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作业书面报告  
题目：《新加坡小贩中心》  
组编号： 6-20  
组员：李恩杰 2I1(12) 赖俊凯 2I1(8) 林嘉恩 2I1(10) 何智杰 2O3(24) 

 
1.  引言 

 
1.1 研究目的 

 
通过研究小贩中心： 
 

● 探索小贩中心的存在意义 
● 探索小贩中心的多元特色 
● 探索小贩中心的未来发展 

 
1.2 研究价值 

 
小贩中心与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其重要性却又往往被国人所忽略，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够通过

探讨小贩中心的存在意义、多元特色以及未来发展，进一步发掘小贩中心在我国社会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 
 

1.3 文献综述 
 
小贩中心洋溢着生活气息，编织着邻里草根文化面貌。了解小贩中心，就读懂了新加坡。小贩中

心是新加坡文化看似微小却重要的缩影。小贩中心也通过食物促进多元文化融合，让新加坡文化

有独特性。小贩中心价廉物美，是各行各业的人光顾的地方，从政治人物到普通百姓，都是小贩

中心的常客。平凡中显品味，低调中显格调，多元中含包容，传承中有创新，这就是小贩中心魅

力所在。 
 

澎湃新闻、新浪财经、新华网 
 

 



 

进入小贩这一行的人越来越少，可能危及小贩行业的未来。虽然小贩中心很受欢迎，人们对小贩

却有反面的世俗偏见，而年轻人不愿投入这个需要劳动的工作。小贩行业和文化的地位需要提

升。如果新加坡人日后想继续享用用小贩美食，就应该愿意支付更多钱，同时对小贩行业的观念

也要改变。 
 

BBC 中文、《聚汇》 
 
 
近几年，小贩中心的食品开始国际化了。除了本地的食品，其他文化的食物也入驻了小贩中心。

如今，有些小贩中心开始提供免费的 WI-FI和无现金付款方式。小贩中心需要与时俱进，提高竞
争力，维持存在意义。不久，小贩中心甚至都可以成为设备展览空间和会议厅的多功能场所。 

 
联合早报 

1.3A 文献综述结论 
 

小贩中心的特色就是它的魅力，简单却美妙，低调却又风度，多元却能够接纳、包容，老旧仍创

新。小贩中心那么精彩、出色，却受到了世俗偏见。如果小贩中心要持续下来，人们对小贩中心

的观念需要改变，而小贩业者需要不断改善、进取。虽然小贩中心近年来开始数字化了，但它还

需要与时俱进，以维持存在意义。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文献研究 - 理解与探讨当前的知识、发现与看法 
● 实地考察 - 体验气氛与理解运作 

 
 
 
 
 
 

 



 

研究框架 
 

● 小贩中心的背景易理解根源 
● 餐饮业者的比较与结论以理解存在意义与竞争性 
● 小贩中心的特色分类以理解多元特色的独特与重要性  
● 小贩中心的未来发展以理解科技、申遗与缺乏接班人所带来的改变与影响 

 
 
 
 
2. 内容 
 

2.1 背景 
 
新加坡小贩中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当时，第一批街头小贩在大街上售卖各种食品，
是许多早期移民选择的职业。直到1970年代，它们仍受欢迎·，为各行各业的顾客提供价格实惠的

饮食。从1968年到1986年，政府把街头小贩安置到专门建设的小贩中心和有适当卫生设施的巴刹
上。 
 
如今，新加坡有114间小贩中心，全岛总共有大概12000间摊位。因为租金便宜，小贩中心里的食
物比其他餐馆便宜许多。小贩中心非常受人欢迎，一项2010年的调查显示，接近一半的新加坡人
每个星期都会至少到小贩中心用餐6次。因此，小贩中心在人民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 
 
 
 
 
 
 
 
 
 
 
 

 



 

2.2 小贩中心的存在意义 
 
 
如果要探索小贩中心的存在意义就需要分析比较小贩中心与其他餐饮场所的利与弊。 
 

地点 1、空间 2、价格 

小贩中心 开放的无空调环境与小广场结

合，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容易。

新加坡已开始步入老年化社会

，这样的空间更显得珍贵和重

要。 

小贩中心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

面对中产阶级和中下层收入人

群的低消费场所，这个场所通

常和小广场或商业街结合，成

为带有公共空间性质的社区中

心。 

食阁 人们虽不必消费便能占一个座

位，但食阁和餐馆一样，不是

开放的环境。人们还得注意自

己是否会打扰到别人。 

比起餐馆，价钱是较低的但因

为食阁毕竟是封闭的，有空调

的，经营成本也比小贩中心高

，食物价钱也会比较高。 
 

餐馆 人们必须消费才能享受餐馆的

设备，无法取代小贩中心的自

由。 

小餐馆在卫生程度、就餐舒适

度、食物品质方面更胜一筹，

但经营成本和创业门槛更高，

食物价格也很难达到小贩中心

这样的廉价程度。 

 
 

地点 3、食物多元化 4、舒适度 

 



 

小贩中心 有来自各种不同文化的食物，

比如：马来餐、印度餐、中餐

，但其他文化的食物比较少见 

因为是个开放式设计，而且有

一些不负责任的人不把碗碟归

还到碗碟归还处，鸟儿看到残

余食物便飞来啄食。 

食阁 类似小贩中心，选择多。比起

小贩中心，可能会有比较多选

择，比如：韩国餐，日本餐，

麻辣香锅，西餐…… 

比起小贩中心，人们比较注意

卫生，也时时刻刻有清洁工人

帮收拾碗碟。 

餐馆 餐馆里只能吃某种食物，选择

比较少。 
为了吸引人们，餐馆必须保持

最好的卫生，以给顾客留下好

的印象，因此是最干净的 

 

地点 5、方便度 6、服务 

小贩中心 很多社区都有小贩中心，小贩

中心也非常靠近组屋单位，对

国人来说，非常方便。 

自助服务，顾客需要自己找

座位，买食物等等。 

食阁 只有在购物中心，才可以找到

食阁，因此有时候如果社区里

没有购物中心，会很麻烦。 

跟小贩中心一样，是自助服

务。 

餐馆 餐馆大多数设在购物中心里，

所以到那里用餐会有一点麻

烦。 

有服务员为顾客写订单，并

将食物端上桌。 

 
 
 
 
 

 



 

存在意义结论 
 
随着餐饮业者多样化，消费者的选择也多了，而小贩中心需要维持存在价值。小贩中心是一个重

要的社区场所，是人们交际沟通的重要场所，提供价格实惠的食物，而小贩中心的多元特色也值

得保留。申遗事件也突出了小贩中心的独特，是新加坡独有的文化遗产。因此，小贩中心仍有存

在意义，但需要与时俱进，解决接班人的困难，以维持竞争性。 
 

2.3 小贩中心的多元特色 
 
小贩中心支撑着不同饮食习俗与文化的改变与传承，是体验本地文化的简单途径。小贩中心最值

得赞扬的是不同文化的食品可以一起呈现，而各地各文化的来客都能接纳对方在同一个小贩中心

用餐，同时能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近年，为适应新加坡人和外地人的需求，小贩中心改善升级

，食品同时也日趋多样化，除了中餐、印度餐和马来餐等，小贩中心也开始销售其他族群食品，

例如：麻辣香锅、西餐和日韩料理。我国也提出申请，希望“新加坡小贩文化”能在2020年底获选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这么做将能进一步保留和发扬新加坡的独特
文化，让众多美食与手艺获得传承的同时，也能让全世界进一步了解本地独特且丰富的多元文

化。李显龙总理也发言表示：“小贩中心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它就像是我们的社区饭厅，无论
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是欧亚裔人士，大家不分种族、宗教和收入高低，都能聚在小贩中心，

一起用餐。” 李总理也说道，要是申遗成功，将有助于保留和发扬新加坡的独特文化，而全世界
也会更了解新加坡的独特与丰富的多元文化。新加坡小贩中心能够申遗突出了它的独特，是新加

坡独有的。 
 

2.4 小贩中心的未来发展 
 

❏ 缺乏年轻人接管退休小贩的工作 
年轻人认为当小贩太辛苦，薪水也不多，因此很少人愿意当小贩。很多小贩一天工作的时

间差不多13-15小时，租金也很贵，所以小贩赚钱不易。现在大多数的小贩都是年长人士（平均
59岁），而退休后没有人继承他们的生意，小贩可能会越来越少了。即使政府建造更多小贩中心
，也没有人愿意当小贩，这些小贩中心也将形同虚设。当小贩太辛苦了，很多的年长小贩都不推

荐别人来这一行业工作。如果不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这可能会导致小贩中心丰富的文化流失。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在2019年7月27日，新加坡提名小贩中心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很多新加坡人都支持
这项提名，而如果提名成功，新加坡小贩中心的丰富文化会被世人所认识，成为世界的焦点。这

对提高我国小贩的地位，保存并传承小贩中心的文化大有裨益。 
 
❏ 科技 
通过科技如电子支付和智能归还托盘机器人，为人们提供不少便利，也提高了生产率。到

目前为止，包括DBSPayLah、GrabPay、EZ-Link、Nets FlashPay、Visa和Mastercard在内
的23家供应商已经统一在一个销售点终端和一个SGQR标签下，统一的电子支付解决方案使客户
更加方便。另一方面，小贩中心的清洁工人大多数是乐龄人士，智能归还托盘机器人能减轻清洁

工人的负担，让他们不那么疲倦，同时也能鼓励人们自己归还碗碟，可算是一举两得。科技，比

如：机械切割原料，应该成为小贩中心的基本。这会使人们比较愿意当小贩，也让国人更乐意到

小贩中心用餐，使小贩中心得以持续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虽然比起其他竞争者，小贩中心看似微不足道，小贩中心仍是一个重要的社区场所，为人们提供

价格实惠的食物，是人们交际沟通的重要场所。但小贩中心正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而它需要

与时俱进，以维持竞争性与存在意义。小贩中心支撑着不同饮食习俗与文化的改变与传承，是体

验本地文化的简单途径。小贩中心最值得赞扬的是不同文化的食品可以一起呈现，而各地各文化

的来客都能接纳对方在同一个小贩中心用餐，同时能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我国希望“小贩文化”
能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的“非物质文化”名单，这么做将能进一步保留和发扬新加坡的独特文化
，让众多美食与手艺获得传承，也能让全世界进一步了解本地独特且丰富的多元文化。要是申遗

成功，将有助于保留和发扬新加坡的独特文化，而全世界也会更了解新加坡的独特与丰富的多元

文化。不过，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吸引年轻人接班事业，否则小贩中心的丰富文化可能会流

失。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教育活动，提升小贩的地位，改变社会对小贩行业的观念。小贩行业的吸

引力也需要提高，比如：提供更舒适的工作环境、减少工作时间、使用用科技代替手工工作等。 
 
 
 
 
 
 

 



 

4. 反思 
 
李恩杰 
这次专题作业是我第一次尝试华文专题作业。我不后悔选择，从中受益匪浅。由于对华文专题作

业不熟悉，因此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挫折。因为疫情的关系，很遗憾的，我们无法进行精彩的采

访。这个专题作业不仅让我更欣赏小贩中心，激发了我的创意，让我更享受探索不同课题，从中

华文程度提高了，特别是词汇。我非常珍惜这个专题作业让我吸取的教训，让我修炼了沟 通与领
导能力，更感恩身边的人所给予的帮助，尤其是老师与组员的帮助，并且让我更享受学习华文、

更欣赏本地与华族文化。 
 
赖俊凯 
由于这是第一次做华文专题作业，我本来有点紧张，不知道我是否能够适应。我后来学上手了，

就变得容易多了。我在过程中，学到了不少，虽然有时候找资料有点困难，但我学会了跟组员一

起克服种种困难。导师也耐心地教导我们，我们一旦有什么疑问或困难，就会细心地教我们。我

很珍惜这次的经验，导师和组员都帮助了不少，我也更加了解了小贩中心的文化，与它在新加坡

人心目中的地位。 
 
林嘉恩 
经过这次的专题作业， 我对小贩中心和小贩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开始做这个专题作业时
， 我对小贩中心在社会中的意义没有那么大的了解， 但是我在专题作业的过程中做研究；让我得
到新的知识和了解。当我们遇到某些困难时，我们会分工合作，坚持克服困难。老师也经常告诉

我们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修改的，让我们做改正， 陈老师细心的教导我们，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帮
助。 这个专题作业也教了我小贩与小贩中心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是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
一个部分。 
 
何智杰 
对于这次的专题作业，一开始，我并没有信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华文专题作业。难免的 
，我和组员们在过程中都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但我们同心协力，最终克服了种种困难。这让我学

习到团队精神，也让我更了解专题作业的意义。我们的导师也给予我们很多建议，在哪方面能改

善，也耐心地教导我们怎么把专题作业做得最好。经过这次的专题作业，我对小贩中心的文化和

习俗有更深的了解。我学到了关于小贩中心的新知识，对小贩中心和小贩们也有着全新的看法。

这让我更欣赏新加坡的小贩中心的文化，使我发现小贩中心的重要性。我一定会珍惜这次的经历

和从中学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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