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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需求孩童家长认为，学前
教育中心对特殊需求儿童的扶持有
待改进，近半数学前特需儿童面对
主流幼儿园难找的问题；逾七成受
访家长希望我国立法保障特需孩童
的权益。
　　连氏基金会今年1月至5月间就
我国社会和教育体制是否具有足够
包容性，对835名特需儿童家长进
行调查。
　　调查发现，77％受访人支持更
具包容性的教育。半数受访人的孩
子在学前中心就读，当中46％为孩
子报读学前中心时曾面对挑战，其
中超过半数曾遭幼儿园拒绝录取孩
子；也有逾半数家长表示幼儿园教
职员对照顾特需孩童的训练不足。
　　另外，少过半数认为中心教
师、课程和设施可满足孩子需求。
　　约半数家长认为，孩子能进入
主流小学将是一项“成功”的指
标。但部分家长对孩子是否能顺利
过渡到小学教育表示担忧。
　　连氏基金会认为，要进一步促
进本地教育的包容性，可考虑扩
大强制教育法令，以涵盖特需孩
童。基金会总裁李宝华说，名列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
称PISA）排行榜首几名的国家和地
区中，新加坡是少数没有立法支持
包容性教育的国家。“像香港、韩

国、台湾和芬兰等地区和国家，它
们追求卓越教育的当儿，尽可能满
足每名孩童的学习需求。我们不妨
采取新思维来推动包容性教育。”
　　在现有法令下，被正式诊断为
特需儿童无须接受强制性教育。连
氏基金会数据显示，接受婴儿与幼
儿早期介入计划（简称EIPIC）的
约2600名孩童中，有超过1800名不
曾接受学前教育。
　　基金会指出，今年到期的第二
个残障服务总蓝图曾建议教育部，
最迟今年将强制教育法令延伸至特
需孩童，但教育部还未确定是否会
落实。
　　另一方面，社会也应进一步提
高对特需儿童的了解和包容。调
查发现，每三名受访人中有一人指

出，曾有成年人对自己孩子说出不
够敏感的话。47％家长表示，自己
少带孩子外出，是因难以控制孩子
在公共场所的行为，担心遭受异样
眼光。
　 　 彩 虹 中 心 学 校 （ R a i n b o w 
Centre）副主席潘健龙博士也是幼
儿与特需儿童教育专家。他认为，
新加坡可在硬件、软件和“心件”
方面促进包容性社会的发展。“硬
件方面，可以延续近年来发展更多
无障碍设施的趋势，让特需孩子有
更多机会外出与一般人接触交流。
软件的提升指的是公共设施的人员
获得更多培训，以更好地支持这些
孩童享用公共设施。‘心件’的建
设，则通过教育宣导，鼓励公众对
特需孩童和家长更体谅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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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女坠入亚历山大水道溺毙案
件在验尸庭研讯显示，母亲驶出停
车场时或因分心，以致没有及时刹
车和右转，三秒钟内直冲入亚历山
大水道。
　　这起事故发生在今年1月24日
晚上9时许，叶丽珠（51岁）开着
银色马赛地汽车，载着独生女方
惠吟（22岁）驶离华丽坊（Valley 
Point）地下停车场时，车子失控冲
过灌木丛，转向左边后撞开人行道
的防护围栏，最后底朝天翻覆坠入
亚历山大水道。

　　验尸庭昨天展开研讯，当堂播
放三段事发时的监控录像，录像显
示，车子在晚上9时01分正要离开
停车场，它经过最后一个路隆时没
有刹车，撞上水道防护栏后刹车灯
一度亮起。

负责调查警员： 
事件人为疏忽造成
　　负责调查的警员杰加迪斯瓦兰
供证时指出，案发现场没有测速摄
像机，依据当时车子行经的路线，
它在约三秒内从停车场开到相距
14.6米的防护栏处，由此推算当时
的车速约为每小时35公里。
　　杰加迪斯瓦兰认为，叶丽珠离

开停车场时或因一时分心，导致汽
车没有转弯而往前直冲，并在三秒
内坠入水道，他认为此次事件是人
为疏忽造成。基于本案证据，警方
已排除他杀的可能。
　　他的供词中也提到，事发后，
民防部队灾难拯救队在晚上9时11
分左右赶抵现场，潜水员潜下深约
三米的水道中发现车窗紧闭，车门
没有上锁但因水压太大无法打开，
当时水中能见度也不理想。
　　汽车系统的电子纪录显示，两
人有系上安全带，但潜水员下水时
看见安全带已解开，前座的安全气
囊也已启动。
　　潜水员过后成功打开车门，他

们首先发现漂浮在前座之间的方
惠吟，并在约9时30分将她解救上
岸。之后，他们在后座找到叶丽
珠，于20分钟后将她抬上岸。医护
人员当场宣告两人不治。
　　经历车祸重创，两人肋骨骨
折，死因是溺毙。
　　根据警方的调查报告，叶丽珠
的丈夫方裕金（50岁，修车商）当
天上午11时左右开车载着妻女一同
外出。他们先到酒店用午餐，再去
按摩。方裕金把妻女两人载到世界
城后，先行搭乘德士去参加一个工
作会议，车子交给妻女前并无异
样。
　　方裕金家中有六辆汽车，出事

的银色汽车虽是叶丽珠的弟弟所
有，但她经常开着这辆她最喜欢的
车外出。
　　交警和独立检查员个别呈交的
车辆检测报告都显示，这辆车性能
良好，车上的毁损是由掉进水中时
的冲击力造成的。
　　叶丽珠生前曾诊断出脑膜瘤，
并在2013年进行神经切除手术和放
射性治疗。她在去年6月进行核磁
共振成像（MRI）扫描，结果并没
显示有肿瘤生长。
　　方惠吟的好友陈慧娴（22岁）
事发当晚与她在“WhatsApp”上
交谈，方惠吟最后上线时间是晚上
9时01分。陈慧娴也透露，方惠吟

在案发前没有任何异状。
　　方裕金昨天出席研讯，他神情
严肃、专心翻阅法庭文件，但没有
在庭上提问。他在法庭外受访时
说：“我想我必须接受这个结果，
我也没有什么能做的。”
　　对于研讯中提及叶丽珠曾接过
数张交警罚单，他指那是妻子年轻
时接到的，相信仅是超过合法车速
限制约10公里时速，他对妻子的驾
驶技术有信心。
　　一瞬间失去妻女的方裕金说：
“我确实想念她们，但人生还是必
须往前迈进。”
　　验尸庭将在下周一（11日）总
结案件。（人名译音）

《早报关键词》星和都会台首播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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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早报》的视频新闻节
目《早报关键词》昨晚在星和视
界都会台首播，获得观众好评。
　　林淑陞（54岁，家庭主妇）
多年来都有阅读早报的习惯，但
对一些较为技术性的新闻不太了
解。她昨天首次通过电视屏幕观
看《早报关键词》后指出，这样
的形式更吸引读者，也有助读者
理解新闻内容。
　　在首集节目中，《联合早
报》国际组执行级记者吴汉钧针
对澳大利亚上周六举行的参众两
院选举，用“悬峙国会”“总理
旋转门”和“经济影响”三个关
键词，为观众进行解读。
　　林淑陞受访时说：“听记者
用三个关键词、一段一段地讲解
新闻，能更清楚了解整个新闻的
内容。通常我翻报时比较关注大

标题，但看了《早报关键词》后
我对相关新闻更感兴趣，会想把
整篇报道细读一遍。”
　　《早报关键词》于2014年11
月在《联合早报》数码平台推
出，由华文媒体集团数码部制
作。节目自推出以来获得好评，
视频平均每月阅览量也持续增
加。
　　今年3月，新加坡报业控股
与星和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内容

制作与分发、数据分析、广告和
行销四大方面进行合作。其中一
项合作项目，便是由星和视界播
映《早报关键词》，让节目走向
更多观众。
　　每集约三分钟的节目，由主
持人与早报专线记者以轻松谈话
形式，多方面解析记者所挑选的
三个新闻关键词，方便忙碌的观
众掌握每天的新闻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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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坠亚历山大水道溺毙案研讯

汽车驶出停车场没刹车直冲入水 验尸庭昨天就母女坠入亚历山大水道案件展开研讯，负责调查的警员认
为事件是人为疏忽造成的。（档案照片）

《早报关键词》昨起在星和视界都会台（111和825频道）播映，观众可通过电视播映的节目深入了解当
下重要新闻事件。（梁麒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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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事  要  发   生  发   生

连氏基金会今年1月至5
月间就我国社会和教育
体制是否具有足够包容
性，对835名特需儿童
家长进行调查。调查发
现，77％受访人支持更
具包容性的教育。

《早报关键词》节目播出时间

 每日星期一至星期五傍晚5时30分

 每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时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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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10时及隔天上午9时和10时
星期五节目将在星期六上午8时和9时重播

重播

星和都会台（111和825频道）

联合早报数码平台（手机应用和网站）

少过

特殊需求儿童和家长面对的挑战

认为本地社会
三分之一

40％
在社区活动的时间
太少，也很少上

认为孩子

31％

为“差劲的家
长”，很少带
孩子外出。

有足够
包容性。

担心

约半数特殊需求孩童

无法交到正常的朋友。

认为目前的交通、医
疗及牙科和托儿服务
满足他们的需求。

仅半数家长

的中等收入家长近60％
表示需要更多经济援助
以应付孩子教育和介入治疗费。

每五个家庭中有两个
有一名家长辞工照顾孩子。

受访者：835名家长 特殊需要孩子年龄：9岁及以下

资料来源：连氏基金调查

被人批评
电影院和
图书馆。

连氏基金调查：

逾七成家长希望立法
保障特需儿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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