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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幼儿培育署导师

每年可获 9千元津贴
王翊颀 报道 henyiqi@sph.com.sg

只要表现好
就有望擢升

陈振声：教师职业发展受照顾

农历甲午年八月廿六

‘两面之间，与死共生’游览会

连氏基金办活动展览
鼓励群众面对死亡课题
宋慧纯报道／摄影
hcsong@sph.com.
sg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
和洪振茂基金联合推出
“两面之间，与死共
生”游览会，通过艺
术演出及创新有趣的活
动，鼓励大家一起探讨
死亡的课题，坦然面对
死亡。
首个为期3天的游
览会，在今天至星期日
（21日），在义顺81
街（卡迪地铁站对面）
第838座前的篮球场举
行。
▲卫生部政务部长蓝彬明医生（右一）是今早开幕仪式的嘉宾。右二
展览的亮点包括，
为游览会艺术总监郭庆亮。
乐龄人士通过照片展，
分享人生为他们上的最重要的一堂课、探讨人的一生
是以时间长短还是记忆好坏来评定的影像装置，以及
走进去可听到不同人对死亡的看法的咖啡店、客厅和
棺木装置等。
展览也有不少互动性环节，公众可把对如何更容
易接受死亡的看法写在风车上，甚至设计自己心中的
棺木。公众也可以写下对死亡说的话，或者想要留给
世界的寄语等，再拍照上网与全世界分享。
当场也会有一些演出和对话。“风回家了”人偶
表演每天傍晚6时30分到7时以华语演出，从一只流浪
猫的角度，展现一对老夫妇面对生命抉择的挣扎。
每晚7时30分到8时，也会举行互动性的表演。表
演中，两家人正面对着疾病和死亡，现场观众可随时
介入，主导情节的走向。演出以英语、广东话和华语
进行。
每天早上11时、下午2时和傍晚5时，也会有来自
各个阶层的嘉宾，分享他们对临终的看法。
现场甚至设有“咖啡座”，免费供应茶水和点
心，让公众坐下来和同行的亲友一起讨论对死亡的看 ▲“人生一刻”影像装置探讨人生是否
该以长短来评定。
法。

呈现生死课题
蓝彬明：以创意方式

经验丰富的幼教教育者当导师，
为领域做出额外贡献，受委3年间，
每年可获9000元现金津贴！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国防部第
二部长陈振声今早宣布三大措施来提
升幼教领域，让幼教教育者有更多机
会在职业不同阶段提升自己，享有更
多职业发展。
幼教老师只要表现好，没文
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委任该领域的
凭也有望擢升，甚至获得更高薪
优秀领袖及专业人士作为幼儿培育署
水。
导师，树立良好榜样，在该领域扮演
陈振声（图右）表示，将成立以能力为基础的
要角，协助提升幼教领域的水准，职
幼儿教育职业发展道路框架。
责包括促进专业发展、课程发展和领
原制度下，一名幼儿教师无论拥有几年经验，
域上的合作。
若没考到幼保教育教学文凭，就无擢升，但在新的
这些导师需在幼教方面表现优
制度下，幼儿园（nursery)教师职业发展分等级，
异，或是拥有至少10年在幼儿领域的
让他们无需文凭也有望擢升甚至加薪。原本属较高
任教或/和领导经验，目前仍在学前
等级的幼儿园教师，在考取幼保教育教学文凭后还
教育领域受聘，或是掌管学前教育学
府，具备相关的幼教学历，最好在取
有望跳级，成为更高等级的幼稚园(kindergarten)教
得学前教育认证框架（SPARK）资
师。
格鉴定方面有经验。
从明年起，拥有幼保教育高级国家工艺教育局
这些指导员在受委的三年间，
证书或劳发局证书者，要到理工学院念读持续教育
除了原本的职务，每年需为该领域
与培训的幼保教育专业文凭时，之前在工作上的经
贡献额外100小时。为了感谢他们的
验与能力将被认可，有望将课程时间缩短25%。
贡献，若履行好职务，一年可获得
9000元的“年
幼教 领域职业发展道路
度服务奖励津
贴”，三年可
获2万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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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政务部长蓝彬明医生今早受访时
说，这是一项值得鼓励的活动，可以吸引各个年
龄层的居民参与。他希望通过有创意的方式呈现
生死课题，可以让民众的心里不那么抗拒。
他说，他当了20年的医生，发现生死是谁都
不能避免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做好准备应付
这些课题。为了避免在临终的日子，自己或亲人
必须做出痛苦的决定，或亲人不清楚他们要的是
什么，公众应该尽早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写好预
先医疗指示。
亚洲社会向来把死亡视为禁忌课题，所以他
看到连氏基金会的调查显示，乐龄人士越来越愿
意谈论这类课题，令他感到鼓舞。他强调，要乐
龄人士谈论死亡，就必须让全家一起参与对话。

郭庆亮：通过艺术凝结社群
展览的艺术总监郭庆亮在过去两年半，与约
50名临终病人，以及照顾他们的亲友和医疗人员
谈过，了解他们面对死亡的感受。
也是戏剧盒艺术总监的郭庆亮说：“生老病
死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但我们整个社会却一直避
开谈论死亡。我们通过这里的艺术作品，让公众

观赏人偶表演
思考临终安排
乐龄人士看了人偶表演后，许多人
进一步思考自己的临终安排。
主办方透露，最近的2周，“风回
家了”人偶表演已在北部和中部的18个
乐龄托管中心演出，给600多名乐龄人
士观赏。
其中，约80人看了表演后表示想了
解更多相关资料，而约50人询问该如何
安排自己的临终关怀。乐龄托管中心的
工作人员跟老人们一起观看表演后，能
更轻易地跟他们聊起有关生死的课题。

有个安全的空间可以思考生死的问题，呈现方式
不会让他们感到受威胁，却能引起他们的进一步
思考。”
“通过艺术形式来分享的故事和体验，能把
社群带到一起，来一起思考生死的问题。”

IPPT预备训练

 接受个人体能测验预备训练的
战备军人可获一笔服役薪金。

战备军人可获补薪
战备军人今后接受个人体能测验预备训练，
可获得服役薪金。
这是新加坡武装部队自2006年推出这套训
练机制以来，首次为自愿受训的战备军人提供补
薪。
武装部队已从本月1日起，支付接受个人体
能测验预备训练（IPPT Preparatory Training）
的战备军人一笔服役薪金。这笔费用是按服役人
员的军种、军职和军衔而定。过去，武装部队强
调个人体能预备训练属自愿性质，战备人员无法
领战备服役补薪。
武装部队也从昨天起推出一项试验计划，让
100名战备军人，利用保健促进局研发的手机应
用程序“互动性饮食与活动追踪系统”，或军队

提供的高科技运动腕带Fitbit Flex，自行执行预备
训练。战备军人只须在一周内自行完成75分钟的
跑步，即算完成一次预备训练。不过，选择自行
进行预备训练的战备军人将无法获得服役薪金。

月薪2200元？

麦当劳否认跨海招人
周自蕙 报道
chchew@sph.com.sg
中国论坛出现征聘广告，
称我国麦当劳出2200元月薪，
要从当地请人来当见习助理经
理。麦当劳澄清，广告未经授
权。
这则7月份的留言出现在中
国网上论坛中，也被本地网站
转载。广告称要招聘10名见习
助理经理到新加坡，更详细列
出年龄、学历等要求，还强调
“有新加坡相关经验者优先录
用，人在新加坡本地可以安排
雇主现场面试”。
广告称工作底薪1900新
元，加上其他固定津贴更可达
2200新元，每周工作44小时，
还会有第13个月花红及其他福
利。
麦当劳新加坡发言人受询

时澄清，这则广告未经他
们授权，也非麦当劳的工
作中介所授权刊登的。
发言人说，麦当劳向 ▲  麦当劳新加坡澄清，征聘广告
“所有有意加入我们的职
来提供公平受聘机会，为了在
未经授权。（档案照）
人力市场吃紧的情况下仍
能好好服务顾客，他们一
直积极聘请并培养餐饮业
人才。
“在新加坡，我们和
许多机构，如社区发展理
事会、职总就业与职能培
训中心（e2i）和学校等合
作，也参加甚至安排自己
的职业展。我们也在相关
平台和快餐店范围靠广告来加
员也有公平的职业训练、发展
强征聘工作。”
和升职机会。我们欢迎想到这
麦当劳指出，职员的薪金
里就业的求职者，到我们的网
配套具市场竞争力，根据职员
站查询更多资料并提交求职申
的职位、相关经验和学历等而
请。”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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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是什么？

与孩子进行
临终课题沟通

个案 1

生
死

前立遗嘱
后无牵挂

陈子佳律师。
立遗嘱不是老人或有钱人的专利，越来越多
年轻人开始工作后就立遗嘱。
福鼎律师行首席执行官陈子佳律师（40
岁）发现，这10年来，主动立遗嘱的人也越来
越多。
“刚开始的一两年，我每年只帮一两个人立
遗嘱，但过去几年来，我一个月就处理多达100
到150个立遗嘱的案子。遗嘱除了分配产业、股
票和积蓄等财产以外，也可以分配对立遗嘱者具
有意义的物品，例如衣服、鞋子等。”
陈子佳说，也有些人在遗嘱里交代身后事的
安排，或透过遗嘱感激亲人的照顾和关爱。

立遗嘱者年轻化
此外，陈子佳也发现，这几年来，立遗嘱者
也有年轻化趋势。他认为，这是因为很多年轻人
见识广，发现人有旦夕祸福，因此意识到有必要
立遗嘱。一些年轻夫妇也会特地在遗嘱里交代孩
子的监护人由谁担任等事宜，保障孩子的利益。
陈子佳与本报分享了两个因为父亲没有立遗
嘱而造成问题的案例。

父亲没立遗嘱
孩子为钱反目

第一个案例里，死者的妻子
虽然还在世，但不想插手遗产事宜，让5个孩子
自己解决。
陈子佳需要其中一人当遗产执行人。当他们
得知遗产执行人只是一份苦差，不会得到更多遗
产时，没有一个人愿意当执行人。
“最后，我等了整整半年，他们才把最小的
弟弟推出来当遗产执行人。那时，几个兄弟姐妹
之间的感情已经生变了。”

个案 2

弟为遗产
揭兄疮疤

这个个案里的孩子们全争着要当执行人。陈
子佳说，有些人不信任自己的兄弟姐妹，因此抢
着要当执行人。因此，陈子佳说，立遗嘱最基本
的好处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分配遗产，也可
避免家庭纠纷。

探讨死亡
2场游览会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和洪振茂基金联合推出
“两面之间，与死共生”游览会。
首个为期3天的游览会，将在星期五（19
日）至星期日（21日），在义顺81街（卡迪
地铁站对面）第838座前的篮球场举行。资深
艺人陈澍城将在星期六（20日），下午1时30
分至3时，与本报的18名读者，一起参观游览
会，一起“讲死”。
第二个游览会，将在下星期五（26日）至
下星期日（28日），在大巴窑图书馆前举行。

文 ／陈莹纮

别忽略儿童对死亡的概念
临终病患与家人面对死亡时，不该忽略家中孩童，应该向他们解释死亡的概念，让他们知
道有亲人要永远离开了。也许，家人不知如何该怎么做，这时，医院的社工可以介入，帮忙他
们向孩子们解释“死亡”的概念。
邱德拔医院的高级医疗社工黄诗荃说，病患临终时，家人往往不让孩子参与这个过程。她
在这两年多来接触许多临终病患，也协助他们的家人与孩子面对临终问题。她解释，跟孩童述
说挚亲患癌症或即将离世的消息时，必须了解不同年龄层儿童的死亡观，以不同的方式传达信
息。她说：“我们不该假定孩子不会了解死亡。他们或许不会表达，但他们也会关心亲人。家
属应该尽量以浅白的话解释给孩子听。”
黄诗荃说，在与孩子进行临终课题的沟
通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如果病患愿意亲口告诉孩童这个消息，应
该让他们自己说。
●诉说时可以从头开始慢慢说起，让孩子更
容易理解和接受他们的话。

帮助孩子理解死亡

一名母亲患上末期癌症，父亲不知如何告诉3名就读小学和中
学的子女，他们的妈妈将不久于人世。
黄诗荃与3个孩子接触，他们也对她敞开心房，诉说内心的感
受。她说：“我了解了他们的感受后，就能和他们的父亲讨论要
如何与孩子们谈论母亲的事。这事一定要孩子们信任的亲人亲口
告诉他们，不能由我们说。”
父亲召集孩子后，从他们的母亲患病初期，慢慢向他们解释
母亲当初是因为体力一天不如一天，不能陪他们参与很多活动，
接着病情恶化，必须住院，但情况不乐观，然后告诉他们，母亲
“即将死去”。

个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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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孩子解释之前为什么对他们隐瞒这个消
息。
●不要低估孩子处理临终课题的能力。
●让孩子知道，他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人
倾诉。

个案 2

黄诗荃说，孩子们都很懂事，经父亲解释后也了解了母亲
的情况。但他们又面对另一个问题：他们无法面对被病魔折磨得
不成人形的母亲，不敢时常待在她的病床旁。
“有些家人会要求孩子一直留在他们母亲身边，这
会使孩子感到内疚，质疑自己是不是坏孩子。他们问
我这个问题。我向他们解释，他们不是坏孩子，
他们只是不想破坏心目中母亲的形象。这点非
常重要。当我们了解孩子们在想什么时，才
能够帮助他们面对临终问题。否则，他们
长大后很有可能会有心灵创伤。”

成熟懂事的小孙子

黄诗荃也分享了另一个小故事。她说，有一个念小学
的小男孩与外祖父非常亲，但外祖父患有肺病，情况不乐
观。外祖父对于死亡的态度很坦然，唯一担心的是可爱的
小孙子长大后会忘了自己。黄诗荃便将这个担忧传达给病
患的女儿，也就是小男孩的母亲。她于是向孩子解释，
外祖父生病了，很有可能会离开人世。此后，小男孩
一放学就到医院陪外祖父，而且很乖巧地倒
外祖父喜欢喝的汽水给他喝，与他聊天，为
他擦汗。外祖父过世后，小男孩也在灵堂唱
外祖父喜欢听的歌，表现得非常成熟。

邱德拔医院的高级医疗社工黄诗荃。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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