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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 iPhoneX! 送平板电脑!

《新明日报》全年无休不打烊，24小时新闻热线持续开放。如果您看到任何意外、奇事、
趣事、不平之事和突发事件，请不要迟疑，马上拨打本报24小时新闻热线1800-8227288／
9191-8727。无论你在何时何地拨电，本报专线记者将马上接听您的电话，并
第 一 时 间 赶 到现场进行采访，为读者提供第一手新闻。
为感谢读者多年来的支持，让热线响不停，
如果您通报独家好新闻，本报将送出iPhone X手机。
接下来，除了50元KFC礼券，或50元职总平价超
市礼券，本报也将根据读者所提供的新闻数量和
质量来审核，选出“最热心读者”，以赢取一台
Lenovo 平板电脑手机。

你传好照片 我送上礼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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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拍下现场好照片或视频，并通过手
机传到9191-8727，您的照片或视频一旦被刊
登，您也有机会赢得我们的礼券。

睹 事故 ？
有新闻线索？目
场 照片 ？
拍下突发事件现

招传送新明
新明热线on-call 24小时 :

●

1800-822-7288
9191-8727

●

张清渊风水讲座＋好运大团拜

你通报

12.12.2017

●

Whatsapp / Wechat:

9191-8727

●

shinmin@sph.com.sg

面簿私信： www.facebook.com/ShinMinDailyNewsXinMingRiBao

九旬嬷

10分钟路程
不再腰酸腿酸

报道

limkamin@sph.com.sg
●2 4 小 时 新 闻 热 线 ： 1 8 0 0 8227288/91918727
Wechat/WhatsApp传照片：91918727

计划将扩展至

连氏 基金 推出 “健 得力 ”计
划，97岁阿嬷不慎摔倒，在计划
下恢复平衡感和体力，步伐也快一
倍，每天从住家去巴刹所花的时间
从20分钟减至10分钟。
高龄97岁的阿嬷刘顺仙告诉本
报，她去年底在80岁友人的介绍下
加入“健得力”（Gym Tonic）计
划，两人每周一起锻炼。阿嬷如今
已完成为期三个月的运动疗程，如
今正在进行修复性运动。
早前，阿嬷加入计划后不久曾
一度摔倒，身体变得较虚弱。但事
后，阿嬷重新开始健身，如今已恢
复平衡感和及体力，也能够独自到
咖啡店与朋友喝咖啡聊天。
阿嬷说：“我每天都会走路去
巴刹和咖啡店。在锻炼之前，我走
▲九旬嬷刘顺仙每周两次在物理治疗师的引导下，进行
比较慢，从家里走去要花20分钟，
运动疗程，如今身体变得更加强壮。
还会 腰酸 腿酸 。现 在我 走路 比较
（连氏基金会提供）
快，10分钟就到了，脚也更有力，
连氏基金会进一步扩展
据年长者的个人情况设置健
腰也不会那么酸，一次可走两座组
“健得力”计划，到了2019
身强度，年长者只需要使用
屋的距离，才需要坐下休息。”
年的实行地点总数将达32
专属的感应卡，在智能健身
基金会日前针对396
个。
器上启动个人运动模式，即
名平均年龄72岁的年长
慈善机构连
可开始锻炼。
者展开调查，结果显示，
氏基金会（Lien
基金会总裁李宝华今早
年长者参与三个月的“健
Foundation）是
与媒体分享，为让社区内更
得力”计划后，身体机能
于2015年推出
多年长者受益，“健得力”
普遍提升，腿部肌力、手
“健得力”计
计 划 将 扩 大 多 8个 地 点 至 27
部握力、站立速度、行走
划，通过先进的
个，他们也有计划明年在五
路程，以及平衡感都有所
健身器材和检测
个社区地点推出这项计划，
进步，日常生活也变得更
系统，为年长者
将总数增至32个，预计会有
自立。
量身制定运动疗
4500名年长者受益。
同样参与计划的蔡水
程，达到复健和
65岁及以上的年长者可
马上拨电
花（74岁）就表示，她
增强体能的效
从即日起至明年2月14日报名
热线 9191-8727
在进行训练后身体更健
果。
参与计划，300人获选后将获
康，体重从80公斤减至
1800-822-7288
在计划下，
得免费试用机会。
WhatsApp / Wechat
目前的63公斤。
物理治疗师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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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

失控冲向路堤

德士撞倒电箱 卡沟渠

▼电箱被
失 控 德 士 撞
毁。（读者提
供）

刘存全 报道
cclow@sph.com.sg
● 2 4 小 时 新 闻 热 线 ： 1 8 0 0 8227288/91918727
Wechat/WhatsApp传照片：91918727

德士不知何故撞上路堤，失控冲倒
电箱后，再撞入沟渠中。
这起车祸发生在昨天（11日）上午
10时15分左右，地点是红山一带的开发
路（Hoy Fatt Road）与惹兰鲁马丁宜
（Jalan Rumah Tinggi）的交界处。
据了解，一辆德士司机从附近的停
车场驶出来后，不小心撞到停车场收费
闸门，再冲向对面的路堤，并撞倒电
箱。
附近工作的贾斯米（50岁，清洁
工）表示，他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才发现电箱被
德士撞倒，冒出白烟。
“当时许多人围观，民防部队将车子从现场移开
后，也到电箱前检查。”
另一名公众古纳（63岁，装修工人）则表示，幸

农历丁酉年十月廿五

10 对门票送读者

“玉玄门命理
风 水”－台湾 命 理
界 知 名命 理 师 张 清
渊于明年1月7日在新
加坡开讲。这场讲座结合风水和美
食，让读者可以听风水讲座，还可以
享用义顺‘品食之家’的9道佳肴。
为了回馈《新明》读者的厚
爱，《玉玄门命理风水》特别送出
10对门票给读者，其中7对门票通
过表格送出，另外3对门票通过本
报面簿送出。读者只需要回答一道
简单问题，就有机会赢取总值376
元的入场门票。
张清渊风生水起讲座暨好
运大团拜，参与者可以聆听
《玉玄门》大师群详细解
析2018年运程，品尝台湾
地道特产，还可以得到张大
师免费亲批流年及总值
468元的伴手礼品包，
更有惊喜的万元摸彩
抽大奖，奖品包括
长荣台湾新加坡机
票！让您开春吉祥
如意兴旺发！

《新明》读者特惠158元
送‘一定有钱’金元宝
首100位报名的《新明》
读 者，将能以15 8元特惠价
（原价18 8 元）参加，而且
还能免费获得一个“一定有
钱”金元宝（价值10元），仅
限首100位，万勿错过。

汽车代理商同意

参与连氏基金‘健得力’计划

林佳敏

星期二 Tuesday

每对值

376元

讲座与美食结合的飨宴
●日期：2018年1月7日
●地点：品食之家（义顺）
●询问／订票专线：
64383688／62246260
92346050／66342777

明年起保用期内

新车可到独立车厂维修
各大汽车代理商同意修改现有的汽
车保修条款，让保用期内的新车也可以
到独立车厂维修与修理，此举料将减低
修车费用。
新加坡竞争局（CCS）昨天宣布完
成了对新加坡汽车零件供应的调查，并
对各汽车代理商的保修条款表示关注。
根据目前的条款，在保用期
（warranty）内的车子，例常维修和车
子故障修理都必须到指定的授权车厂进
行，若是到独立车厂，汽车代理有权废
除其保用期，日后车子若发生故障，哪
怕与独立车厂的维修毫无关系，代理也
可以拒绝保修索偿。
因此，一般上在保用期间，车主都
不敢把新车交给独立车厂维修，以免日
后发生故障时不受保。
竞争局认为这一条款限制了车主的
选择，也让独立车厂无法有效与授权车
厂竞争，最终可能导致授权车厂开出更
昂贵的价格。
竞争局于是与本地各大汽车代理展
开协商，几家主要代理商都同意修改保
修条款，预计在本月底之前完成修改，
即从明年开始，车主们可自由选择要到
指定授权车厂或独立车厂维修和修理汽
车。
共有11个主要汽车代理商同意做出
修改，它们旗下拥有19个汽车品牌，包
括本田、丰田、起亚、马赛地、宝马、
奥迪、现代和Mazda等。

▲竞争局宣布，将与本地主要汽车代理商协调，让
保用期内的新车也可以到独立车厂维修与修理。图
为一家汽车维修厂。 （档案照）

车主开车厂 费用仅三分一
有车主因为受不了昂贵的维修费，干脆自己
开车厂，费用是三分之一。
过去10年拥了五辆沃尔沃（Volvo）轿车的
MTE Garage修车厂老板刘先生告诉《今日报》，
他因为受不了到指定车厂维修汽车的高昂费用，
五年前索性自己开设独立车厂。刘先生过去到指
定车厂维修正时皮带（Timing belt），车厂却按
照三个部分分别计算维修费，分别是水箱、冷却
剂和风扇皮带，总费用可达3000元。
“但以我的独立车厂来说，即使使用正牌零
件也只会算单一维修费，约1000元，再加送1年
保用期。”

国防部邀专家
寻网络安全漏洞

▼国防部常任副秘书（科技）兼国防
网络署署长许智贤（白衣者）今早在
参观坐落于史达蒙军营的网络防卫测
试中心。

任其 报道 renqi@sph.com.sg
梁麒麟 摄影
国防部明年将举办网络漏洞悬赏计
划，邀请全球逾300名网络安全专家，
从八个国防部网站及联网系统找出安全
漏洞。
国防部常任副秘书（科技）兼国
防网络署署长许智贤，今早参观坐
落于史达蒙军营的网络防卫测试中心
（CyTEC）时宣布，国防部将从明
年1月15日至2月4日之间，举行这个
“MINDEF Bug Bounty Programme”
网络漏洞悬赏计划。
活动由国防部与国际网络安全公司
HackerOne主办。许智贤表示，这次
比赛并不能取代传统的网络安全措施，
而只是辅助加强国防部网络系统的安全
性。
“国防部非常重视网络安全，这是
一个快速变化的环境。已有国家将网络
视为与海陆空同样重要的防卫区域。我
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网络世界，武装
部队也是一个高度网络化的机构。因此
我们也需要加强防卫我们的武装部队网
络。”
许智贤表示，这项计划不仅能节省
经费，同时也比聘请单一公司来找出网
络漏洞更有效。
“一家专找网络漏洞的公司，费用
可能高达百万元，而且可能只有数名职

员在工作。然而，计划能吸引上百名网络安全专
家来寻漏，耗费更少，也更加高效。”
根据以往惯例，网络安全专家每找到一个漏
洞，将根据漏洞的严重性及独特性获得介于150
元至2万元的现金奖励。

将确保日常运营不受影响
国防部预计活动期间，属下的网站及系统
的流量将增加，因此已做好准备，确保网站的
日常运营尽量不受影响。
这是本地政府机构首次举办类似活动。网
络安全局目前也正在商讨在其他重要基础信息
机构进行类似活动的可能性。
许智贤透露，受邀参加计划的网络安全专
家中，有约三分之一是本地网安专人。
“我希望通过这次计划，不但能提升国防
部的网络安全性，同时也能培养本地网络安
全专家，并且让大家意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
性。”

IT业员工 有望加薪约6.8％

好当时车上没有乘客，驾驶德士的华族阿叔（60多
岁）也安然无恙。
“车子冲撞电箱后，车身一度卡在沟渠内，花了
许多时间才将车子从沟渠拖出来，附近交通阻塞达1
小时之久。”

资讯科技业员工明年有望加薪约6.8％，
比去年平均加薪4％还要多。
《海峡时报》报道，人力资源咨询顾问
罗致恒富（Robert Half）昨日发表的调查结
果显示，在75名受访的本地首席投资官及技
术总监中，有92％打算在下来一年，为15％
的员工加薪达6.8％。
不愿意加薪的受访者则解释，这是因为
缺乏经济资源及需要降低成本的需求，也有
少数认为他们给员工的薪水已经达到市场水
平，或员工的表现不佳而不应加薪。

罗致恒富新加坡总经理马修（Matthieu
Imbert-Bouchard）表示，工资增长在过去几
年平稳，但本地的资讯科技业（IT）领导人必
须了解，薪酬是挽留表现佳的员工的重要元
素。他提醒，本地IT业人才并不多，因此都了
解行情，若有更吸引人的薪酬，他们或许会
考虑离开目前的公司。
但同时，虽然薪水对于表现佳的员工是
主要动力，但雇主也可以与员工一起考虑其
他的奖励，例如更灵活的工作安排、额外假
期或职业发展机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