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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为特需孩童提供早期介入服
务的工作者中，仅有11%认为新
加坡是一个包容的社会，比这些
孩童的家长和一般公众反映的结
果来得低。
　　前年，连氏基金会曾针对我
国社会是否足够包容，向特需孩
童家长与一般公众展开类似调
查。当时的结果显示，28%家长
和30%公众认为新加坡是个包容
社会。
　　配合来临星期五首次举办
的早期介入工作会议，连氏基
金会今年针对早期介入（Early 
Intervention）服务的工作者展开
调查，希望了解他们面对的挑战
以及对包容社会的观点，以更好
地支持他们。共有423人参与调
查，包括教师、治疗师与社工
等。另有14名校长与领域领袖也
提供观点。

九成认同 
过去10年已取得进展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自2003年
推出“婴儿和孩童早期介入计
划”（简称EIPIC），为有特殊
需要的幼童提供治疗和学习辅

助。EIPIC中心从2010年的11家
增加到目前约21家，可服务约
3200名幼童。
　　整体而言，受访的早期介入
领域工作者中，92%认同这个领
域过去10年已取得进展，社会对
特需孩童的认识有所提高，并且
有更多中心来协助他们。

面对三大挑战
　　不过，仅有11%认为新加坡
是一个包容社会，其中原因可能
是这个群体每天接触特需孩童，
对包容的定义和期望更高。这些
工作者眼里的包容，不仅是让特
需孩童在共同空间与其他孩童一
起活动，也要让他们有平等的机

会学习。
　　至于工作者面对的三大挑
战，51%反映他们的工作容易导
致精力透支（quick burnout），
其 次 是 薪 金 与 福 利 不 够 吸 引
人 （ 4 4 % ） ， 以 及 人 手 短 缺
（34%）。
　　他们建议可通过简化行政工
作，导师计划、教师助理等来协
助他们。63%表示对目前工作感
到满意，计划留在领域至少三年
的比率则是76%。
　　AWWA体障与包容促进部
高级总监卡迪克炎（Karthikeyan 
J R）受访时说：“工作者对包
容的定义与一般公众的可能不一
样。融合（integration）与包容

(inclusion）这两者是有差别的，
后者应该是‘无缝隙’的，不要
求孩童适应环境，才是真正具包
容性，这需要态度的转变。过去
几年，早期介入工作已取得进
展，设立更多中心，领域也招聘
更多人。”
　　他认为，更多新人从事早期
介入工作，他们可能也在探索这
个领域，加上领域近年发展较
快，或许因此容易觉得精力透
支。他的机构会为新人提供培
训，安排资深工作者引导他们。
　　调查也反映其他方面的挑
战，其中有21%点出不同服务业
者之间协调能力弱的现象。27%
也认为，政府可在基本服务以外
提供更多资助，例如针对看护者
提供更多援助，以达到更全面的
支持。
　　75%也觉得有必要设立中央
机构来监督和支持早期介入服
务，让幼童更顺畅地过渡到主流
学校。
　　资深工作者、彩虹中心前执
行董事杜新媛指出，早期介入工
作必须被视为学前教育的重要一
环，让工作者能在新的国立幼儿
培育教育学院接受相关培训。
她希望，有朝一日能通过立法强
制有需要的孩童接受早期介入服
务，以及学前教育。

连氏基金会曾针对社会是
否足够包容，向特需孩
童家长与一般公众展开调
查，结果显示，28%家长
和30%公众认为我国是
个包容社会，但对为特需
孩童提供早期介入服务的
工作者的调查中，却仅有
11%认同这样的看法。

调查：

服务特需孩童工作者
认为社会仍不够包容

余忠达　报道
benzdoer@sph.com.sg

　　在金文泰车祸中过世的19岁
国大女生前天出殡，父亲在面簿
分享女儿生前自写的悼文。原
来，女生曾想像自己比父母先过
世，亲笔描述丧礼悲伤的情景，
笔触感人，父亲面簿分享后，超
过7500人转发，1万4000多人点
赞。
　　上周四（19日）晚上，金文
泰与联邦西道交界处一辆右转的
德士与直行的汽车相撞，造成一
死五伤，坐在德士后座的19岁国
大女生王凯婷送院后伤重不治。
　　死者是家中独生女，父亲王
先生（45岁）案发后在面簿贴文
说，女儿是两夫妻世界的中心，
“我们的世界一夜之间完全崩
溃”。母亲也形容母女俩是闺
蜜，每周六聊天超过四小时，母
女俩也常拥抱亲吻，出门都会牵
手。
　　父亲王先生前天在面簿分享
女儿生前自写的悼文，那是一篇
学校作业。
　　王凯婷开篇写道：“今天是
我的葬礼。以水葫芦织成的棺木

躺在殿堂中央，在一道白墙前。
亲友们送上的花点缀了殿堂，缤
纷的色调冲淡了我至亲们的哀
伤。”
　　死者接着描写父母的哀伤、
宾客小心翼翼的谈话、父母感叹
命运的不公，笔触细致感人。
　　最后，她这样反问：“堂内
的一切都有时限，盛开的花、我
的躯体、他人的存在、亲友对我
的追忆。而我，已脱离时间的枷
锁，从我的亲友中隔离开来。
而今往后，时间对我还有意义
吗？”
　　死者父亲王先生在面簿上坦
言，女儿当初将文章交给他看的
时候，他认为“19岁的孩子写这
个真的有点怪怪的，而且又不太
吉利”。
　　他说，车祸后没机会再和
女儿谈话。“还好妳有写（文
章），这是最接近听到妳说话的
方法。”
　　“还好，上周二送水果给妳
的时候，紧紧拥抱了妳，那是我
最后一次抱紧妳。不知道能怎
样，但希望能再看到妳、听到
妳、感受到妳。”

王凯婷生前自写悼文，父亲在丧礼上将悼文摆在女儿的棺木旁。
（取自面簿） 

邓华贵　报道
thwakwee@sph.com.sg

　　深受全球孩童喜爱的乐高积
木，不仅是玩具，也可成为教
材。
　　缅甸偏远地区的200多名穷
苦孩童，去年12月收到一份特别
的礼物——来自新加坡孩童的
8000个乐高积木。

学前教育中心 
校内发起捐赠活动
　　这是本地学前教育中心Little 
Village去年在校内发起的捐赠活
动，向孩童收集积木，包装成学
习教材包“BrickBook”，送往缅
甸的伙伴学校。
　　Little Village执行董事张玮
琪（43岁）透露，这个教材包是
学校与市场营销公司经纬行动
（Geometry Global）经过半年的
推敲，综合师生意见后完成的。
教材包让孩童以乐高积木解加减
题，学习分辨积木的颜色与形
状，以培养逻辑推理能力。
　　去年12月，张玮琪和五名教
师专程飞往缅甸，给当地孩童送
上20个教材包。参与此次行程的

教师吴素仪（32岁）说：“当地
小朋友收到教材包时都很高兴。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的孩子也有
机会了解其他国家孩子是在什么

样的环境里学习，并学会分享自
己的玩具，培养同理心。”

金文泰车祸
逝世国大女生
生前自写悼文感动人心

周海丽　报道
haili@sph.com.sg

　　樟宜机场集团和盛裕控股集
团主席廖文良住家被窃案，儿子
廖启龙庭上指出，女佣临走前要
他代为寄送三大箱物品回国，家
人在她离开后打开箱子赫然发现
失踪已久的物品，“那一刻，我
们百感交集，我尤其感伤，因为
其中好些东西对我而言都具有非
凡的纪念价值。”
　　《联合早报》昨天报道，疑
不满被解雇，廖文良的一名前印
度尼西亚女佣莉雅妮（44岁），
被指在2016年10月28日回国前在

他家里大偷特偷，把DVD播放
机、床单、被单、百多件衣物、
厨房器皿、名牌包、手表和太阳
眼镜等超过5万元的财物全偷走。
　　失主除了廖文良之外，还包
括他的女儿廖静梅、儿子廖启龙
和媳妇林美恩，几名失主相信都
是洋房的住户。　
　　女佣否认偷窃，案件昨天续
审，廖启龙出庭供证。
　　据廖启龙说，女佣在家里帮佣
多年，不过，除了母亲和她的关系
良好外，父亲（廖文良）和他与女
佣的关系都不怎么样，他自己和女
佣更如同陌生人，女佣对他总是一

问三不知，女佣甚至在他问她煮什
么时会说“你自己看”。

案发两三年前 
便发觉家里物品失窃
　　案发两三年前，父亲和他开
始偶尔发觉有些物品不翼而飞，
失窃事件后来较常发生，2016年
10月28日当天，是父亲要他回家
把女佣送回国，他指示女佣收拾
个人物品，要她在两三小时后回
国，女佣却要他代寄三大箱物品
回国。　
　　廖启龙答应也赔偿了两三个
月的薪水，不过，当他要寄箱子

到印尼时，因要填写
所寄物品资料，在太
太的建议下就打开箱
子，结果赫然发现失
踪已久的一些家庭和
个人用品，他说当时
家人看了后都百感交
集。　
　　“时隔多时再见
那些早已不翼而飞的
东西，我尤其感伤，
因为其中好些东西对我而言都具
有非凡的纪念价值。”
　　家人打开三个箱子，母亲和
妻子也分别拍照和录像，廖文良

最后决定报警。　
　　廖启龙昨天也在庭上一一指
认图片中属于他的个人物品，其
中就包括父亲送他的第一个名牌
表、他最喜欢的床单和衣服等。

　　廖启龙已在2016年3月搬到离
父亲住家不远的另一栋洋房。廖
文良昨午也在妻子陪同下现身国
家法院，但不久后就离开。案件
今早续审。（部分人名译音）

早期介入服务领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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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良住家遇窃案
儿子供证：从女佣代寄箱子发现失窃财物

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
昨午曾短暂现身国家法
院。（海峡时报）

廖启龙供证说，失窃物
品对他有非凡的纪念价
值。（海峡时报）

女佣莉雅妮被指偷窃上万
元财物。（海峡时报）

学前教育中心Little Village在校内发起慈善活动，邀请学生捐赠积木，送给缅甸孩童当教材。（受访者提供）

本地儿童捐赠　缅甸200穷苦孩童喜获乐高积木

早期介入工作必须被视为

学前教育的重要一环，让

工作者能在新的国立幼儿

培育教育学院接受相关培

训。

——彩虹中心 
前执行董事杜新媛

傅丽云　报道
pohlh@sph.com.sg

　　国际商会的国际仲裁庭秘书
处，在新加坡设立的“个案管理
办公室”前天正式开幕。
　　新的办公室不仅为本地和世
界各地有争端调解需求的客户提
供实时服务，也进一步巩固新加
坡作为纠纷调解中枢的领先地
位。
　　国际商会（Inte rna t i ona l 
Chamber of Commerce，简称ICC）
的新加坡个案管理办公室（case 
management office），就设在麦士
威国际争议解决中心（Maxwell 
Chambers）三楼，将有四名职
员。
　　ICC的亚洲区域办公室和ICC
学院也设在该中心。
　　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商会是
世界最大的商会组织，拥有百多
个国家、超过600万个会员，会
员包括大型跨国企业、中小企
业、商会组织等。
　　去年6月，它与律政部签署

备忘录，在新加坡设立它的第四
个个案管理办公室；另三个办公
室设在香港、美国纽约和巴西圣
保罗（Sao Paulo）。
　　去年，国际商会共处理了
142个国家的810起个案。其中东
亚和南亚有79起个案，而新加坡
就处理了38起，成为第五个最受
欢迎的国际商会仲裁地点，排在
法国、瑞士、英国和美国之后。
　　律政部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
长英兰妮前天受邀为ICC个案管
理办公室主持开幕仪式时，表
示很高兴看到ICC在本地扩大版
图。
　　她说，麦士威国际争议解决
中心如今有五个个案管理办公
室，包括ICC个案管理办公室、
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
调解中心（WIPO）的首个海外办
事处、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
的首个亚洲办事处、新加坡国际
仲裁中心（SIAC）和新加坡国际
调解中心（SIMC），是世界上集
合最多个案管理办公室的地点。

国际商会仲裁庭秘书处
在我国设“个案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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