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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旗下
医疗机构就医的病患，今年起可
通过送药服务，在全岛指定的取
药箱或储物柜领取药物，享受就
近取药的便利。
　　这是继新保集团为病患提供
送药上门服务后，最新推出的服
务选项。为进一步向病患提供便
利，他们如今可通过Health Buddy
手机应用，安排送药服务。
　　无论送至家中或储物柜，该
服务目前免费提供至今年6月30
日；在那之后，病患每趟需支付8
元运送费。
　　参与送药服务的新保集团医
疗机构包括新加坡中央医院、竹
脚妇幼医院、樟宜综合医院、盛
港综合医院、国家癌症中心、国
家心脏中心、全国眼科中心和集
团旗下综合诊疗所。
　　新保集团昨天发表文告指
出，到这些医疗机构看病的病

患可到集团旗下五家综合诊疗
所（勿洛、马林百列、榜鹅、
盛港和淡滨尼）开设的取药箱
（PILBOX）拿药；其中，中央医
院和竹脚妇幼医院病患，可另外
到全岛18间油站和便利店等地点
的储物柜领取药物。

适用服务病患 
最好是病情受良好控制者
　　文告说，适合使用这项服务
的病患最好是病情受到良好控
制，定期服用同一种药物，并无
需重复咨询药剂师的病患，如慢
性疾病患者和病情稳定的肾脏移
植患者。
　　想要安排送药服务的病患，
需先与就医机构的门诊药房登
记，并提供医生开出的药方。药
剂师确认过所需药物后，病患可
选择上网或在药房付费，一般约
三个工作日就能收到药物。
　　病患一旦成功注册，待手上
的药吃完后便可致电给门诊药

房，或使用Health Buddy手机应
用，重新预约送药服务。
　　打个比方，一名长期服药的
糖尿病患者，拿到医生开出的半
年药方后，到医院的门诊药房注
册后，病患可自行决定如何安排
送药服务。例如，自己可以先拿
两个月分量的药物回家，等到药
差不多要吃完了，再通过Health 
Buddy手机应用，安排剩余四个
月的药物送到家里。
　　病患之后会收到药剂师发出
的手机短信或电邮，确认预约安
排、价格和送货时间，病患再通
过新保集团的电子付费功能支付
运送费和药费，三个工作日之后
便能在家中或病患指定的储物柜
收到药物。

手机应用提供 
300多种常用药物资讯
　　中央医院药剂部门处长林文
满说：“这一服务能让长期服
药的病患受益，如控制良好的高
血压、高胆固醇或糖尿病患者。
在看了医生后，他们可以不必到
药房排队拿药，而是注册送药服
务。”
　　另一方面，Health Buddy手机
应用如今提供300多种常用药物资

讯，如正确剂量、副作用和存放
注意事项等，使用者可由此作为
药物参考。竹脚妇幼医院药剂部
门主任郭秀钦因此指出，病患和
看护者可通过该手机应用更有效
管理药物，甚至在应用中设定提

醒，确保患者正确服药。
　　在中央医院就医的肾脏移植
者彭国莲（54岁，公司首席财务
官），过去两年多定期使用送药
服务。她受访时说：“送药服务
替我节省不少排队拿药的时间，

非常方便，又容易安排。我家每
天都有人在，所以非常适合我，
我也会继续使用这个服务。”
　　公众可上网新保集团网站
（www.singhealth.com.sg）了解送
药服务详情和各储物柜地点。

国庆群众大会在8月18日
　　今年国庆群众大会将在8月18
日（星期日）举行。
　　总理公署昨天发文告透露，
国庆群众大会的地点是宏茂桥的
工艺教育学院，与去年相同。
　　李显龙总理一般会在群众大
会上，以马来语、华语和英语发
表讲话，谈及我国所面对的挑
战，并勾勒政府接下来的政策与
发展计划。

“艺放邻里”聚焦淡滨尼
　　全国16个地点的居民本月在
家门外就能欣赏多项艺术文化表
演和展览活动。由国家艺术理事
会主办的第12届“艺放邻里”活
动将在兀兰、大巴窑、勿洛和宏
茂桥等地点举行。这届“艺放邻
里”聚焦曾是橡胶园和采砂场的
淡滨尼。将近25项艺术活动以淡
滨尼历史、景观与声音为创作灵
感。所有活动免费开放。活动详
情可上网：http://artsforall.sg。

曾琬瑜　报道
chingwy@sph.com.sg

　　双溪加株一栋大楼昨天发
生谋杀案，一名30岁男子当场身
亡，另一名男子受伤被送院治
疗。警方在现场逮捕23岁的男嫌
犯，他明天将在谋杀罪名下被控
上法庭。
　　新加坡警察部队昨晚发文告
指出，当局在昨午12时57分接到
来自双溪加株环道一栋大楼的求
助电话。警方到场时，发现该
名30岁男子倒卧在大楼内一动不
动，医护人员过后宣告他身亡。
　　另一名受伤的29岁男子随后
被送往邱德拔医院接受治疗。初
步调查显示，两名受害人与嫌犯
认识。警方指一名23岁男子过后
被逮捕，他将在明天被控上法
庭。警方已将此案列为谋杀案。
　　民防部队发言人受询时证实

一人在上述事故中死亡，另有三
人被送到最靠近的邱德拔医院。
　　据《联合早报》了解，入院
的三人包括29岁伤者、23岁嫌犯
与一名目击案件发生的女子。女
目击者相信是因为受到创伤而被
送入院。
　　死者是林信杰（30岁），
为本地网购公司“JIJI”的大股
东，该网购公司就坐落在62号双
溪加株环道的国际家具中心一
楼。伤者为李铭桥（29岁），是
网购公司二股东。据了解，被捕
的男嫌犯是该公司员工，他和伤
者身上都有多处割伤，相信两人
是在争持下受伤。
　　记者事发后走访案发现场，
死者遗体在晚上8时被载走，公
司外也被拉起封锁线，查案人员
在场调查超过九个小时。嫌犯干
案动机未明，警方还在调查。

蓝云舟　报道
yznam@sph.com.sg

　　使用新科技时应及早考虑到
科技创新的道德影响，并形成相
应的社会规范，才能将科技带来
的未来机遇最大化。
　　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
统筹部长尚达曼昨天在南洋理
工大学科技与人类社会研究中
心（NT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Humanity，简称
NISTH）推介仪式上致辞时指
出，社会对科技创新的道德讨论
往往在问题发生之后。若不想落
入亡羊补牢的被动状态，就须及
早思考这些道德考量，并在解决
方案中体现出来。
　　要做到这点，必须拥有良好
的治理框架。尚达曼举例，中国
科学家贺建奎去年11月宣布成功
培育全球首对基因编辑婴儿，引
起全球哗然，在在说明管制条例
不可太宽泛。
　　治理框架也不应只包含条
规，还应涵盖社会、企业和专业
规范，这些规范能为行为提供指
导。形成这样的规范并非易事，
不过尚达曼强调，若要在通往未
来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就不能忽
视良治的重要。
　　“我们必须提前关注风险和
利益之间的平衡，减缓和尽可能
规避风险，扩大利益。”
　　另一个应及早关注的课题，
是如何确保在新科技涌现的形势

下，劳动队伍能维持高生产力和
高薪金，并继续享有就业机会。
　　理想的状态，是让科技来扩
增人类技能。劳动队伍须掌握机
器不能胜任、但能与机器工作相
辅相成的技能，这方面的准备工
作势在必行。
　　尚达曼说：“我们必须从小
就为国人培训某些技能和特质。
我们也需要适当的基础设施和方
法，帮助成年人不断发展和扩增
技能。而这讲求工作的重新设
计……我们不能等到人们丢了饭
碗、社会分歧加深之后才来思考
这些问题，而是要尽早以能够把
机遇最大化的方法，想好怎么设
计科技，制定技能培训项目，反

思工厂的组织方式。”
　　其他须迫切关注的科技与人
文相关课题，还包括如何利用科
技治病，及提高国人的生活质
量。新科技也可把人的潜能最大
化，如开发创意和不同年龄学习
方式的相关研究。
　　NISTH是南大为研究科技
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设立的中
心。该中心由荷兰特温特大学
（University of Twente）人类媒体
互动研究小组的电脑学教授埃弗
斯（Vanessa Evers）领导。
　　中心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
在起步阶段将重点展开三个领域
的研究，包括创新科技的道德问
题，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治理和

领导，及科技对亚洲城市景观和
人民生活的影响。
　　南大校长苏布拉·苏雷什教
授在仪式上致辞时指出，在新的
科技趋势下，采用以人为本的方
式、从道德视角研究科技和科
学更显重要，NISTH也将弥合科
学、科技、医学，及人文、艺
术、社会科学和商学的鸿沟，为
社会带来深远影响。

新保集团病患可到全岛多处就近取药

居住在东部的中央医院和竹脚妇幼医院病患，可安排送药服务至这间位于淡滨尼东地铁站雀喜（Cheers）便利
店的储物柜，省去特地到医院药房排队拿药的麻烦。（唐家鸿摄）

这是继新保集团为病患提供送药上门服务后，最新推出
的服务选项。无论送至家中或储物柜，该服务目前免费
提供至今年6月30日；在那之后，病患每趟需支付8元运
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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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成立新研究中心探讨科技对人类社会影响

副总理兼经济
及社会政策统
筹部长尚达曼
（右二）、南
大 校 长 苏 布
拉·苏雷什教
授（左二）、
NISTH国际咨
询委员会主席
何 学 渊 （ 右
一）和NISTH
负责人埃弗斯
为新研究中心
主持推介。

（邬福梁摄）

社会对科技创新的道德讨论

往往在问题发生之后。若不

想落入亡羊补牢被动状态，

就须及早思考道德考量。

——尚达曼

双溪加株命案一死一伤
一男子明天被控谋杀

国际家具中心昨天发生谋杀案，三名查案人员完成调查后，将现场包括
一张椅子的各类证物带返警局。（邝启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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