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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驻新大使：若学校倡导玩乐学习

丹麦学校不注重成绩
注重培养公民意识

新加坡人将更快乐
林俐贤

报道／摄影

shinmin@sph.com.sg

丹麦驻新加坡大使指出，若政府的
政策更亲家庭，学校倡导通过玩乐学
习，将能让新加坡人更加快乐。
丹麦驻新大使巴瑟，日前在新加坡
管理大学的连氏社会创新中心，举行
“可持续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向幸福的
丹麦人学习”论坛上表示，亲家庭政策
让让父母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而学校
注重通过玩乐学习，都能会让新加坡人
变得更快乐。
“新加坡政府今年实施的丈夫陪产
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让国人更

好地兼顾工作与家庭。”
巴瑟指出公司能让员工灵活地选择
从家里上班，也是一个维持工作与生活
平衡的好办法，工作场所的软硬体设施
也该更亲家庭。
巴瑟笑言：“在我们大使馆工作的
新加坡人占80％，他们说在这工作很
快乐，当然不是因为薪金高，而是因为
能从家里办公，上司对下属有足够的信
任。”
但大使也认为，学校学习环境很重
要，让学生注重培养课业外的兴趣和好
奇心，尤其是让年幼的学生通过玩乐学
习，都是培养快乐生活的重要条件。

▲丹麦幸福研究机构
首席执行官麦克表
示，丹麦学童在14岁
前，一般不会拿到以
分数计算的成绩单。

元。 （取自网络）
林女士上当后转账了2万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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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吓阿嫂

会被警逮捕
通话结束后，阿嫂收到男子简
讯，显示一张“中国通缉令”文件
的照片，上面填着阿嫂的名字。阿
嫂随后被告知，她将被带到中国，
会被当地警方逮捕。
经过商讨，阿嫂答应每四个小
时向男子报到，警方将不会逮捕
她，而银行户头期间将被冻结。
隔天，阿嫂接获通知，将银行
户头中的2万元转到一个公司户头。
两天后，阿嫂又接到指示，在中国
银行的新加坡公司开设户头，再转
账5000元。
阿嫂也被告知，倘若一切顺
利，2万5000元将被存入她的中国银
行户头中。不过，阿嫂第二次转账
后，男子就在本月1日失联，再无回
复简讯。阿嫂心感不妙，于是在本
月3日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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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业商人林恩增及家族

阿嫂坠 快递 骗局
痛失2万5000
阿嫂坠入骗局，被指邮寄20张
非法信用卡，涉嫌洗黑钱，结果痛
失2万5000新元。
林女士（67岁，家庭主妇）上
个月29日接获一通从中国打来的
电话，男子声称代表国际物流公司
敦豪（DHL），指阿嫂曾在新加坡
樟宜机场第二航厦将一个包裹寄到
中国上海，包裹内有20张非法信用
卡，并遭中国警方拦截没收。
男子也声称，一名中国男子因
拥有30多张非法信用卡而遭扣押，
其中一张信用卡则注册在阿嫂的中
国银行户头的名下，因此警方怀疑
阿嫂与中国男子涉嫌洗钱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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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学校不注重成绩，学童一般在14岁前
不会拿到以分数计算的成绩单。
论坛的另一名主讲人，丹麦幸福研究机构
首席执行官麦克说：“在学童年幼时，丹麦学
校注重培养公民意识、利他主义，也注重自由
自主学习，几乎不会为学童打分，更重要的是
人格发展和加强他们天赋及培养兴趣。”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
研究员陈赞浩在会上也分享，他和我国官员到
丹麦拜访时感到非常讶异，因为幼儿园的老师
让学童在课上角色扮演，学习国
家治理和“民主”的概念。
陈赞浩认为，本地学校根本
礼券
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太在意成
绩了，所以很难实行全方位教
育，尤其是没有测量指标，只能
透过观察来评定的价值观。

儿痛斥骗子

无良

阿嫂儿子上网痛斥骗子
无良。
我 母 亲 上 当
阿嫂儿子将母亲的经历
了 …… ， 让 你 骗
放上网，痛斥骗子的恶劣行
走了她一生积蓄，一
径，对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年
生为了养家而当夜班
老妇女下手，将她毕生辛苦
操作员、便利店收银
赚来的积蓄骗走。
员，辛辛苦苦积累的
他写道：“我母亲上当
储蓄！”
了，一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的退休妇女，被你荒谬的说
辞哄骗，让你骗走了她一生积蓄，一生为了养家而当夜
班操作员、便利店收银员，辛辛苦苦积累的储蓄。”
儿子也在网上公布了骗子所使用的名字、户头号码
等。
“我知道你是个组
织，‘王晓琪’估计是
你挪用的账户名之一，
你的手机号码现在也应
该变成空号了，我知道
我找不到你，你也会继
续欺骗其他人……。”
获悉坠入骗局后，林女
士报警备案，儿子也将事
件发上网。（取自网络）

捐100万给善济医社
黄田恬 报道

林恩增捐赠一百万予善济医社，
也加入成为善济医社新一届董事。

shinmin@sph.com.sg

▼善济医社第82届(2016-2018年度)
董事宣誓就职。（前排左起）总理公
署高级政务部长王志豪、主席卓顺
发、副主席林雍杰博士、副主席郭观
华先生和副主席郭来兴博士。

海事业商人林恩增与家
族，以父亲林和义名义，捐
赠一百万元给善济医社。
从事海事服务业的林恩
增与善济医社主席卓顺发相
识多年，早就听闻善济医社
的美名，也一直有心要回馈
社会。上个月他在卓顺发来
陪同下参观善济医社芽笼总
部，深入了解医社的运作流
程、愿景、使命与价值观。
他说，很多善款最后都
没有真正交到有需要的人手
里，而是经过重重的管理费
被扣掉了。
他认同善济医社透明的
运作管理。

林恩增：父亲生前
常助有困难同乡
林先生家族过后决定以
父亲林和义的名义，捐赠
一百万元予善济医社，让更
多民众受惠。他更加入成为
善济医社新董事，承诺会把
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善济医
社的工作上。
他表示，父亲生前一直
抱有行善精神，五六十年代
南来新加坡的时候，身为兴
化人的他便常常帮助有困难
的同乡。如今他加入成为善
济医社新董事，只是延续父
亲的生前行善精神和理念，
也纪念和感恩父亲的养育之
恩。
昨午，善济医社的第82
届董事在新达城国大校友俱
乐部进行简单庄重的宣誓就
职仪式。

主席卓顺发：

主席卓顺发受访时说，善
济医社原就计划于2018年，在
全岛各社区增设到20间中医诊
所。
现时已有11间诊所启用，
每日看诊人数约有1000人。今
年才新增设的三间诊所是惹兰
加由分社、682芽笼分社和692
芽笼分社。
今年底即将投入服务的社

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王
志豪在致词时表示，今年的经
济增长持续疲弱，相信需要善
济医社帮助的人会比往常更
多。
他说，一个过于物质化的
社会，对国家长远发展并非好

企图通过水路进入我国，马国男子被逮
捕。
警方文告表示，警察海岸卫队是在昨天
早上9时36分接到移民与关卡局的通报，指在
兀兰关卡附近海域侦测到一个浮动物体，相
信是企图游泳入境的偷渡客。
警察海岸卫队立刻派遣水陆支援到场截
查。9时45分，一艘警察海岸卫队快艇成功拦
截该漂动物体，将一名涉嫌非法入境我国的
46岁马来西亚男子逮捕归案。

移民与关卡局表示，严正看待所有意图
逾期逗留、非法入境和离境的违法行为。在
我国移民法令下，非法入境和逾期逗留，一
旦罪成，可被判坐牢长达六个月，以及最少
三下鞭刑。
警察海岸卫队司令许心昀高级助理警察
总监说：“新加坡警察部队和移民与关卡局
此次成功的联合行动，重申了当局在新加坡
水域打击非法活动的坚定决心。警察海岸卫
队将继续保持警惕，以达成我们的使命。”

陈建宁。（主办方提供）

失智症座谈会

他还在会上赞扬本国私人机构
及医院积极推广及宣导失智症，值
得仿效。
“之前在台湾参与政府发起的
失智症公益活动，新加坡却是靠人
民的力量，我觉得是件好事。”
谈及新加坡对失智症宣导方
面，他认为本国有很多专业人士积
极在为失智症病患出一份力，人民
也可以与政府合作推行及宣传。
李小姐（41岁，自由人士）到
场，因母亲有一些失智症前兆，特
出席讲座盼能得到相关讯息。“我
在听到别人的分享后，会关注某些
部分，陈建宁的分享也让我感动万
分。”
郭银娟（60岁）则是为了帮助
患有失智症的母亲，而且也为了一
睹陈建宁。

事。而做公益势必会遇到重重
困难，在这个经济处于低迷的
时期，他鼓励国人携手合作回
馈社会，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让年长者受到关爱关注，
度过安康幸福的晚年。

马国男子被捕

图游泳潜进我国

狮城宣导做法
值得台湾仿效

F.I.R.乐团团长陈建宁指出，本
地私人机构及医院联合发起宣导失
智症的做法，值得台湾仿效。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会和邱德拔
医院联合主办的《手中的记忆》失
智症心灵分享座谈会，昨日在邵氏
豪华大厦开讲，现场有超过450人
出席。
受邀出席嘉宾包括老年医学专
科医生聂之敏、戏剧治疗师李蕙
因、音乐治疗师陈安琪、关护者莫
玲珍，以及特别嘉宾台湾著名音乐
制作人、F.I.R.乐团团长陈建宁。
陈建宁分享照顾患有10年失
智症奶奶的经历。他在会上表示，
刚开始照顾奶奶时，偶尔自己会生
气，但慢慢地变为了解、转念。

区医社有宏茂桥、马西岭、榜
鹅北、三巴旺、杨厝港5间医
社。
对于来年的愿景，他说善
济医社并不仅仅满足于成为贫
苦者求医问药的场所，因为预
防胜于治疗，接下来希望向更
多年长者宣导更有效的全方位
保健及养生活动。

王志豪鼓励国人携手回馈社会

F.I.R.乐团团长陈建宁：

庄惠晴 报道

计划增设中医诊所

当天出席者超过450人。（主办方提供）

专家：用不同方式
戏剧治疗师李蕙因透过
影片展示病患利用有颜色的
意大利面，拼排出来的图
形，表露出病患的心灵世
界。
音乐治疗师陈安琪在分
享自己为病患所设计的一些
疗程时表示，孤僻的患者会

‘勿忘我’运动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和邱
德拔医院联手推出“勿忘
我”运动，宗旨在提升大众
对失智症的了解，并呼吁居
民为患者打造一个失智友善
的环境。
“勿忘我”运动从义顺

刺激病患大脑
透过音乐慢慢地将心房打开
接受外面世界。
老年医学专科医生聂之
敏也在讲座会上，提供一些
有关失智症的专业资讯。专
家也呼吁出席者，可以在家
多花时间透过不同的方式来
刺激病患的大脑。

打造失智友善环境
出发，目标是将义顺打造成
一个失智症友善社区，未来
希望能扩展至全国。
“勿忘我”运动从歌台
一直到明星分享经验的宣导
会，之后还会举办一连串的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