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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 了解“彩窗”这种新加坡本土建筑特色 
● 欣赏彩窗之美 

 



● 继承和发扬这一新加坡本土建筑特色文化 
 

    1.2 内容简介 
  
         “彩窗”是新加坡本土的极富价值的建筑特色，却处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尴

尬局面。研究彩窗的意义在于提高国人对彩窗的了解度、关注度，使他们认

识彩窗对新加坡的建筑、文化艺术的影响及不容小觑的地位，进而行动起来

保护这一本土建筑特色、历史文化遗产。 
 
      1.3 文献研究  
 
       “在新加坡旅游，最不可错过的就是各色店屋。这些二三层的小楼，在街 
道两侧整齐排列。它们被涂成多种颜色，或靛青、或粉、或黄、或纯白，格

外吸引眼球。而游客大多想不到的是，小小的店屋留存着小城两百年的历史

血脉。” 
                                                                                               《腾讯网》评 
  
       “在这些民居的外立面墙面上都装饰着象征福，禄，寿，喜的中国对联，

风味独特的古早花瓷砖，彩绘的门柱，精细的窗雕和墙面上繁复华丽精巧柔

媚的花朵与动物的浮雕装饰。没去过加东、如切，别说来过新加坡。” 
                                                                                              《南洋视界》评 
  
       黄宏墨【倚窗听诗】会客室｜林得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MateG8XDY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个案分析 
● 实地探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MateG8XDY


● 随机采访 
● 作品剖析 

 
     研究框架： 

● 过去：分类与特征 
● 现在：价值与保护 
● 未来：吸引游客的方式 

 
 
 
2. 内容 
  
    2.1 彩窗之分类及特征 
  
       为使研究更具针对性，我们选取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店屋

展开研究，并按不同种族进行分类，研究其彩窗的特色。 
  
       2.1.1 店屋简介 
  
        店屋的设计独具匠心。相邻的住所之间只隔着一堵墙。长长的一排店屋

呈梯田状，一家紧挨着一家。店屋的正面相当狭小，仅四五米宽，而深度至

少是宽度的三四倍。屋内中部会留下天井。住客在天井中养几盆花草，配一

张茶几，饮茶、对弈，颇有“大隐隐于市”的意味。 
 
       早期的店屋大都是简单的两层小楼，装饰相当简单，外形黯淡无光，没

有鲜艳的彩窗。随着时间的推移，店屋的样式变得纷繁复杂。窗户被漆上艳

丽的色彩，并添加各类装饰物。随着英国的殖民统治，洛可可风格、中式巴

洛克风格先后出现，使彩窗更具风情。 
 

 



 
 
        2.1.2 分类：种族及相应地区 
  
         土生华人的店屋位于加东、如切；马来族的店屋位于甘榜格南一带；

印度族的店屋位于小印度。 

 
 

        2.1.3 各种族彩窗的特征 
  
        土生华人：流连在土生华人聚居地加东、如切的窄街小巷，扑面而来的

是淳朴、怀旧，恍若时光倒流之感。满街的店铺拥有璀璨的色彩，雕梁画

 



栋、优雅别致。土生华人喜用传统装饰元素如十二生肖、花、鸟等寓意吉祥

的图案，并将精巧的窗雕点缀于彩窗之上。 
 

 
  
        马来族： 甘榜格南兼收并蓄，将历史、文化、时尚巧妙融合。巷子的

一头是新式的商业饮食文化区，另一头是传统的回教徒社群圈。由于绿色是

伊斯兰教中神圣的颜色，街道上一大部分店屋拥有绿色的外观。象征生命的

绿色也为其带来勃勃生机。而内巷外观较为平淡，没有繁复的外表与夸张的

撞色。 
 
 

         

 



        值得一提的是享有盛誉的哈芝巷。它由二战前遗留的建筑改造而成，建

筑风格仍保留着英国殖民时期的样子。其最大特色是大面积的彩色墙面、窗

户及壁画涂鸦，吸引很多游客慕名前来。 
 

        
 
        印度族：小印度的店屋大都拥有丰富的色彩，一扇彩窗可由十数种不同

的颜色组成。在印度传统文化中，色彩担任重要角色，每一种色彩都蕴藏着

不同含义。例如：蓝色象征勇敢、刚毅；绿色象征和平、欢愉；白色是纯

洁、睿智的象征；红色代表对光明的祈求。 
 

 

 



        2.1.4 具有现代风尚的彩窗 
  
        旧禧街警察局建于 1934 年。起初，建筑外表黯淡无光。1997年12月，

政府对其进行大规模修缮。两年之后，927扇彩虹般绚丽夺目的窗户出现在

新加坡河畔。彩窗以红、黄、蓝、绿为主色，前四层窗户的色彩强度相同，

极具活力，五层与六层的颜色逐步加深。如今，彩窗已是该建筑令人瞩目的

特色。 
 

 
 

 
         2.2 彩窗之价值 
  
         2.2.1 历史、文化价值 
 
        彩窗代表新加坡多元历史。各个种族、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彩窗，而彩

窗在独特性中不乏一致性，能够象征种族和谐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新加坡经

济高速发展，历史文化方面易被忽视。彩窗的完整保存及传承可以唤醒国民

文化保护的意识，让国民珍惜并传承新加坡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  
 

 



         2.2.2 艺术价值 
 
         -种族特色上，每一个种族对彩窗的塑造不同，所反映的审美观念也各

不相同。彩窗作为不乏实用性的艺术品，凝聚着设计者的热爱与追求，反映

出生活美学，是不同种族的历史建筑无法割舍的一大特色。 
 
         -城市设计上，缤纷的色彩与有助于城市美观，为以黑白灰为主色调的

楼宇增添亮色，突破商业区钢筋水泥的限制。色彩心理学认为，饱和度高的

颜色对于人体感官具有刺激作用。彩窗能够为生活繁忙的国人带来身心的愉

悦感。 
 
          精神层面上，彩窗的开合不是机械的动作，而是带着情感的。窗有姿

态，也有神韵。在物质生活充足的年代，彩窗作为精神世界的象征是极珍贵

的。彩窗也唤醒国人对精神世界的重视，使精神文化的高度企及经济发展的

纬度。 
 
          -文学上，彩窗使国人对相应的历史建筑及文化背景有更深入的了解，

展示艺术、载托灵魂，促使人们进行完整的传承与表达，并以文学的形式跃

然纸上，魅力永存。新加坡本地著名作家林得楠先生于2001年创作《彩窗》

一诗，是本地文坛的著名诗作。 
 
        2.2.3 经济价值 
  
        一部分拥有彩窗的建筑（如旧禧街警察局、哈芝巷）成为网红打卡地、

新加坡旅游业的招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2.3 彩窗之现状及保护 
 
         建国以来，我国侧重于经济与国防建设。为了推动发展、谋求生存空

间，店屋被当作落后的象征，整栋整栋地拆除，由高大的楼房所取代。国人

住进了样式单一的组屋，而店屋日渐稀少。自然而然地，彩窗随着岁月变迁

渐隐渐弱，甚至消失殆尽。 

 



 
       政府已经着手采取措施保护彩窗。 
  
       市建局在市区重建过程中决定保留的历史建筑，一般着眼于民间的历史

意义，包括店屋、住宅等等，建筑本身的设计、工艺、风格等也是重要的考

虑因素，因为它们承载了新加坡建筑史上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信息，是组成

新加坡人的共同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牛车水、小印度和甘榜格南等地区被划为历史保护区。在政府的

政策下，店屋得到全面翻新，使用新型建材。现代化的排水和空调设施也被

引入。店屋的墙面漆上了清新的颜色，各国游客趋之若鹜。彩窗继续担任“见
证者”的角色，陪伴狮城一同成长。 
 
       2.4 建议 
 
       政府可以加大宣传力度，使彩窗成为游客必到的景点。 
 
       新加坡旅游的门户网站，如“心想狮城”，可以开辟专栏介绍彩窗，突出

其历史风韵及拍照圣地的功能。纸质观光导览地图或谷歌地图等工具上可以

标注彩窗的地理位置。各大旅游景点也可售卖彩窗造型的钥匙扣等纪念品。

此外，旅游局可以邀请旅游达人拍摄游览视频，并上传到网络平台以增加彩

窗的曝光率。 
 
 
 
3. 最终报告  
 
    3.1 最终材料 - 网站  
          https://sites.google.com/a/student.hci.edu.sg/xinjiapodecaichuang/ 
 
   3.2 最终材料 - 实地探访视频 
 

 

https://sites.google.com/a/student.hci.edu.sg/xinjiapodecaichuang/


           新加坡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fngggvQ9KQ 
 
           甘榜格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lrNZDAr7Jc 
 
            牛车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CxAY-Lij80 
 
3.3 最终材料 - 试点测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fngggvQ9KQ&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lrNZDAr7J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CxAY-Lij80&feature=youtu.be


 
 
 

4. 反思 
  
    4.1 反思报告 
 
马显洲 
       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例如文献资料匮乏、研究脉络不够

清晰。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整理归纳现有资料，并通过实地探访获取

最新鲜、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不断扩充研究内容使之丰富完善，并分门别类

使脉络完整、架构坚实。我非常感谢评判老师给予的意见，使我深刻意识到

研究中的不足、呈现时的模糊之处并积极改进，以达到更完美的效果。 
       在我看来，专题作业的目的不仅是对一个课题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填

补相关方面的学术空白并使外界受益，也得满足研究者自己的好奇心、求知

欲与成就感。只有当自己真正地热爱这项研究，才算实现最终目标。 
        在将近七个月的研究过程中，我认识到了身体力行的重要性。好的结果

难得一蹴而就。所谓“事在人为”，我们要有明确的意愿付出努力、克服重重

困难，才能取得成功。我非常感激“华文语言与文化”专题作业组给予我锻炼

的机会。 
 
 

 



谢伟忠 
        在这次的研究过程之中，我克服了重重困难，从中获益不浅。 
        首先，由于相关文献匮乏，我在研究过程中，花费了很多时间，很难找

到网上的信息并综合起来。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我学会了网上查询资料的

技巧，也培养了耐心。 
         其次，因为我性格内向，在探访、采访之中需要踏出自己的舒适圈。

采访过程中，我也学到了一些采访技巧，有助于我的全人发展。有时候，我

上前想采访他人，会被拒绝，甚至受到侮辱和嘲笑。虽然我感到失败，但我

汲取这些经验，培养自强不息的精神，学会了对他人的拒绝和嘲笑泰然处

之。 
       透过这个课题，我也对彩窗这一本土建筑特色，历史文化遗产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体会到彩窗对我国的价值与意义。 
       感谢华文专题作业组给予我这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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