 

 
A B C D E F 

Excéllént Véry good Good Wéll Not wéll Not at all 

 
Q5.3 Language preferences 

Tick one box only. 
 
1. Préfér to spéak Mandarin only  

2. Préfér to spéak Mandarin  

3. Both languagés thé samé  

4. Préfér to spéak English  

5. Préfér to Spéak English only  

Code 

 

Language skills Chinese 

proficiency 

English 

proficiency 

Oracy                  a. Listéning (      ) (      ) 
b. Spéaking (      ) (      ) 

Litéracy                c. Réading (      ) (      ) 
d. Writing (      ) (      ) 

Cross language 

conversion   
é. Chinésé  == > English  (      ) 
f. English   == > Chinés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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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4 Language dominance 
Tick one box only. 
 
1. Mandarin dominant  
2. Mandarin 1English2-bilingual  
3. English1Mandarin2-bilingual  
4. English dominant  

 
Q5.5 Language choice - interlocutor 

Tick one box only. 

1. Parénts M Mandarin  
ME Mandarin1; English2  
EM English1; Mandarin2  
E English  
NA Not applicablé  

2. Spousé or partnér M Mandarin  
ME Mandarin1; English2  
EM English1; Mandarin2  
E English  
NA Not applicablé  

3. Childrén M Mandarin  
ME Mandarin1; English2  
EM English1; Mandarin2  
E English  
NA Not applicablé  

4. Siblings M Mandarin  
ME Mandarin1; English2  
EM English1; Mandarin2  
E English  
NA Not applicablé  

5. Closé friénds M Mandarin  
ME Mandarin1; English2  
EM English1; Mandarin2  
E English  
NA Not applicablé  

6. Co-workérs/ 
colléagués 

M Mandarin  
ME Mandarin1; English2  
EM English1; Mandarin2  
E English  
NA Not applicab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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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6 Language choice – public setting 
Tick one box only. 

1. At Markets with 

Chinese stallholders 
M Mandarin  
ME Mandarin1; English2  
EM English1; Mandarin2  
E English  
NA Not applicablé  

2. At Supermarkets with 

Chinese staff  
M Mandarin  
ME Mandarin1; English2  
EM English1; Mandarin2  
E English  
NA Not applicablé  

3. At Shopping malls 

with Chinese 

salesperson 

M Mandarin  
ME Mandarin1; English2  
EM English1; Mandarin2  
E English  
NA Not applicablé  

4. At Hawker Centres 

with Chinese 

stallholders 

M Mandarin  
ME Mandarin1; English2  
EM English1; Mandarin2  
E English  
NA Not applicablé  

5. At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Chinese 

waiters/waitresses 

M Mandarin  
ME Mandarin1; English2  
EM English1; Mandarin2  
E English  
NA Not applicablé  

6. At Western Restaurants 

with Chinese 

waiters/waitresses 

M Mandarin  
ME Mandarin1; English2  
EM English1; Mandarin2  
E English  
NA Not applicablé  

7. At Banks with Chinese 

staff 
M Mandarin  
ME Mandarin1; English2  
EM English1; Mandarin2  
E English  
NA Not applicablé  

8. At Government 

Agencies with Chinese 

staff 

M Mandarin  
ME Mandarin1; English2  
EM English1; Mandarin2  
E English  
NA Not applicab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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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7 Ideal language to raise own children 
Tick one box only. 
 

 
 
 
 

 
Q5.8 Watching TV programmes and movies 

Tick one box only. 
 
1. Mandarin only  

2. English only  

3. Mandarin and English  

 
Q5.9 Reading newspapers and books 

Tick one box only. 
 
1. Mandarin only  

2. English only  

3. Mandarin and English  

 

Q6 Please indicate your level of agreement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by numbering from 1- 6 in order where 1 is strongly disagree and 6 is  
              strongly agree.   
 

1 2 3 4 5 6 
strongly 
disagréé 

véry 
disagréé 

disagréé agréé véry 
agréé 

strongly 
agréé 

  

1. Mandarin only  

2. English only  

3. Both languagés thé samé (bilinguals)  

1. I think of myself as béing:  

 (a) a Chinésé (      ) 

 (b) a Singaporéan (      ) 

 (c) a Singaporé Chinésé (      ) 

   

2. I would liké Chinésé from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Macau to regard me as: 

 

 (a) Chinésé National (Zhongguoren) (      ) 

 (b) Chinésé Ovérséas (Huaren) (      ) 

 (c) Singaporé Chinésé  (      ) 

 (d) Singaporéa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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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would liké non-Chinésé foréignérs (for éxamplé, 
Américan Caucasians) to regard me as: 

 

 (a) Chinésé National (Zhongguoren) (      ) 

 (b) Chinésé Ovérséas (Huaren) (      ) 

 (c) Singaporé Chinésé (      ) 

 (d) Singaporéan (      ) 

   

4. If a pérson says hé/shé is a Chinese Overseas (Huaren), 
this méans hé/shé: 

 

 (a) Spéaks Mandarin  (      ) 

 (b) Undérstands Chinésé culturé and history (      ) 

 (c) Has Chinésé physical féaturés: yéllow skin, dark 
hair and dark éyés 

(      ) 

 (d) Kééps Chinésé traditions and liféstylés (      ) 

 (e) Practisés Chinésé valués  (      ) 

   

5. If a pérson says hé/shé is a Chinese national 
(Zhongguoren), this méans hé/shé: 

 

 (a) Spéaks Mandarin  (      ) 

 (b) Undérstands Chinésé culturé and history (      ) 

 (c) Has Chinésé physical féaturés: yéllow skin, dark 
hair and dark éyés 

(      ) 

 (d) Kééps Chinésé traditions and liféstylés (      ) 

 (e) Practisés Chinésé valués  (      ) 

   

6. I havé a strong sénsé of bélonging to my own éthnic 
group.  

(      ) 

   

7. I am proud of thé incréasing intérnational standing of 
China. 

(      ) 

    

8. I havé oftén doné things that will hélp mé undérstand my 
éthnic background béttér. 

(      ) 

   

9. Mandarin is important to maintain Chinésé culturé. (      ) 

   

10. I participaté in cultural practicés of my own group, such 
as spécial food, music, or customs. 

(      ) 

   

11. I havé a cléar sénsé of my éthnic background and what it 
méans for m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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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hina is always thé ‘home’ to all Chinésé ovérséas. (      ) 

   

13. Apart from English, Mandarin will bécomé thé sécond 
global languagé.   

(      ) 

   

14. I undérstand prétty wéll what my éthnic group 
mémbérship méans to mé. 

(      ) 

   

15. I féél a strong attachmént towards my own éthnic group. (      ) 

   

16. I havé spént timé trying to find out moré about my éthnic 
group, such as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customs. 

(      ) 

   

17. I havé a lot of pridé in thé Chinésé éthnic group and its 
accomplishménts. 

(      ) 

   

18. Thé évér-incréasing influéncé of China in thé world will 
inévitably raisé thé status of Chinésé worldwidé. 

(      ) 

   

19. I havé oftén talkéd to othér péoplé in ordér to léarn moré 
about my éthnic group. 

(      ) 

   

20. Mandarin is important for my futuré caréér.  (      ) 

   

21. I liké to maké friénds with:  

 (a) Singaporé-born Chinésé  (      ) 

 (b) Othér racés in Singaporé (for éxamplé, Indians, 
Malays) 

(      ) 

 (c) Chinésé from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Maca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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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heet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view 

 
Title of Research Project 
Language and Identity: Third Generation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IRB ID: IRB-2018-01-032) 
 
Description 
This interview is being undertaken as part of PhD for FONG Yeow Wah. The 
purpose of this inteview is to understand language pattern (i.e. language most 
frequently spoken at home, language fluency, language preferences, language 
dominance and language choice) and ethnic self-identity among the third 
generation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You will be asked questions about your 
Chinese language usage and learning, as well as your opinions towards Chinese 
language.  The interview takes about 45 minutes at a time and place convenient 
for you.  
The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may be presented in a conference and 
published in a journal/conference proceeding or other scholarly avenue.    
 
Participation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is study is voluntary. You are free to withdraw from this 
study at any time prior to the submission of the report without penalty, prejudice, 
negative consequences, repercussion, or disadvantage.  All the data/information 
collected will be discarded. Your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this study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Expected Benefits 
This study may not benefit you directly. With this study, we hope to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language shift, language pattern and ethnic self-identity 
among the third generation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Scholarship of Language and Identity.  
 

Risks 
There is no foreseeable risk arising from participation in this study. 
 
Confidentiality 
All opinions and responses will be treated confidentially. All research records (if 
any) will be transcribed into a softcopy that will be kept under the lock and key 
and within a password-protected media storage device. All data will be stored for 
at least 10 years after publication. 
 
You have indicated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an interview that should 
last no more than 45 minutes. You have left your name, phone number or email 
address for the researcher to contact you to arrange a convenient time and place. 
This information will not be used for any other purposes. An identity code will be 
used on the transcriptions and pseudonyms will be used in any reports. Any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43 
 

identification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transcripts. Your identity will only be 
known and available to the researcher and will not be disclosed.  
 
Personal Data168 

Your personal data/information will be used solely for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will render your personal data/information anonymous and protect the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of your personal data/information prior to submission for 
publication.  

Réséarch arising in thé futuré, baséd on this “Pérsonal Data”, will bé subjéct to 
review by the relevant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Data/information collected are the property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the event of any publication regarding this study, your identity will 
remain confidential. 
Any réséarch data containing your “Pérsonal Data” that is colléctéd for thé 
purposes described in this Information Sheet will be stored in Singapore. 
 
Contacts 
When in doubt about any aspect of this study, or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terview, you can contact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Professor GOH Yeng Seng, (Supervisor) by phone (65)6790-3283 or email: 
yengseng.goh@nie. edu.sg or Co-Investigator, FONG Yeow Wah (PhD student) by 
email: NIE173622@e.ntu.edu.sg. Should you have questions on research ethics 
and rights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you can contact NTU-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Research Integrity and Ethics Office by email: irb@ntu.edu.sg 
 
Consent to participate 
Your singature on the Informed Consent form indicates your agreement to 
particpate. Thank you for helping with this study. Please keep this sheet for your 
information.  
 
 
 
 
 
 
 
 
 
 
 
 

 

168 “Personal Data” méans data about you which makés you idéntifiablé: (i) from such data; or 

(ii) from that data and other information which an organisation has or likely to have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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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ed Consent 
 

Title of Research Project 
Language and Identity: Third Generation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IRB ID 
IRB-2018-01-032 
 

Statement of Consent 
By signing below, I acknowledge that I: 

• have agreed to take part in the above research in my personal capacity 
and the opinions here represent my own and not those of my employer 
(if any). 

•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Information Sheet describing the study 
and the nature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including interview and other 
procedures. 

• understand that my participation in this study is voluntary and I am free 
to withdraw from this study at any time prior to the submission of the 
report without penalty, prejudice, negative consequences, repercussion, 
or disadvantage.   

• have authorised the researcher to use my personal data/ information 
solely for this study.  

• understand the researcher will render my personal data/information 
anonymous and protect the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of my persona 
data/ information prior to submission for publication.   

• understand I will not be identified and my personal data/information will 
remain confidential and the research records will be securely kept under 
lock and key and within a password protected media storage device. 

• understand all data will be stored for at least 10 years after publication. 
• understand the ethical aspects of the project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Name and Signature (Participant)            Date 
 
 
 

Please return this sheet to the 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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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问题 

 
1. 华语的掌握对你目前的学习/工作有多重要？ 

 

2. 你希望你能更好地说华语（还有读和写）吗？为什么？为什么不？ 
 

3. 你目前在加强你的华语（华文）的能力吗？为什么？为什么不？ 

 

4. 你认为华人讲华语，是合情又合理吗？为什么？ 

 

5. 如果你有孩子，你是否会鼓励他们学习华文华语？为什么？（或为

什么不？）怎样鼓励？ 

 

6. 与外国非华人（如美国白种人）交往时，若他们发现你不会说华

语，你是否会感到尴尬？为什么？你自己有没有类似经历? 

 

7. 与中国人交往时，若他们发现你你不会说华语，你是否会感到尴

尬？为什么？你自己有没有类似经历? 

 

8. 与本地华人交往时，若他们发现你不会说华语，你是否会感到尴

尬？为什么？你自己有没有类似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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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Questions 
 

1. How important is it for you to bé proficiént in Mandarin in your 
work/ study? 
 

2. Do you wish you could spéak (also réad and writé) Mandarin béttér? 
Why? Why not?  
 

3. Aré you improving your spokén Mandarin (also writtén) now? Why? 
Why not? 
 

4. Do you think it is a shamé if a Chinésé cannot spéak Mandarin?  
Why？ 

 
5. If you havé childrén, why (or why not) and how you would 

éncouragé your childrén to léarn Chinésé?  
 

6. Whén intéracting with a non-Chinésé foréignér (for ég, Américan 
Caucasian), do you féél émbarrasséd if hé/shé finds you cannot 
spéak Mandarin? Why? Any pérsonal éxpériéncé? 
 

7. Whén intéracting with a Chinésé from China, do you féél 
émbarrasséd if hé/shé finds you cannot spéak Mandarin? Why? Any 
pérsonal éxpériéncé? 
 

8. Whén intéracting with a local-born Mandarin-spéaking Chinésé, do 
you féél émbarrasséd if hé/shé finds you cannot spéak Mandarin? 
Why? Any pérsonal éxpériéncé?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47 
 

附录（十六）南洋理工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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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七） 

 

第三代华裔青年对华人和中国人在族群认同标志同意程度的比较 

 

 N 秩均值 秩和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

国人，这说明他能说

华语。 -- 如果一个人

说他是华人，这说明

他能说华语。 

    负秩 9a 35.50 319.50 

    正秩 86b 49.31 4240.50 

    结 64c   

    总秩 159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

国人，这说明他了解

中华文化和历史。 --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华

人，这说明他了解中

华文化和历史。 

    负秩 7d 39.50 276.50 

    正秩 102e 56.06 5718.50 

    结 50f   

     

    总秩 159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

国人，这说明他样貌

像华人：黑眼睛、黑

头发、黄皮肤。-- 如

果一个人说他是华

人，这说明他样貌像

华人：黑眼睛、黑头

发、黄皮肤。 

    负秩 19g 43.03 817.50 

    正秩 65h 42.35 2752.50 

    结 75i   

 

 

    总秩 159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

国人，这说明他保留

了华人的传统与生活

习俗。 -- 如果一个人

说他是华人，这说明

他保留了华人的传统

与生活习俗。 

    负秩 9j 48.00 432.00 

    正秩 96k 53.47 5133.00 

    结 54l   

 

    总秩 159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

国人，这说明他实践

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华

人，这说明他实践华

人的传统价值观。 

    负秩 8m 31.75 254.00 

    正秩 78n 44.71 3487.00 

    结 73o   

 

    总秩 159   

a.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能说华语。<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华人，这说明他

能说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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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能说华语。 >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华人，这说明他

能说华语。 

c.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能说华语。=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华人，这说明他

能说华语。 

d.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华

人，这说明他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 

e.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华

人，这说明他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 

f.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华

人，这说明他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 

g.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样貌像华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如果

一个人说他是华人，这说明他样貌像华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h.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样貌像华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如果

一个人说他是华人，这说明他样貌像华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i.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样貌像华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如果

一个人说他是华人，这说明他样貌像华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j.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保留了华人的传统与生活习俗。< 如果一个人说

他是华人，这说明他保留了华人的传统与生活习俗。. 

k.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保留了华人的传统与生活习俗。> 如果一个人说

他是华人，这说明他保留了华人的传统与生活习俗。 

l.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保留了华人的传统与生活习俗。= 如果一个人说

他是华人，这说明他保留了华人的传统与生活习俗。 

m.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实践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华

人，这说明他实践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n.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实践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华

人，这说明他实践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o.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中国人，这说明他实践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华

人，这说明他实践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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