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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研究：

1.1研究目的

● 由于新加坡的土地有限，我们本地市场的食物主要来自海外，依赖外国进口。

● 如果别的国家发生灾荒，不把食物进口给新加坡，我们就无法得到充足的食

物。

● 然而，新加坡浪费粮食的情况十分严重，许多人没有节约食物的观念。

● 我们要帮助年轻人树立一个“不该浪费粮食”的意识，培养节约粮食的习惯。

● 我们希望让年轻人了解粮食来之不易，是通过一个复杂又漫长的过程才来到

我们的餐桌上，从而告诫人们要珍惜粮食。

● 我们希望新加坡国人能改变浪费粮食的行为。

1.2内容简介

通过研究粮食从一粒种子慢慢长大，最终来到我们饭桌上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了解粮食如

何来之不易，让年轻人从中学会珍惜粮食，不再浪费粮食。

1.3文献研究

● “说起节约粮食，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最常被引用

，以此来说明农民种粮食的辛勤劳作与艰辛，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这说明粮食

种植非常不易，连唐代的诗人也写了诗歌感谢农夫。因此，我们也要节约粮食，不要

浪费。~ 魏鹂莹《搜狐》 “粮食来之不易”  2020年9月24日



● “而为了确保国家食品安全，新加坡政府去年推出‘30·30’愿景，计划用10年时间逐步

提高本国食品产量，减少食品进口依赖。” 现在，新加坡的粮食大多数是从别的国家

进口的。因此，如果发生灾难了，各个国家的粮食生产也降低，我们无法得到充足的

粮食。我们应该珍惜粮食，若发生灾难，我们还会有足够的粮食。~ 《新华网》 “‘食物

银行’和‘30·30’愿景促进新加坡减少浪费提高食品保障”  2020年9月21日

1.4研究方法与框架

1.4.1研究方法

● 参考网上资料

● 问卷调查

1.4.2研究框架

● 粮食的种植

● 粮食的加工制作

● 粮食的运输

● 粮食的售卖

● 新加坡粮食的来源

2. 内容

2.1粮食的种植

主要粮食种类 所属农作物

面粉 麦子

大米 水稻

马铃薯 土豆



玉米 玉米

燕麦 谷类草

小米 谷类草

面粉图片：

大米图片：

马铃薯图片：



粮食种植的过程非常不易：

● 粮食的种植，从撒种到收获要很长时间

○ 水稻：105-150天/5-6个月

○ 麦子：7-8个月

○ 土豆：80-100天/3-4个月

● 在农作物成长的时候，农夫需要付出很多劳动

○ 间苗：撒种的时候，农夫有可能在田地里撒了太多的种子，导致长出的幼苗非

常拥挤。为了保证幼苗有足够的营养和生长空间，农夫要及时拔出一部分的

幼苗，选留壮苗。

○ 浇水：浇水指的是直接用水将田地浇透，让幼苗有充足的水分更快速地成

长。水分不足，粮食的幼苗就会干死。

○ 施肥：为了防止庄稼得病或被虫子咬，农夫要将肥料施于田地里或喷洒在幼

苗上，提供幼苗所需要的养分改善粮食的品质。

○ 对付害虫：农夫会利用不同的农药来保护农作物。例如，用除草剂来消除掉野

草、用杀虫剂杀死害虫、用杀菌剂杀死真菌。否则，农作物就会得病。

● 如果遇上天灾，粮食就无法丰收

○ 旱灾/干旱：旱灾就是一直不下雨，粮食缺乏水，无法好好地成长。不仅没有

雨水，连河里也没有水给庄稼浇水，让粮食大量的损失。



○ 虫灾：某种昆虫量过大，吃幼苗的叶子，或将细菌、病毒或真菌感染传播给幼

苗，从而造成自然灾害，威胁粮食的成长，并使一些粮食死掉，严重的时候颗

粒无收。

旱灾图片: 虫灾图片：

2.2粮食的加工

粮食从田地里收获以后，需要进行好几次的加工，不加工的话，人们就没有办法吃。

粮食加工的过程非常不易:

● 粮食从田地里收获以后

○ 要去壳、去叶，进行初步的清理。

■ 例如：水稻去壳以后，才能变成我们熟悉的大米

■ 小麦也要去掉麦穗，去除麦粒，麦粒再磨成面粉。

■ 马铃薯从田里挖出后，需要去叶，去泥。

● 粮食运到加工厂以后

○ 麦子碾磨成面粉后，才能制成饼干、甜甜圈、蛋糕等。

○ 大米碾磨成米粉，才能制成薄煎饼、米粉面条、汤圆。

○ 马铃薯制成香草烤土豆、炸土豆球。

● 在面粉厂：



○ 要先清洗粮食，让它干净。

○ 被一系列的碾磨机研磨。

○ 麦子就会被研磨成面粉，大米也可能会被磨成米粉。

○ 面粉还需要进行自然漂白。

○ 最后 面粉就会被包装起来。工人需要确保包装的面粉是密封的的，这样人们

把它买下来时才能保证质量是是新鲜的。

○ 包装好的面粉就会被运去面包加工厂，商店，小贩中心等地。

粮食加工厂图片：

面粉图片：

面条图片：



2.3粮食的运输

粮食的运输过程非常不易：

● 人们要把粮食从生产地的农村运送到各个粮食加工厂。

● 粮食加工后，要通过卡车运到一个存储地，通过汽车、火车、轮船、飞机运输到不同

地方。比如运到港口的仓库，等待装箱运输。

● 当足够的粮食装满一个商船时，商船就会启航，经过一段时间运输到另一个国家。到

达目的地以后，粮食又被储存在目的地的粮仓里.

● 新加坡的粮食大多是从中国、泰国、印度、和越南来的。

● 例如在泰国，粮食是从农场运到加工厂。加工完后，粮食就会被运到港口，等着装满

一个商船。商船通过海上航行到新加坡的港口。

● 运输过程要注意什么？

○ 运输前，人工必须检查粮食是否有虫害。商船要清洁，也要装好油，才可把粮

食放上商船。运输时，如果下起很大的雨，粮食也不能被雨淋湿，不然粮食会

发霉的，就不可吃了。

● 运到新加坡以后要有较大的仓库储存粮食。



2.4粮食的售卖

食物加工好以后，被运送到各个商店、超市、小贩中心等地售卖，最后才能来到我们饭桌

上。

粮食的售卖过程非常不易：

● 运到各个超市、商店，保鲜保质是个关键。

○ 首先, 食物被售卖前, 人们要把食物包装得好。 超级市场也把食物放进冰箱里

，这样食物才不会变坏。

○ 有些人也喜欢把盐放在食物上，减少食物里的水分，避免细菌和的生长。

○ 人们也会用塑料带把食物包装好，保持洁净，才把它卖给别人。

● 运到小贩中心、餐馆后，厨师进行烹饪，粮食才能变得好吃。

○ 到了小贩中心或餐馆后，厨师需要把面粉和面条煮熟，才可以卖给别人。

○ 厨师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来把粮食做成各种口味，变出很多花样。例如，

● 顾客买粮食回家做饭，父母或家人要经过一番制作

○ 如果人们直接从超市买面粉，面条，他们回家后就会自己把粮食洗干净，然后

做成面包，馒头等。

○ 烘焙过程需要很多时间，花费不少功夫。

总之，通过粮食的种植、加工、运输、售卖这四个过程，从中可以发现，我们能

吃到粮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要经过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粮食要走很

多路，有许多人付出劳动，付出汗水。

2.5新加坡粮食的来源



● 新加坡的土地有限，土地面积只有728.3平方千米，只有2平方千米是农场。因此，

这么少的农场土地，要供应全部新加坡人吃饭是不可能的事。新加坡须依赖外国得

到粮食。

● 大约90%的粮食是从别的国家运过来的。

● 若外国发生灾难了，或者不能供应粮食给新加坡，新加坡没粮食吃了。

● 我国不生产粮食，不能自给自足，我们更没有理由浪费粮食，需要节约粮食。

2.6新加坡年轻人对粮食浪费和来之的过程有多么了解，及他们饮食的行为



● 这显示出，大部分的年轻人其实对食物/粮食的浪费有了解。

2.6.2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浪费粮食吗？

受访者有以下几种答案：

● 粮食是从农民的辛勤劳动中而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这么浪费粮食。

● 粮食是世界上的宝贵资源，所以我们不该浪费粮食。

● 在我们社会中有好多不幸人士，有时候他们没钱而买不到粮食，但我们还是把获得

粮食当理所当然的，这是不良的行为。我们应该把多余的粮食捐出去，向需要帮助

的人伸出援手。

2.6.3你知道粮食是怎么产生吗？

● 大多数的答卷者不知粮食是怎么产生的。

● 只有一些答卷者举了例子，例如：农场、灌溉、垂直耕作

这显示，大多数的年轻人其实在尽量减少粮食浪费，但还有一部分的年轻人没注意到他们

粮食浪费的行为。



大部分的年轻人不了解粮食是如何加工并运输到新加坡进行出售的。因此，我们要制作一

个网站，让年轻人更容易地了解粮食来到餐桌上的不容易的过程，使他们珍惜粮食，不随手

扔掉食物，减少粮食浪费。

3.最终报告

3.1最终成品

● 编辑成网站

○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liangshilaizhibuyi/home

4.反思

4.1反思报告

李杰：

作为专题作业的组长，我学到了分工的重要性。在六月假期时，我没给组员分工，导致整个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liangshilaizhibuyi/home


六月假期，连一个任务也没完成。结果，第三学段一开始，我和组员就必须赶紧做专题作

业。同时，各个课目的老师也给我们更多功课，测验一个又一个的来临了，也没有太多时间

完成专题作业，只好在最后几个星期，拼命把它做完。在这次活动中我学到，以后，若我是

组长，我要分配任务给组员，也要抓紧时间，在六月假期的时候做些研究，有些进度。这样，

我们不必最后几个星期赶着做了，专题作业也会有更高的质量。

黄玄叶：

通过这次的专题作业，我学到了合作的重要性。我们组的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部分准时

做完。如果我们没有准时做完我们自己的部分，很难进入到下一个部分，就会导致整个组的

进度变慢。所以我们都应该互相合作，遇到困难时应该互相帮忙，组员们求助。只要大家一

起合作，我们就能快速高效地完成我们的任务,取得更大的进步。

林楷：

通过这次的专题作业，我才明白食物来到我们饭桌上的过程的确不容易。粮食的种植至少

要80天，才能够送去食物加工厂。在加工厂，不同的粮食会经过不同的过程。运送到别的国

家后，食物就会被运去不同的地方。这些地方就会把食物包装好，这样食物才不会变坏。在

餐馆或小贩中心，厨师需要把面粉和面条煮熟，才可以卖给别人。总而言之，新加坡粮食来

之不易，由于新加坡的农田土地很少，我们种不了自己的粮食，因此必须从别的国家卖。可

是，世界上的食物有限，因此我们应该学会珍惜它，不要浪费食物。

沈易达：

从今年的专题作业中，我觉得我应该在专题作业的研究方面做更多的事情。首先，我应该在

专题作业上付出多点儿努力，空闲时与大家合作完成任务。其次，我认为自己可以在我们

的讨论中发表我的想法。我也应该主动完成我研究的“粮食的加工”，而不是只做我被告知

要做的事情。我也可以在我的专题作业投入更多精力。最后，我可以更准时地参加我的专题

作业组的谷歌会议。既然加入这个专题作业小组，我就要有更多的担当。我相信在这个专

题作业之后，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为我的团队做出更多贡献。



参考资料:

水稻种植全过程（从晒种——入库九步走）. (2017, October 26). 搜狐.

https://www.sohu.com/a/200379572_100029049

虫灾. (n.d.). 百科百度. Retrieved August 1, 2021, fr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9%AB%E7%81%BE/8665634

Wong, R. W. (2014, January 14). 粮食的运输. Skuld.

https://www.skuld.com/topics/cargo/solid-bulk/agricultural-cargoes/transportation-of-

wheat/

好面包源于-粒好麦. (2019, July 18).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74053693

粮食加工. (n.d.). 百科百度. Retrieved July 11, 2021, from

https://www.sohu.com/a/200379572_1000290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9%AB%E7%81%BE/8665634
https://www.skuld.com/topics/cargo/solid-bulk/agricultural-cargoes/transportation-of-wheat/
https://www.skuld.com/topics/cargo/solid-bulk/agricultural-cargoes/transportation-of-wheat/
https://zhuanlan.zhihu.com/p/740536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AE%E9%A3%9F%E5%8A%A0%E5%B7%A5/6900

404

土豆地种子. (2021, February 26). 夏栀园艺.

http://www.zhiwushuo.com/baike/193882021022619388.html#:~:text=%E5%9C%9F%E

8%B1%86%E7%9A%84%E7%A7%8D%E5%AD%90%E5%B0%B1%E6%98%AF%E5%9C%9F

%E8%B1%86%E6%9E%9C%E5%AE%9E%E6%9C%AC%E8%BA%AB%EF%BC%8C%E5%A4

%A7%E9%83%A8%E5%88%86%E5%9C%9F%E8%B1%86,%E7%94%9F%E8%8A%BD%E8%

BF%9B%E8%A1%8C%E5%86%8D%E6%AC%A1%E7%94%9F%E9%95%BF%E3%80%82

粮食来之不易. (2020, September 24). 搜狐.

https://www.sohu.com/a/420469281_571524

“食物银行”和“30·30”愿景促进新加坡减少浪费提高食品保障. (2020, September 21). 新华

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21/c_1126520215.ht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AE%E9%A3%9F%E5%8A%A0%E5%B7%A5/69004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AE%E9%A3%9F%E5%8A%A0%E5%B7%A5/6900404
http://www.zhiwushuo.com/baike/193882021022619388.html#:~:text=%E5%9C%9F%E8%B1%86%E7%9A%84%E7%A7%8D%E5%AD%90%E5%B0%B1%E6%98%AF%E5%9C%9F%E8%B1%86%E6%9E%9C%E5%AE%9E%E6%9C%AC%E8%BA%AB%EF%BC%8C%E5%A4%A7%E9%83%A8%E5%88%86%E5%9C%9F%E8%B1%86,%E7%94%9F%E8%8A%BD%E8%BF%9B%E8%A1%8C%E5%86%8D%E6%AC%A1%E7%94%9F%E9%95%BF%E3%80%82
http://www.zhiwushuo.com/baike/193882021022619388.html#:~:text=%E5%9C%9F%E8%B1%86%E7%9A%84%E7%A7%8D%E5%AD%90%E5%B0%B1%E6%98%AF%E5%9C%9F%E8%B1%86%E6%9E%9C%E5%AE%9E%E6%9C%AC%E8%BA%AB%EF%BC%8C%E5%A4%A7%E9%83%A8%E5%88%86%E5%9C%9F%E8%B1%86,%E7%94%9F%E8%8A%BD%E8%BF%9B%E8%A1%8C%E5%86%8D%E6%AC%A1%E7%94%9F%E9%95%BF%E3%80%82
http://www.zhiwushuo.com/baike/193882021022619388.html#:~:text=%E5%9C%9F%E8%B1%86%E7%9A%84%E7%A7%8D%E5%AD%90%E5%B0%B1%E6%98%AF%E5%9C%9F%E8%B1%86%E6%9E%9C%E5%AE%9E%E6%9C%AC%E8%BA%AB%EF%BC%8C%E5%A4%A7%E9%83%A8%E5%88%86%E5%9C%9F%E8%B1%86,%E7%94%9F%E8%8A%BD%E8%BF%9B%E8%A1%8C%E5%86%8D%E6%AC%A1%E7%94%9F%E9%95%BF%E3%80%82
http://www.zhiwushuo.com/baike/193882021022619388.html#:~:text=%E5%9C%9F%E8%B1%86%E7%9A%84%E7%A7%8D%E5%AD%90%E5%B0%B1%E6%98%AF%E5%9C%9F%E8%B1%86%E6%9E%9C%E5%AE%9E%E6%9C%AC%E8%BA%AB%EF%BC%8C%E5%A4%A7%E9%83%A8%E5%88%86%E5%9C%9F%E8%B1%86,%E7%94%9F%E8%8A%BD%E8%BF%9B%E8%A1%8C%E5%86%8D%E6%AC%A1%E7%94%9F%E9%95%BF%E3%80%82
http://www.zhiwushuo.com/baike/193882021022619388.html#:~:text=%E5%9C%9F%E8%B1%86%E7%9A%84%E7%A7%8D%E5%AD%90%E5%B0%B1%E6%98%AF%E5%9C%9F%E8%B1%86%E6%9E%9C%E5%AE%9E%E6%9C%AC%E8%BA%AB%EF%BC%8C%E5%A4%A7%E9%83%A8%E5%88%86%E5%9C%9F%E8%B1%86,%E7%94%9F%E8%8A%BD%E8%BF%9B%E8%A1%8C%E5%86%8D%E6%AC%A1%E7%94%9F%E9%95%BF%E3%80%82
https://www.sohu.com/a/420469281_571524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21/c_112652021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