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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濒水走道、旧
武吉知马火车轨道的“绿
色长廊”及海边，如何将
这些空间打造成新一代的
托儿所与幼稚园？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会
聘请建筑设计公司Lekker 
Architects，探讨本地有
哪些场地可以活用空间，
用来设立托儿所与幼稚
园，并构想设计概念。
　　10种不同模式的学
前教育中心分别以多层
停车场的天台、水沟、
海边、农场、旧火车铁
道和高速公路旁的绿色
空间等为地点，为学前
孩童提供贴近大自然或
社区的学习环境。这些
点子已收录在名为《不
一样的课室：重塑学前
教育环境》（A Different 
Class: Preschool Spaces 
Redefined）的册子。
　　连氏基金 会将 把册
子提交不同的政府部门包
括幼儿培育署，希望有关

部门能考虑这些建议，协
助业者打造新颖的学习环
境。连氏基金会日前向媒
体介绍新模式的设 计 概
念。
　　我国最迟在2018年
增设200家托儿所和幼稚
园，以应付增加的幼教需
求。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
华希望新点子能鼓励各方
探讨如何开发适合新幼稚
园与托儿所的创新模式。

优质学前教育 
环境也很重要
　　他说：“为什么只能
让孩子在一贯的课室上
课？要提供优质的学前教
育，环境也很重要。新一
代的课室应该照顾到学生

的学习发展，让他们有机
会贴近大自然。”
　　李宝华认为，幼稚园
与托儿所的土地规划需要
政府更紧密地进行跨部门
协调，以善用不同空间为
学前儿童打造良好的学习
环境。10个设计概念相
信也适用于疗养院与家庭
服务中心等。
　　Lekker Architects董
事王可欣针对设计是否考
虑建造成本时指出，工作
的主要目的是制定新的幼
教地点，不同设计的初
步建筑费估计介于130万
元至540万元，“海边学
校”成本较高。安全与地
点便利等也是考量因素。
在其中一个设计，组屋底

层的幼稚园范围可延伸至
户外的社区花园，社区花
园在非上课时段仍可供居
民使用。
　 　 为 设 计 点 子 提 供
反 馈 的 圣 雅 各 堂 幼 稚
园（St James' Church 
Kindergarten）总监郑冠
颂认为，旧武吉知马火车
轨道旁和公园相当适合设
立学前教育中心。
　　他说：“幼稚园的主
要开销来自土地租约，
我们在八年内就支付了
1200万元的租金，所以
新模式的建筑成本还算合
理。学前教育业者一般面
对物色场地的问题，希望
政府能开放更多适合的地
点供业者选择。”圣雅

各堂幼稚园位于登布西
路（Dempsey Road）一
带，后年租约到期后将搬
到位于纽顿的吉士德路
（Gilstead Road）。
　　ArtsKidz幼稚园执行
董事高谷敏也支持开创新
场地，尤其是便于户外教
学的公园。她几年前曾计
划利用公园的空间设托儿
所，但向有关当局申请时
没有获批。
　 　 家 长 陈 慧 芬 （ 3 9
岁，自雇人士）认为，靠
近大自然的学习环境有利
于学习，但她也关注学费
与地点的便利性与安全。
　　幼儿培育署针对设计
点子的可行性受询时说，
幼儿培育署一向与各政府

机构合作，探讨利用其他
空间来设立幼稚园与托儿
所。连氏基金会出版的册
子可为当局提供更多参考
的点子。
　　除了组屋底层与有地
住宅等，目前也有少数幼
稚园在多层停车场底层开
设。据了解，当局也探讨
在多层停车场天台建托儿
所。
　　连氏基金会说，接
下来会支持非营利学前
教育机构与政府推出专
门建造（purpose built）
的学校。基金会已将10
个设计点子上载www.
adifferentclass.sg，并在
网站举办比赛，让公众提
出建议。

10 种不同模式的学
前教育中心以多层
停车场的天台、水
沟、海边、农场、
旧火车铁道和高速
公路旁的绿色空间
等为地点，为幼童
提供贴近大自然或
社区的学习环境。
这些点子收录在《不
一样的课室：重塑学
前教育环境》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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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抽奖表格只限报章固本(不接受复印), 必须剪下此固本, 勿将固本粘贴于任何卡片 · 幸运抽奖将会在
2014年9月14日，晚上9点, 于新加坡博览中心第5展厅进行 · 中奖者名单将在2014年9月22日刊登于
网站 www.worldfoodfair.com.sg · 将会以电话联络和书面通知中奖者 · 所有奖品必须在2014年10
月31日之前领取，否则将捐赠给新加坡公益金 · 主办商保留更改奖品之权利而不须作另行通知

姓名 (英文):

身份证号码:

电话 (手机): (住家):

与其他现金奖（无需消费便能参加抽奖）
现金 S$6,888

赢取首奖：即刻前来
!

只须剪下此固本，填妥表格，在世界美食展期间 （2014年9月11日至14日)
亲临新加坡博览中心第5展厅，投进设在主办商办公处的幸运抽奖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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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渠   ●梧槽沟渠、亚历山大沟渠、乌鲁班丹沟渠 公园   ●蔡厝港公园、西海岸公园、宏茂桥市镇西公园

海边   ●东海岸公园、白沙公园、樟宜海边

水道   ●盛港河、实里达下段蓄水池、兀兰海滨

幼稚园新模式建议 构想图由连氏基金会与Lekker Architects提供

●建议地段 早报制图

连氏基金会构想：海边、农场、水沟上

幼教课室可更亲近大自然

　　一名七岁男童昨天中午从淡滨尼
组屋九楼住家厨房坠楼身亡，警方列
为非自然死亡案件展开调查。据了
解，男童患有自闭症，怀疑遭一名中
年妇女推下楼。截至昨晚截稿为止，
警方未逮捕任何人。
　　这起命案发生在昨天下午1时左
右，地点是淡滨尼4道第815座组屋
九楼的五房式单位。警方接获通报后
抵达现场，发现身穿黄色T恤和深色
短裤的男童倒卧在组屋地面层的垃圾
槽前，医护人员到场后宣告他不治。
查案人员过后封锁现场并在事发单位
展开搜证工作。
　　住在事发单位对面座组屋七楼的
女佣英达（33岁）受访说，她目击
一名40多岁女子在事发单位厨房窗
口旁抱起男童。
　　心有余悸的英达流着眼泪说：“那女子将小孩
的头往下压，再把他的臀部往上一提……男童尝试
挣扎，不过没有听到他的叫喊声。”
　　男童坠楼时，猛烈撞击力把七楼单位的竹竿撞
断。在该单位工作的女佣丽娅（29岁）受访说，她
听到竹竿折断的声响，接着是“砰”的巨响，“雇
主的长裤跟着折断的竹竿掉到楼下，我们都不敢下
去捡”。
　　受访邻居都说，事发前后并没有听到任何叫喊
或哭泣声。住在对面11楼单位的帕维英（32岁，家
庭主妇）说，她听见男童坠楼的巨响后立刻到厨房
查看，但没见到事发单位有任何动静。
　　事发后，邻居看见男童的父亲和祖母陆续赶到现
场，痛失孙子的祖母伤心哭泣，但不见男童母亲。
　　受访邻居说，事发单位住着男童及他12岁哥
哥、父母和60多岁的祖母，一家人关系相当融洽，
本报昨天走访时，看见客厅墙上挂了10多张全家福
照片。
　　邻居透露，男童甚少随家人出门，每次见到他
都是和祖母一起，男童不善言语，但非常好动。
　　与男童一家相当熟络的10楼邻居杰尔（44岁，
摄影师）说，男童患有自闭症，一向由祖母照顾。
　　他说：“男童的祖母每天都会风雨不改地在组
屋楼下接男童上下校车。”

七岁男童从淡滨尼组屋九楼住家坠落到地面层的垃
圾槽前，当场不治。警方封锁现场进行搜证。

（陈渊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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