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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目的与价值 
 
1. 研究目的: 
 

● 探讨乌敏岛独特的甘榜生活面貌 
● 让青少年们对乌敏岛的乡土气息有进一步的认识 

 
 
2. 研究价值: 
 
我们察觉到，现代的青少年即不懂得、也不喜欢甘榜生活和华文乡土气息。
在这现代化的社会里，青少年们不但依赖智能手机，还偏爱室内活动，如游
览网站，看视频或玩电子游戏机.  
有一些青少年误会乌敏岛只不过是个70年代的新加坡，没有高楼大厦，百货

公司等， 便认为乌敏岛是个又无聊又落后的地方。我们想改变他们的看法，
让他们打消乌敏岛是个没用的地方的念头，让他们认识乌敏岛独特的甘榜生
活。 
通过我们的录像短片，我们希望可以让青少年多加了解乌敏岛，激发他们对

乌敏岛的兴趣。毕竟乌敏岛算是新加坡的一宝，它的真正宝藏，就在于它的
甘榜精神和文化特色。 
年轻人应该进一步了解60 到70 年代新加坡人的生活， 从中学习岛民优良的
价值观。 
 
 
 
 
 

 



 
 
 

二、 文献研究:我们的不同之处 
 
乌敏岛是新加坡最后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岛屿。许多研究专注在乌敏岛上的
不同景点，但我们认为进一步了解乌敏岛居民的生活和甘榜精神更为重要。 
 
在岛上，我们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60年代的‘甘榜’的群体生活。我们采访

了岛上的一些居民，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与信仰。
采访让我们进一步地了解甘榜精神、民俗、价值观和文化，并体会到它对新
加坡人的重要性。 
 
三、 研究方法与框架 
 
1.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采访、亲身体验  
 
2. 研究框架 
 
1) 电子问卷调查 （附录1） 
2)访问居住在乌敏岛上的居民 
3)亲身体验（到岛上探讨岛民的生活环境） 
4)解释与总结岛民的传统习俗、甘榜精神、民俗、价值观和文化风格 
5)拍摄视频 
 
 
四、内容简介 
 
1. 文献综述 
 
为了不断追赶发展步伐， 新加坡政府已经除掉了大多数的甘榜，只剩下独一

无二的乌敏岛。由于乌敏岛是新加坡最后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岛屿，我们认

为乌敏岛非常宝贵，值得珍惜并且被保留下来。 许多研究都只是专注在乌敏

岛上的不同景点，但我们认为进一步了解乌敏岛居民的生活和甘榜精神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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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为了搜集资料 ，我们亲身探访乌敏岛，一边体验乡下生活，一边探索这迷人

的岛屿。另外，我们也游览网站和翻阅图书管理的书籍，搜更多的资料，进

一步地了解乌敏岛的文化特色和乌敏岛的民俗，和甘榜情对新加坡有着很深

的含义。 
 
2. 资料收集 
 
2a. 采访 
在岛上，我们采访了几位岛上的居民，也参观了他们的甘榜屋，了解他们的

日常生活。从岛民的口中，我们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与生活背景、文化习俗

和”甘榜精神“，。 岛民们喜欢岛上的生活，如同一个大家庭似的，和睦共处

地过着即简朴又轻松的生活。  
 
 
2b. 乌敏岛的文化特色 
 
甘榜屋是乌敏岛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甘榜，也是马来词汇“Kampung”

的翻译，出自英文“Compound”，是村落的意思。 

此外，有许多节日的庆祝会都在大伯公庙举办。最盛大的庆祝就是大伯公的

生日，也就是卫塞节的除夕。每年4月14号，跨越七天，有千多人来庆祝。 

人们会随着道教的习俗，在那天牺牲一只猪和一只山羊。奉献者会捐赠鸡和

鸭，也会发红包。岛民也可以观看潮州歌剧，潮州歌剧最后一个部分是最精

彩的部分，因为他们会表演一个歌剧片来抵御邪灵，保佑乌敏岛和岛上的居

民。每年，乌敏岛的居民都很期待这项特别的歌剧。 

 
2c. 值得学习的价值观 
 
岛民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第二世界大战后，即便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商业

也倒塌了，他们依然坚持到底，不怕困难，最后也取得了成功。当大伯公庙

被白蚁侵袭时，大家热心捐款，最后成功地筹款钱重建了大伯公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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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们也很乐于助人。如果有人陷入了困境，其他的岛民也会一起

拿出钱来帮助，买生活日用品。邻居出门时，别人也会帮他照顾动物和植

物。最后，岛民也很节俭，用木柴煮饭，自己的水也是从水井里拿到的，食

物也都是他们养的动物和植物。 
 
 
2d. 甘榜精神 
 
甘榜精神指的是甘榜的邻里紧密，有浓浓的人情味，岛民互相帮助，互敬互

重，邻里之间和睦共处，大家自我奉献，不会斤斤计较，像个大家庭。这样

的甘榜精神，在新加坡的城市里，非常难见到。因为大家为了学业，家庭和

事业忙忙碌碌，不认识邻居，甚至不理睬，彼此保持距离，所以我们应该趁

着真正的甘榜精神还存在于乌敏岛时，好好把握这个学习机会，保留华族文

化，并恢复甘榜精神。 

 
 五、 结论 
 
乌敏岛是个自然天堂,而且是新加坡的最后一个甘榜。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它
，不然他的存在和独特的甘榜精神就会渐渐消失。乌敏岛的居民们过着简单

，单纯的生活，一天一天地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每刻每秒。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制作的录像短片，介绍乌敏岛的风景、景点与参观路
线，吸引到介于12至18岁的青少年，让他们明白乌敏岛上的民族文化和甘榜
文化，也让他们明白乌敏岛对新加坡的重要性。 
 
看了我们精彩的短片，青少年能进一步发现乌敏岛上是个自然天堂，而且是
新加坡的最后一个甘榜，是值得珍惜和保存的。我们学习和感受到了甘榜精
神和文化，深深地改变我们对人生的态度。我们通过亲身体验，到岛上探讨

岛民的生活环境与乌敏岛独特的甘榜生活面貌，发现乌敏岛的确是一个值得
保留的岛。由于我们和岛民都一致认为乌敏岛是一个宝贵的居住环境，我们

应该趁着真正的甘榜精神还存在于乌敏岛时，鼓励我们新一代多多学习，从
中对乌敏岛的乡土气息有进一步的认识，让他们继续一代又一代地保留乌敏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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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反思 
 
方劲龙 (1P327、组长) 
一年前，我还以为乌敏岛是个马来西亚的城市。但是，经过两次到乌敏岛的经验后，我真

的获益不浅。乌敏岛让我知道，我爸爸妈妈以前小时候是怎样生活的。乌敏岛和本岛有天

地之分的差别，也让我启示到知足，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乌敏岛的真正宝藏，就在于

他的甘榜文化和民族文化。我发现居住在乌敏岛上的居民们，都非常开心地过着生活的每

一刻，每一秒。我们的组员们都相陪合作，最后一起完成了我们的工作。从这个专题作业

，我学到了我和我的组员们应该互相分工合作，才会成功，也学到了应该要有自信地面对

困难。 
 
郭璟毅(1P308) 

在我做这个专题作业前，我以为乌敏岛只是个被人遗忘和没有人会去的小岛。但是

，经过两次的乌敏岛体验后，我对乌敏岛的看法有了大大的改变。 
乌敏岛其实充满浓厚的甘榜精神。我们采访了当地的居民，他们的态度非常友善。

我也发现他们对乌敏岛有浓厚的情感。虽然政府把他们迁移新加坡，他们还是选择回到乌

敏岛。我真正地感受到甘榜精神。他们很享受大自然的美丽，乐于帮助别人。 
我也学到乌敏岛的文化特色，当地的华族居民都会拜大伯公。多年来，他们把看戏

剧的文化维持到今天。此外，居民有团结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当大伯公庙被白蚁侵袭时，

他们呼吁大家勇于捐款，最后成功地筹款钱重建了大伯公庙。 
我希望我们能够激发其他的年轻人对乌敏岛的兴趣，让他们体验乌敏岛的文化与甘

榜精神。 
在我们的专题作业里，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组员当中

，不能安排时间去乌敏岛/安排面谈时间。我认为下一次，我们可以安排更详细的计划，

这样我们就能预先准备。 
除此之外，我认为我的组还不错。我学到了怎么有自信和有条理地把信息传达给裁

判，我也能够好好地跟组员分工合作。 
 

陈焌泓(1P315) 
起初，我以为乌敏岛是个没人的地方，对新加坡一点也没有意义。但是，通过这个专题作

业，我终于到了乌敏岛。在那里，我发现乌敏岛并不是我想象地那么坏。我也可以亲自体

验甘榜生活和精神。我们的组员都互相配合，分工合作，最后达到我们的目标。虽然我们

年纪还小，但是通过我们的视频，能让更多人意识到乌敏岛对新加坡的重要性。乌敏岛是

个自然天堂,而且是新加坡的最后一个甘榜。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它，不然他的存在和独

特的甘榜精神就会渐渐消失。乌敏岛的居民们过着简单，单纯的生活，一天一天地开开,

心，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每刻每秒。有时候，在世上，落后思想仍然比较好.下次，我

们要好好安排时间把工作顺利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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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颖俊(1P321)  
由于我从来没有去过乌敏岛，对乌敏岛一无所知，这项题目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可是

到了乌敏岛后，我发现乌敏岛其实有很多我没有看过的东西，有着丰富的华文文化和很深

的甘榜精神，而且那里风景优美，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因为我的组员们有不同的时间表，所以我们安排会议时间时并不容易。可是，我们互相包

容，尽量抽出时间来讨论。我们也在学校假期中见了几次面来讨论。我们有时会遇到意见

不合的情况而争吵。可是，我们最终会对事不对人，把问题解决好，让专题作业顺利进

行。 
我从这个专题作业学到了几点。第一，我学到了做事要有条有理，要安排时间表。第二，

我了解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每一个组员的贡献都很重要。最后，我学到了如何有信心地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面前呈现作品。 
 
 

八、附录 1 
 
问卷调查分析 
 
总共有114位青少年（57.9%男生，42.1%女生）参与了问卷。 
 
1）你去过乌敏岛吗？ 
 

有 没有 

40.4% 59.6% 
 
分析：多过一半的问卷对象没有到乌敏岛游玩。 
 
2）如果你有去过，你喜欢乌敏岛吗？ 
 

喜欢 不喜欢 

86.4% 13.6% 
 
分析：86.4%到过乌敏岛的青少年喜欢这个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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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的理由包括：有蚊子、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很热 
 
3）如果你还没去过乌敏岛，你会有兴趣去吗？ 
 
会 不会 

84.2% 15.8% 
 
分析：84.2%没去过乌敏岛的人，对乌敏岛感到有兴趣。 
 
4）从一到十的等级你对乌敏岛有什么意识？ 
 
一：15 
二：8 
三：17 
四：14 
五：19 

六：8 
七：17 
八：11 
九：2 
十：3 

 
分析：64.1%的青少年也不太了解乌敏岛。 
 
5）如果你在乌敏岛，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骑脚踏车和走路：79 
看看风景：79 

了解植物和动物：55 
了解乌敏岛的人民传统习俗：37 

 
分析：大多数喜欢在岛上边骑脚车，边看风景。很少想要了解乌敏岛上的人
民，他们对这个项目没兴趣。 
 
 
7）你会愿意跟乌敏岛上的人民交谈，多了解华文乡土气息（Kampong 
Spirit）吗？ 
 
会 不会 

79.8%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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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79.8%的青少年愿意多了解乌敏岛上的华文乡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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