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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多元文化及生態保育考察團 2016

緣起

新加坡是國際間規劃最完善的國家之一，在發展經濟、

大興土木的同時，亦能好好兼顧環境綠化和生態保育等

工作。佔地接近704平方公里的新加坡，當中高達四分

一的土地被劃為森林或自然保護區。雖然近年新加坡

高度和迅速的都市化，令國內的雨林面積出現減少的

跡象，但是其境內合共超過300座的公園和自然保護

區，仍令她擁有「花園都市」的美譽，可見新加坡在

城市保育綠化方面做得相當的成功。

此外，根據海外知名雜誌《外交政策》的報道，新加坡亦是全球最國際化的國家之一。她是

一個以多元文化種族構成的移民國家，國內有近四分一的人口為非華裔的外國籍公民，包括

馬來人、印度人及歐亞混血人等。故此，新加坡在語言、文化、飲食等方面，都顯得非常的

多元化。

此次為期四日三夜的考察團，正正以新加坡的「生態保育」及「多元文化」為兩大考察重

點。

在「生態保育」方面，我們安排了學生參觀多達8個和城市規劃及環境保育有關的景點，包

括展示高效益、高科技能源及技術的濱海堤霸、新加坡知新館及新加坡科學館；探討國內建

設及規劃的新加坡城市規劃館及新加坡組屋；和以各類動植物及自然環境為主題的海洋生物

館、河川生態園及夜間動物園。

在「多元文化」方面，學生則能從建築（參觀魚尾獅公園、小印度）、政治（參觀新加坡國

會大廈）、藝術（參觀濱海藝術中心）、教育（參觀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飲食（參觀老巴剎

熟食中心、牛車水），共5大角度、7大景點，廣泛而深入地認識新加坡的生活和文化如何

受當地多元的民族影響。

香港和新加坡曾與韓國和臺灣合稱為「亞洲四小龍」，兩者除了是亞洲最重要和最強大的金

融、服務和航運中心外，在上述提到的生態保育和多元文化兩方面，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們期望學生透過這趟豐富的考察之旅，能看到香港可從新加坡借鑑和學習的地方，並進一

步反思，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育兩者是否不可並存。

此特刊滿載了考察團在這趟旅程的珍貴經歷和回憶，期望透過當中的字句和相片，能與大家

分享學生所學和喜悅。

課外及聯課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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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多元文化及生態保育考察團 2016

天數	 行程安排

第一天
29/6/2016（星期三）	 6:00am	唐乃勤初中書院集合

	 香港國際機場	( 新加坡樟宜機場

 F A.	魚尾獅公園

 F A.	濱海藝術中心

 F A.	濱海堤霸

 F 新加坡國立大學

	

第二天
30/6/2016（星期四）	 F 新加坡國立大學

 F B.	新加坡知新館

 F 新加坡城市規劃館

 F C.	海洋生物館

 F D.	老巴剎熟食中心中心

第三天
1/7/2016（星期五）	 F 新加坡房屋（組屋）介紹

 F E.	新加坡科學館

 F F.	河川生態園

 F F.	夜間動物園

第四天
2/7/2016（星期六）	 F 新加坡國會大廈

 F G.	牛車水

 F H.	小印度

	 新加波樟宜機場	( 香港國際機場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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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帶組老師	 班別	 姓名

	 A	 何浪平	 3A	 趙公蘗	（組長）

	 A	 何浪平	 1D	 張家怡

	 A	 何浪平	 1C	 陳灝鈞

	 A	 何浪平	 1B	 范柏希

	 A	 何浪平	 3A	 鍾禮謙

	 B	 劉建輝	 3B	 李榮杰（組長）

	 B	 劉建輝	 1B	 吳家晴

	 B	 劉建輝	 1P	 潘紹充

	 B	 劉建輝	 3B	 陳智霖

	 B	 劉建輝	 1E	 柯嘉誠

	 C	 王麗珊	 3C	 麥盛進（組長）

	 C	 王麗珊	 1P	 陳曉琳

	 C	 王麗珊	 1P	 黃梓元

	 C	 王麗珊	 3D	 李芷珊

	 C	 王麗珊	 1B	 王皓泓

考察團名單及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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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多元文化及生態保育考察團 2016

Day 1
29/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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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30/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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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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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2/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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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多元文化及生態保育考察團 2016 

感想及專題篇（學生）

今次去新加坡，確實讓我大開眼界，因為新加坡人是要當兩年兵，完成後才可以讀

大學。另外他們在小學的時候，如果身型過重的話，午餐只可以吃青色的蘋果！

在買東西時，我發覺新加坡人懂得三種語言，他們一開始用英文問我們買什麼，然

後用普通話，最後他們會用廣東話說多謝購買，他們真的是語言天才呀！

在衛生方面，他們是非常嚴謹的，因為政府在他們家中或工地裏找到孑孓，每一隻孑

孓會被計算罰款200坡幣，所以我今次在新加坡沒被蚊叮咬。

為什麼街上的人總是那麼少？導遊跟我說新加坡是有地下城的，大部份人會在地下

城活動，所以在街上很少看到人，這樣可以減少中暑的機會，因為新加坡的天氣是

比較熱的。我感到驚訝，也很佩服新加坡政府的周詳計劃。

我要介紹夜間動物園，在那裡可以看到一些夜晚出沒的動物，例如獅子、老虎和大

象等。夜間動物園是由三個水塘中的一個，加上陸地組成，那裡有自然的水流區，

動物多在那裡棲息。遊客可坐觀光車，以緩慢的車速觀賞動物，用特製的燈光可以

看清楚動物的舉動，又不會嚇到小動物，更有一些動物會好奇地走向車子，這樣就

可以拉近人和動物的距離。

我印象最深刻的動物是水瀨，記得牠在劇場中把垃圾分類時，因不夠高而無法將垃

圾放進桶裏，牠的舉動真的可愛，所以我們都大笑起來。

新加坡的保育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因為夜間動物園是建於離市區較遠的地方，能減

少污染對 動物的影響，仿做一個動物的家園，令動物更快適應新環境，所以我覺得

新加坡的規劃非常好。 

比較

其實香港都有類似的動物園，不過多是在日間開放，動物的種類又沒有新加坡夜間

動物園的多，還有要在香港經營動物園有一定的難度，因為需要很多資金到世界各

地購買珍貴的動物。如果要我將兩地作比較，新加坡的確比較好，為什麼？雖然新

加坡比香港的面積小，但能好好地處理人口分佈和有效計劃生態保育，所以香港也

應向新加坡學習。

感想
范柏希

專題：夜間動物園



新加坡的土地面積比香港還小，但人口密度差不多。新加坡的土地面積大約為750平

方公里，人口有500萬，而香港有1,100平方公里，人口有750萬人。為什麼香港人

認為「上樓」難，而新加坡人卻不會？原因何在呢？

新加坡地方雖小，卻因為政府管治得好，令市民的生活質素越來越好。政府所建的

公營房屋以面積計算大約一千尺，比香港的一般私人屋苑還要大，但誰才能入住新

加坡公屋呢？

其實當地人只要簽了紙註冊結婚，就可入住了，如果現在未結婚而有計劃，是否也

可申請呢？是可以的，但首要條件就是要在政府把房屋的鎖匙交給你之前，要完成

註冊手續，他們以這政策解決了一個人一間屋以及房屋

不夠的問題。

也有很多人會因為要一間房屋而作假結婚，所以政府後

來又制定了新政策，如果兩人離婚後，政府有權收回那

間屋。

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只可以申請公營房屋兩次，他們的公

屋大多數有三房兩廳（約1000平方尺），相比香港的兩

房一廳500平方尺樓較為寬闊。新加坡的公營房屋附近

都建了學校、超級市場及醫院等等的配套設施，是為了

方便市民生活。新加坡人不會用自己的積蓄來買樓，他

們只會用30%的強積金去作分期付款供樓，而自己的錢

會留給養老用。

由此可見，新加坡的房屋政策相比香港似乎好得多，足

夠令市民安居樂業。另一方面，新加坡的地勢較平，地

多山少，而香港就剛剛相反。兩地之間有一共通點就是

人多地少，但房屋政策這方面新加坡較香港優越，香港

政府似乎需要多多參考新加坡的房屋政策了。

專題：新加坡的房屋政策

在新加坡度過的四日三夜遊學中，我學到很多有關新加坡的飲食文化，房屋政策等。

在新加坡，法院是不會有陪審員的，所以如果政府要打官司，是一定不會輸的。

另外，我發現基本上所有的新加坡工廠都會建在南方，面向馬來西亞，因為這就不

會影響新加坡市民的生活環境。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跟香港的很不一樣，他們主修的科目是英文，不過他們從二年級

開始，便要選兩科課外活動，香港卻不需要。

新加坡還有一個政策，如果新加坡市民的家裏被政府找到了一隻孑孓，會被警告一

次和罰款200坡元，如果被警告三次，那人就要上法庭了！這次遊學團真的令我很難

忘，也令我了解到各地文化的差異。

感想
張家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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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國家，住了四個種族，包括華人、馬來西亞人、印度人和西洋

人。大部分華人住在牛車水，那是新加坡的唐人街，亦是新加坡歷史上重要的華人

聚集地，為新加坡的著名旅遊景點之一，位於新加坡歐南區。

牛車水是熟食中心區，新加坡最價

廉物美的食物都可在此找到，是最

佳進餐地方之一。那裏有過百牌檔

可供選擇，提供各式各樣的美食和

餐飲。

而著名買手信的地方是在史密斯街

和摩士街一帶，不少牛肉乾、藥油

等馳名手信的老店都可在此地方找

到。

另外，小印度也是一個很好的地

方，這是個完全不同於新加坡的異

國風情的區域，裏面很多小店，很

多珠寶銀樓，也有很酷的印度廟

宇。如果想嘗嘗印度美食，一定要

來這裡，不管是高檔豪華的餐廳還

是巷弄間忙碌嘈雜的小吃，都值得

品嚐。

專題：多元種族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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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及專題篇（學生）

感想
鍾禮謙

在這次新加坡考察團中，我有

三個深刻體會，例如遊覽各地

方 時 ， 看 見 馬 路 上 有 很 多 樹

木，空氣清新，比香港的環境

佳。新加坡全年的天氣比較炎

熱，很少市民在路面走，當地

的地下街是大部分市民的活動

地 方 。 新 加 坡 很 注 重 滅 蚊 工

作，當每戶家庭被發現有蚊都

要罰。



13SINGAPORE TOUR 2016

經過這次新加坡遊學團，我學懂了不少，首先我要感謝領隊Max、導遊Penny、老師

Miss Wong、Miss Ho和劉sir。這次的行程十分豐富，我們參觀了很多生態園，商店

街及著名食肆，也品嚐了新加坡特色菜如娘惹餐，肉骨茶等。令人覺得可惜的是，

時間短暫，我們不能慢慢享受途中的過程。

新加坡有兩間教育館值得一提，知新館和新加坡陸軍博物館，市民可在此處認識國

民教育和軍事知識。

知新館 (S’pore Discovery Centre) 是新加坡的國民教育館，這裡教育國民要有國家安

全和危機意識，以應付未來的機遇、挑戰、危機應變等等。

知新館旁邊是新加坡陸軍博物館 (Army Museum of Singapore)，由武裝部隊訓練

營改建而成的新加坡知新館，介紹了新加坡過往參與過的戰爭和一些軍事知識，戶

內、戶外都放有一些武器展品。

在學校方面，新加坡在每一區都有2間幼稚園、2間小學，及一間中學，這些學校都

在民居一公里之內。在培訓專業人才方面，有四所公立大學、理工學院、工藝教育

學院和300多所私立學院可供選擇。

香港不像新加坡般，男子年屆十八歲起即要服兩年兵役，故香港人對於軍人的生活

及各式軍事用品等總覺得神秘莫測。軍事迷一般亦只能透過電影或電視，又或往軍

事用品店看看、摸摸仿製品。在新加坡，軍人生活從來不是國家機密。

感想
李榮杰

專題：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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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及專題篇（學生）

感想
吳家晴

專題：多元種族文化

透過新加坡考察團，我了解到新加坡的歷史、城市規劃及其文化。新加坡政府是十

分為市民著想的，例如在居住地方的一公里內必定會有學校、地鐵站、超市等，以

方便市民的日常生活。

參加這個考察團，我也了解到自己，在正常的上學天，我較沉默寡言，甚少與別人

聊天，但經過與老師和同學緊密相處的四天，我發現自己比平日開朗了許多，敢於

與別人聊天，和同學相處融洽。

總之，我希望我能維持這個開朗性格，並期盼日後還可以參加更多遊學團，以擴闊

自己的眼界。

透過新加坡多元文化及生態保育考察團，我

對「多元種族文化」這六個字及其意思有更

深的了解。什麼是「多元種族文化」呢？多

元文化是指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市民在同一個

國家或城市裏共存。

「多元種族文化」有什麼例子呢？例如新加

坡是由近一百多年來從亞洲、歐洲等地區遷

移而來的移民及其後裔組成的，包括華裔、

馬來族、印度裔、歐亞族等。

到底新加坡是怎樣成為多元種族文化社會

呢？原來新加坡本地就已存在著不少馬來

人。另外在1819年開始，就有不少來自中國

與印度的人移居此地，原因是有不少中國人

為了躲避滿清政府的嚴刑峻法而離開中國。

印度人方面，有許多的軍人與公務員，他們都是為了有更加安穩的生活而移遷新加

坡。當時在短短的幾個月裏，就有約一萬多人來此定居，然後漸漸使新加坡成為多元

種族文化社會。

牛車水和小印度就是新加坡裏兩個具代表性的旅遊勝地，突顯出新加坡是一個多元

種族文化的社會。牛車水是新加坡的唐人街，亦是新加坡重要的華人聚居地。1819

年，在英國人斯坦福．萊佛士登陸星加坡前，中國南下的勞工已在這片區域從事檳

榔與胡椒的種植。此後，從中國南來的華人越來越多，萊佛士索性把新加坡河西南

部沿駁船碼頭一帶的區域，劃為華人居住區。在1822年，萊佛士又設計了新加坡第

一個城市規劃，其中就將牛車水劃為華人移民的居住區。當你步入牛車水這個唐人

街，你就可以看到許多中國建築風格的樓宇，令你覺得時光好像倒轉了一樣，感受

到傳統古代的中國建築風格，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在飲食方面，我們在老巴剎熟食中心和小印度嘗試了各種不同的食物，當中有兩款

特色食物我最為喜歡，讓我介紹一下。

肉骨茶（Bak Kut Teh），雖然其名為

茶，但實為混合中藥、香料（包括八角

茴香、桂香、丁香、大蒜）及肉排熬製

多個小時的濃湯。在馬來西亞的一些小

鎮，甚至加入海參和鮑魚一起熬製。它

也有不同的變化，如潮州派會加入更多

的胡椒，福建派會加入更多的黑豉油，

令它更有藥材的味道，而廣東派則會加

入中國藥酒，令人行氣活血。肉骨茶的

主要功用是作開胃、驅寒，吃碗肉骨茶

再開工，已經成為新加坡人的習慣，也

是他們最常吃的早餐之一。

海南雞是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華人

移民潮中，隨著海南籍的移民，傳入馬

來亞、暹羅與印尼一帶。其做法如下：

宰好雞後，雞油和內臟切出備用，以食

鹽、薑汁，花椒及八角擦在雞內外，待

用10-30分鐘左右，然後把水煮滾，把醃好的雞放入滾水中；待水再滾起後關火蓋鍋

蓋將雞浸熟，後放入冰水浸10-20分鐘，美味的海南雞便完成了。　

娘惹菜是由中國菜系和馬來菜系合併而成的馬六甲菜餚，它變成了新加坡的地道美

食，把傳統中國菜的烹飪法與馬來香料完美結合，融會了甜酸、辛香、微辣等多種

風味，口味濃重，所用的醬料都由十種以上的香料調配而成，是令人讚不絕口的南

洋最特別、最精緻佳餚之一，自成一派。叻沙 (LAKSA) 是娘惹美食中最具盛名的一

種，許多馬來西亞原駐民認為「娘惹」美食見證了馬來人與華人的聯姻喜慶，代表

了浪漫豐富的娘惹美食特色。除了馬六甲地區，娘惹菜還流傳到了檳榔嶼、新加坡

以及印尼和泰國。　

吃是新加坡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無論大街小巷、白天或夜晚，隨時隨地都能

找到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的美食。在新加坡這個多元種族的大都會裡，你能品嚐來

自四面八方的菜色，反映了這個島國的文化背景和其多元種族的獨特風貌。

專題：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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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潘紹充

在這次新加坡遊學團中，我領略到異地美食文化，令我在飲食方面的體會獲益良

多。當中，小印度和牛車水的美食令我十分難忘。那裡的美食多不勝數，肉骨茶、

海南雞、娘惹菜和印度薄餅等等美食，是新加坡人和遊客的必選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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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及專題篇（學生）

我覺得很幸運，能夠在新加坡遊學團第一輪甄選中被抽中，第二輪再被選中，令我

有機會參加這次的新加坡遊學團。在這4日裏，我覺得新加坡的城市規劃及土地運用

做得非常好，它的土地面積雖然比香港細，但卻有三個動物園和十七個儲水庫，反

觀香港自荔園結業後已經沒有動物園。另外獅城的政府房間的實用面積也非常大，

雖然建築物沒有向高空發展，但卻能利用地底的空間發展，解決建築土地面積細小

的問題。

新加坡的房屋大致分為政府組屋及私人住宅。私人住宅可供任何人購買居住，但政

府組屋只可供新加坡原居民購買居住，所以大部分新加坡的居民都住在政府組屋，

佔總人口大約87%。

政府組屋單位只供夫妻二人聯名申請，如果離婚，該單位就必須賣出。如果是單身

人士，只能申請一人單位，而且必須超過35歲才能申請。每個組屋的一公里範圍內

都必定有兩間小學和一間中學，社區的基建設施配套也十分齊全。

結構方面，每個組屋單位的門都是防炮彈鐵門，子彈炮彈都不能打穿。除此之外，

每間屋也有防空洞，打仗時居民便能躲進防空洞避戰。

居住環境方面，獅城的綠化做得非常好，到處都會看見樹木。獅城也是高發展的國

家，治安良好，在街道上不會有人亂拋垃圾。加上獅城有效利用地底發展，商場、

公司等都建在地底，仿似一個地下城，只有住屋或大型建築建在地面，因此環境不

會太嘈雜。

最後，獅城土地雖小，但五臟俱全，城市規劃非常好，因此能做到人人有屋住，沒

有房屋不足問題。與香港相比，香港房屋的居住問題和土地供應缺乏非常嚴重，所

以我認為香港政府應以新加坡的城市規劃為鑑，提升香港市民的居住質素。

感想
陳智霖

專題：新加坡的房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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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及專題篇（學生）

I feel very happy to attend the study trip to Singapore with my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In this trip, I visited a lot of places and tasted a lot of delicious food 

there. Our tourist guide has spent a lot of time telling us something about the culture 

and the food of Singapore. He suggested us to try the traditional Indian food! I enjoyed 

a lot of delicious Indian food at Little India.

I think the culture of Singapore is the combination of Asian and European cultures. 

Influenced by Malay, South Asian, East Asian, and Eurasian cultures, Singapore has 

been dubbed as a country where“East meets West”,“Easy Asia”and“Garden city. 

In this study trip, we visited two places, Chinatown and Little India. We experienced 

two very different kind of cultures.

Chinatown

As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Singapore is Chinese, Chinatown is considerably less 

of an enclave than it once was. However, the precinct does retain significa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Large sections of it have been declared national heritage 

sites officially designated for conservation by the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Little India

Little India is distinct from the Chulia Kampong area, which, under the Raffles Plan 

of Singapore, was originally a division of colonial Singapore where Tamil immigrants 

would reside under the British policy of ethnic segregation. However, as Chulia 

Kampong became more crowded and competition for land escalated, many ethnic 

Tamils moved into what is now known as Little India. 

After visiting Singapore, I found that Hong Kong is very similar to Singapore. Different 

kinds of cultures can also be found in Hong Kong.

Feeling
Husnain

Culture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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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新加坡遊學團，每晚我都會難以入睡，因為我的室友會發出「響亮」的聲

音，儘管我帶了耳筒，我一樣難以入睡。在第一個晚上，我只睡了數個小時。

新加坡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卻竟然沒有陪審團制度，當律師跟政府「打官司」

時，因制度上的漏洞，政府會有很多優勢勝出各項官司，所以律師們大多會輸。

由於新加坡人講的英語夾雜了當地人的口音，令我們很難用英語與他們溝通， 以致

很難明白他們的意思。

新加坡主要的水源來自馬來西亞，在很久以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訂立條約，馬來

西亞答應會供水給新加坡，直至2061年。新加坡有17個儲水池，但儲水池的水只足

夠供應新加坡5％人口使用。

新加坡的第一任總統李光耀在上任時，已開始構思新加坡未來的發展，例如新生水

和堤壩。濱海堤壩是新加坡政府興建的第15個堤壩，它建於2008年。濱海堤壩也是

新加坡政府興建的第十五個儲水池，它的功能有儲水、排走儲水池內多餘的海水之

用。堤壩更設有先進設備過濾海水和淡水，它只會存淡水並排走海水。除此之外，

也有興建水上設施，例如魚尾獅公園、濱海中心堤壩等，很多人會在假日到魚尾獅

公園或堤壩踏單車和野餐。 

我認為新加坡政府十分善用水資源，不會浪費每一滴水資源，例如將廁所水過濾淨

化成新生水，興建堤壩和新生水的技術為國家帶來很多的好處，它提升了國家的經

濟收入，也解決了水源不足的問題。假如香港沒有東江水，香港社會將會受嚴重影

響，所以香港也應向新加坡借鏡開始規劃未來供水的情況。 

感想
麥盛進

專題：新加坡政府善用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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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及專題篇（學生）

我中學生涯中第一次參加交流團，便是到新加坡，旅程中帶給我不少美好的回憶。

行程中導遊講解了不少關於新加坡的教育及政治等知識，令我在學習方面獲益不少。

開始時，我們整團十幾人互不熟悉，但因每天一同學習和遊覽，慢慢地開始混在一

起，大家有説有笑。每天的旅程，我們都玩得很高興，亦學習了不少。特別是我和

房友，當初大家並不相識，但當大家互相主動溝通後便熟悉了，讓旅程變得更完

美。每天早上，我們都會互相提點，準時完成功課交給老師。

遊學團中，我們參觀了很多地方，其中有不少是著名景點，其中的地下城市更引起

了我的興趣。新加坡和香港一樣都是個地小人多的地方，土地規劃便成了兩地的問

題，但新加坡的地下城市計劃解決了不少土地不足的問題，難怪在旅程中，經過的

地方都很少人在街上走。我在新加坡感受到當地人的熱情和人情味，無論甚麼階層

的人，臉上都總帶着笑容。新加坡是個富有文化色彩的國家，有馬來西亞人、華人、

印度人和西方人，結合不同種族，造成這城市的文化特色。

這四日三夜的旅程雖然短暫，但當地的文化色彩和民眾的笑臉，為我的旅程畫上完

美的句號。中學生涯第一次遊學團，為我帶來無限的笑聲和歡樂。亦感謝三位老

師、導遊和領隊在這四天的幫助，讓我們的旅程能順利完成。

河川生態園是現時全亞洲唯一一個以河流為主的野生動物園，亦是現時世界上擁有

最多以淡水生活的生物動物園。新加坡政府將保育區集中一起，生態園和動物園建

在附近，從而讓保育工作更充足。河川生態園佔地十二公頃，擁有三百種淡水植物

和五百種淡水動物，大部分以淡水生物為主。

園區展示的淡水生物，種類繁多，生物主要的淡水品種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河流，讓

旅客大開眼界！河川生態園亦設了不少活動，讓旅客體驗與動物接觸的時刻，當中

令我留下深刻的體驗，就是可以去觸摸海星，這給我有一種特別的感覺，是一直以

來這從沒有嘗試過的。還有，我們還乘船觀看生物的體驗，

這個體驗可讓旅客從另一個角度去參觀園區內的生物。

新加坡政府很重視保育工作，開設生態園和動物園是為了讓

市民提升保育意識，除此以外，沿著河川生態園的馬路，

有一條佈滿樹木，就像森林一樣的天橋，原來是政府興建

的，讓動物們好好過馬路，因為以往有很多動物在馬路上

亂走，被車撞致受傷，為了保育和保護動物，政府便建

了這橋，以保護動物。

新加坡地少但平地多，在土地上供應不存在不足的問

題，而香港土地則是寸金尺土，經營生態園會存有困

難，幸好香港仍能建設一些微型的生態園，例如香港

動植物公園、香港公園等，算是為保育作一點貢獻。

感想
陳曉琳

專題：多元種族文化



新加坡的飲食文化較獨特，食物也很美味。這次我們嚐了肉骨茶、海南雞飯和娘惹

餐，也到過老巴剎熟食中心吃晚餐。各食品有其特別之處，說讓我簡介一下。

肉骨茶(Bak Kut Teh)：可分為二種，一種是用胡椒泡製成，另一種是用藥材泡製

成。聽說有開胃、驅寒之用，而且營養豐富，是大街小巷的流行食品。

海南雞飯：這道菜通常像白切雞一樣，將雞浸熟，配合油飯吃。

娘惹菜：我們食的娘惹餐包括有班蘭飯和著名的叻沙。班蘭飯是一種綠色的甜飯，

是在白飯裡加入了班蘭葉。叻沙則是一種加了不同海鮮的麵。

我們去了老巴剎熟食中心吃飯，那裏集合了不同菜式與種類，例如魚蛋面、串燒、

和魔鬼魚等，更有一些美食是不能在香港嚐到的。另外新加坡人會多用「霸位」去

買食物，這種方法叫Chope，是以紙巾或雨傘放在桌上「霸位」，這是新加坡一種

獨特的文化。在老巴剎，我們也看到人們用這種方式來「霸位」，然後去買食物。

最後，我認為新加坡的飲食文化是多元化的，也會保留傳統，香港也應模仿新加

坡，保留本地飲食文化，例如大排檔等。

專題：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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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四日三夜的新加坡遊學團，我發現到當地有兩個特別之處。第一，當地地少人

多，人口密度高，有大量的汽車和工廠，也有堆填場和焚化爐，卻沒有變成烏煙瘴

氣的城市。

第二，當地郊區有一條橋叫ECO-Link，跨橫高速公路，這不是行人天橋或行車天

橋，是動物天橋。導遊講解其用處時，大家都覺得新奇，原來那是用作保護動物不

掉進高速公路而被撞到的。我認為新加坡是一個先進國家，發展得非常良好，其他

國家也應模仿和學習新加坡。

感想
黃梓元



專題：多元種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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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及專題篇（學生）

我參加了學校舉辦的4日新加坡多元文化及生態保育考察之旅，親身體驗了新加坡這

個多元文化國家的生活，同時有機會使用英語與當地人溝通，提升我的英語溝通能

力。

由學校舉辦的遊學團與一般旅行團有極大的差異，同學能看到和感受到的都與自己

去旅遊的不同。在旅程中，我們沒有父母的貼心照顧，需要學習照顧自己、與人相

處、保管財物和運用金錢等。因此，校方安排了中三級與中一級同學同組和同房，

讓高年級擔當「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照顧低年級的同學。我在這次遊學團

的確獲益不少，不只學習到更多獨特的新加坡文化，以及待人接物應有的禮貌，這

更是一次令我有快樂難忘寶貴回憶的遊學團！

感想
李芷珊

我們參觀了新加坡熱門的旅遊景點包括魚尾獅公園、聖陶沙島、夜間野生動物園、

牛車水等地方，除了享受旅遊的樂趣外，亦參觀了當地的大學，親身感受到他們上

學的環境。

記得我們第三天參觀了科學館，那是我

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那裡我見識了許

多關於科學的知識，是一個具教育意義

的地方。起初我以為科學館是一個沉悶

的地方，但原來我們可以透過科學遊戲

來學習科學知識，打破沉悶的學習方

法。

館內有多個展館都互動性十足，例如 

WaterWorks 展區有多個以水為主題的

設施，在遊戲中教導我們關於水壓、彩

虹和節約用水等知識，簡直是一個科學

遊樂場，玩完後更可以在 Giant Dryer 

中，邊乾衣邊學習蒸發的原理，絕對是

一個引人入勝的好地方。

新加坡科學館是世界頂尖的科學館，呈現了超過850個互動展覽，描繪了科學的奇蹟

和奧妙，同時激發我們的想像力，讓我們的思考永無止境。展品內容還包括天文、

生物、物理、化學，為我們上了一門輕鬆的科學入門課。

它相比起香港的科學館更加多姿多采，不但地方空間較大，展館的有趣性也比較

大。但他們兩者也有區別，就是香港的科學館題材非常廣泛，包括了光、聲音、力

學、磁與電、數學、生命科學、運輸、電訊、食物科學、能源、職業安全健康及家

居科技等。但這些對學生的我們並不是太過吸引，因此我們也比較喜歡新加坡的科

學館。

總括來說，我真的愛上了新加坡這個地方，有機會的話，我很想再與親友踏遍這個

好地方。

 



新加坡曾是英國的殖民地，加入馬來西亞後便組成聯邦國。由於地理因素

關係沒有淡水可自給自足，於是與馬來西亞簽下合約，由馬來西亞供水，

後來新加坡被剔出聯邦，所以供水合約將會在2061年完結。在李光耀執政

當總理時，已推出新政策興建儲水庫和集水區等設施，保障國民在日後不

依靠外來水。另外將污水經過處理後再飲用，國民也不用「煲水」可直接

飲用自來水。

現在新加坡已有17個儲水池，在2008年10月31日開幕的「濱海堤壩」也是

為未來「自給供水」的重要工程之一，它將新加坡河與海洋分開，變成一

個淡水湖，新加坡河的水位跟隨當時雨量及壩外潮汐而調節，堤壩利用整

個新加坡河集水區回收淡水作食水之用，當潮漲遇上暴雨時，堤壩內外的水位都可能處於極高水平，這時新

加坡河下游及市區一帶將存在水浸風險，要解除風險，於是在堤壩內建造抽水站，在需要時協調水闡洩洪，

確保不會受水浸的影響，減低國家蒙受經濟上及人民生命財產損失。

建造海濱堤壩，除了可儲存食水，防氾濫之外，亦是一個集於娛樂，休憩及推動環保教育的地方。海濱堤壩

大橋下，有摩天輪、噴泉及藝術中心，是面積最大的濱海花園，園內亦有16萬棵植物給遊客觀賞，有幾十棵

25至50米巨樹，有高有矮，非常壯觀，而河川生態動物園更可以讓野生動物有個棲息之所。所以我覺得新加

坡政府做得非常出色，能夠解決了民生需要，又能發展旅遊景點及作教育等用途，一舉幾得。

香港與新加坡的比較及建議

香港處理的污水，達到一定標準後，便會排放到河流或大海，其次是採用生物反應池，雙層三級濾池和消毒

程序來處理，作為灌溉公園，沖厠和清洗街道等，但未能做到可供飲用之水。

而新加坡將污水過濾後，以逆滲透技術經薄膜將水份子從污水中分離，分離後的再生水，會先經過紫外光殺

菌，最後以鹼性化學物調節再生水的酸醶度後，經專用管道輸到各區作飲用水。

香港與新加坡同樣地需要向外購水，只因香港為是中國的一部份，可以剔除政治因素維持購買東江水。但新

加坡與馬來西亞是兩個國家，在購買水方面會存在很多問題，所以新加坡才自行供水，在多年不斷努力之

下，已大幅增加及改善供水設備。

最後，我建議香港政府可向新加坡多多學習，引入新的供水政策及海水化淡廠，引入新的水處理技術和食水

監察計劃，興建多個蓄水池等等，同時亦可仿傚新加坡興建濱海公園，成為休憩、娛樂、環境保育及供水設

置的地方。

專題：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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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四日三夜的新加坡遊學團，我發覺新加坡與香港十分相似，他們有跨境學童問題

和工業區問題。另外，我亦認識了一些當地政策，是關於民生、生態、舊建築保育及水

利建設方面的。除此之外，新加坡有一項香港沒有的政策，就是18歲以上男性國民都要

服兵役兩年。 

我到埗後，踏進樟木宜機場，發覺機場內沒有燈，只有自然光，真環保。當地導遊接過我

們後，在旅遊巴上向我們講解新加坡的特點及資料等，此時我才知道，我們入住的酒店

原來是由保良局在殖民地時代捐錢興建，之後活化改建而成的精品酒店。可想而之，保

良局慈善業務遠在殖民地時代巳擴展至海外。

可惜，今次遊學團時間太短，未能仔細看清楚每件展品及每個名勝地方，但我了解到新

加坡建築保育及水利工程，我期望以後有更多機會了解新加坡。

感想
王皓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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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篇（老師）

在這五日四夜的新加坡之旅，我們分別到訪了不同的地方。我在短短幾天裏，粗略的

了解一下這個時常被拿來和香港作比較的亞洲城市。新加坡和香港一樣，也是一個

多元文化共融的社會。在這裏，從社區規劃、建築、飲食文化等，都可以看出社會文

化的多元性。其中我最享受的，是不同文化的地道美食。在老巴剎熟食中心，人們

都可以用大眾化的價錢，選擇不同的地道美食，不少遊客以至當地居民，都經常到

該處用膳。反觀今時今日的香港，不少地道老食店都因租金上漲而被逼結業，在各

大商場、屋邨、旅遊景點逛逛，你看到的，往往都是一模一樣的連鎖食店，缺少了

地方特色，亦令香港的飲食文化失色不少。我們應該在香港飲食文化保育方面多作

反思。

感想
何浪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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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緩緩降落，我們一行十八位師生到達了這美麗而又富饒的新加坡，準備展開這

五天的生態文化體驗之旅。

提起新加坡，我就會想到新加坡的國花與其魚尾獅標誌。正因為魚尾獅，所以新加

坡有一個個別名叫「獅城」。魚尾獅是新加坡的象徵，在新加坡的市面，隨處可

見印着魚尾獅的物品，例如鐘錶、掛件等許多紀念商品。而我們其中一個會遊覽的

景點就是我期待已久的魚尾獅像公園。魚尾獅矗立在台階上，嘴裡噴吐着水。日復

日，年復年，魚尾獅就是這樣默默地陪伴著新加坡的人民。

另一個令人讚嘆的景點就是新加坡動物園。這個

動物園被譽為全球最具特色的動物園之一。公園

裡的動物許多都沒有被籠子困住，牠們就像生活

在自己習慣的生活環境中，公園的工作人員只

用花草樹木或小溪把動物與遊客隔開。威武的

獅子、聰明的大象、徘徊在淤泥的河馬、不斷

地嗥叫的土狼，就在我們身邊自由自在地散

步、玩耍。這個養着110種奇異動物的動物

園，可讓我們近距離接觸不同的動物，使我

們大開眼界。

另外，新加坡缺乏天然資源，連日常生活

中的必需品－－淡水也是向馬來西亞政府購買的。於

是，新加坡政府以先進的科技技術來「製水」。在我們參觀的濱海堤

壩中，我們了解到這個「新生水」計劃。「新生水」計劃的目的是開拓新加坡水資

源。大壩的九道壩頂閘門橫跨在350米長的濱海盆地，變成了淡水區，污水或海水經

過進一步處理後，就轉化為食水，再把水輸送至新加坡各地區。這個辦法真好，很

值得我們香港學習。

經過五天的遊覽及了解，我發現新加坡人很整潔乾淨，也很重視環保。新加坡的天

是那麼的藍，樹是那麼的綠，花是那麼的香，一切，都那麼美麗，令人嚮往。

一眨眼，五天就過去了，是時候回到繁忙的香港。當我看着飛機緩緩地升起，我的

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起一陣不捨之情。

感想
王麗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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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篇（老師）

2016年7月，我校3位老師帶領15位學生前往新加坡進行遊學交流，令我產生了深

刻的感受。因為我看到新加坡政府在教育、人口及房屋政策方面，確實下了不少工

夫，這使新加坡這個小小的地方，可以連續16年成為全球最適宜居住的國家。

「規矩」、「安全」、「乾淨」等詞，是大家一直在媒體中，看到新加坡的現有環

境，繼而總結出來的描述。我對以上的描述表示十分認同。這個國家在建國之初面

對着諸多問題，例如治安問題、教育問題、國土面積小、水資源不足等的問題，是

自立自強讓他們站了起來，並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

當地政府對於人民的德政，其中一項是大力興建「組屋群」，讓市民「居有其屋」

，特別讓年輕夫婦優先住上組屋，從而鼓勵生育。組屋的建設，使新加坡從貧民窟

走出來，是代表新加坡進步的里程碑，它也使社會日益富強。這種惠民政策，讓鄰

近的國家及地區，尤其港澳居民，都只能望洋興嘆。

此外，新生水更使我們真切感覺到了他

們的努力付出。由於新加坡的水資源嚴

重不足，且與馬來西亞簽訂的供水合同

馬上就要到期，於是他們努力研發新技

術，給「水」以第二次生命，也就是他

們所說的「new water」。這次參觀，讓

我們了解到新加坡供水的情況，以及如

何管理珍貴的水源。一個這樣有魄力、

肯鑽研、有成效的國家，是我們香港政

府學習的榜樣。

五天的旅程很快的就過去了，然而我對

這國家的一切充滿留戀。留戀這地方舒

適的生活環境，留戀這國家高素質友好

的人民，欣賞新加坡政府對人民的支持

與照顧⋯⋯ 實在令我感受良多！

感想
劉建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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