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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场
万勿错过

文鸿

读《新明》有好料！

明晚免费喝‘皇帽顺’
与DJ玩游戏共欢乐

伟龙

“皇帽新加坡”豪请本报读
者免费品尝最新上市的啤酒“皇
帽顺”，于明晚（7日）在宏茂桥
8道第711座组屋（Blk 711 Ang
Mo Kio Ave 8）的S11 AMK Food
Gathering咖啡店（傍晚6时30分至
7时30分之间）送出500杯“皇帽
顺”！除了上述好康，UFM100.3电
台DJ文鸿和伟龙也将在现场与读者
玩“绕口令”游戏。有的喝、有的
玩，还能有机会赢取奖品，现在就

招朋唤友齐齐到现场同乐！
“皇帽顺”于8月底推出市
场，因为其味如生啤，顺滑口感的
特点引起坊间不少注意。这款采用
加强啤酒独特香味的啤酒花冷泡技
术，提升了啤酒的味道及整个饮酒
体验。这也将是最后一场皇帽顺免
费试喝活动。如果啤酒爱好者还未
尝过，可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明晚哪里喝？

地点：Blk 711，Ang Mo Kio Ave 8, #01-3501, S11 AMK Food Gathering咖啡店
时间：傍晚6时30分至7时30分

调查
显示

2030年 独居老人将增至9万

疗养院无法应付需求
林俐贤 刘玮琳 报道
wliu@sph.com.sg
●24小时新闻热线：1800-8227288/91918727
Wechat/WhatsApp传照片：91918727

本地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我
国到2030年将成为“老年化社
会”，独居老人人数估计将在
2030年时增加3倍，从2011年的2
万9000人至9万2000人，成为棘手
的问题。但本地目前的疗养院设施
和制度仍不尽完善，无法应付需
求。
本地慈善机构连氏基金和邱秀
娘基金联合发表一份研究报告，由
独立研究员、前《海峡时报》记者
巴素（Radha Basu）所撰写。
她针对超过50名志愿福利组织
疗养院、私人疗养院院长、老年病
学专家、学术界代表，以及社区护
理员工进行访问。
研究指出，我国独居老人的
人数估计将在2030年时增加3倍，
从2011年的2万9000人至9万2000
人，成为棘手的问题。以这个比例
来算，到了2030年，我国会有5万
名老人需要这样的设备。目前，本
地共有72间疗养院，有1200个床
位。
巴素表示，本地养老院大多采
用一房多床制，能多达一房有32人
共用，而长期入住10年以上的长者

达15％。
“我国能考
虑将现有的政府
组屋同老年医疗
结合，扩张乐龄
公寓的概念，至
成为有医疗人员
照料的长居居家
服务的组屋。”
连氏基金
会总裁李宝华
举例，若实行
这类辅助生活
（assisted living）的养老计划，
一间四房式的单位的三个卧房每间
2人，6个长者由一名人员服务，同
层楼的人员人数也不需太多。
李宝华强调，我国能向日本取
经，考虑将来的养老院最多是4人
一房制，以提升长者晚年的生活水
平。
报告中的25项建议包括，
倡议政府发展和推动辅助生活
（assisted living）的养老方式，
让年长者继续在家中养老，但随时
可获得医疗护理。

护理员工资低
疗养院长期面对人手短缺、
护理人员的工资低的问题。
以回教传教协会养老院
（Jamiyah Nursing Home）来
说，目前共有185名老人居住在
内，由77名看护人员照顾。
负责人赖封年表示，为了节
省员工的时间，他们重新规划程

序，包括洗澡、喂食、喂药等。
“像是包装药物，我们已外
包给药局，可平均省下看护人员
六小时的时间。”据悉，卫浴用
品和毛巾也摆放在洗澡区的推
车，看护人员就不需要走出去。
但这些护理人员的起薪只有470
元，不包括400元的住屋津贴。

人要求一杯温水，但看护人员听
不懂的话，就不会理会。
陈笃生医院的梁医生则说，
若外籍员工的英文不熟练，有可
能会误解医生的指示。
“他们总是会表示认同，但
不知道他们是真的了解，或只是
礼貌的表现。”

▲研究报告由前《海峡时报》记者巴素（左三）所撰
写，她与天主教福利协会主席陈奕丰（左一）、连氏基
金会总裁李宝华（左二）、邱德拔医院老年科高级顾问
叶仁杰医生（右二），以及回教传教协会养老院赖封年
（右一）召开记者会。
●尽管政府从2010年起，将疗养院床位增加
30％，但依然供不应求。去年，每1000名老
人只有26.1个床位。
●15％的老人居住在疗养院超过10年。
●在某些疗养院，一名看护人员必须照顾20至
30名老人。看护人员的起薪却只有350元至
400元。
●一些老人仍居住在“宿舍式”的房型，每间房
间有超过20人。
●本地医院和疗养院床位数量几乎同等，但疗养
院花费只占卫生部预算的少于4％。

仅中小型汽车升
COE各组全下滑
2016年10月份 (第1次)
拥车证公开投标成交（元）
A
B
C
D
E

中小型汽车组（1600CC或以下）
大型及豪华车组（1600CC以上）
货车和巴士组
电单车组
公开组

除中小型汽车组外，拥车证成
价全面下滑。
《早报》报道，本月第一轮拥
车证投标活动昨天结束，主要满足
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A
组）拥车证成价上升1507元，报5
万1507元，其余组别的成价则纷纷
下跌。
大型及豪华车组（B组）下跌
幅度最大，减少2500元或4.5％，
报5万3001元，创四个月新低。一
般用于注册B组车款的公开组（E

10月第1次
51,507
53,001
48,702
6,353
54,200

9月第2次
50,000
55,501
49,890
6,501
55,201

差额
+1507
-2500
-1188
-148
-1001
早报图表

组）也跌1001元，报5万4200元。
货车和巴士组（C组）下跌
1188元，报4万8702元，电单车
组（D组）也微跌148元，报6353
元。
本田代理商嘉摩哆总经理黄成
顺受访时指出，市场需求疲弱，所
有组别的成价理应下跌。
“不过有业者在投标结束前
15分钟竞标多张拥车证，导致A组
的拥车证成价在短时间内突然增加
1500元。”

早报图表

《早报》报道，欧阳
耀伟观察到，随着我国经
济放缓，房地产市场也趋
向疲软，是导致一些经纪
退出行业的原因。此外，
他认为本地近年陆续出现
OhMyHome等数码平台，
方便更多人自理买卖转售
组屋，也是影响房屋经纪
业绩的另一原因。
然而欧阳耀伟相信凭
努力，还是能在房地产业
闯出一片天。“这份工作
的时间不稳定，但我喜欢
每天接触不同的人，不必
朝九晚五待在办公室。和
其他行业一样，房地产业
一直在改变，若要生存就
得学会适应。”
公众对房地产交易的
投诉过去几年来持续减
少，创下六年来新低。

本月第一轮标价

房地产市场走势疲软

新增房屋经纪
6年来最少

本地房地产
市场走势疲软，
2015／2016财年
的新增房屋经纪
人数也创下六年
来最低，从前一
年的1654名减到
1307名。
注册房屋经
纪则从前一年的
3万2006名降至
3万零423名。房
地产经纪公司总
数也从1422家减少到1372
家。
尽管如此，博纳
（PropNex）集团房地产
经纪欧阳耀伟（30岁）依
然选择在大学毕业后加入
这个行业。去年1月入行的
他，在短短一年内创下佳
绩，成为博纳集团表现最
佳的新人之一。

卫生部针对这份报告表示，对于民间由下而上
提供反馈，和有建设性的建议表示欢迎。
卫生部发言人说，报告内有一些有趣的想法，
例如设立一个由消费者评估疗养院的制度，而卫生
部希望了解公众和老年护理业者对于这些建议的看
法。
发言人重申，当局需要大家齐力发展一个稳健
的老年护理领域。
“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开启人们对于疗养院护
理的对话，也能启发公共和私人领域提供创新点子
和计划，为我们的年长者提供更好的护理。”

人手短缺

语言问题导致沟通不良

居住在疗
养院的老人要求一杯温水，看护
人员却听不懂。据悉，大多数的
看护人员来自菲律宾、缅甸和印
度，与疗养院内老人经常沟通不
良。
赖小姐说，疗养院的看护人
员当中，有85％都是外国人，不
会用方言交谈。她举例，若有老

卫生部欢迎民间建议

调查发现

事

疗养院故

本地目前的疗养院
设施和制度仍不尽
完善，供不应求。
（《海峡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