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作业的书面报告 
 
 

题目：《旅游景点告示牌的用语调查》 

组员：何偉銘（1P1，组长），黄旭磊（1P1)，冯恺文 

（1P1），郑子荣（1P2） 

 

一，研究目的与价值 
 
1.研究目的： 
 
   通过告示牌的华文翻译： 
 
   1）让只会讲华语的游客在游览时对新加坡有进一步的认识 
   2）推广新加坡旅游业，鼓励更多只讲华语的游客来到新加坡游玩 

2. 研究价值： 
 
     1）增加旅游景点的吸引力 

     2）让游客人数不断地增加。 

     3）促进新加坡的经济与收入 

二，文献研究 

1.“新加坡的旅游业在2018年总入境人数增加6.2％至1,850万人次，收据到达

了$209亿，比去年提高了4.5%。政府判断旅游业的收入每年会提升5%，十

年后的收入就会增加到 $339亿。” 



 
分析：这代表了新加坡的旅游业会不断地增加。因此，新加坡的营业收入也

会不断地增加。 新加坡的旅游业是新加坡唯一的收入。这会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新加坡人就会有足够的行业，使新加坡人经济独立。 
 

2.一位游客游览了圣淘沙后，表示：“海事博物馆的展出很空洞，说明都是英
文，我们看不懂”。两位年长者表示： “圣淘沙没有足够的华语讲解员，他们

第一次来新加坡游玩，没有头绪，在岛上不容易得到帮助。” 
 联合早报：《交流站：失望的圣淘沙之旅》2018年10月31日 

三，研究方法 

实地考察，采访游客，网页 
 
研究框架：网页 

1. 旅游景点的介绍 
2. 旅游景点的特点 
3. 旅游景点的路线图 
4. 旅游景点告示牌的用语建议 
5. 旅游景点附近的购物中心与用餐地点 

旅游景点: 新加坡河川生态园，新加坡植物园，新加坡动物园 

四，实地采访 

1.采访分析 

我们采访了八个人，调查共有六个问题。 

问题1：您来自哪个国家？  



 

结果：75%（6个）的 受访者来自中国，25%（2个）的受访者来自新加坡 

分析：新加坡的旅游景点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旅客。 

 

问题2：您擅于使用哪些语言？

 

 

结果：75%（6个） 受访者擅于用中文，25%（2个）受访者擅于用英语。 

分析：新加坡的中国旅客大多数只能或擅于用中文表达想法。 

 



问题3：您对新加坡旅游景点的满意度是？ 

 

结果：25%（2个）受访者认为新加坡的旅游景点只是一般的，37.5%   (3
个）受访者满意新加坡的旅游景点，37.5% (3个）受访者非常满意新加坡的

旅游景点。 

分析：新加坡的游客大多数都满意新加坡旅游景点,却有些认为旅游景点没有

达到他们的希望。 

 

问题4：当您在游览时，你能否理解这些告示牌的内容？ 

分析：大多数旅客不明白告示牌的内容。 

问题5：您认为这些告示牌有需要写中文的吗？为什么？ 

结果： 

受访者1: “非常重要，因为老人和小孩不明白英文。” 

受访者2：“很重要，因为我的母亲不明白中文。” 

受访者3：“需要，别人可能不理解中文。” 



受访者4：“需要，有些复杂的英文名称需要翻译” 

受访者5：“不需要，有些旅游景点已经有了翻译” 

受访者6：“不需要” 

受访者7:  “需要，对游客更加方便” 

受访者8：“需要，不理解动物告示牌上的内容，而且对路上的方向告示牌有些迷惑” 

75% （6/8）的受访者认为告示牌需要有中文，而 25% （2/8） 的受访者认为告示牌不需

要有中文。 

 

问题6：如果我们创作一个网站来改进这个问题，你认为网站要有哪些

内容？ 

 

结果: 75% （6/8）的受访者认为一个网站需要旅游景点介绍，62.5% （5/8）的受访者认

为一个网站需要入场费的资料，87.5%（7/8）的受访者认为一个网站需要告示牌的翻译

，25%(2/8) 的受访者认为网站需要有旅游景点的地图，87.5% （7/8）的受访者认为网站

需要旅游景点附近的地方 （能吃，玩，或买东西的地方）。 

分析：对于游客来说，旅游景点网页是有帮助。 

 



2. 实地考察 

第一个情况：告示牌的排版-中文字体太小 

分析： 

1. 字体十分小，对游客来说十分麻烦与不方便  
2. 游客们需要仔细的观看才 能辨认出告示牌上的字体 
3. 会使一些旅客没有兴趣阅读告示牌。 

第二个情况：告示牌用语都是英文 

分析： 

1. 告示牌上面的字全都是英文。 
2. 不懂得读华文的旅客们感到一头雾水 
3. 旅客们无法了解告示牌上的信息。 

 
第三个情况：告示牌中只有名称是中文 
分析： 

1. 告示牌有华文动物名称，却只有英文说明 
2. 使只会读华文的游客们带来不便，令游客们不了解说明 
3. 游客们会不了解告示牌的内容 
4. 他们无法了解他们感兴趣的说明。这会使旅客对景点失去兴趣。 

 
 



五，告示牌用语建议 

 

 

建议一：告示牌有中英文解释和名称 

分析： 

1. 只会读华文的游客能更轻易地理解告示牌的解释。 
2. 能引起他们对有关资料的兴趣，而并不会因为缺乏中文翻译而感到一

头雾水。 
 



 

建议二：中文字体足够大 

分析： 

1. 方便游客阅读资料，一目了然。 
2. 建立更美好的旅游体验。 

 
六，结论 

从一个国家的方面来说，我们是一个双语的国家，而旅游景点没有华文的告

示牌，会给只能读华语的游客带来不愉悦的体验。我们的专题作业希望通过

告示牌的用语建议与网页，来改善这个问题，让游客带来一个美好的经验。

我们的网页包括：新加坡河川生态园，新加坡动物园，和新加坡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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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反思 

黄旭磊： 

我在这个专题作业中获益不浅。在专题作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到学校外面
采访别人。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培养我的自信心，也克服了我胆小的困难。
由于我们这个专题作业需要用华语，我更适应用华语和朋友们一起交流。这

个专题作业也给我机会参观新加坡不同的旅游景点，更加了解这些景点。我
也学会在网上找资料，因为这个专题作业须要我们上网搜集个个旅游景点的
资料也要找出有关照片。我也学会了制作网站，也学会怎么呈献我的作品。
虽然我们很多天必须熬夜，但我与组员们都没有抱怨。我们对这个专题作业

很感兴趣，希望全心全力把它完成。但我们有时需要熬夜，后天会感到十分
疲倦。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专题作业十分有趣，也让我学到了许多在生活
技能。 

何偉銘： 

顺利完成专题作业让我十分开心。在这个专题作业中，我们面对了九九八十
一的困难。但由于我们组凝聚力强，我们互相配合，互相体谅，顺利地度过

了这些难关。但可惜的是，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无法完成所有计划。这个专题

作业促进了我与组员们地关系。我们一起熬夜，一起受苦享福，渐渐变成了
挚友。我也是组长，需要分配工作，确保组员完成了任务。这些宝贵地经验

培养了我的责任感，也使我体会到一个道理：不能零时抱佛脚。通过这个专

题作业我学会了一些生活技巧比如：采访技能，分析技巧。我非常荣幸有这

么好的组员。他们都不怕吃苦，愿意为组牺牲时间，灵力。他们也懂得体谅

，在组员们需要帮助时，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帮忙完成。没有他们，这个专

题作业是无法顺利完成的。我也要感谢专题作业老师教导我们，给我们实际

的建议。这个宝贵的经验，让我获益不浅，希望能再次与组员们合作。谢

谢！ 

郑子荣： 

经过了这个专题作业，我获益不浅，收获非常多，希望能再次和组员们合
作。在年头我们还没有开始专题作业，我对我们组决定的专题作业没有任何
的信心。由于我们只是中一的学生，而没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当时十分怀疑
自己是否这个专题作业能够成功。我们的组在做《新加坡旅游景点告示牌的



用语调查》，发现了旅游景点的问题后，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并决定制作个
网页来帮助那些只会讲华文的旅客。我们到了新加坡三个旅游景点来采访旅
客，了解了他们的需要。在我们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在网页里放了三个新加
坡旅游景点的地点、动物、附近的用餐地点与地图，顺利地把网页完成。经

过了这个专题作业，我学到了十分东西。在过程中，我们学会了互相分配工
作，一起合作，才能达到共同的目标。还有，我与同学们增进了感情，了解
了对方的优点，并互相学习，十分有意义。希望我能再次和同学们一起合
作！ 

冯恺文： 

经过这个专题作业后，我获益不浅，学到了不少的价值观。当然，我学会了

如何与组员们沟通。途中，我们因为没有好好地沟通而遇到了一些问题，结

果麻烦了彼此。我才知道，沟通是一个小组不可缺少的东西。我也通过专题

作业学会了，我们应该对国家做出贡献。我的小组把旅游景点的资料全放进

一个网页里，并且把动物或植物的名称和景点的信息翻译成华文，帮助新加

坡促进新加坡的经济。我也从中学到了，团结就是力量。如果我们的组员没

有彼此帮助的话，我们根本不能完成着一个专题作业。我们每个人都分配好

了工作后，每个组员都会尽力完成。比如，我和子荣一起到新加坡动物园，

一起进行了实地考察，以及实地采访。此外，我十分感谢我们的导师--专题

作业老师和组员们。他们都尽力帮助我，也十分谅解。如果我因为没有足够

的时间昨晚我的工作，他们会十分体谅，会给我更多时间做完我的工作。谢

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