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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金勇：不受年龄病史局限

旅新3周非礼偷拍5女子
美籍青年被判坐牢九个月

终身健保双全保证“全民获保”
目前有８%国人没有参加健保双全
计划或不在覆盖范围内。终身健保
双全计划则将确保每个新加坡人都
有机会受保。
杨漾

报道

yangyang@sph.com.sg
卫生部长颜金勇强调，终身健保双全实施
后，将贯彻“全民保险”宗旨，让全体人民无论
年龄、是否已患病或事先有无购买医疗保险，都
能在加强后的保险计划下获得医疗保障。
颜金勇昨天在参加卫生部和民情联系组举办
的国庆群众大会公众对话会后受访说：“我们目
前正针对终身健保双全（Medishield Life）的架构
和财务等细节进行全方位探讨，这个过程需要约
一年时间。一旦计划落实，每个新加坡人都将有
机会受保，包括现在不属于健保双全计划的8%国
人。而终身健保双全保障范围也将把那些已有疾
病（pre-existing condition）但无法受保的患者纳入
计划中。”
近年来，卫生部不断调整和改善健保双全保
单的保障范围。它从今年3月1日起扩大保障面，
让患有先天及新生儿疾病的婴儿自动受保，常见
疾病包括唇腭裂和心脏有孔。但只有在3月1日或
之后出生的宝宝，以及在那天或之后才诊断出有
先天疾病的婴儿才能获保。

设立“建国一代配套”
也就是说，之前有这类疾病的儿童仍无法受
益，而精神疾病也不在受保范围内。因此，有与
会者特别提出对这两种情况的关注，希望政府能
够多为这些有需要的患者及家庭考虑。
对此，颜金勇向与会者保证，无论是之前选

约80名公众参加了话会，与卫生部长颜金勇（左）和民情联系组主席许连碹博士针对终身健保双全等
医疗课题进行热烈讨论。（温树良摄）
择退出健保双全计划的人，或因为患某些病症不
获计划保障的病人，都将因终身健保双全而获
益。政府也将在人民医药费方面承担更大责任，
资助他们支付保费，特别是中低层收入家庭和年
长者，如设立“建国一代配套”。
有少数与会者对无法选择退出终身健保双
全的硬性规定提出疑问，颜金勇强调，健保
双全的性质毕竟仍属于重灾保险（catastrophic
insurance），因此风险分担是一大关键。“人们年
轻没有病痛，就应该提高集体责任感，把钱投进
保单中，通过这个方法帮助那些不幸生病而需要
索取保险赔偿支付医药费的人。而我们也不可能
等到年老生病了才急着买保险，一定需要事先为
这样的需求做好准备。终身健保双全要做到全民
保险，更需要这样的风险分担。”

旧校舍变新加坡美术馆

目前，在投保健保双全的人中，有三分之二
选择购买能保障较昂贵等级病房的私人综合健保
双全（Integrated Shield Plan）。颜金勇昨天就提醒
人们，在选择这类私人保单时量力而为，依照各
自的真实情况和经济能力选择保单。
长达两小时的对话会上，不少与会者还针对
医生服务水平、药物收费和中长期护理等课题提
出意见和建议。
颜金勇说：
“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积极的对话
会，公众很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不同顾虑，一方
面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援助和保障，另一方面也有
人希望政府谨慎行事，不然越多保障或津贴会
导致医药费上涨。有公众因此呼吁大家更加注重
保持健康体魄，多对自己负责，表现出了积极态
度。”

魏瑜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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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籍青年来新旅游，却
在三周内在四家背包旅社干下
五起非礼和侮辱女性尊严的案
件。法官指他不知克制，保释
在外期间再次犯案，因此日前
重判他坐牢九个月。
被告麦克·威廉斯
（Michael Williams Jr，24岁）面
对五项控状，包括三项非礼和
两项侮辱女性尊严的控状。控
状指他于今年4月26日至6月13
日之间，在劳明达、牛车水、
波东巴西和芽笼四家背包旅社
犯案。
受害人是五名女住客，年
龄介于18岁至29岁之间。
控方以其中三项控状提控
他，包括两项非礼和一项侮辱
女性尊严的罪名，另外两项交
由法官下判时考虑，包括一项
强行脱下女住客短裤和底裤触
碰私处的非礼罪。
案情显示，威廉斯在5月
19日，在波东巴西奥柏弯一家
旅社趁一名女住客洗澡时偷拍
她的裸照。
他趁女住客洗澡时，躲进
隔壁沐浴隔间，透过隔板和天
花板之间的缝隙，把手机伸过
去。受害人察觉有异，赶紧
用毛巾包裹，之后到隔壁踢开
隔间的门。她看见威廉斯沿着
窗台和晾衣架爬下来，跌倒在
地。
威廉斯当下否认犯罪，警
方过后也没有在他的手机中找

到相关的录像或照片。
在另外两起案件中，他在
同一家旅社前后两个早晨，当
受害人熟睡时去到她们床边，
掀起被子分别抚摸她们的背部
和臀部。其中一次，他竟不顾
受害人和男友同睡一张床，大
胆地非礼对方。
威廉斯没有聘请律师，自
行求情，他闻判时神情落寞。
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则委托律
师阿玛吉星（Amarjit Singh）
从旁协助。

保释期间仍干案
初庭法官谭东光下判时
说，虽然被告求情时说他对所
做的事感到抱歉，但是他在五
起案件中都无法克制自己，
甚至被警方逮捕后，保释在外
期间还继续干案，这是加重刑
罚的因素，因此判他坐牢九个
月。
刑期从威廉斯今年6月29
日被控时算起。
法官也提到，被告应该庆
幸控方没有以触碰女住客私处
这项控状提控他。因为这很可
能会导致他被判鞭刑。
律师阿玛吉星受访时说，
威廉斯没判鞭刑，美方代表觉
得很庆幸。威廉斯的妻子和两
名孩子目前在菲律宾，他希望
服刑完后，回到他们身边。
非礼案的刑罚为坐牢最高
两年或罚款或鞭刑，或当中任
何两者兼施。侮辱女性尊严的
刑罚为坐牢最长一年或罚款或
两者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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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若瑟书院出册子细说当年
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昔日为圣若瑟书院旧校舍的
新加坡美术馆承载着几代学生的
记忆。校史长达161年的圣若瑟书
院第一次出版名为《圣若瑟书院
文化遗产＠美术馆》的小册子，
介绍圣若瑟书院旧校舍的建筑特
色与历史，让访客认识美术馆所
在地的昔日面貌。
教会学校圣若瑟书院于1852
年 由 德 拉 萨 兄 弟 （D e L a S a l l e
Brothers）创办，好几代圣若瑟书
院学生在位于勿拉士峇沙的校舍
上课。学校直到1988年才迁往位
于马康路（Malcolm Road）的新校
舍。保留着独特欧洲风格的旧圣
若瑟书院于1992年被列为国家历

史古迹，经过几轮整修后，成为
今日的美术馆。
圣若瑟书院校长许添成博士
受访时说：“推出册子介绍美
术馆一带的昔日面貌对学校来说
是具意义的工作，这也记录着学
校过去的发展。”许添成也是圣
若瑟书院校友，他指出，校方考
虑在新校舍设立文化遗产中心，
向学生介绍圣若瑟书院丰富的历
史。
刚推出供美术馆访客免费领
取的小册子由学生与校友设计及
编写，12页的小册子介绍旧校舍
的大礼堂、小教堂等。
参与制作的圣若瑟书院中三
学生林方舟（15岁）说，每名学
生在中一的迎新活动中都会在学
长的带领下，参观美术馆以了解

学校的过去。他认为，能参与制
作册子向公众介绍学校，是有意
义的一件事。
校方上周在美术馆为册子举
行推介仪式，并邀请校友出席，
当中包括担任主宾的内政部常任
秘书陈继豪。美术馆二楼的展厅
也同时举办美术展，展出12名校
友的美术作品，展览星期五结
束。
举办展览的这个展厅昔日可
是学院的“小教堂”。旧校舍
虽经过几番整修，但这个昔日的
“小教堂”绝大部分的特点仍保
留着，包括那古色古香的地砖。
圣若瑟书院多年来教育众多
学生，我国总统陈庆炎、副总理
张志贤、本地音乐人李迪文等皆
为校友。

圣若瑟书院学生黄辉宾(左起）、林方舟、王沈阳与黄良治认为，能参与制作册子向公众介绍美术馆曾为
校园的点点滴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陈来福摄）

想启发孩子好奇心？

《小小拇指》本周六举行家长分享会
陈爱薇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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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启发孩子的好奇心，引导
他们多发问，却又不知该从何下
手？《小小拇指》分享会将以
“多问为什么”为主题，请幼教
工作者为家长指点迷津。
专为学前儿童设计、由李光
耀双语基金赞助的《小小拇指》
双周刊，是家长和教师寓教于游
戏的理想阅读材料，每期免费派
发三万多份到指定的学前中心。
刊物也公开给家庭订阅。
《联合早报》属下学生报将
于本月14日（星期六）在新达新加
坡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母语学习
论坛，举办两场分享会。幼教工
作者将引导家长和孩子，一起利
用《小小拇指》的内容进行互动。
来自职总优儿学府和新意元
幼源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将各主
持一场分享会，欢迎家长带着
五六岁的孩子一起参加。家长将
有机会学习如何以轻松的方式和
多样化的游戏，培养孩子阅读华
文的习惯。此外，家长也可从游
戏中进一步了解孩子的兴趣和才
能，促进亲子关系。
两场分享会的时间为下午2
时和3时30分，入场免费，名额有
限。有兴趣的公众可上网报名，
先到先得。参与者到场时可获得
一个价值超过10元的礼包。
除了《小小拇指》分享会，
学生报也将在母语学习论坛设置
展览摊（Booth No.6），介绍学

母语学习论坛当天，学生们可前往学生报摊位（Booth No.6）书写和寄
出可爱的小拇指明信片。（小小拇指提供）
生报针对不同年龄层所出版的四
份刊物《逗号》、《大拇指》、
《小拇指》和《小小拇指》。

“写第一封信”活动
今年学生报也推出“写第一
封信”活动，欢迎学生索取设计
可爱精美的明信片，现场写给父
母、亲人或朋友，负责人将帮忙
邮寄给对方。这项活动让生活在
电子时代的都市人，有机会体验
或重温接收到亲友来信时的感
动，同时让学生练习以华文书写
和表达。
当天，深受小朋友喜爱的大拇
指吉祥物也会到场和大家合照。
母语学习论坛自去年首次于

国家图书馆成功举行后，今年再
接再厉，推出更多活动和内容。
今年的论坛以“畅游母语乐
园，发现学习喜悦”为主题，分
享学校与社区如何通过创意及有
趣的母语学习活动推广双语教
育。论坛上将有28个展出摊位。
除了包括两场《小小拇指》分
享会在内的10场分享会外，论坛
今年也增设两场讲座。讲座主讲
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教授
塔迪夫（Twila Tardif）和新加坡科
技设计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邱慧
娟。
有意出席论坛、分享会及讲
座的公众可上网www.mtls2013.com.
sg了解详情与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