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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通过研究女兵在新加坡的历史、发展与贡献:  

● 让民众更加全面地了解女兵并认可她们对我国国防做出的贡献 
● 最终通过各种推广方式，鼓励女性参军 

 
 

 1.2  研究价值 

● 分析女兵在新加坡扮演的角色  
● 精选呈现女兵的生活经历和故事，以及女兵的背景 
● 趁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80周年，反思战争带给人类的伤痛并思考如何

守护现有的和平。 
● 配合新加坡开埠两百周年，提升我国军队人数，推广女兵，让年轻的

女生们为我国尽一份力 

 
1.3 文献研究 
 

无名（2017年5月29日）。在新加坡女兵是一种什么体验。每日头条。 

        检自：https://kknews.cc/zh-sg/military/y6pzeyn.html 

“星期六：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天，就是我们的Passing Out Parade（POP）毕业检阅？？

我们早上开始就开始各种操步训练，确保我们的毕业检阅典礼不能太怂。经过2个星期的

操步训练，我们整个排已经可以步伐一只，没有同手同脚，就算步伐错了，也可以很快的

调整过来。这些真的都不容易，有些人手脚真的不协调啊，还有些左右不分，不少人听不

懂就喜欢慢半拍。然后就是收拾自己的宿舍，打包东西。我只想说，衣服真的会臭!!汗湿

了衣服，又干了，湿了，又干了，又混了泥土什么的。 
最后整个仪式完毕了真的感觉要喜极而泣了！我还邀请了我的女神过来给我们俩个粘肩.” 
 



● 作者在志愿军团体验了女兵生活。 
● 她认为应该由每个人，不分男女，尽一份力保护。 
● 她清楚地意识到，女兵的重要性会日益渐增。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访问国防部人士以了解女兵的情况和收集资料 
● 访问现任女兵了解生活故事和经历 
● 上网搜索有关女兵的资料，加深了解 

研究框架： 

1. 新加坡女兵的历史 
2. 女兵种类 
3. 女兵的日常生活 
4. 女兵所做出的贡献 
5. 女兵的收入与福利 
6. 未来的新加坡女兵 

 
2.   内容 

 
2.1 新加坡女兵的背景介绍 

● 1967年， 国会通过国民服役法令，首批男性新兵入伍。 
● 1986年，武装部队招收了第一批女性正规军，担任炮兵、飞行员

和情报分析员等职务。 

● 1993年， 第一批女性获得国防部优异奖学金，日后被培养成优

秀军官，委以重任。  



● 2015年，肩负重任的颜晓芳上校被擢升为新加坡第一位女将军。 
● 2015年2月，新加坡武装部队志愿军团成立，女性可报名参加 
● 2018年，约有1000名女性自愿参加国防部为期两天的训练营，

体验男性在国民服役（NS）期间所进行的动。 
 
 
2.2 有关女兵的采访分析 
 
李樱娜 

● 参兵原因是因为觉得保卫国家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因此高中毕业

时申请了陆军部队奖学金，签约成为一名军人。 
● 参兵生活是挺充实的。2013年国庆节，她带领同僚参加了气势恢

弘的国庆检阅礼，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最新国防风采，2016年又

带领坦克部队去德国参加了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各项评比中

拔得头筹。她觉得这能和战友们的努力和默契。 

● 李樱娜和友人合照 

 



林安 

● 她起初不知道未来应该从事什么职业，只希望从事充满挑战体验

能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的职业。参加军队的讲座后，感觉就有了

方向，于是便申请奖学金，和军队签约。显示出参军可以有各种

各样的理由，同时军队对有能者有着丰厚的奖励。 

● 结交了来自不同背景的战友，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军船技

术和军事知识，生活虽然忙碌，但充实。而且她们都很团结。 

● 一次乘搭导弹护卫舰出海完成任务，名战友的家人突然遭遇了车

祸，全家大小情况危急。为了让队友能尽快回去照顾亲人，她的

团队毫不犹豫折返，先送战友回程后又出海继续完成使命。虽然

他们为此需在海上航行多几天，但根本没人抱怨。彰显了海军大

家庭的精神。 

 
 
 
2.3 有关国防部相关人士的采访分析 
 
我们采访了国防部人事处处长，吴仕敏上校 

 A）有关女兵的数据  

● 国防部于1986年招收了第一批女兵 
● 在现今的正规军人中，女兵站约8%，不足1600人 
● 国防部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几年里，女兵的数量能够增

至3000人，占正规军人的15% 

B) 女兵的重要性： 

● 科技日新月异，战争不再是枪炮人马的对峙，而是转变成了信

息资料的攻防。对此，国防部要的是脑力型的人才专家。而在



这一领域，男兵于女兵是平等的。 
● 目前，每20名新加坡男生只有3名为会成为正规军人。加上新

加坡的生产率预计会降低，每年参加国民服役的男生只会越来

越少。因此，国防部在未来会推出更多关于女性军人的政策，

并征召更多女性军人 
● 兵营里的女兵在各个方面表现优异，我国的单兵素质因此提升 

●
我们小组与吴上校的合照 

 
3.   推广方式 

 
我们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辅助国防部的宣传工作。 



 
 

3.1 编采报导 
● 与国防部合作，为女兵做宣传 
● 包含了多种观点，从不同角度来了解女兵 
● 真实地述说正规女性军人的故事 

对我校的影响： 

● 为配合华中成立一百周年，我们写编采报导前采访的两位女兵都

是华中校友 
● 这样不但能提升我校的名誉和影响，也能体现出华中毕业生饮水

思源的精神 
 
         宣传近况（05-08-2019）： 
 

● 共有792人为我们点赞，共有57次转发 
● 报导有一定影响力，上千人通过报导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女兵

 



3.2 推广文章 
 

● 分享我们采访及与女兵交流的过程与心得 
● 通过我们采访以及获得的心得，希望能够打动女兵们去参兵，为

国贡献。 
● 这篇报导已得到了逗号编辑的认可，他们将在９月份刊登 

 
 
3.3 宣传手册 

● 手册里写着关于国防部及招收女兵的详情，用以发给高中毕业且

对参兵有兴趣的女生 
● 内部详情包括国防部讲座时间和地点，女兵对于参兵的看法及女

兵可以采取的参兵途径。 
● 这些册子能让高中毕业的女生考虑自己前途时不忽略参兵的可能

性，从而帮国防部增加女兵招收率 



 
 
 

 
4.   反思 

 
4.1  反思报告 

 
韦嘉： 
起初，我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来做华文专题作业，最后却获益良多。作为组

长，管理一个五人小组十分有挑战性。通过分配组员工作，调解矛盾，和老
师沟通，我懂得了如何在圆滑地处事。此外，我是一个喜欢呆在舒适区的学



生，可身为组长，我必须以身作则，引领大家，而这也让我成为了最忙碌，
最焦头烂额的组员。现在，我还是喜欢安逸，但我相信，在我身上已经出现

了某些变化。 
其次，作为小组的一份子，我研究了这个课题后，对女兵和新加坡国防都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记得，受访的女兵曾提到，新加坡在暗中其实是危机四
伏，她在大士工业区执行任务时深刻感受到了她背负的重任。我从她严肃的
神情能看出，和平是十分脆弱的。我们要居安思危，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因
此，我真切地感谢那些愿意挺身而出，保护新加坡的军人们。 
 
 
定鸿： 
 
我们起初的专题是会馆，而出于对历史文化的喜爱，我个人也较倾向于这课

题。当我们将题目换成女兵时，不免感到失落，不知从何下手。然而，团队

和老师让我保持着乐观；进行了第一次与女兵学长的采访，获益不浅，深受
启发。女兵也有它的历史，在我国的发展扮演着功不可没的角色。与学长交
流心得经历，她们自强不息，合作共赢的精神，让我从不同的视角面对生活
中的选择、困难。学长看待国家问题严肃认真，却不失去活泼积极的一面，
让我诚心感受到女兵的热忱与责任，给予推广女兵增添新动力。 
 
此外，我们五人时间繁忙，聚在一起的时间不多，须有效率地利用时间并懂
得取舍。软件并非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不断地尝试新的软件来完成我们的成
品也训练了我的应变能力，让我懂得与队员商量，现学新技巧才能完工。 
 
 
晋源： 
 
这专题作业让我对女兵改观甚多。当我受邀参与这专题作业时，我犹豫不决
，因为探讨没兴趣的事物让我感觉它无法走远。 
 
不料，我对女兵的预想概念都被这专题作业一扫而空。它增添了我许多关于
女兵的知识，包括了她们的日常生活等等。我搜索女兵资料后的想法便是：
我大错特错了。女兵对我国的防御能力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我在写报道和采访女兵时，锻炼了写作和口才能力。我们用报道参加的编采
比赛也给予了我可贵的经验。我对团结的诠释改变了，因为我和队员们时间

繁忙，很难凑出时间讨论专题作业的事宜，所以我学会取舍是很重要的，做
人也要圆滑。 
 



我获益匪浅：既学到课外知识，例如我国的各个安全措施；又能增进友情。
我不希望我们就这样中途放弃这意义非凡的专题作业，因为这非常可惜。我
很荣幸能加入这组。 
 
仁杰： 

采访女兵让的过程让我受益不浅。采访前，我非常胆怯，害怕采访的
过程中遇到困难。可是，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采访他人并没有那么困难，
并学到了采访时，需理解她说的重点，并从中追问更深入的内容。 

与女兵交流时，我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还理解了女兵们为我国所做
出的巨大的贡献，大大曾广了我的见闻。她们伟大的贡献让我立志要和女兵
一样，为我国贡献。 

为了进行我们的推广工作，我们写了编采报导。在这过程中，我学会
了融会贯通网上资料及采访内容，组织成语言，写入报导。这大大提升了我
写文章的能力，也教会了我如何给予一大堆内容一个清晰的框架。 

另外，在编采排版时，我们得用一个从来没用过的应用程序。这不但
让我学习使用一个全新的应用程序，还教会了我如何编排图片才会让报导体
现出整体的美感。 

 
 
 
 
明瀚： 
还记得当初，他们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一起来做专题作业，以女兵为研究对

象时，我犹犹豫豫，因为女兵这个职业对我个人来讲非常陌生，深怕做不好
，可我又喜爱华文。之后仔细想了想，咬紧牙关，决定一试，便加入了。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女兵这个题目其实非常有发展前途，范围非常广，
甚至可以说是无边无境。 
 
总的来说，这个专题作业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让我获益匪浅、大开眼界。
这次专题作业不仅仅让我学到了许多教科书之外的知识，还促进了我与组员

之间的友谊、加强了彼此之间的默契、信任。此外，通过采访女兵，我也得
知了她们的生活的不易。事后想想，当初的决定是对的！保卫国家，人人有
责。希望这次专题作业的推广活动能够成功，让人们对她们的认知更深一
层、让更多国人得知在背后默默为国家付出的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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