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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与价值 
1. 研究目的： 

1.1 提高新加坡人对非一般餐厅的认识 
1.2 介绍非一般餐厅的特色 
1.3 鼓励人们多光顾这些特别餐厅 
 

2. 研究价值： 
2.1 提高人们对协助特需群体的意识 
2.2 为这些餐厅进行宣传，提高知名度 

  
二，文献研究 
1、 
“......因为他们缺乏资格申请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结果只能从事某些特定的工
作......”  
摘自：

https://www.youth.sg/Spotted/Groups/2019/2/Hatch-is-helping-disadvantaged-youths-find-better-jobs 

“......为APS学生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工作环境，使他们的餐饮知识和技能得以
实践......” 
摘自： 
https://www.aps.edu.sg/theart/about-the-art 
 
“小学时，Zhi Xian在学业上有困难。再加上家里的经济问题，对他的自尊心的影
响更大。在APS，Zhi Xian的老师鼓励他提高自己的水平，并且在学习过程中，他
逐渐培养了更强的责任心和成熟度。凭着他的自信心，Zhi Xian继续在2018年亚
洲美食酒店烹饪比赛中获得铜牌，并获得了2018年APS最佳烹饪技能学生奖。他
目前就读于工艺教育学院的NITEC亚洲烹饪技巧课程。” 
摘自： 
https://catholicnews.sg/2020/04/24/celebrating-the-uniqueness-of-every-student/ 

 

2 

https://www.aps.edu.sg/theart/about-the-art


 

 
结论：从文献反映可以看出出缺乏学历的年轻人难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但ART却实现了他们的愿望。Assumption Restaurant For Training (ART) 为
Assumption Pathway School (APS) 的学生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工作环境。学
生在与客户互动中获得实践经验，掌握基本的技能，可以去追求和从事自己

想要的工作，可见这个非一般的餐有效地帮助他们实现愿望。 
 
 
 
 
 
2、 

“......但视力进一步降低到10％-结果使他失去工作。” 
摘自：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blind-disabled-singapore-9813426 

“......我们经过专门训练，为客户提供指导,让他们放心地让失明的服务员会协
助您用餐......” 
摘自： 
https://www.noxdineinthedark.com/unique-dining-experience-singapore/ 

 

“进手术室移除脑瘤之前，哈米利曾在新航当了十年的航空服务员。医生告
诉他，他可能会死在手术室里或瘫痪了。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只失去了视

力。他在医院总共呆了45天。乐观的哈米利并没有崩溃，他认为这不是世界
末日。恢复后，他再次振作起来，甚至结婚。他对服务行业很感兴趣，因此

这项工作使他有机会再次踏入服务行业。” 
摘自： 
https://www.misstamchiak.com/nox-dining-in-the-dark/ 

 
 
结论: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失明者在生活中遭到许多歧视或不被聘用 。黑暗餐厅雇用
经过专门培训的盲人和视障者来引帮助客人在漆黑的餐厅用餐,让客人体验视
障人士的世界。餐厅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他们自食其力，维持生计。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1.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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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问卷调查 
●   我们在问卷调查中问了新加坡公民六个问题。各餐厅问三
个问题，关于如果他们知道餐厅的存在，有没有在餐厅用

餐过以及他们觉得餐厅有意义吗？ 
1.2 网上研究 

● 我们在网上收集了餐厅的成就以及他们的目标。我们也收
集了博客和顾客的评论。 

1.3 采访 
● 我们采访了一些光顾过这些餐厅的顾客，了解他们的用餐
体验。 

     2. 研究框架 
2.1 餐厅的特征 
2.2 餐厅设立的目的 
2.3 餐厅所帮助的群体 
2.4 顾客的评论 
 
 

四，调查研究分析 
1. 分析问卷调查结果 

Q1.你知道 The ART (Assumption Restaurant of Training) 的存在吗？ 

 
分析：我们的调查显示有98%的反馈者不知道The ART的存在，而他们都没
有在那里用过餐。大多数的反馈者知道The ART 的特色后都想去那里用餐。
可见，我们的专题作业能提高大家对餐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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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你觉得这个餐厅的做法有意义吗？为什么？(ART) 
● 给予特需青少年另一个管道融入社会 
● 让特需青少年学掌握生活技能，以便日后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 避免特需青少年被社会”放逐”，让他们追逐自己的梦想 

分析：从反馈者的反馈可以看出他们很赞成The ART的做法，觉得他们帮助
这些青少年意义非凡。大多数的反馈者都认为The ART可以提高特需青少年
的技能而协助这些学生找到工作。这样青少年能追求他们的梦想，也能让人

人在社会拥有相同的就业机会。 
 

Q3 你知道黑暗中餐厅的存在吗？

 
 
分析：对于黑暗餐厅，我们的调查显示大约75%的反馈者知道黑暗餐厅的存
在。和The ART一样全部的反馈者都没有在那里用过餐。大多数的反馈者知
道黑暗餐厅的特色后都有兴趣去那里用餐。 
 

Q4 你觉得这个餐厅的做法有意义吗？为什么？(黑暗中餐厅) 
● 失明者有工作机会，也有机会提高技能 
● 人们亲自体验失明者所面对的问题 
● 提高人们对失明者的意识 

 
分析：反馈者很赞成黑暗餐厅的做法，觉得他们帮助这些学生很有意义。大
多数人都认为黑暗餐厅在协助失明者。餐厅不但能给失明者工作的机会，它

也能让人们对失明者在人生中所面对的问题多了解，让大家了解到失明人的
疾苦，更可以体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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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使用者反馈意见表 

Q1. 你从我们的————学到新的知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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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00% 的反馈者从我们的海报学到新知识 
看到我们海报的人，会学到餐厅的独特点。提高他们对餐厅兴趣,鼓励他们亲
自去体验在餐厅用餐的经验。 
查过我们社交媒体网站的人可能会对餐厅产生兴趣，并会想亲自的去看看，

帮助餐厅的营业。 
看到我们网站的人，会提高他们对餐厅和特需群体的认识。这能让读者更了

解他们，鼓励读者光顾餐厅和鼓励特需群体。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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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90.8%反馈者认为我们社交媒体内容数量刚刚好，9.2%认为我们
的社交媒体内容太少。 
 

 
网站：92.3%的反馈者认为我们的网站内容数量刚好。6.2%认为我们内容太
少，1.5%认为我们的内容数量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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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89.2%反馈者认为海报的内容数量刚好，9.2%认为海报内容太多，
1.5%认为内容数量太少。 
 
结论：我们的成品都可以成功地提高国人对餐厅的认识。我们的成品能让国
人多了解我们的餐厅，内容数量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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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们的成品 
1. 社交媒体平台 
我们利用了一个社交媒体网站。我们在上面上传了一些关于这些餐厅

的一些有趣的特点，和一些问题让同学们回答。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

原因为社交媒体推广率比较广，大多数的同学们都会使用社交媒体，

所以我们很容易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社交媒体平台

上附上了我们的网站的网址。网站有我们专题作业更多的详情。 
网址：https://www.instagram.com/resta_unique_rant/?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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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站 
我们制作了一个网站。网站上有ART和黑暗餐厅各餐厅的简介。我们
介绍了ART为学生提供的支援，黑暗餐厅为失明者提供的支援和顾客
特别用餐经验。我们也介绍了顾客的餐厅经验和反馈。最后我们介绍

了餐厅成功的经历。我们选择利用网站的原因是因为网站能包括更详

细的资料，让我们的目标观众学到更多的知识，增加他们对餐厅的兴

趣。 
网站网址：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unique-restaurants-sg/ 

 
 

3. 海报 
我们制作了四个海报。海报里介绍餐厅的特点和顾客正面的反馈。我

们选择使用海报的原因是因为海报能更有效地吸引读者，增加他们对

餐厅的兴趣，鼓励他们光顾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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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ART的第一张海报。海报的标题是《另辟途径，改变命运》，我们之
所以选这个标题是因为这些学生走的路和 其他同龄的学生非常不一样，但是
他们还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打破社会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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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ART的第二张海报，我们也选了类似的标题，同样表达了这些学生能掌
握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在这两张海报中，我们都采用了非常明亮的色彩，不

仅符合餐厅的图标，也象征了这个餐厅帮助这些青年，让他们前程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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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黑暗餐厅的海报。这个海报的标题是《在黑暗中用餐，感觉如

何？》目的是引起观众的好奇心，让他们想要去试一试，体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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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黑暗餐厅的第二张海报，标题是“你用心品尝过你的食物吗？”这个标题
会引人注目，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他们当然有品尝过食物，可是这句话的

意思是很多时候，我们注重的是食物的外观，靠视觉品尝，而不是靠味觉。

这两张海报我们都采用了比较暗淡的颜色，符合餐厅的图标和黑暗中用餐的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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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国人对这些特别餐厅了解并不深，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

餐厅的存在。因此，通过我们的专题作业，我们让更多国人知道这些餐厅，

让他们知道这些餐厅的特色，让他们知道这些餐厅都是做什么的，让大家知

道餐厅是如何帮助各个特殊群体的。我们的组利用了社交媒体，网站和海报

，提高国人对这些餐厅的认识。因为疫情关系，我们无法亲自光顾及进行采

访，结果我们通过网络的问卷调查，考验我们成品能不能成功的提高国人对

餐厅的认识。结果显示，我们的成品能成功提高大家对餐厅的认识。从这份

专题作业，我们能够了解各个特殊群体在事业上遇到的困难，让我们知道餐

厅是怎么帮他们融入我们的社会的，让我们知道这些餐厅应该得到更多人的

支持。 
 
七，参考文献 
◂ Toh, H. (2020). Hatch is helping disadvantaged youths find better jobs.Retrieved 5 April 2020, from 

https://www.youth.sg/Spotted/Groups/2019/2/Hatch-is-helping-disadvantaged-youths-find-better-jobs 
◂ About The ART. (2020). Retrieved 5 April 2020, from https://www.aps.edu.sg/theart/about-the-art 
◂ ‘I was blacking out, asking for help, people ignored me’: The blind Singaporean fighting ‘prejudice’ 

against the disabled. (2020). Retrieved 5 April 2020, from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blind-disabled-singapore-9813426 

◂ Our Concept - The Most Unique Dining Experience in Singapore - NOX - Dine in the Dark Restaurant 
Singapore. (2020). Retrieved 5 April 2020, from 
https://www.noxdineinthedark.com/unique-dining-experience-singapore/ 

◂ Maureen. (2017). NOX- Dining in the Dark. Retrieved 7 August 2020, from 
https://www.misstamchiak.com/nox-dining-in-the-dark/  

◂ Audrey, L. (2020). Celebrating the uniqueness of every student – The Catholic News. Retrieved 9 
August 2020, from https://catholicnews.sg/2020/04/24/celebrating-the-uniqueness-of-every-student/  

 
  

16 

https://www.noxdineinthedark.com/unique-dining-experience-singapore/


 

八，反思 
 
林靖恒： 
我从这份专题作业发现到我们新加坡其实有许多特别的餐厅，帮助各种不一
样的特殊群体，应该有多一点的人到这些餐厅用餐，支持这些餐厅。因为新
型冠病疫情的问题，餐厅都停止营业，导致我们无法和他们联络，导致我们
采访不了许多人，也无法到餐厅用餐，限制了我们可以得到的内容。我也很
感谢我的组员们非常热心地帮助我做完我们的专题作业以及我们的最终产
品。从这个专题作业，我学到了我们社会有许多餐厅都是特别的，他们提供
机会，让一些有特殊需求的人有机会工作，我们新加坡人应该多支持这些餐
厅，给予我们的支持。如果我可以把专题作业重新做起，我希望我可以亲自
到餐馆，舔增对这些餐厅的了解，并做出来更好的成品 
 
林嘉胤：通过这个专题作业，我更深入的了解新加坡的一些弱势群体，并发
现到社会如何协助他们，也学到我们如何为他们尽一份力。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们很多原本的计划都无法进行。因为无法面对面地访问餐厅的主人和顾
客，我们也无法深刻的了解餐厅的内部运作，也失去了宝贵的见解。此外，
我和我的组员都来自不一样的班级，导致我们比较难见面。由于这些限制，
我们大量地依赖网上平台与对方和与餐厅的主人和用餐者沟通。经过这次的
挑战，我学到如何在网上有效的沟通和工作。虽然疫情情况使我们很多的计
划都无法有实行，我仍然学到了很多珍贵的技巧和知识。 
 
陈炜沣：这份专题作业让我意识到弱势群体在生活中所面对的一些困难，这
些是我平时都不会想到的。我觉得这些特别餐厅意义深重，是让我们共创一
个包容性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希望有机会能多去支持这些餐厅。因为这次冠
病疫情爆发，餐厅都必须停止营业。我们原先的计划被打乱，无法更深入了
解餐厅的运行，让我们感到有些慌张，不过我们还是适当的做出了调整，顺
利地完成了专题作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遇到了其他的难题，比如线上视
频采访时遇到有网络卡顿的问题，比较难听到受访者的回应等。 
 
吴晨宇: 我从这个专题作业提高我对新加坡一些特别的餐厅的意识。我学到
餐厅如何很有意义地协助一些群体。我也从总学到了他们在日常生活面对的
问题，比如寻找工作的困难。我做了专题作业后也学到我们不因该袖手旁观
要尽力协助弱势群体，关怀和帮他们融入社会。疫情的爆发也影响了我们的
计划，我们拍不了视频也不能在餐厅用餐。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同心协力，在
老师的指导下找到其它办法来完成我们的专题作业。从这个经历学到了我们
要坚韧和有创造心，在面对困难时要寻找新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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