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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男校工觉得小三男生
“很可爱”，一年多下来每当对
方落单就上前给他“抱抱”，其
中两次还趁机非礼他的下体，昨
天校工被判入狱14个月以及打鞭
一下。
　　张淳英（译音，48岁）昨天
承认一项严重非礼的罪名，另一
项交由法官考虑。
　　被告曾是某所小学的校工。
受害者案发时8岁，就读小三。
　　根据案情，被告负责在学生
下课后打理教室及将教室门上
锁。受害者时常下课后还留在学
校，因此在2017年1月引来了被告

的注意。
　　被告声称，他觉得男生“很
可爱”，因此在2017年至2018年
中，趁四下无人时，就会上前给
对方一个“抱抱”。被告每次等
周围没人在才那么做，是因为担
心其他人异样的眼光。

受害者担心没人相信 
不敢告诉别人
　　但是，被告曾在多次的“抱
抱”中，两次非礼了男生的下
体。男生虽然觉得不好，但是没
有马上通知家长及老师，以为不
会有人相信他。
　　男生在2019年1月20日终于将
事情告诉父亲，父亲马上通知校
方，数天后报案。
　　主控官指出，被告的行为极
其恶劣，利用“抱抱”为借口，
对一个心智幼小的男孩犯案。而
且，他身为校工，作为一个经常
接触学生的人，更不该做出这种
行为。
　　主控官要求法官判被告坐牢

18个月以及鞭刑三下，但代表律
师求情时说，被告的罪行没有那
么恶劣，不至于判那么重的刑
罚。
　　律师说，被告一年多来两次
对男生下手，虽然不应该，但不
是一年下来不断非礼男生。
　　律师认为，被告从未威逼利
诱男生，“抱抱”根本不能算是
一种骗人的手段，两次犯案都是
一时糊涂，请求法官从轻发落。
　　法官下判时指出，虽然“抱
抱”的确不算是非礼行为，但被
告对年仅8岁的男生下手，罪行无
论如何都非常严重，不过他同意
控方所要求的刑罚过重，因此判
被告坐牢14个月以及打鞭一下。

　　本地目前有约1万零500名符
合资格、可教华语的学前教育教
师。有超过九成，即1800所学前
教育中心，提供至少一种母语课
程，让学龄前儿童接触母语。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卫生
部第二部长马善高前天以书面答
复工人党盛港集选区议员辣玉莎
的国会提问时，透露以上数据。
　　马善高表示，在大约1800所
提供至少一种母语课程的学前
教育中心里，有约160所提供华
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全部三种
母语课程，当中包括教育部旗下
所有36所幼儿园；另有260所提
供两种母语课程。
　　幼儿培育署正与主要业者

（anchor operators）合作，目标
是到了2022年，将提供马来语和
淡米尔语课程的学前教育中心数
量翻倍，增加到350个。
　　为了满足需求，母语教学师
资队伍也在逐步扩充。目前符合
资格可从事华语教学的学前教育
教师有约1万零500名，可教授马
来语和淡米尔语的则分别为2800
人和700人。
　　政府在2019年推出针对马来
语和淡米尔语的学前母语教育证
书，以提升在职幼儿教师的母语
教学能力。截至今年2月，已有
近200名在职幼儿教育者通过课
程考核，获分配至不同学前教育
中心从事母语教学。

可为八个大巴窑供电

东南亚首个拉柏多将建大型地下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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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能源集团选定建设拉
柏多地下变电站的总承包商，这
个电力设施将是东南亚第一个大
型地下变电站。
　　新能源昨天发文告宣布，变
电站的建筑合约由韩国现代工程
建设公司（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标得。
　　拉柏多（Labrador）地下变电
站是市区重建局2019年发展总蓝
图的一部分，选址为前巴西班让
发电厂所在地，它将是本地首个
可承担230千伏特（kV）电量的
地下变电站。

预计2024年完工
　　这个发展计划将变电站设施
移至地底，可腾出三公顷的黄金
地段，相当于四个足球场。变电
站和地面的34层楼商业建筑预计
在2024年完工。
　　新能源集团总裁黄天源在文
告中说，这个项目符合新加坡的
市区更新计划以及联合国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确保人人能享有可
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并建设

可持续的基础设施。
　　变电站投入运作后，将满
足 亚 历 山 大 、 金 文 泰 、 岌 巴
（Keppel）、巴西班让和科学园
区等附近市镇的电力需求。

　　文告也说，一个可承担230千
伏特电量的变电站全力运作时，
可为多达八个市镇供电，每个市
镇的大小相当于大巴窑的面积。
　　新能源指出，与在地面上建

造变电站相比，地下变电站须投
入更多资源和专精的工程能力来
建设。
　　变电站也须使用不易起火的
设备，并安装冷却系统以防止设

备过热。
　　不过，在地下建造变电站的
长期利益超过这些成本。文告
说：“除了为其他土地用途腾出
空间，地下变电站暴露和受损的

风险也较小。这将增强电力资产
和电网的安全性。”
　　黄天源补充说，凭借集团在
全岛建设地下电缆隧道方面的丰
富经验，他们将能应付这个复杂
的项目。
　　“有了从这个项目中吸取的
知识与经验，我们可以探讨在地
下建设更多变电站的可能性。”

确保变电站不会积水
　　新加坡工程师学会机电工程
技术委员会副主席李镇鹏受访时
说，为了确保整个项目的安全
性，发展商将面对数个挑战，包
括地面水渗入地下设施，以及变
电站范围内所产生的电磁辐射。
　　他解释说，电缆都是防水
的，但电缆衔接处和相关电机设
备并不防水。如果地面水渗入变
电站，可能导致跳电并损坏电机
设备。
　　“对于230千伏特电量的变电
站，停电将造成大范围影响。因
此，确保地下变电站永远不会积
水是非常重要的。”

须设计电磁屏蔽 
减少干扰和健康影响
　　至于电磁场则可能会对敏感
的电子设备造成电磁干扰，也可
能影响高压电缆附近人员的健
康。
　　李镇鹏说，变电站须有专人
设计适当的电磁屏蔽，以减少电
磁干扰对地面商业建筑的影响，
并妥善处理健康方面的顾虑。

以“抱抱”为借口非礼男孩　校工判监14个月打一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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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加拉籍客工在修建盛港邻
里中心的工地中，夹死于起重机
的平衡锤及铁栅栏之间，验尸官
裁定为不幸的工业意外。
　　验尸官指出，死者伊斯兰
（Islam Md Soreful）并不属于负责
起重机的团队，他为何出现在起
重机旁至今原因不明，而且现场
没人看见他如何闯入施工地点。

发展商事发后 
已加强工地安全措施
　　据验尸官了解，人力部不会
针对这起事件追究任何一方的刑
事责任，但发展商已经加强了工
地的安全措施，额外聘请督工巡
逻工地。
　　这起意外发生于2019年11月
22日上午9时左右，地点是盛港安
谷路（Anchorvale Road）339号的
建筑工地。
　　据本报当年报道，该工地在

兴建Anchorvale Village邻里中心，
是建屋发展局的一个项目，主要
承包商是Ken-Pal私人有限公司。
　　这起事故是同一个工地在
2019年发生的第二起致命工业意
外。同年3月9日早上9时左右，
一名36岁印度籍客工被铁板桩击
中，当场丧命。
　　验尸庭日前针对伊斯兰的死
因召开聆讯，验尸官昨午发表结
论。聆讯揭露，工地是在2018年5
月开始施工，死者的雇主He Zhan
私人有限公司是分包商之一，承
包混凝土相关的结构工程。
　　死者从2019年10月开始到工
地上班，负责安装钢筋，主要在
地下层工作。
　　案发当天，肇事的起重机由
一名有40多年经验的员工操作。
他在起重机督工以及其他员工的
帮助下，准备将钢筋从地下层抬
起，移到地面的平台上。
　　但是，他在旋转起重机的时
候，发现起重机卡住，因此按照

安全作业程序立刻停下，把起重
机旋转回原来位置，然后鸣笛通
知督工。
　　督工当时站在起重机的右
边，并未看到任何阻碍物，他再
走到左边查看，发现死者身体向
前倒在铁栅栏上，立刻找来其他
客工让他平躺在地上。
　　督工指出，死者当时清醒，
但明显呼吸困难，而且嘴里念念
有词。死者不久后被送往医院，
但他在救护人员到达前已经昏迷
不醒。因抢救无效，医生宣告他
不治。
　　法医报告指出，死者身上多
处受伤，包括肋骨多处骨折，最
终重创而亡。
　　根据调查，督工和起重机操
作员在操作起重机之前有多次检
查周围，但都没有看到死者几时
进入工作区。
　　死者被发现的地方是在起重
机的左后方，不但是起重机的盲
点，督工案发时所站的位置正好

也看不见。两人相信死者可能当
时将铁栅栏移开后闯入工作区。
　　调查显示，铁栅栏并非固定
在地上，能够被拉开让工人进
出，但铁栅栏上挂着明显的警示
牌。
　　验尸官指出，死者轻生的可
能性不高。根据死者妻子的说
法，死者是个积极上进的人，虽
然因中介费和母亲的医药费欠下
1000多元，但两人坚信他不久后
就能还清，死者还想把妻儿接到
新加坡来。

死者出现在起重机旁 
原因仍未明
　　验尸官认为，死者夹死于起
重机的平衡锤及铁栅栏之间纯属
意外，但他为何出现在工作区至
今不明。
　　验尸官借此机会提醒所有工
地的承包商，应该采纳安全与卫
生理事会去年提出的各项建议，
积极提高工地的安全水准。

本地约1万名幼教师
符合华语教学资格

马国两农场鸡蛋上月被召回
对本地供应影响不大

防孩童被性侵犯　内政部考虑强制相关人员接受背景调查

林慧敏　报道
huiminlim@sph.com.sg

　　马来西亚两家农场的鸡蛋因
验出含有肠炎沙门氏菌，上个月
被令召回。召回行动并未导致我
国的鸡蛋价格上涨，对本地的鸡
蛋供应影响不大。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
书面回复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议
员贝理安有关召回马国农场鸡蛋
对本地供应和价格有何影响时指
出，从两家受影响农场进口的鸡
蛋仅占我国鸡蛋供应的5%，影
响不大。本地鸡蛋进口商可通过
其他获新加坡食品局认证的农场
进口鸡蛋，来补足货源。
　　傅海燕说，没有迹象显示召
回行动造成本地鸡蛋价格上涨，
或导致牟利行为。过去一个月，
本地的鸡蛋零售价格保持平稳。
　　食品局分别于3月12日和19

日发文告，表示发现马国丽鸿有
限公司农场和Linggi Agriculture
农 场 的 鸡 蛋 含 有 沙 门 氏 菌
（Salmonella enteritidis），下令
进口商召回受影响鸡蛋，并暂停
从这两家农场进口鸡蛋。
　　食品局和马国当局目前正在
合作进行调查。只有在评估调查
结果，确保受影响农场所采取的
措施符合标准后，才会允许农场
继续出口鸡蛋到本地。
　　傅海燕说，食品安全出现问
题，显示食品供应来源多元化的
重要性。除了马国，我国的鸡蛋
来源还包括本地农场生产，以及
从泰国、乌克兰和波兰等国家进
口。食品局将继续对计划出口到
本地的鸡蛋农场进行认证，确保
农场具有良好的管理规范和生物
安全措施，以避免沙门氏菌污染
的风险。

苏文琪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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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目前没有公开性罪犯名
单的做法，内政部正在考虑是否
强制所有从事孩童相关工作的
人，受雇前须接受背景调查。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
在国会书面答复武吉巴督区议员
穆仁理的询问时说，当局除了要
确保有严重性罪案前科者不能从
事可接触到孩童的工作，也得避

免加重对有前科者的歧视，影响
他们接受改造和重返社会。
　　为了取得平衡，法律授权警
方持有有严重案底者的名单，但
是不公开。
　　教育部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等机构向来与警方密切合作，调
查申请孩童相关工作的求职者，
例如学前教育中心和学校。
　　尚穆根透露，内政部正在考
虑是否须采取更多措施，强制所

有从事孩童相关工作的人须接受
背景调查，但这个做法存在一些
实际困难，须三思而行。
　　针对穆仁理的建议，即让家
长能调查自由业补习老师或教练
是否有以未成年者为目标的性罪
案前科，尚穆根说，这个要求有
合理的出发点，但这么做几乎是
公开一个人的案底，因为这些信
息很可能被公众轻易取得。
　　目前，只有美国公开性罪犯

的个人资料，并且造成不少不良
后果。一项研究发现，公开罪犯
身份的做法可能适得其反，因为
被列入名单的性罪犯往往面对邻
居的排斥、失业和焦虑问题，再
犯的可能性更高。
　　尚穆根说，性罪犯和他们的
家人也遭受歧视、骚扰和暴力对
待。他说：“我们须考虑后果，
探讨是否应提供当前做法以外的
其他途径来查询个人案底。”

拉柏多地下变电站是市区
重建局2019年发展总蓝图
的一部分，选址为前巴西
班让发电厂所在地，它将
是本地首个可承担230千
伏特电量的地下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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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淳英因非
礼一名三年
级男学生，
被判入狱14
个月以及打
鞭一下。
（海峡时报）

新加坡能源集团将在前巴西班让发电厂所在地兴建本地最大的地下变电站，工程预计2024年完工。（何家俊摄）

孟籍客工遭起重机夹死　验尸官裁定为工业意外
上个月马国两家农场的鸡蛋，因验出含有肠炎沙门氏菌，被食品局下令
召回。（档案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