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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华文教科书展 

    
书名 作者 索书号 备注 

华文教学参考资料. 中三, 

上 
 523.31/HWJV3-1  

华文教学参考资料. 中三, 

下 
 523.31/HWJV3-2  

最新南洋华侨小学国语读

本教学法. 初级第一册 
吕伯攸, 杨复耀编著 523.31/LBYV1  

最新南洋华侨小学国语读

本教学法. 初年级第二册 
吕伯攸, 杨复耀编著 ; 朱文叔校 523.31/LBYV2  

英文小学适用华语. 一 = 

Chinese reader for English 

primary school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MLY-6V1  

英文小学适用华语教学指

引. 第一册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MLY-8V1  

英文小学适用华语教学指

引. 第二册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MLY-8V2  

英文小学适用华语教学指

引. 第三册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MLY-8V3  

英文小学适用华语教学指

引. 第四册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MLY-8V4  

英文小学适用华语教学指

引. 第五册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MLY-8V5  

英文小学适用华语教学指

引. 第六册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MLY-8V6  

中华语文. 第三册 魏维贤编 523.31/WWX-2  

汉语拼音教学练习 : 教师手

册 
王子言编著 523.31/WZY  

小学会考华文准备书最新

编版 
星马教育出版社编委会编辑 523.31/XMJ  

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

本. 第一册 
朱文叔等编 ; 陆费逵校 523.31/ZWSV1  

华语. 四下 胡德馨编 523.311/HDX-2V4-2 Non-circulating 

华语. 四 胡德馨編著 523.311/HDX-3V4 Non-circulating 

华语. 一上 胡德馨编 523.311/HDX-4V1-1 Non-circulating 

华语. 三下 胡德馨编 523.311/HDX-4V3-2 Non-circu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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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 四上 胡德馨编 523.311/HDX-4V4-1 Non-circulating 

华语. 六下 胡德馨编 523.311/HDX-4V6-2 Non-circulating 

华语. 三上 胡德馨编 
523.311/HDX-5V3-

1/1983 
Non-circulating 

华语. 三下 胡德馨编 523.311/HDX-5V3-2 Non-circulating 

华语. 四下 胡德馨编 
523.311/HDX-5V4-

2/1981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五上 胡德馨编 
523.311/HDX-5V5-

1/1983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五上 胡德馨编 
523.311/HDX-5V5-

1/1985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五下 胡德馨编 
523.311/HDX-5V5-

2/1985 
Non-circulating 

华语. 六上 胡德馨编 
523.311/HDX-5V6-

1/1984 
Non-circulating 

华语. 一上 胡德馨编 523.311/HDXV1-1 Non-circulating 

华语. 一下 胡德馨编 523.311/HDXV1-2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二上 胡德馨编 523.311/HDXV2-1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二下 胡德馨编 523.311/HDXV2-2 Non-circulating 

华语. 三下 胡德馨编 523.311/HDXV3-2 Non-circulating 

华语. 四上 胡德馨编 523.311/HDXV4-1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五下 胡德馨编 523.311/HDXV5-2 Non-circulating 

华语. 六上 胡德馨编 523.311/HDXV6-1 Non-circulating 

华语. 六下 胡德馨编 523.311/HDXV6-2 Non-circulating 

华文. 五下   523.311/HWV5-2 Non-circulating 

华语 : 辅助课本. 一上 华文辅助课本编辑部编 523.311/HYFV1-1/1990 Non-circulating 

华语 : 辅助课本. 一下 华文辅助课本编辑部编 523.311/HYFV1-2/1990 Non-circulating 

华语 : 教导与学习 = 

Starters 
  523.311/HYV1/2012 Non-circulating 

华语 : 教导与学习 = 

Starters 
  523.311/HYV2/2012 

Non-circulating 

华语 : 教导与学习 = 

Starters 
  523.311/HYV3/2012 Non-circulating 

华语 : 教导与学习 = 

Starters 
  523.311/HYV4/2012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二上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MLY-2V2-1 Non-circulating 

华语. 六上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523.311/MLY-2V6-1 Non-circu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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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编 

华语. 四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MLY-3V4/1970 Non-circulating 

华语. 六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MLY-3V6 Non-circulating 

华语. 四下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MLY-4V4-

2/1980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五下 马来亚文化事业编辑委员会编 
523.311/MLY-4V5-

2/1982 
Non-circulating 

华语. 六上 马来亚文化事业编辑委员会编 
523.311/MLY-4V6-

1/1973 
Non-circulating 

华语. 六下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MLY-4V6-

2/1979 
Non-circulating 

华语. 一上 马来西亚文化编辑委员会编 
523.311/MLY-5V1-

1/1974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二上 马来西亚文化编辑委员会编 
523.311/MLY-5V2-

1/1982 

 

华语. 一上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MLYV1-1/1966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二下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MLYV2-2/1967 Non-circulating 

华语. 三上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MLYV3-1/1968 Non-circulating 

华语. 三下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MLYV3-2/1967 Non-circulating 

华语. 四上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MLYV4-1/1968 Non-circulating 

华语. 四下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MLYV4-2/1968 No n-c i r c u l a t i ng 

华语. 五上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MLYV5-1/1966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五下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MLYV5-2/1966 Non-circulating 

华语. 六下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MLYV6-2/1967 Non-circulating 

复兴国语教科书. 初级第一

册 

沈百英, 赵景源编著 ; 王承绪, 吴

志尧修正 
523.311/SBYV1 Non-circulating 

复兴国语教科书. 初级第二

册 

沈百英, 赵景源编著 ; 王承绪, 吴

志尧修正 
523.311/SBYV2 Non-circu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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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国语教科书. 初级第三

册 

沈百英, 赵景源编著 ; 王承绪, 吴

志尧修正 
523.311/SBYV3 Non-circulating 

复兴国语教科书. 初级第四

册 

沈百英, 赵景源编著 ; 王承绪, 吴

志尧修正 
523.311/SBYV4 Non-circulating 

复兴国语教科书. 初级第五

册 

沈百英, 赵景源编著 ; 王承绪, 吴

志尧修正 
523.311/SBYV5 Non-circulating 

复兴国语教科书. 初级第六

册 

沈百英, 赵景源编著 ; 王承绪, 吴

志尧修正 
523.311/SBYV6 Non-circulating 

复兴国语教科书. 初级第七

册 

沈百英, 赵景源编著 ; 王承绪, 吴

志尧修正 
523.311/SBYV7 Non-circulating 

复兴国语教科书. 初级第八

册 

沈百英, 赵景源编著 ; 王承绪, 吴

志尧修正 
523.311/SBYV8 Non-circulating 

华语 : 第二语文. 第一册 魏维贤等著 523.311/WWXV1/1975 Non-circulating 

华语 : 第二语文. 一下 魏维贤等著 
523.311/WWXV1-

2/1973 
Non-circulating 

华语 : 第二语文. 一下 魏维贤等著 
523.311/WWXV1-

2/1975 
Non-circulating 

华语 : 第二语文. 二上 魏维贤等著 
523.311/WWXV2-

1/1974 
Non-circulating 

华语 : 第二语文. 第三册 魏维贤等编著 523.311/WWXV3 Non-circulating 

华语 : 第二语文. 第七册 魏维贤等编著 523.311/WWXV7 Non-circulating 

华语 : 第二语文. 第八册 魏维贤等编著 523.311/WWXV8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五 
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会编 
523.311/XJP-2V5 Non-circulating 

华语. 一下 
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编 
523.311/XJPV1-2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二下 
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编 
523.311/XJPV2-2 Non-circulating 

华语. 三上 
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编 
523.311/XJPV3-1 Non-circulating 

华语. 三下 
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编 
523.311/XJPV3-2 Non-circulating 

华语. 四上 
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编 
523.311/XJPV4-1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五上 
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编 
523.311/XJPV5-1 Non-circulating 

华语. 五下 
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编 
523.311/XJPV5-2 Non-circu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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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 六上 
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编 
523.311/XJPV6-1 Non-circulating 

华语. 六下 
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

员编 
523.311/XJPV6-2 Non-circulating 

小学华语 : 第二语文. 一上 余必胜编 523.311/YBSV1-1 Non-circulating 

小学华语 : 第二语文. 第十

册 
周曾钧主编 523.311/ZCJV10 Non-circulating 

小学华语 : 第二语文. 第十

一册 
周曾钧主编 523.311/ZCJV11 Non-circulating 

小学华语 : 第二语文. 第十

二册 
周曾钧主编 523.311/ZCJV12 Non-circulating 

小学华语 : 第二语文. 第二

册 
周曾钧主编 523.311/ZCJV2 Non-circulating 

小学华语 : 第二语文. 第三

册 
周曾钧主编 523.311/ZCJV3/1976 Non-circulating 

小学华语 : 第二语文. 第四

册 
周曾钧主编 523.311/ZCJV4/1976 Non-circulating 

小学华语 : 第二语文. 第五

册 
周曾钧主编 523.311/ZCJV5 Non-circulating 

小学华语 : 第二语文. 第六

册 
周曾钧主编 523.311/ZCJV6 Non-circulating 

小学华语 : 第二语文. 第七

册 
周曾钧主编 523.311/ZCJV7/1976 Non-circulating 

小学华语 : 第二语文. 第八

册 
周曾钧主编 523.311/ZCJV8 Non-circulating 

小学华语 : 第二语文. 第九

册 
周曾钧主编 523.311/ZCJV9 Non-circulating 

标准小学华语. 第二册 正中书局主编 523.311/ZZSV2 Non-circulating 

标准小学华语. 第三册 正中书局主编 523.311/ZZSV3 Non-circulating 

标准小学华语. 第四册 正中书局主编 523.311/ZZSV4 Non-circulating 

标准小学华语. 第五册 正中书局主编 523.311/ZZSV5 Non-circulating 

标准小学华语. 第六册 正中书局主编 523.311/ZZSV6 Non-circulating 

标准小学华语. 第七册 正中书局主编 523.311/ZZSV7 Non-circulating 

标准小学华语. 第八册 正中书局主编 523.311/ZZSV8 Non-circulating 

标准小学华语. 第九册 正中书局主编 523.311/ZZSV9 Non-circulating 

标准小学华语. 第十册 正中书局主编 523.311/ZZSV10 Non-circu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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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小学华语. 第十一册 正中书局主编 523.311/ZZSV11 Non-circulating 

标准小学华语. 第十二册 正中书局主编 523.311/ZZSV12 Non-circulating 

华语作业簿. 三上   
523.311022/HYZV3-

1/1981 
Non-circulating 

华语作业簿. 三下   
523.311022/HYZV3-

2/1981 
Non-circulating 

华语作业簿. 四上   
523.311022/HYZV4-

1/1978 
Non-circulating 

华语作业簿. 四下   
523.311022/HYZV4-

2/1981 
Non-circulating 

华语作业簿. 五上   
523.311022/HYZV5-

1/1981 
Non-circulating 

华语作业簿. 五下   
523.311022/HYZV5-

2/1981 
Non-circulating 

华语作业簿. 六上   
523.311022/HYZV6-

1/1981 
Non-circulating 

华语作业簿. 六下   
523.311022/HYZV6-

2/1974 
Non-circulating 

新标准中国文学故事. 第一

册, 初中一年级上半年用 
陈昌豪主编 524.31/CCHV1.1   

新标准中国文学故事. 第一

册, 初中一年级下半年用 
陈昌豪主编 524.31/CCHV1.2   

新标准中国文学故事. 第三

册, 初中二年级上半年用 
陈昌豪主编 524.31/CCHV2.1   

新标准中国文学故事. 第四

册, 初中二年级下半年用 
陈昌豪主编 524.31/CCHV2.2   

新标准中国文学故事. 第五

册, 初中三年级上半年用 
陈昌豪主编 524.31/CCHV3.2  

新标准语文课本. 第四册, 

初中二年级下半年用 
陈昌豪主编 524.31/CCH-2V2.2  

新标准语文课本. 第五册, 

初中三年级上半年用 
陈昌豪主编 524.31/CCH2V3.1   

新标准语文课本. 第六册, 

初中三年级下半年用 
陈昌豪主编 524.31/CCH-2V3.2   

中学华文教材辅助读本. 1A 黄燊辉编辑顾问 524.31/HSHV1-1   

中学华文教材辅助读本. 1B 黄燊辉编辑顾问 524.31/HSHV1-2   

华文. 六, 上册   524.31/HWV6.1   

华语辅助读本. 三上   524.31/HYFV3-1   

华语辅助读本. 四下 华语辅助读本编辑 524.31/HYFV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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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辅助读本. 五上   524.31/HYFV5-1   

华语辅助读本. 六上   524.31/HYFV6-1   

华语. 教学指引. 一上   524.31/HYJV1-1   

剑试华文参考资料 薑园著 524.31/JY   

教育文选. 第二册 教育出版社编辑委员会华文组编 524.31/JYCV2   

语文法则. 第一册 
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

编 
524.31/JYG-2V1   

语文法则. 第二册 
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

编 
524.31/JYG-2V2   

中国文学故事. 第一册 
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

编 
524.31/JYGV1   

中国文学故事. 第二册 
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

编 
524.31/JYGV2   

中国文学故事. 第三册 
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

编 
524.31/JYGV3   

华文指导 林鸿才著 524.31/LHC   

华文中学适用华文. 第三册 
林徐典主编 ; 杜连孙, 蔡明狄, 张

嘉镇编 
524.31/LXD-2V3   

华文中学适用华文. 第四册 
林徐典主编 ; 杜连孙, 蔡明狄, 张

嘉镇编 
524.31/LXD-2V4   

华文. 第一册 
林徐典主编 ; 杜连孙, 蔡明狄, 张

嘉镇编 
524.31/LXD-3V1   

华文. 第二册 
林徐典主编 ; 杜连孙, 蔡明狄, 张

嘉镇编 
524.31/LXD-3V2   

华文. 第八册 
林徐典主编 ; 杜连孙, 蔡明秋, 张

嘉镇编 
524.31/LXD-3V8   

华文. 第二册 
林徐典主编 ; 杜连孙, 蔡明秋, 张

嘉镇编 
524.31/LXD-4V2   

大学先修班华文. 第三册 
林徐典主编 ; 杜连孙, 蔡明狄, 张

嘉镇编 
524.31/LXDV3   

大学先修班华文. 第四册 
林徐典主编 ; 杜连孙, 蔡明狄, 张

嘉镇编 
524.31/LXDV4   

华文. 中三, 四下册 
马来西亚刘氏父子出版印务有限

公司编辑委员会编 
524.31/MLX:2V4-2   

华文. 中四, 五下册 
马来西亚刘氏父子出版印务有限

公司编辑委员会编 
524.31/MLX:2V5-2   

华文. 中五, 六下册 
马来西亚刘氏父子出版印务有限

公司编辑委员会编 
524.31/MLX:2V6-2   



8 
 

语文精读课本. 三上, 第五

册 

马来亚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编辑

委员会编 
524.31/MLY:2-2V3-1   

语文精读课本. 三下, 第六

册 

马来亚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编辑

委员会编 
524.31/MLY:2-2V3-2   

语文精读课本. 预备班上册 
马来亚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编辑

委员会编 
524.31/MLY:2V1-1   

语文精读课本. 预备班下册 
马来亚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编辑

委员会编 
524.31/MLY:2V1-2   

语文精读课本. 一下   524.31/MLY:2[V2-2]   

华文. 上册   524.31/MLY-2V1   

华文. 一上册   524.31/MLY-4V1-1   

华文. 二上册   524.31/MLY-4V2-1   

华文. 四下册   524.31/MLY-4V4-2   

华文. 五上册 马来亚文化事业编辑委员会编 524.31/MLY-4V5-1   

华文. 五下册 马来亚文化事业编辑委员会编 524.31/MLY-4V5-2   

华文. 二下册 马来亚文化事业编辑委员会编 524.31/MLY-5V2-2   

华文. 三上册 马来亚文化事业编辑委员会编 524.31/MLY-5V3-1   

华文. 三下册 马来亚文化事业编辑委员会编 524.31/MLY-5V3-2   

初中语文法则. 上册 马来亚文化事业编辑委员会编 524.31/MLYV1   

初中语文法则. 中册 马来亚文化事业编辑委员会编 524.31/MLYV2   

初中语文法则. 下册 马来亚文化事业编辑委员会编 524.31/MLYV3   

水浒传试题范例问答   524.31/SHZ   

中华文选. 第一册 宋文翰编 524.31/SWH-2V1   

中华文选. 第二册 宋文翰编 524.31/SWH-2V2   

中华文选. 第三册 宋文翰编 524.31/SWH-2V3   

中华文选. 第四册 宋文翰编 524.31/SWH-2V4   

中华文选. 第五册 宋文翰编 524.31/SWH-2V5   

中华文选. 第六册 宋文翰编 524.31/SWH-2V6   

中华文选. 第七册 宋文翰编 524.31/SWH-2V7   

中华文选. 第八册 宋文翰编 524.31/SWH-2V8   

L.C.E.华文考试指导 学报月刊编辑部 524.31/XBY   

他们走过的路 : 儒家伦理辅

助读本. 中学三年级 
新加坡课程发展署 524.31/XJP:2   

新加坡中学华文第一语文

课本词汇表. 第一部分(A-E) 

新加坡教育部标准华语委员会词

汇小组编 
524.31/XJPV1   

新加坡中学华文第一语文

课本词汇表. 第二部分(F-J) 

新加坡教育部标准华语委员会词

汇小组编 
524.31/XJP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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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 二下册 新加坡文化事业编辑委员会编 524.31/XJPV2.2   

新加坡中学华文第一语文

课本词汇表. 第三部分(K-

Q) 

新加坡教育部标准华语委员会词

汇小组编 
524.31/XJPV3   

新加坡中学华文第一语文

课本词汇表. 第四部分(R-

W) 

新加坡教育部标准华语委员会词

汇小组编 
524.31/XJPV4   

新加坡中学华文第一语文

课本词汇表. 第五部分(X-Z) 

新加坡教育部标准华语委员会词

汇小组编 
524.31/XJPV5   

华文课本古文语释. 第一集 向夏译注 ; 杨庚生校订 524.31/XXV1   

华文教学参考资料. 中四, 

上 
Yang Ching Leng, Lim Yoke Len 524.31/YANV4-1   

华文教学参考资料. 中四, 

下 
Yang Ching Leng, Lim Yoke Len 524.31/YANV4-2   

MCE 友联文选试题范例   524.31/YLW   

国文精读指导 叶绍钧, 朱自清著 ; 郑子瑜重订 524.31/YSJ-2   

中国文学故事. 下册   524.31/ZGW-2V2   

中国文学故事. 下册   524.31/ZGW-3V2   

中国文学史. 上册   524.31/ZGWV1   

中国文学故事. 下册   524.31/ZGWV2   

中学华文导读. 第七册   524.31/ZXH   

中学华文. 第一册 =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course. I 

  524.31/ZXHV1   

中学华文. 第二册 =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course. II 

  524.31/ZXHV2   

湖声潮韵 : 新加坡中正中学

总校中文部辅助教材. 上册 
詹尊权主编 524.31/ZZQ:2V1   

湖声潮韵 : 新加坡中正中学

总校中文部辅助教材. 下册 
詹尊权主编 524.31/ZZQ:2V2   

中学华文教材辅助读本 3A 陈定华等编写 802.84/CDH   

中学华文教材辅助读本 3B 陈定华等编写 802.84/CDH-2   

中学华文教材辅助读本

3C.3A 
陈定华等编写 802.84/CDH-3   

华文二上 陈晋编 802.84/CJ-2V1   

华文二下 陈晋编 802.84/CJ-2V2   

华文一上 陈晋编 802.84/CJ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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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一下 陈晋编 802.84/CJV2   

华文. 初二上册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编委

会编篡 
802.84/DJZ-2V1   

华文. 初二下册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编委

会编篡 
802.84/DJZ-2V2   

华文. 初三上册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编委

会编篡 
802.84/DJZ-3V1   

华文. 初三下册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编委

会编篡 
802.84/DJZ-3V2   

华文. 高一上册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编委

会编篡 
802.84/DJZ-4V1   

华文. 高一下册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编委

会编篡 
802.84/DJZ-4V2   

华文. 高二上册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编委

会编篡 
802.84/DJZ-5V1   

华文. 高二下册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编委

会编篡 
802.84/DJZ-5V2   

华文. 高三上册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编委

会编篡 
802.84/DJZ-6V1   

华文. 高三下册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编委

会编篡 
802.84/DJZ-6V2   

华文. 初一上册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编委

会编篡 
802.84/DJZV1   

华文. 初一下册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编委

会编篡 
802.84/DJZV2   

中学补充读本 : 现代诗选 管夫编 802.84/GF   

最新高中华文课本 : 语译

本. 第三册 
  802.84/GZH   

华校初中历届会考试题解

答 : 国文之部 
黄润岳编解 ; 李光仪校订 802.84/HRY   

华文. 预备班（汉语拼音注

音本） 
  802.84/HW:2 Non-circulating 

华文. 中一（汉语拼音注音

本） 
  802.84/HW:2-2 Non-circulating 

华文. 中五 = Bahasa Cina 

KBSM. Tingkatan 5 
Yang Ching Leng 802.84/HW:2-3 Non-circulating 

华文. 三年级上册   802.84/HWV1   

华文. 三年级下册   802.84/HW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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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选. 第一册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

华文组编 
802.84/JYCV1 Non-circulating 

教育文选. 第二册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

华文组编 
802.84/JYCV2 Non-circulating 

教育文选. 第三册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

华文组编 
802.84/JYCV3 Non-circulating 

新标准高中国文. 第二册 课本编辑委员会编 802.84/KBBV2   

预备班华文 = Bahasa Cina 

kelas peralihan 
永乐多斯著 ; 邓秀茵, 王丽萍编 802.84/KUR   

中一华文课本 = Buku teks 

Bahasa Cina tingkatan 1 
蔡永祥, 陈毓媚, 郑文添著 802.84/KUR-2   

中二华文课本 = Buku teks 

Bahasa Cina tingkatan 2 
黄秀花, 黄灵燕, 戴润娣著 802.84/KUR-3   

中三华文课本 = Buku teks 

Bahasa Cina tingkatan 3 
永乐多斯, 许友彬, 林臣顺著 802.84/KUR-4   

中四华文课本 = Buku teks 

Bahasa Cina tingkatan 4 
永乐多斯, 许友彬作 802.84/KUR-5   

中五华文课本 = Buku teks 

Bahasa Cina tingkatan 5 
谢礼赞, 陈润卿, 廖国平作 802.84/KUR-6   

课外学习丛书. 第一辑 <<课外学习>>编辑部编 802.84/KWXV1   

课外学习丛书. 第二辑 <<课外学习>>编辑部编 802.84/KWXV2   

华文  第八册 林徐兴主编 802.84/LXX：7V8   

高中中文会考指导 雷燮尧编著 802.84/LXY   

中学高级华文辅助教材 = 

EPB higher Chinese 

enrichment materials for 

secondary schools 

林玉玲, 郝文丽编 802.84/LYL   

详注 译析高中文选. 第二册 罗之江主编 802.84/LZJ   

详注 释析 高中文选. 第三

册 
罗之江主编 802.84/LZJ-2   

华文. 初一上册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

程局编 
802.84/MLX:2V1   

华文. 初一下册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

程局编 
802.84/MLX:2V2   

华文. 初二上册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

程局编 
802.84/MLX:2-2V1   

华文. 初二下册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

程局编 
802.84/MLX:2-2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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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 初三上册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

程局编 
802.84/MLX:2-3V1   

华文. 初三下册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

程局编 
802.84/MLX:2-3V2   

华文. 高一上册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

委会课程局编 
802.84/MLX:2-4V1   

华文. 高一下册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

委会课程局编 
802.84/MLX:2-4V2   

华文. 高二上册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

委会课程局编 
802.84/MLX:2-5V1   

华文. 高二下册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

委会课程局编 
802.84/MLX:2-5V2   

华文. 高三上册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

委会课程局编 
802.84/MLX:2-6V1   

华文. 高三下册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

委会课程局编 
802.84/MLX:2-6V2   

马来亚联合邦华文前期中

学语文精读课本. 二上, 第

三册 

马来亚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编辑

委员会编 
802.84/MLY:2-2V2-1   

中学华文. 第三册 
田勤先编 ; 香港普通话研习社教

材编写组 
802.84/TQXV3   

我讲华语！我考华文！ 星洲日报学海编辑室资料搜集 802.84/WJH   

现代汉语语法   802.84/XDH：6   

应用文 萧风林 802.84/XFL：2   

华文课本古文语译. 第二册 向夏译注 ; 杨庚生校订 802.84/XXV2 Non-circulating 

华文课本古文语译. 第一册 萧遥天校辑; 向夏等译注 802.84/XYTV1   

华文课本古文语译. 第二册 萧遥天校辑 ; 向夏等译注 802.84/XYTV2   

华文课本古文语译. 第三册 萧遥天校辑 ; 向夏等译注 802.84/XYTV3   

华文课本古文语译. 第四册 萧遥天校辑 ; 向夏等译注 802.84/XYTV4   

华文课本古文语译. 第五册 萧遥天校辑; 向夏等译注 802.84/XYTV5   

一九八五、一九八六 SPM

友联文选 
  802.84/YJB   

一九八〇、一九八一 SPM

友联文选 
  802.84/YJB-2   

一九七八、一九七九 MCE

友联文选 
  802.84/YJQ   

友联文选特编   802.84/YLW   

语文. 第四册   802.84/YW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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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 短篇戏剧   802.84/ZHW   

中学词义手册   802.84/ZXC:4   

最新高中华文. 第一册 遵照新加坡教育部颁定篇目编印 802.84/ZXGV1   

中学华文教材辅助读本 陈定华等编写 802.84/ZXH：4   

中学会考华文精选.  第 4 分

册 
  802.84/ZXHV4   

华文教师手册. 初一上册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

程局编 
802.84026/MLXV1  

华文教师手册. 初一下册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

程局编 
802.84026/MLXV2  

华文教师手册. 初二上册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

程局编 
802.84026/MLX-2V1   

华文教师手册. 初二下册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

程局编 
802.84026/MLX-2V2   

华文教师手册. 初三上册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

程局编 
802.84026/MLX-3V1   

华文教师手册. 初三下册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

程局编 
802.84026/MLX-3V2   

华文教师手册. 高一上册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

委会课程局编 
802.84026/MLX-4V1   

华文教师手册. 高一下册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

委会课程局编 
802.84026/MLX-4V2   

华文教师手册. 高二上册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

委会课程局编 
802.84026/MLX-5V1   

华文教师手册. 高二下册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

委会课程局编 
802.84026/MLX-5V2   

华文教师手册. 高三上册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

委会课程局编 
802.84026/MLX-6V1   

华文教师手册. 高三下册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

委会课程局编 
802.84026/MLX-6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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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建议: 

如果要寻找相关资料，您可使用以下关键字，通过图书馆馆藏目录(library catalogue)的题名(title)或

索书号(call number)检索功能查找： 

 

 

 

关键字 华文、华语、汉语、国语、中文、课本 

索书号 523.31、524.31、80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