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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通过分析《钟声响起时》: 

• 我们能够分析《钟声响起时》节目的特色 

• 了解特选学校的使命感和存在意义 

 

1.2 内容简介 

特选学校的学生必须修读双语课程，以及进一步地学习和了解华文文化与历

史。我们也发现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是特选学校，所以我们决定研究这个节

目，并且让更多人认识特选学校。 

《钟声响起时》的节目主要介绍了不同华校的精神，也说明了它们的历史与发

展，此外，节目通过了采访和不一样的拍摄技巧来表达不同学校的特点。 



 

1.3 时间与分工表 
 

 

 



1.4 文献研究 

 

传统华校的发展演变跌宕起伏，与新加坡华人的历史有紧密关系，一代代人

的艰辛付出，悲喜交织的集体回忆，都曾经回荡在熟悉的钟声里 

从学校的创办历程、时代意义、独特色彩、影响层面、成绩表现等，选出具

有代表性的几所，包括民办学校、教会学校、会馆属校、政府学校、男校、

女校、混合学校等，尽量反映新加坡传统华校的多元色彩。 

《从师友经历 述说传统华校的转型与变迁》 --新加坡联合早报 



 

1.5 研究方法、框架与范围 

 

A. 研究方法 

应用程序、网站、问卷调查、文献资料整理 
 

B. 内容框架 

1. 创校的历史简介 

2. 节目的制作特色 

• 内容主题方面 

• 制作方面 

3. 节目后续的假设与建议 

4. 总结 

5. 参考资料 
 

  



C. 研究范围 

• 我们的研究范围是《钟声响起时 1》 

• 列明节目里的 8 所学校来研究 

1.6 调查分析 
 

 
分析：大多数的调查者都没有看过《钟声响起时》这个节目。 

 

 



分析：60%的调查者认为这个节目不太好看，主要原因是节目太长或

他们不了解节目里的内容。 

 

 
分析：虽然大多数的调查者认为这个节目不有趣，但是他们同意这个节目有创

意和独特感 



2. 内容 
 

2.1 创校历史简介 

1. 南洋女子中学在 1917 年创办，校训是 勤·慎·端·朴 

2. 华侨中学在 1919 年创办，校训是自强不息 

3. 立化中学在 1956 年创办，校训是 立德立功，化愚化顽 

4. 南桥中学在 1947 年创办，校训是诚·毅 

5. 圣尼格拉女校在 1933 年创办，校训是娴雅少女，坚毅巾帼，仁爱领袖 

6. 公教中学在 1935 年创办，校训是亲爱忠诚，敬业乐群 

7. 中华中学在 1911 年创办，校训是禮義廉恥 

8. 德明中学在 1979 年创办，校训是诚·信·勇·忠 

 

这些华校都非常注重价值观, 因此它们就会要教导同学们这些价值观， 

并让他们做社会上有用和有善良心的人。例如，许多华校会让同学们做

义工，并让他们学会怎么帮人。 

 
 

 



 



 

2.2 节目的制作特色（内容主题方面） 

• 节目通过真实历史回顾，道出办校的艰难 

节目通过真实历史回顾。这些历史回顾会让观众认识学校以前的

校园和情景，并更了解学校以前面对的艰难。这些历史回顾可能跟观

众的人生有相关，因此会对节目有更大的兴趣，并能更容易了解节目

的内容。例如，1934 年，南中搬到了武吉知馬。虽然校园比较大，

但是校园里常常淹水，而学生都被困在学校里，必须住在学校里。这

说明了南中早期面对的困难，并让观众认识南中早期的校园和情景。 

 

• 节目通过受访者观点，描绘出母校风貌 

节目访问校友，老师，校长和前校长们。因为这些访问者非常了

解学校的发展和历史，因此他们能让观众更深地了解学校面对的艰 

难，和它是怎么克服这些艰难的。此外，节目也访问了有成就的校

友。这说明了华校的教导和教训风格并非常有效，能培养出许多人

才。例如，节目访问了高亚思女士，她是南侨中学的前校长。她在 

1969 年成为了南桥中学的校长。她在访问中详细地说明南桥 70 和 80 

年代的发展和专责。这让观众更详细地了解南桥中学从 60 年代到

今天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 

 

 

  



• 通过学校各类活动的拍摄，展现学校的办学特色 

节目拍摄了学校的各类活动，展现出不同学校的办校特色。拍摄学校的

活动能使节目更精彩，更有趣。通过拍摄学校的活动，节目能介绍学校的价

值观，也能说明学生和校友怎么对待学校，能展现出学生和校友对学校的爱。

例如：节目拍摄华全国田径比赛来展现华侨中学的学校格言。 

在比赛中一位学生赛跑时不小心跌倒了，但因为他记住了华侨中学的

学校格言，“自强不息”，就再次站起来。说这明了同学们知道怎么从他

们跌倒的地方再次站起来，继续坚持下去。这样同学们能学到了教训，那

就是不要轻易地放弃。 

节目也拍摄了不同学校的重要的地标，比如华侨中学的钟楼，与圣尼

格拉女校的原址 ，CHIJMES 。这样，节目能表示不同学校对学生的要

求，以及说明了学校的学校格言。 

 

 

• 节目利用意象/通过象征物来呈现主题 

节目通过不同学校的象征物，为了说明那一集的主题。例如：节目解释

德明中学校园内的木麻黄树。木麻黄树是德明的一种象征，象征一种坚韧不拔

的精神。节目先解释学校搬到丹戎禺路只留下一棵木麻黄树从旧校移植过来

的。节目也介绍木麻黄树生长迅速犹如青春的滋长。木麻黄树给德明学子留

下诗情的回忆，为年年午后带来满园清凉也给德明学子留下诗情回忆。 



2.3 节目的制作特色（制作方面） 

• 拍摄风格 

节目使用了历史照片和影片，让观众更了解学校以前的情景和面

对的艰难。历史照片是一种方式，能让人们有更清楚的理解。 

历史照片和影片能让观众从那时的老师和学生的观点看待学校遇

到的困难。这会让观众同情那时的学生，因为他们能理解学校面对的

苦难 ，甚至像回到那时，亲眼地看到学校面对的困难。照片能让长辈

们回忆到他们的童年，回忆他们的校园生活。例如：节目展现了南洋

女子中学的一个历史照片，关于校园淹水的事件。这让观众能了解学

校那时面对的困难。这些影片能够让观众们亲眼看到那年的情况。例

如：第二集说明了华侨中学面对的困难，节目并显示了一个关于学生

暴动的历史影片，来解释学校那时面对的困难和危机。这能让观众感

受到发生学生暴动事件的暴力以及混乱。观众看了节目后，可以产生

一种亲切感，因为许多观众都是年长一代。 

 

• 配乐 

节目也通过了配乐展示学校那时的情景，当节目说明学校面对的

困难时，就会用伤心和悲痛的音乐。配乐也让观众回想自己的童年。

例如，节目的开题曲会让观众想起自己的校园生活。这样，观众看着

节目时就会感受到节目中学生所面对的困难，并能了解节目里的内 

容。 



 

3. 最终报告 

3.1 网站 

网站将包括《钟声响起时》的内容和节目的特色，能让观众通过

更有趣的方式来了解特选学校的历史。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pw202 

 

 

 

 

 

 

 

 

 

 

 

 

 

 

 

 



 

 

 

3.2 应用程序 

用个有趣的方式，让人们更容易了解节目里的内容。 

 

 



4. 总结 

4.1 节目特色总结 

▪ 通过真实历史回顾，道出办校的艰难 

▪ 通过受访者观点，描绘出母校风貌 

▪ 通过学校各类活动的拍摄，展现学校的办学特色 

▪ 利用意象/象征物来呈现主题 

▪ 利用了历史照片和影片让观众更清楚得了解这些学校的历史情景 

▪ 利用了配乐 

 
 

我们都认为这个节目能让观众了解特选学校的历史和和发展，节目也有许多

特色。但是，有人们认为节目太长，或他们不了解节目的内容。因此，我们

认为这个节目应该把信息整理好，并按照时间顺序解释学校历史和发展。这

样，人们就能更清楚地了解节目的内容。 



 

5. 附录 

5.1 反思报告 

 

1. 吴军贤 

我通过这次的专题作业中认识到了《钟声响起时》这个节目，并能研究它的 特     

色。我也更深刻地了解了不同传统华校的历史，并知道了他们存在的意义。我也

了解了这个节目里的特色，并明白节目用的不同拍摄方法，让观众能认识学校的

特色和风格。 

 
2. 林煜凯 

我认为通过这次的专题作业，我对特选学校的历史和创校简介的含义有更深的理

解。通过《钟声响起时》，我也学会如何分析节目特色，找出每一集的主题以及

节目如何利用象征物来更好地呈现内容。可是，我认为我们在一些方面有待改    进。

我们在这次的专题作业中在研究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花了太长的时间搜索

适当的报道。因此，我们决定更好的分配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3. 黄壡秦 

经过了这次的专题作业，我对新加坡的特选学校获得了更多的知识。我们一组开

始做专题作业的时候，总是一直推到最后才做，最后几天都很迟睡觉。过后，我

们吸取了教训，以及改变了我们的态度，争取时间，尽快地把作业做完。这样我

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检查，以及在前几天是没有那么紧张。我也从这个专题作业进

一步的了解了特选学校的意义，也希望更多的人会了解新加坡的特选学校 



 

4. 方绎诚 

通过这次的专题作业，我对特选中学有了更深的理解，也知道特选中学的历史

中，遇到了很多挑战，特选中学克服了很多困难。看了《钟声响起》后，我们的

组研究了节目的特性，也研究节目通过什么方式来介绍特选学校遇到的苦难，学

校的历史。节目也让我理解特选中学的重要性，比如，传授传统华人价值给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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