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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彩窗是一个鲜明且极具本土特色的一个传统建筑，但在本土的知名度

已经落到了一个鲜有人知的地步。本专题希望通过专题研究来把这扇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历史瑰宝展现在众人的面前，让它焕发属于新加坡

文化的灿烂，从而打开国人对这被埋没的文化瑰宝的认知。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很多国人低估了现代设计下窗户的文化艺术特

征。因此，我们还想从中探寻并分析新旧彩窗的不同以及两者之间的

特点。在分析新旧窗户的同时使用窗来发现新加坡建筑的特色，并从

中探寻时代潮流所呈现的当代需求。社会历史（或当代)面貌 
 

1.2. 内容简介 
 
在此专题活动中，我们亲自探寻了各个不同年代的窗户。我们依据我

们的探索以及网上的资料，从中分析了新旧彩窗设计与实用性上的不

同，并从中分析其中的时代特征。最后，我们将所有的信息，加上各

个“彩”窗的介绍，全部归纳整合于一个网站。在此报告的最后，我们
会放上我们网站的链接。 
 

1.3. 原创性 
 
由于在我们专题“彩窗2.0”之前已经有“彩窗1.0”。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其
做区分，来论证我们专题的原创性以及分析研究的合理性。 
 

 
 

彩窗1.0 “彩”窗2.0 

注重理解并研究彩窗的特征 注重研究窗在新加坡文化色彩下的意义以及
角色 

号召人们欣赏彩窗之美 发掘窗在旅游业上的潜力 
 



注重彩窗显示出的多元文化 研究窗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的不同 
 

向人们普及新加坡彩窗的地点 窗在不同时期实用性的变化，来了解新加坡
的历史，文化，人文风俗 

 
 

 
 

1.4.  文献综述 
 

“第三航站楼的设计理念便是将新加坡的城市美化推向新高度，巧妙运
用玻璃设计，引入自然光线，在航站楼内打造出花园城市的效果。” 

- 新加坡民航局总裁林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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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带的阳光的照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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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腾讯体育》 

 
“建筑的整体格局采用诸多细节上的调整，以最大化利用阳光所带来的
照明，节能减碳。” 

- 节选自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 
 

1.5. 研究方向与框架 
 

- 研究方向 
- “窗”在不同时期的特色 
- 从“窗”在不同时期的实用性，分析建筑在不同时代的演
变。 
 

- 研究框架 
- 建筑的文化价值对比 

- 分析了新旧彩窗的文化特质 
- 分析了不同族群的彩窗的差异 

 



- 建筑如何反映时代变化 
- 分析了新旧彩窗在各个时代所扮演的作用 

 
1.6. 研究方法 

- 资料调查 
- 我们小组一共去过3次国家图书馆（李光前资料馆）查询
资料，而由于阻断措施，我们无法在五到六月份去图书
馆查询更多的资料。 

 
- 实地考察 
 
- 我们组员在3月份的   时候，进行过一次成功的实
地考察，我们去了旧禧街警察局以及峇峇屋，并拍
摄了很多照片（左边的两张图片便是其中之一）。
这次实地考察的游记已经被放上我们的官方
instagram和wix博客，有兴趣可以去观赏。 

 
- 我们小组本来准备在7月制作网站前，在5月和6月
分别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往星耀樟宜以及第三航
站楼的外围进行考察，而一次去往甘榜格南，如切
路以及小印度进行考察）。很可惜的是，由于阻断
措施的突然实施，我们并未能实行这两次考察。 

 
- 网上资料分析 

 
- 在网上，我们也找到了很多跟我们课题有关联性的
文章。由于阻断措施的原因，我们的研究也会使用
很多网络上的资料 

 
 
 
 

2. 内容 
2.1. 彩窗的定义 

在这里，彩窗的彩不只限于现实意义上的彩，而包容了文化、社会，

以及艺术意义上的色彩。我们认为，只要是有其特殊性，并有内蕴着

文化内涵的窗户，都能被称为所谓 “彩”窗。彩窗这一词汇在此专题作
业中，不再有过分的局限性，取而代之的是不同文化和亚文化的宽

容。 



 
 

2.2. 旧彩窗 
在此，我们主要通过种族来分类，介绍了不同种族的不同彩窗。 

 
2.2.1. 华族 

2.2.1.1. 加东 坤城路 
 
土生华人聚居地的店屋一般都在加东、如切

的狭窄小巷。而小巷子里藏的确实大奥秘。

一进到一条看似不起眼的小巷子里，扑面而

来的却是淳朴、怀旧，恍若时光倒流。满街

的店铺拥有缤纷的色彩，有如在流连在童话

一般。而在冷暖色调交错的小俏皮中，它的

雕梁画栋也展示出了其优雅别致。 
 
土生华人喜在彩窗上使用传统装饰元素。如

十二生肖、花、鸟等寓意吉祥的图案，都是他们的最爱。除此

之外，精美的窗雕也是他们的最爱。 
 

2.2.1.2. 峇峇屋 
 
全名为“敦陈祯禄峇峇屋”的峇峇屋（baba house）本是
著名商人和社群领袖敦陈祯禄 (Tun Tan Cheng Lock)的
故居。在他逝世后，他的女儿将他的故居捐赠给新加坡

国立大学。在经历过两年的翻新之后，它成了一个土生

华人文化博物馆。 
 
走进峇峇屋的一瞬间，怀旧的气息扑涌而来，使人仿佛

被带回到了19世纪新加坡的港口时代，而自己穿越成了
一个世纪初期有权势的海峡华人。 

 
建筑的内部跟建筑外部一样活力四射，可以看见很多19
世纪时，本地土生华人使用的器具。这栋天蓝色的建筑

就此，承载着一份文化，缓缓前行。 
 



2.2.2. 马来族 
2.2.2.1. 甘榜格南 

 
甘榜格南成功的将历史、文化、时尚混合在了一起：一

头是新式的商业饮食文化区，而另一头是传统的回教徒

社群圈。 
 
店屋颜色亮丽，有浓浓的马来风格混入其中。

在主街道上，很多建筑的颜色是绿色。绿色在

伊斯兰教中象征着生命的神圣。这些色彩亮丽

的店屋也是对文化和生命的一种致敬 
 
在午后，边嘬着刚买回来的饮料，边游走于美

丽、有活力且充满文化的店屋旁边，也不失为

一种惬意。 
 

2.2.2.2. 哈芝巷 
（哈芝巷属于甘榜格南中的一条小巷子，可因为它独特的文化特征，我们将其特别标注） 

 
哈芝巷是在甘榜格南中的一条小巷子。而这条小巷子却

以特殊的方式维持着自己的活力 —— 它以大面积的街头
涂鸦和充满活力的彩色墙面而闻名，成为了许多游客必

去的景点。 
 
而游客们不会想到的是，哈芝巷其实是由二战

前的建筑改造而成，现在依旧维持着英国殖民

时的面貌。这可谓是现代与历史最好的交汇

了。 
 
巷中，还有许多小众但不失品味的小餐馆，小

酒吧以及手工艺品店。充满着只有哈芝巷才有

的气息和味道。 
 
 

2.2.3. 印度族 
 



2.2.3.1. 小印度 
 

小印度的彩窗是所有彩窗中，颜色最为繁多的。

在印度族文化中，各个颜色都带有着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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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在小印度里的彩窗旁，仿佛走入了欢乐的净

土。 
 

 
2.2.4. 融入了现代风尚的旧彩窗 

 
2.2.4.1. 旧禧街警察局 

 
由于此彩窗并没有独特的种族分别，因此将其单独列

成一类。这是因为旧禧街警察局的彩窗是由政府在

1997年修缮的。因此，此彩窗并没有特定的种族分
类。 
 
旧禧街警察局初建于 1934 年。1997年12月， 政府对
其进行大规模修缮。两年的修建工作为这栋建筑带来

了特殊的色彩：927扇如彩虹般多彩的窗户。 
这些彩窗以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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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矗立在克拉码头旁边的建筑不仅成为了游客

们必须观摩的特色建筑，还成为了潮人潮女们“潮”圣的圣
地。 

 
- 其蕴含的文化色彩还启发了著名新加坡诗人，林德楠
先生。林德楠先生闻    名新加坡的《彩窗》，便是诗人
在观赏旧禧街警察局时有感而发，而写成的佳作。 
 



 
 
 
 
 
 
 

2.3. 新彩窗 
 

2.3.1. 定义 
新“彩”窗带来的色彩并非通过精美的设计以及浮夸的色彩碰撞
来实现：在本专题里，我们将彩窗中的“彩”定义为更加多元化
的“彩”，使其不拘泥于表象之下。我们认为，所有体现出新加
坡文化色彩，传递新加坡文化精神的窗都值得被认可为一种新

时代的彩窗，让彩窗不再拘泥于过去，而是在新的时代展现出

全新的光芒。 
 
新时代的色彩从哪里体现？通过建筑内的绿植为旅客打造舒适

的体验；通过一片片玻璃幕墙将自然光线引入建筑中；通过精

妙的光线设计以达到节能减碳的作用。 
 

2.3.2. 富有现代意义的“彩”窗 
 

2.3.2.1. 樟宜机场第三航站楼 
 

竣工耗时七年，耗资十亿新元，使用钢化玻璃制造大部 
分的主体墙壁。减少人工照明，保证建筑内热带植物的

生长以及降低旅客的不适感，让旅客切身体会“亚洲花园
城市”的魅力。 

 
2.3.2.2. 星耀樟宜 

 
由超过9000片玻璃、约1万8000根钢梁和超过6000个铸钢
节点组成建筑外部。采用的高性能、三银低辐射玻璃，

能让阳光投射进建筑，协助室内树木生长的同时有效控

制室温。每个玻璃板都由上下两层的玻璃片组成，玻璃



之间也隔着16毫米的空隙，以达到隔音效果，将飞机噪
音降到最低。 
 

2.3.2.3.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采用了一脉相承的玻璃立面，以接收自然光

线，减电力里使用量。图书馆内种植了大量绿植，以美

化环境并有着降低室内恒温之功效，养眼又实用，乃是

完美符合一个「花园城市」的设定。 
 

2.4. 新旧彩窗对比与分析 
 

2.4.1. 实用性 
 

一个物品的实用性肯定都是需要依附这其所在的时代的。窗，自然也不例外。比较

老旧的彩窗一般都是在19-20世纪所建。当时，新加坡的科技还不发达。窗的使用
性自然也就向传统的方向偏袒。窗户在很多时候，单单作为窗户所存在，而因此，

拥有很多实用性上的用途。 
 

- 通风：当时，窗被建造的缘由，还是为了通风，使在炎热的新加坡，室内也

依旧能保持一定的凉爽。此，便是窗最传统的实用性，也是之前很多窗户被

创造出来，最根本的原因。 
- 凉爽：木材是一种相对较好的热导体。以它制成的窗户充当着房间的“外
罩”。木板百叶窗将会吸收较多的热量，避免将热度传达到房间内，从而使
房屋保持凉爽。 

- 透光：除此之外，透光也是很重要的实用性考量。为达到这些效果，人们专

门使用了木质百叶窗。很多户人家都会有向下倾斜的木材百叶窗，以防止光

线在夜间进入，有效地起到了窗帘的作用。 
- 挡雨：向下倾斜的百叶窗还使得雨水向下流动，而不将窗户弄脏弄湿。 
- 价格：除了这些完全为实用性的用途之外，窗还需要为其他的因素所考虑。

旧时，大多数人们无法支付昂贵的玻璃费用，因此，木头是搭建窗户的主要

材料。 
 

以上都是在当时的时代非常重要的实用性考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旧时的窗，很

大一部分还是为实用性而存在的。 
 



而在现代的社会，这种实用性边丝毫不存在了。如今，有了空调的存在，人们不需

要窗户来通风，使房间变得凉爽。现在，很多建筑都将所有窗户关起来，而内部开

启空调，这样来看，挡雨的实用性，也并不存在了。而在这些实用性不存在的时候

，他们的位置被人们的其他诉求所占领了。如今，窗户的实用性更多环保的层面

上。设计国家图书馆的马来西亚知名建筑师杨经文，始终致力于在高层建筑设计中

加入生态环境保护的概念。“有机物与无机物的结合是十分重要的”，他在实践中阐
释着这种设计理念。不像在以前的社会，窗户注重于通风和避暑。现在，很多建筑

都将环保放在第一位。如第三航站楼可根据室外阳光调整透光的自动化窗户，以及

国家图书馆和星耀樟宜为内部绿植的种植而做出的特别改进的玻璃窗就是这最好的

体现。 
 

2.4.2. 设计 
 

在设计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不同时代窗户设计以及风格的不同。 
 

旧时窗户的设计，一般都是比较精致的。设计师一般都会在木质的窗户旁边增添精

致的浮雕，以让整体设计变得更优雅。窗户本身的设计，也非常复杂，细节程度也

非常深。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发现，旧时窗户的设计师偏向欧式的。以下是在不

同时代所流行的窗户风格 
 

*  华族风格（Chinese style） 1880- 1900 
* 巴洛克风格（Baroque style） 1895 - 1910：其特征是过多装饰品和雕塑的使用 
* Jubilee style（银禧风格） 1898-1906 
* 新古典风格（Neo-classical style） 1910-1930：简单的形状，设计以及色彩。跟巴
洛克风格相反，装饰品的应用是极少的。 
* 洛可可风格（Rococo style） 1916-1929：巴洛克风格的一种变体。对比巴洛克风
格，洛可可风格使用了较浅的色盘，并且利用装饰品描绘出了一幅放松的风格。 
*东海岸土生华人风格（East Coast Peranakan style） 1920-1935 
* 剥离古典风格（Stripped classical Style） 1925 - 1930 
* 现代主义风格（Modernist Style） 1933-1941 

 
从这些风格中我们可以看出，窗户的整体风格是偏欧式古典风格的。直到最近几个

时代才会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出现。而很多彩窗却是建在这几个时代之前。以此，我

们可以对旧时彩窗的风格有大概的了解 —— 鲜艳颜色的使用，装饰的使用以及欧
式风格。 

 



而现代的窗户，却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现在，在设计上，人们更喜欢简约的设

计。很多情况下，窗户就单单是一片巨大的透明玻璃。这些设计连窗户框都不添加

，更别说像旧时一样繁复的装饰品设计了。在色彩的应用上，现代的窗户也要不是

极简的现代风格，要不然就是赛博朋克风格。像是星耀樟宜，国家图书馆，第三航

站楼的窗户都是这样带有棱角的现代主义风格。在各个方面上，这些窗户都逐渐在

跟“科技感”合拢。 
 

原本充满欧式风格的彩窗变成现在富有科技感的窗户的改变是巨大的。如今，充斥

着赛博朋克风格的高楼大厦风靡了整岛，而旧时的窗户似乎只是文化的化身，时代

的尘埃，被缓缓的洒在新加坡的土地上。 
 

2.4.3. 各个时代窗的意义以及其背后的时代 
 

在旧时代，彩窗是绚烂夺目的。贫穷所带来的设计上的廉价感被五彩鲜艳的色彩所

掩盖，乃是属于哪个时代的独特的艺术，苦中作乐的造物。木质的窗户为居家带来

了诸多便利，而设计者的心思则是侧重在了表象上的华丽，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

品。 
 

在新时代，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窗户的种种作用也能被当下的科技产品所取代。

而这时，窗所扮演的角色早已今非昔比。窗的更多价值需要从细节上体现，也正因

如此窗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一步步走向简约，返璞归真。同时窗给更多的设计师

提供了灵感的媒介，成为了一种载体，一种体现新加坡独特魅力的载体。正如樟宜

机场第三航站楼的设计宣言从一开始便是为了让旅客体会新加坡的花园城市色彩。 
 

在现代，人们对物质不再追求。更多人选择了将眼光放在了灵魂上的含义。从贫穷

到繁荣，从表象到内涵，从物质到精神。尽管时代的蜕变总是那么的悄无声息，但

印证着时代进步的印记却早已牢牢地烙印在了窗上。透过窗，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

外面的风景。我们能从它身上看到一个时代。 
 

3. 最终报告 
 
3.1. 最终材料-网页 

 
https://181840x.wixsite.com/caichuang2020 
 

https://181840x.wixsite.com/caichuang2020


 

 



3.2. 最终材料-问卷调查 
 

 

 

 



 
 

4. 个人反思 
 
4.1. 金敏赫 

 
作为本小组的组长，我很荣幸能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延续一

项富有意义的专题作业。 
 
专题作业的路程是漫长的，是艰难的，是困难重重的。资料的匮乏，

并没有打倒我们继续这项专题的念头；因疫情而关闭了数月的国家图

书馆也无法阻挡我们对于知识的探知；永远赶不上变化的计划，没有

让我们感到气馁失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路上的艰辛与阻碍并没有打消我们延续这文化瑰宝的信念，反而更

加让我们觉得，这项专题是有意义的。不为人知的埋没宝藏总有重现

天日的那一天，被人们发掘，被人们重视。去走一个前人没有走过的

路无疑是凶险万分的，但这却让我们创造的每一个脚印，都是新的大

陆。 
 
只要坚信道路的终点是光明，那么无论路上有多黑暗都不会把我们打

倒。 
 
在旅途的终点，我收获的不仅仅是专题的圆满结束。我更是收获了两

名与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同舟共济，相互扶持的组员。没有他们

，就没有今天的我，也没有今天的专题。 



 
旅途的收获不一定只会出现在终点线。那些路上的风景，还有那些陪

同我一同经历旅程的人，是我在今年最大的收获。 
 

4.2. 田奕宸 
 
现在，虽然这个专题作业结束了，我还是怀念做此专题作业时的一些

东西。 
 
我怀念查询资料的时候。这是一个很费劲的过程，因为关于彩窗的资

料非常非常稀少。我怀念找到第一本详细讲述彩窗设计的资料时，我

们组员脸上兴奋的表情。 
 
我还怀念进行过的实地考察。当时，我和我的组员们一起兴致冲冲的

制定计划；这次要去哪，哪次要去哪。当看到我们拍出的照片的时候

，我们的眼里，满是狂喜。 
 
在此专题作业中，我们还遇到了许多困难，这是肯定的。往大了说，

疫情突如其来的爆发；阻断措施雷厉风行的施行丝毫不给我们任何喘

息机会。往小困难说，没查好资料导致实地考察时峇峇屋没开门的窘

境现在都还历历在目。 
 
而我们终将是挺过了这些困难，并且做出了在有限的资源内，我们还

认为是满意的成品。这不就够了吗？ 
 
我还在此专题作业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关于彩窗的，而是关

于团队合作的。 
 
如果不是我们几个人分工合作，我们就不会查到资料。 
如果不是我们几个人头脑风暴，我们就不会有有收获的实地考察。 
如果我们几个人配合的好一点，我们也不会遇上门不开的窘境。 
 
对我来说，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4.3.  虽然我的中文水平没比我其他的组员好，我非常感谢我的组员们包容
我，让我欣赏到了彩窗的魅力，体会到新加坡丰富，宝贵的文化。 
 
虽然今年的疫情打扰了我们专题作业的计划，使我们无法去图书馆找

资料，我一定会珍惜，怀念我组一边上网找资料，一边开玩笑的美好

时光。 
 
我非常感激我组持之以恒的精神。虽然网上的资料非常难找，要求我

们使用几个小时搜出几百个网站的信息，敏赫，奕宸的鼓励，陪伴让

我们造成了这个精美的产品。 
 
但经过了疫情带来的麻烦，困难，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首先，我们不可以让艰难的形势难倒我们，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

都必须尽快思考，解决问题，才能顺利地完成计划 
 
其次， 我也体会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若我们没有好好的分工合作
，有效的沟通，我想我们一定不会完成这项专题作业。 
 
如果我有另一个机会，我一定会再重新完成这份作业，展示彩窗的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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