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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项专题作业的目的

2014年，新加坡在“智慧国家2025”的提议中提到了要把移动支付作为促进新加坡全岛

采用智能技术的五大战略项目之一。华侨中学身为全国著名的中学之一，应该理应响应

政府的倡议，为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智能技术推广出一份力。那么，学校应该怎么做？实

现的过程中会遇到怎样的挑战？作为华中学生的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来促进无现金

支付在学校里的顺利实施呢？我们想通过此次专题作业，对以上的问题进行了解，再通

过问卷调查和网上资料，了解学生们和家长对推行无现金支付的看法，和潜在的问题或

可造成的危害，希望为华中推广无现金支付的活动保驾护航！

2：安排的计划

WP1：收取资料
为了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移动支付的情况，我们会进行广泛的资料的收集工作，主要包

括：

WP1.1 通过问卷调查和问卷分析，了解华侨中学学生的使用状况，

WP1.2 采访学校外面的人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了解他们对无现金支付的感想与观念

WP1.3 手册设计的规划和构思。

WP2： 项目总结和展示
我们会在这个阶段进行以下总结：

WP2.1 完成书面报告。

WP2.2 完成手册设计。

WP2.3 完成手册制作。

手册链接：https://create.piktochart.com/output/55388954-my-visual

3： 思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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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去年观察到班委要给同学们下楼买饭时，很多时候同学没有零钱，摊主也时常因

为人手不足，没有仔细点算同学们给的钱或忘了找还余额，因此总会有同学抱怨零钱丢

了，他们就把责任推到班委身上，说他们多收他们的钱，因此时常会造成误会 。到了今

年，疫情好转，同学们可以自己下楼打包了。但谁知，新型变种病毒扫卷新加坡，防疫要

求又严禁了。我们认为，若疫情持续蔓延，这个班委下楼打包地历史会重演。因此，我们

认为推广无现金支付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好方法。但是，俗语说：“人无完人”，若华中

要推广无现金支付，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好与坏处？我们为此展开调查。

4：研究结果

3



4.1：问卷调查

根据52人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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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采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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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访了鸡饭摊位的老板和帮我们打印作业的阿姨。

(双电这个照片，在按一下pop-up出来的按钮。若不可以，请点以下的链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w31Hl_jDrwzHVh-5-AJ8qdUCGJ5kvsD/view?usp=s

haring（鸡饭摊位的老板）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xePmbPb_btSPBZI8l4euvibwb2o0MAQ/view?usp=s

haring （打印机服务的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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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华侨中学无现金支付的现状

华侨中学从古至今，历经不少沧桑。自从政府的推动下，新加坡无现金支付的推广一直

取得不少成就。随着电子化越来越受关注，学校也不甘示弱，也连续在多个领域推广了

无现金支付。拿图书馆作例子吧，这是最近推广无现金支付的地方。现在付罚款，是通

过PayNow付钱（这是根据iemb上的消息）。除了图书馆以外，我们的文具店以及

Makerspace支持无现金支付。8月16日，Sung Kah Kee 宣布，老师们如果每天在学校

食堂使用NETS支付，就可以便宜5%。这是为了鼓励老师使用无现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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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华中推广无现金支付的好处

在华中推广无现金支付有很多好处。根据我们的调查，大部分人在去年打包遇到的问

题分别是：

1：算钱算错，亏钱 (8人）

2：花时间找零钱，导致吃饭可能吃不完（4人）

若今年或明年又实行班委下楼打包地制度，推广无现金支付可以易如反掌地解决以上

问题。就算疫情消失后，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下楼吃饭，无现金支付带来的的利益不会

消失。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若有无现金支付，可以把班上同学的饭钱用计算器

加起来，然后直接输入到手机里。特别是去年，新闻报告病毒可以通过纸币传播，有的

同学害怕纸币不安全，若能推广无现金支付，可以解忧他们的害怕。除了学生，这也会

帮助到摊主，让他们不用麻烦找钱给学生。

其次，第二个问题的严重性可以通过无现金支付的推广减少。无现金支付因为不用担心

找零的问题。班委下楼打包，总是要找零，而且因为给全班打包，这笔钱不是一笔小

数。若每个摊位都支持无现金支付的话，同学们付了钱，只需要派人下去取饭，并不用

等着别人或自己慢慢付钱找零。这回大量减少需要排队的时间。这也会解决另外几个

问题，比如因为同学们排队太久而不能在30分钟内吃完饭，造成学生与老师们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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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无现金支付依然有效。无现金支付带来的长期效应还是很大的。随着无现金支

付的普及，现金支付将无所遁形。比如说，即使疫情过了，无现金支付将带来的方便和

减短食堂摊位的拍队，会继续给学校不断带来好处。但是我们理解，现金支付完全消失

并不是一件好事，毕竟有些同学有种种原因不能使用。那我们为了鼓励同学使用无现金

支付，可以让使用无现金支付的同学少付10%的价钱。

无现金支付也不光限制在食堂内。学校所有设施，包括书局，复印，行政楼等等，都可以

在可行的条件下推广无现金支付。（好处）

无现金支付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出谁付了钱，谁没有付。这特别是在班上筹款活动

或学校的某种年庆时有效。比如，班上每个人需要付费20元庆祝年终考试结束，如果用

现金支付，不但需要有专门的人收钱，而且少了钱也不知道是谁没有给。但如果我们用

无现金支付，不但节省人工，而且一目了然，不用担心出任何差错。（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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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推广无现金支付可能遇到的困难

我们认为，推广无现金支付可能遇到这些困难：

1、父母对孩子没有信任，不想让他们带信用卡

2、有些学生想贪小便宜，故意少给钱

3、安装费用高

4、系统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最受关注的。我们班就有很多同学受父母限制手机时间，也为了安全，不

让他们的孩子带他们的信用卡上学。这对推广无现金支付设了一个很大的阻碍。这些学

生没有这些设备，他们难道就不可以买饭了吗？一种解决方法是让学校还可以让有些

同学用现金支付。

第二，我们不能排除有些同学还趁火打劫，故意少付钱的可能性。世界里有的人真是喜

欢占小便宜，他们知道使用无现金支付时对方看不到自己付的钱，故意少付几毛几块钱

，有时卖家不注意，这件事也就混过去了。上回在中国旅行时，买了瓶矿泉水，两元，但

我们要付钱时不小心多打了一个零，付了卖家20元。还好那个卖家诚实，谨慎，还了我

们18元。但现在换过来，20元的东西有的人故意付2元，如果没仔细看，还真不知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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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大钱了。而且，如果在华中同学这么做被曝光，先不管他坐牢的事，学校在某种程度

上要限制无现金支付，那岂不是又回到了现金支付？

第三个问题。以一般的信用卡/现金卡支付系统为例，除了一次过的安装费和押金，还要

预支两年的月租费，加起来差不多要1200新元左右，对于那些不确定安装系统后会否带

来新客源或销售额增加的小商家来说，确实有投资风险。对摊贩来说，这笔费不小。虽

然新加坡政府也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201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的“数码化”计划为中

小企业提供了一些帮助，重点协助中小企业提高生产力，培养营运方面的数码化能力，

但这个加上摊位的租金，对在疫情中靠天吃饭的他们来说就是雪上加霜。

第四个问题是不可不发生的。系统毕竟也是人造的，也不完美，因此会出事故。问题就

出在，如果哪天系统出了故障，刷卡没法刷，程序正在更新，会给学生们带来不少麻

烦。特别是当这个系统质量很差的时候，学生肯定不想用无现金支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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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学校如何推广无现金支付，以及面临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发现有几所中小学校已设立无现金支付。其中包括：

1、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8年4月16日，校方通过邮件，通知同学和员工们，下个学年（8月到明年5月）所有学

校食阁和商店接受各种无现金支付，完全不接受现金。为了鼓励同学们使用无现金支付

，国大和NETS合作，从4月1日至5月31日，在学校食阁或商店付款超过1.5元，就可以折

扣五毛钱。据校方统计这项措施实施以来，六成以上的交易改成了无现金交易。然而，

不少学生和小贩开始吐槽学校。一名二年级女生说感到很混乱。另一名一年级学生说，

有时候等前面的人付款可以等1-2分钟，尤其在用餐高峰，可想而知。一名40岁经营西餐

摊档的小贩说，无现金付款要查看付款是否成功，会浪费很多时间。而且小贩要付款给

供应商，手上没有现金也很麻烦。还有两组学生在网上发表联署请愿，反对学校的决

定。一名叫Andrew Lee的网友写道，他虽然认同无现金支付的便利，但觉得学校的选择

没有包容性，应该保留现金支付的选项。

2、安泰小学(Anchor Green Primary School)

2016年7月，储蓄银行让大约130名安泰小学的学生率先使用智能手表付款。经过一年

的测试，智能手表支付已经扩展到了19所小学校。除了学校，外面的商店只要支持

NETS支付，也可以使用智能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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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华中应该怎么做，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据其他学校学生和摊主在网上报道，一个主要问题是大家尝试用无现金支付时会把排

队时间拉长。摊主也要看付款是否成功，很麻烦。这个情况是介绍无现金支付目的的

相反。就看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和摊主的回馈，主要原因是因为学校把用现金支付的选

择除掉，因为有时一些人账户里没有钱，很麻烦。所以，我们建议华中在推行无现金支

付时不要除掉可以用现金支付的选择。比如说，学校可以设定无现金支付和现金支付

两个队。想使用无现金支付的学生站一边，不能使用的占另一边。这可以把解决排队

时间延长的问题。还有，要是摊主认为一位学生花了太长的时间但没有成功的用无现

金支付付好钱的话，摊主可以让他站到另外一边，使用现金支付，或者让他到一边尝试

，先注重其他学生。最后，要是华中想像新加坡国立大学，给使用无现金支付的学生折

扣，最好等大家都对无现金支付熟悉了后才给，避免太多人使用但又不对无现金支付有

一个很好的理解，造成食堂有很长的队，造成不便。

13



10：如果要推广，怎么才能推广移动支付
我们认为，推广移动支付的方法首先不应该是强力推行。国际上，任何国家或世界组织

像推广什么，必须获得民众的同意，否则会有不少抗议活动，搞得一团糟。在华中这也

一样，若学校搞不好推广无现金支付的方法和解决不了存在的问题，漏洞百出，学校肯

定会“出名”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慢慢开始让移动支付变成学校里的主要付款方式，为了让同学们开始适应。

比如说，先让高年级学生使用，让他们给学校反馈，再经过一些改进，慢慢推给低年级

学生。当然，也要给一些折扣，比如打一折。

其次，学校可以在iemb上通知学生他们要推广无现金支付了，鼓励同学在哪天之前准备

好所需要的设备，同时可以让同学分享他们面临的问题，让学校的负责老师给那些同学

提供援手。

其三，学校可以在学校境内粘贴海报，宣传无现金支付的好处。一些同学们意识到好处

后，会亲自试着用。学校老师也可以采访这些学生，把他们对使用无现金支付的感想和

信心也宣传出去，这就是所谓的“一传十，十传百”。

最后，学校可以推行一个奖励制度。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奖励制度可能只能在初期有

效。因为这是为了鼓励同学们赢取奖品而使用无现金支付，他们并不是自愿地使用。但

是，有些同学在为了得取奖励的同时，可能会喜欢上无现金支付，自然而然地就习惯的

用上了。慢慢的，没有奖励他们还持续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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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学校推广无现金支付的方法数不胜数，并不限于这几种。其实，不管学校用

哪几种方法，只要同学们感到有兴趣，对无现金支付有信心，任务就已经算完成了。

附录

11: 我们的感想

文一韬：做完这次专题作业，我学会怎么样在等的时候更耐心。每次我们要去采访时

，我们需要等很久才能等到采访的机会。我也发现了耐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它会给我

们时间好好思考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很多时候由于我不耐心，造成了对自己和别人的

不利。有时候在等别人加入讨论时也会有点不耐烦。我通过这次的专题作业，也像是上

了一次宝贵的课，教会我要冷静，不要太急躁，不耐烦，才会做出对组员，自己，和其他

人最好的决定。这次专题作业也让我学会了怎么样合理安排时间。很多时候我回到家

有很多功课，但是还要对这组做出贡献。我后来发现我需要把时间整理好，才可以轻松

地完成所有该做的事，效率也最高。现在看来，学会安排自己的时间会对将来有很有帮

助。这两个是我的收获。

左宸宇：做完专题作业，我学到了只要团结合作，就能发挥出超强的思考能力。疫情期

间，很多原本必要经过的调查阶段不能进行，我们只好代替他，或完全跳过。这让我们

的专题作业调查工作进展遇到了不少麻烦，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做下去，我们相信只要

疫情好转就能有机会做采访。于是，我们真的做到了。

第二，我们各有各的强项，也有缺点，我通过这次专题作业学会了包容别人的缺点，同

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缺点。比如说，虽然我们其中一个组员写作水平不是很高，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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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超常，因此我们帮助他做了写作的部分，设计海报的部分大部分都是他做的。我正

好相反，也顺便从他学到了基本的设计技巧。

曾庆达：做完这次的专题作业，我学会了要合作，才可以把大家的力量融合在一起，

最终会做出最好的成果。当然，合作时也需要互相帮助，才可以加进进步，得到更好的

成果。虽然团结合作确实是较难的事，偶尔会有争吵，计较，但最终的结果会是值得的。

这是我通过这次的专题作业学的宝贵知识，教会我如何和组员们合作，帮助他们是为了

整个组的突出表现。

二，我也在专题作业中学到了管理时间的重要性。以前，我特别不重视管理时间，但这

个专题作业之后，我便开始安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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