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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我们想要通过研究各世代海外华人对于自己拥有不一样的身份认同： 

 

 



● 提高新一代华人渐渐流失自己华族文化和根源问题的意识 

● 引起个人对自己华族身份的关注 

● 对于我们的中华民族做一个反思 

不仅如此，我们也想要更深入探讨华人身份为什么渐渐的在海外华人中流失，并且对比第

一代与海外华人的后代对自己身份的了解。 

 

            1.2 研究意义 

 

1. 生为华人，了解自己的华族身份和文化根源，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2. 我们当作新加坡人，居住在我们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如果自己的文化根源和身份都

不了解，我们就无法和其他种族一起融入在现今的社会里。 

我们华人只有在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后，才能算是华人。新加坡毕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

家，能适当地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有助于我们寻求跨越不同文化的理解。了解了文化根源

就代表着了解自己的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因而能在多元种族的社会里代表我们的文化。 

 

 

            1.3 研究背景 

 

大多新一代新加坡华人一生居住于新加坡，和早期移民到新加坡的海外华人相比，对待自

己的文化根源会有不一样的态度与视角，让我们想对于这个社会趋势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以

及分析出新一代新加坡华人不重视自己华族身份和背景的原因。我们因此会通过创建网站

来提高意识，让新一代华人更加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与背景。 

 

新加坡海外华人 

 

指的是出生于中国，因为各类因素移民到新加坡，变成了海外华人。他们因而成为

了第一代的海外华人，但却对自己的母国还略有情感。他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带到

新加坡，对新加坡有了巨大的影响。他们通常是拥有中国国籍，但来到了新加坡。虽然他

 



们保留自己的国籍，但为了生存还是必须融入当地文化。因此，他们还保留自己的传统文

化与习俗。 

 

新一代新加坡华人（海外华人的后代） 

 

指的是出生于新加坡的华人，拥有新加坡国籍的华人，而祖先是海外华人。随着时

代的变化，新加坡越来越国际化，受到了各类种族的影响，新一代新加坡华人因此对于自

己的文化根源目不识丁，对自己的华人身份缺乏认知。这也或许是由于我国多元种族的社

会，因此受到了不同种族的影响。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文献对比 - 利用前人的研究来理解身份是从何到来，并且应用研究结果推断出为什

么华人的身份渐渐地流失 

● 问卷调查 - 利用调查卷来分析不同时代新加坡华人对于自己华族身份的看法和了解 

 

研究框架： 

● 对于前人的研究进行分析与分类 

● 找出不同时代不同因素的影响 

 

 

     2. 文献综述以及内容 

 
2.1 文献综述 

 

      2.1.1 文化身份 

 



  

一个人的品质，信仰，原则以及价值观，也是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并理解周围的世界

。它能直接影响我们的选择，所追求的目标，和待遇他人的态度；根据我们所采取的行1

动，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文化身份是我们拥有群体的归属感，让我们对于自己又

一个概念和认知。他能揭示了个人的遗产，协助我们了解他人所信奉的文化历史与传统，

或遵守的某些约束。  2

 

     2.1.2 华族身份 

 

海外华人社会所形成，流行和具有华人特征的文化，也是中华传统的社会价值观，

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和习俗。这些特征形成的文化环境中将会体现于华人身上的特性，成

为华人的华族身份。不仅如此，华族身份也通常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人之精神创造物，如文

学，艺术等形成一个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予一个特殊的认同感 。 3

 

     2.1.3 各代华人对于华族身份不同的认同感 

 

世代： 

● 指的是家族繁衍所形成的后代；某一个华人南来海外而成了家庭，拥有子孙 

● 指不同时间顺序离开中国的移民潮  4

 

属于第一代移居海外的华人之后的子孙必定会对自己的祖籍有距离感；第一代大多能更有

效地掌握华族语言，并且具备对于华族文化的亲身体验与接触。在第二个方面来说，一个

人在哪个阶段，年代离开中国能解释中国当时的世界地位，以及目的地的吸引力。从两方

面来说，许多移民都出于不同的原因而离开，因此许多人对于自己华人身份有不同的认

1 Grayman-Simpson, Nyasha. (2017). Cultural Identity.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Abnorm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Retrieved 23 June 
2019 
 
2 Urrieta, Jr, Luis. (2018).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and Education: What we have learned about selves and others.. Retrieved 23 June 
2019  
 
3 黄松赞(2005)新加坡社会与华侨华人研究 Retrieved 16 June 2019 
 
4 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所提供 

 



知。例如，19世纪的苦力移民潮带给我们一种刻板印象，许多苦力都是为自己家庭所打拼，因而

对于自己的母国拥有强力的归属感。另一方面，20世纪的海外留学生潮大多都是为自己的前途而

打拼，对于母国的情感略小。 

 

2.2 影响身份改变的因素 

 

   2.2.1 社会规范与道德 

 

别人对于自己在特定社会群体或文化中表现的预期想法，也可说是公认的社会群体

行为标准。我们时常努力试着跟随社会的规范通常是为了与他人沟通时更加自在，提高自

己的自尊，简而言之，与他人一致是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的身份会因为在生活中的任何5

改变而变化，让我们在新的环境中生活，更轻易地融入新的社会。 

 

   2.2.2 成长环境与过程 

 

年少时，我们时常观察自己的周围并且想办法融入我们所在的社会，而我们在融入

的过程中通常都会根据身边的亲人而改变 。这也能说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小时候就如6

一块海绵，吸收与模仿父母以及身边的长辈所做的一切，并将其融入我们的生活中。自然

而然，我们所领悟的道理，吸取的经验会成为我们的习惯，也会成为我们身份的一部分。

我们也最终会对他们产生特殊的归属感。新一代的新加坡华人对于国际化十分开放，也因

此更多的使用英语。 

 

   2.2.3 个人选择与人际关系 

 

我们所选择的人际关系往往都能塑造我们的性格与身份, 例如在交新的朋友时会接纳他们

的文化背景，并将它融入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也会在朋友面前显得较有文化底蕴，但这

5 Merry, Michael. (2005). Book Review: The Ethics of Identity.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Baumeister, Roy and Muraven, Mark(1996) Identity as adaptation to soci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6 Merry, Michael. (2005). Book Review: The Ethics of Identity.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Baumeister, Roy and Muraven, Mark(1996) Identity as adaptation to soci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基本上能说是人一种直觉的反应，我们无时无刻都会在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 ，并且改进
7

自己的表面形象。我们在生活中所有的选择都对我们的身份结构有巨大的作用。例如，若

我们身边的朋友是一个回教徒，我们必须与他吃饭时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当我们在生活

中面对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时常会使用我们的身份来证明我们的行动选择。 

 

 

 

 

 

 

 
2.3 问卷调查 

 

7 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所提供 
 

 



 

 

 



 

 

 
2.4 问卷调查的分析 

 
因此，从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可得知，新一代的新加坡华人并不完全对于华族文化根源拥有一个强

烈的认同感，但始终还是属于亚洲的社会。华人的‘华族文化’是从第一代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忠诚度

，虽然移民到新加坡，对中国身份非常认同，因此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带到新加坡，继续把

这些习俗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因此新加坡海外华人对自己的华族身份与文化还有一些认同。 

 

 



但随着时间渐渐过去，越来越多海外华人的后代开始出生于新加坡，和出生在中国的第一代海外

华人对自己华族身份和文化的认同与了解有了差别：海外华人的后代失去了他们对华族身份的认

同。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所以不但拥有了‘华族身份’，也拥有‘新加

坡人’的身份，失去前代的中国身份认同和对中国的归属感与忠诚度。因此，他们拥有了两种‘身

份’，华族身份和新加坡身份。再加上新加坡本就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也受到全球化以及移民

的影响，这也因而使许多新加坡人失去了特殊的华族身份。 

 
     3. 最终报告 
 

3.1 最终成品 - 资料编辑成网站 
 
在收集完所有的资料后，我们最终成品就是把资料编辑成网站，帮助新一代华人更加了解自己

的文化根源与文化背景，以提高他们的意识。 

网站主页 
 

 



 

 
网站主要内容 

 



 
反思与总结 

     4. 反思 
 
         4.1 反思报告 

 

凯莉逸轩： 

今年是我第二次做华文专题作业，可是我今年学到的以前从来也没学过或想过。我们今年

这一题更有趣、更深、需要比较多的研究。从这次的经验，我对自己华族文化与认同有了

更深一层的了解，也了解了别的海外华人对与自己身份认同的问题，更意识这个问题，问

了自己一些以前没想过的问题。我们今年的情况也非场不一样——我第一次做华文专题作

业是在中一，那时候，有很多空闲时间，有更多时间去研究、跟组员见面；但是现在我们

都中三了，各个方面的责任与功课都增加了、我们的负担加重了，需要学会安排时间、分

配工作、减轻压力、与合作。而且，今年是我第一次当组长，我认为这此经验教了我很多

，我学会了怎样才能当个好领导，而且发现了我领导能力的许多弱点，并且从这次学到了

下次应该如何当个领导。 

 

黄俊翔： 

 



 

今年虽然是我首次做华文专题作业，但我从中却获取了宝贵的经验。我们遇到了许多不一

样的挫折，例如我们华文并不是最顶尖的，而我们组员之间也没有恰当地分配好工作。但

最终，我们都一一克服这些困难，从中学会如何在团体中合作，获益不浅。我也希望通过

这项专题作业，能使更多人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并且对各时代出现的差距有更深的了

解。不仅如此，我也从中收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知识以及经验，在未来必定能帮助我。 

 

郑元科： 

今年是我第二次做华文专题作业，但我还是从中学到了一些去年没学到的。第一，今年我

们选的题目可说是比去年的题目更有深度，而且对我们华人也很有意义。因此，工作量也

比去年的重，题目也需要更深刻的思考才能进行研究和分析。虽然这次专题作业因为组员

们不合作，题目太深等等带给我们不少压力，但最终我觉得自己能在做专题作业的过程中

对这个题目也得到了更深的理解，领悟到这个题目对我们当新加坡华人的意义和重要性。 

 

赖贤恒： 

今年是我第一次做华文专题作业，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做。在华中快到三年了，我虽

然从中一开始不断努力提高我的华文水平，但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而对别人比较，我的

华文总相当差一点儿。我就对自己的母语没有信心，越来越少用它了。有了朋友们的支持

和鼓励，我才选择做华文的专题作业。在过程中，我们虽然遇到了很多挫折和困难，但我

们一起合作克服了它。这一个研究题目虽难，但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找出了重要的信息和

有关的资料。我在研究和参加展览时，深深的体会到什么是海外华人而他们的历史。明白

每一代的海外华人的身份让我更了解自己是怎样的华人，而我了解了要当一个骄傲的华人

必须学好自己的母语，华文。我因此做完了这专题作业后，更积极的学华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