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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新加坡是一个弹丸小岛，独立至今不过半个世纪。新加坡华侨中学能够在这个热带

岛国屹立百年，实属不易。创校先贤陈嘉庚先生的一个理念，造就了新加坡这一所

双语双文化的特选中学。我们是华中子弟，一定要秉持饮水思源的传统美德，熟知

本校校史。我们的组别希望通过研究华中历史，能把华中历史的特点展现出来。同

时，也让中一的学弟认识华中校史，我们更希望通过华侨中学今昔的对比，让学弟

了解随着时间的流逝，华中如何推陈出新，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洪流中逆流而上。我

们想通过有趣并且有原创性的方式，让学弟明白华侨中学有今天这么辉煌的成绩得

来不易，希望我们珍惜在华中校园念书的时光，长大后回馈母校、社会和国家。 
 

1.2. 内容简介 
 
一部华中校史，从侧面反映了新加坡的社会变迁和教育政策演变。华中的历史旷日

持久，但是它经历过说不尽，举不胜举的艰难险阻和荆棘载途。华社各界人士担心

华中下一刻的命运会怎么样，需要提着吊胆的心，过五关斩六将。这段过程和历史

对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华中这个大家庭其中的一份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也

许有人对华中的历史和文化都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华中的历史与文化，以前和现

今有什么改变和改进，以及哪些精神和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依然继续一代代地传承下

去。华侨中学师长精心调教学生，从中培养出出类拔萃的栋梁之才，在社会站稳脚

步。我们现今所享受的最顶尖设施、资源，享有的尊贵无比的荣耀，在我们的心中

满满感激着。今天享有的一切，都应追溯到一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华中刚刚创办的

最初，带来给我们许多美好，值得回味的回忆。现在让我们带领你们回顾这段精彩

，独一无二，千载难逢的时光之旅，迎接今年隆重的里程碑——华中百年华诞。 
 

1.3. 文献研究 
 

1. 华中风云激荡百年情 星期天 

“我回母校服务不是因华中将成为特选学校，而是‘一心要为母校做点事，把

学校搞好’。” -杜辉生校长 

杜校长的话，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珍惜现在所拥有和享受的东西，懂得

饮水思源，并且把这份荣耀和爱校精神发扬光大。 



2. 华中浴火重生自强不息 

走过百年，华中树育了一批一批的人才，历尽风雨不同时代的挑战仍屹立不

倒。只要大家像华中儿女一样， 自强不息，这个国家就能继续荣昌盛下

去。” -新加坡李显龙总理 

华侨中学的校训——自强不息，让我们能体会到先贤创校的不易和艰难，即

使过了几个世代，我们依然还能理解那份艰辛，让我们对先贤的贡献铭感在

心。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使用了Adobe Premiere Pro CC软件来完成两个视频，一个是关于【华

中历史】的访问，另一个则是一个【华中今昔】的拼集照片。 

● 使用Wix.com来完成华中历史与今昔比较的网络  

● 使用Adobe Illustrator软件来完成册子              

                                                                                 
 
2. 内容 

 
2.1. 华中的历史 

 

15/06/1918 陈嘉庚联络养正学堂等十六校总理发起

筹办中学。陈嘉庚首先帮忙捐三万元为

倡，并请求各帮侨领捐款，共筹获四十

九万四千余元来使用建校。六月十五日

，陈嘉庚下定校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

中学校”，公推陈嘉庚为总理。 



21/03/1919 三月二十一日，学校正式开学，是新加

坡第一所华文中学。当时学生总共有七

十三人，分为四班，即普通科三班，商

科一班。五月，陈嘉庚回中国招待事情

，辞去总理一职。董 事会另推林义顺

继任。 

1923 开始兴建本校占地面积七十九亩的武吉

知马校园。新校园由陈嘉庚筹款建造，

他保证了新校园备有完善的设施，如礼

堂、课室以及宿舍。 
 

1925 武吉知马校园竣工，全校师生在一九二

五年十月八日搬进新校园。 

1928 九二八至一九三零年间，胡文虎被选为

任董事会总理，于任内斥资建虎豹楼

（作为单身教员宿舍）及二座校门，并

修筑校路，同时又在虎豹楼前辟一运动

场。 

1934 李光前，陈嘉庚的女婿，成为了董事会

主席。他筹款建了学校的国专科学楼，

这是为了为他的父亲作为纪念。科学楼

内有一间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生

物实验室和一个图书馆。 

1941 科学楼竣工。 
 

1942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一九四二年新加坡沦陷，校舍被日军占

用，这使了学校停办教课。校舍也曾被

日军用作集中营，在肃清大屠杀时专为

扣留囚犯。 



1945 日军投降后，本校复课。但因校舍为英

军所征用，不得已先后借用星洲幼稚园

及南洋女子中学校舍上课。 

1947 董事会募款十万元，帮忙重修校园。 

1949 因学生人数很快的增加，教师不敷应用

，在大礼堂旁边兴建十四间课室，国专

科学馆后建食堂一座。 

1952 教室与食堂兴建完毕。 

1954 大运动场竣工。 

1955 四年的规划后，图书馆的建造正式开

始。 

1956 图书馆竣工，由于建筑费全由李光前以

及李氏基金名义捐助，遂命名为“国专

图书馆”以资纪念；李光前去世后易名

为“光前图书馆”。 

1967 因旧科学馆不敷实验之用，动工兴建科

学馆一座，内有实验室六间。 
 

1969 郑金发，本校当时的校长，采用了

Enhanced Pupil Performance Program 
(EP3)，也就是课外活动，来给学生们

一个更完美的教育经验。 

1974 本校采用了全天制，以提升学生们的水

平。 

1981 华中获教育部津贴建一所学生宿舍，包

括行政、餐厅与活动中心。 

1983 电脑中心成立，可容纳四百人的学生宿

舍建竣。 



 

1984 教育部推广美术教育，本校获选开办美

术特选课程，由教育部颁发奖学金，让

拥有美术潜能与兴趣的学生选读高级美

术。 

1985 华中获教育部津贴建游泳池。 

1988 华中成为了独立学校，作出了前所未见

的变化，如废弃年中考试并提供宿营等

教育性的出游，以及各种不同的扩展计

划，如专题作业比赛等。 

1990s 本校经历了一系列广泛的装修，兴建了

新的礼堂，一个体操馆，重修的钟楼以

及多间课室。本校也即定了成为世界一

流的学校的愿景。本校也建立了四个共

识联，Quest、Aphelion、ProEd、以

及Radix。 
 

19/03/1999 本校的钟楼正式成为了国家纪念建筑

物。 

2000 建立了聚英共识联，专为高才学生以及

其他共识联中出色的学生。 

2002 开设中国文地史课程，加强学生对中国

历史、文化、地理的了解，认识中国社

会的变迁及新生代的处事待人之道。由

教育部耗资四千万元建造，可容纳一千

名学生的华侨中学寄宿学校正式启用。 

2004 本校参加了直通车计划。 

2005 本校开始了双文化课程，语文特选课程

以及马来文课程。 

 



  
 

2.2. 华中的今昔 
 
 

1、课室 昔日

 

现今

 

 

          从左上方的图片可以看出，昔日华中课室里的桌子椅子都是

用木头做的，桌子和椅子也是连起来的，有种人体工学的设计。以
前，课室里以黑板来上课，而老师就在黑板用白色粉笔写字。因此
，值班的学生擦黑板时，校服总是会有一大堆白粉。一些调皮捣蛋
的学生甚至会把这些白粉撒在别人身上。 
          随着科技和制造业的发展，我们今天使用的桌椅都轻便许多
，使用更舒服。黑板也变成了白板，白色粉笔变成了马克笔。高年
级的课室还有冷气设备呢！ 

 

2、钟楼 昔日 

 

现今 

 

 

           南洋华侨中学钟楼是一座立于现今新加坡华侨中学校园内的
新加坡国家古迹。目前，此楼为前南洋华侨中学和前华中初级学院
合并成立的新加坡华侨中学所属，为中学部教学楼及大堂。 
          此楼高31米，立于华中校园（华中为原南洋华侨中学与现今

新加坡华侨中学的中文简称）由于建立在一座冈陵上，也称华岗）

的最顶端。此楼为于1925年校园建成的华中校园的主牌楼，由华社



领袖慷慨捐助建校办学。钟楼作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地标性建筑，瞭

望整个武吉知马住宅区。 
          在新加坡战争期间，学校钟楼作为盟军维护者和随后的日本

帝国军队的总部。它还作为一个临时集中营，在華僑粛清大屠杀期

间拘留囚犯进行讯问。战争结束后，学校恢复了课程。但是，大多

数设施遭到破坏或损坏。课程必须重新安排到南洋女子高中和星洲

幼儿园。 1947年，陈嘉庚先生指导新加坡南洋师范学校的剩余资金

培养当地教师。董事会和李光前先生捐赠了大约10万元用于重建学

校，并使学校恢复了昔日辉煌。在1999年3月十九日，华中80周年

校庆的两天前，为了见证华中作为东南亚首间华文中学的辉煌历史

，更见证由陈嘉庚为首的华社兴校办学的的精神学校，钟楼被设为

国家古迹。 
 
有趣的事实：华中钟楼前的那片空地曾是一个大堂，学生会在那上

音乐课！ 
 

 

3、图书馆 昔日 

 

现今 

 

 

 



          以李光前命名的光前图书馆，坐落于室内礼堂旁边。它的藏
书汗牛充栋，内容包罗万象，包括数学、历史等，也有马来语以及
华语书。图书馆的内部有很多供学生们使用的桌椅，和几间会议

室。学生们可在图书馆内借阅历届考题，为考试冲刺。有时候，老
师们也能带学生到这里来上课，学生能一边享受图书馆里的冷气，
一边学习老师所教的。 
        光前图书馆是在1957年造成的，李光前先生为了建这所图书馆

捐了一大笔钱，给学生提供机会，使用图书馆的设备，好好学习。 
  
有趣的事实：今年，学校提出再次翻新图书馆的计划。谁知道翻新

后的图书馆会是什么模样！ 

 

4、鼎昌楼 
 

昔日 

 

现今 

 

 

      鼎昌楼，竣工于二零零七年。这栋楼内有两个健身房，让学生

们有一个空间运动，也有多用途活动室，如华岗戏剧团训练室、舞
室以及体育部办公室。中心主要是给各种课外活动一个场地，让学
生们可以更轻松、更方便地参加活动。 

 

5、国专馆 
 

昔日 

 

现今 



 

 

      当年的国专馆和我们现在的科学实验楼是连在一起的。如今，

国专馆通过翻新，成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二楼就是我们的
文物历史馆。科学实验楼于2008年建成的，里面有十所实验室，为

如机器人学、生物技术、微生物学和医学等等。 

 

6、讲堂 
 

昔日 

 

现今 

 

 

     随着时间的流逝，讲堂变得更先进了，椅子增加了，冷气设备

，灯光更明亮。讲堂也装设了投影仪，让呈现变得更清晰，精彩。 

 



7、A座课室 
 

昔日 

 

现今 

 

 

     这是A座的课室，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们是中三与中四的年级。从

照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昔日的A座课室与今日的A座课室的形状大
概是相同的，只是做了微整修。 

 

8、B座课室 
 
 

昔日 

 

现今 

 

 

 



     这是B座课室，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们是读中三的年级。这里也有

一些设施，比如 Makerspace, Learning Space和印刷室。这些设施
的目的，是给学生们一个更丰富的学习体验。在Makerspace里面，
学生们可以制造有趣的东西。在Learning Space，低年级的学生可
以与老师进行讨论，教学相长。 

 

9、C座课室 
 
 

昔日 

 

现今 

 

 

     这是C座课室，在这里读书的学生是中一和中二学生。课室比A
和B座大，因为它需要容纳中一和中二的学生，班级学生人数多。 

 

10、电脑室 
 

昔日 

 

现今 

 

 

      这里是电脑室，本校的电脑楼有三层楼，内有五间电脑室。电

脑楼总共有超过一百五十台电脑，内已预装各种有教育意义的软件
，帮助学生学习。老师会带领学生，到这里进行课程，以电子材料
更有效地教育学生。 

 



11、田径场 
 

昔日 
 

现今 

 

 

     本校的体育场内有一个足球场，外包着四圈跑道。在二零一零

年，曾经为了新地铁站的开发而重建。每天早上的升旗礼在此处举

行，全校师生也可使用体育场锻炼。每年年度体育会也在此处举

行。与本校的游泳池一样，每天晚上体育场开放于公众。 
 

 
 
3. 最终报告 

 
3.1. 最终材料 - 资料编辑成网站 

 
 
 
 
 
 
 
 
 



3.2. 最终材料 - 华中的今昔编辑成影片 

 

 
 

3.3. 最终材料 - 华中的历史编辑成册子 



 
 

3.4. 最终材料 - 试点试验 
 

 

这说明了华中学生还没使用到我们的最终材料之前对华中的了解非常浅短。 



 

用了我们的最终材料后，华侨中学人对华中的历史有了显然的提高。有超过百分
之75%的人对自己对华中历史了解打了个4或5分。这说明了我们的专题作业的确
让华中子弟们更了解华中的历史。 

 
 

 

使用了我们的最终材料之后，71.9%的华中子弟们对华中的历史有更多兴趣而表
示了他们对于华中历史的兴趣更上一层楼，会想要更进一步地了解，更熟悉华中
历史与文化。 



 

最后，一大半的华中子弟们（68.8%）也表示了他们会把我们的作品，最终材料
推荐给其他人使用。这说明了他们觉得我们的作品对他们来说有得到帮助，也代
表了我们的专题作业，达到了目的，成功地把讯息传达出去。 

 
4. 反思 

 
4.1. 反思报告 

 
林峻宇 
 
我从这专题作业中学到了很多关于华中的历史与转化，变革成今天的华中。我在做

这专题作业的过程，我意识到华中子弟了解华中历史的重要，特别是因为今年是华

中的一百周年纪念。我组在做这份专题作业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挫折与矛盾，我们

秉持了我校 “自强不息” 和 “己立立人 己达达人” 的精神，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和解决

了我们的矛盾，顺利地完成了专题作业。虽然这是我第二年做华文专题作业，但是

我还是遇到很多困难，用华语呈现更是我的弱点。我觉得我们应该熟悉脚本并做足

够的准备，如果还是不懂得脚本里的字，能够请教老师或组员们。 
 
 
蔡睿唐 
 
我从这个专题作业当中学到非常深奥及新奇的知识，使我获益不浅。我对于我们最

初的想法感到很乏味，因为我认为许多人都有做过类似的专题作业。但是，经过我



们之间的讨论和探讨以及老师的开导之下，我们便想通过别出心裁的方式和风格来

呈现出今昔的华中。虽然说，有些组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我们秉持着自强

不息和永不放弃的精神，依靠着最初的热爱、热诚和我们坚信着自己的信心，韧力

和意志力，勇往直前，没有向困难和挫折低头和退缩，最终完美地完成了我们心目

中的作业。 
 
湯益愷 
 
我从这个专题作业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获益匪浅。我认为我做了这次作业也给了

自己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更加了解华中百年历史，以及能够更好的欣赏我们美丽的校

园。这是我第一次做华文的专题报告，个人认为是一个丰富的经验。因为我能够使

用自己的母语来回报自己的母校，是个很值得的行为。虽然这次的经验是丰富的，

我自己也遇到的不少的困难。由于自己的华文水平比较差，我在表达的方面遇到了

困难，需要向别人求救。我是在老师和组员人们的帮助下能度过难关。我从中也学

到了虽然我们会遇到困难，但我们身边总是会有人来帮助你的，只要我们能虚心求

教，他们定会伸出援手，事情就会被解决了。 
 
虞舜航 
 
由于今年是我第一次选择做华文专题作业，我一开始有一些有预感。华文一向来就

不是我的强项，所以刚开始做专题作业时没有信心。但是，在做专题作业中，我有

了无数的机会，与老师和同学们用华文沟通，这让我的华文表达能力加强不少。这

次做专题作业让我大开眼界，获益不浅，特别是了解到了华中的今昔。由于我的课

外活动是田径，我大部分的时间都非常忙，尤其是考试时间，因此有效地分配时间

是很重要的。这次的专题作业真正得让我感受到了这个重要性。此外，做专题作业

中，我们四个人空闲的时间很不同，所以我们必须做好自己的本分，而这让我意识

到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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