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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仪　报道
leecgye@sph.com.sg

　　政府将斥资数亿元在大士兴建地铁
综合测试中心，把新旧地铁线的各种系
统测试集中在同一屋檐下，让新列车及
其他核心地铁系统的测试可以全天候进
行，不会影响到已穿行的列车服务。
　　这将是东南亚首次有这类地铁综合
测试中心，其他建有广泛铁路网络的国
家如德国、韩国和日本等，都设有类似
设施。
　　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
远昨早到SMRT设于金泉车厂的南北与东
西线新列车运作控制中心视察时宣布上
述消息。
　　“这将花费我们几亿元兴建，但这
是一项值得作出的投资。”
　　《联合早报》今年初曾独家报道，
新的地铁综合测试中心占地约50公顷，
等于约50个足球场的面积，比碧山车厂
要大将近一倍，它将坐落于原本为兴建
新隆高铁项目而征用的莱佛士乡村俱乐
部原址上。
　　许文远指出，新设施将确保新列车
和新地铁系统测试更健全，也可全天候
进行，不会影响已穿行的地铁线。
　　他说：“这将腾出有限的（维修保
养）工程时间，减少关闭地铁线的需
要，提升对乘客的服务水平。”
　　“这是个重大的决定，我们为南北
与东西线提升信号系统时吸取了一个教
训，就是设测试中心的重要性……这么
做有很多好处，不然就得在有列车运行
的情况下测试新系统，这会有风险；或

在（半夜）工程时间测试，但每天只有
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此外，新测试中心可对现有及未来
的地铁线系统进行综合性测试，为地铁
工程人员提供试验平台，让他们亲身了
解新系统的复杂性，也加深对地铁运作
与维修保养的专业知识。
　　陆路交通管理局指出，新设施也可为
列车进行中期翻新工程，并让地铁从业者
对新基础设施进行评估、展开概念验证，
以及就铁路科技进行研究与开发。

　　陆交局副局长（基础设施与发展）
蔡崇庆说：“新测试中心让我们可以在
列车调配到营运线上之前，对列车和综
合系统进行健全测试，这能腾出宝贵的
工程时间进行其他工作如铁路维修，减
少未来对地铁早关迟开的需求。陆交局
也能加快对故障的诊断及纠正。”
　　陆交局将在接下来几个月为综合测
试中心的设计和建造工程招标，预计明
年中动工兴建。
　　新设施预计2022年启用，将率先接

收和测试环线第六阶段工程的新列车和
系统。许文远说，到时南北与东西线的
更新工程也会全部完工。根据早前的报
道，该地铁线剩下的三项更新工程预计
最迟2024年竣工。

南北与东西线列车 
信号提升工程完成
　　此外，许文远昨天也宣布，南北与
东西线的列车信号提升工程已大功告
成，这是继更换轨枕和供电轨后，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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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郭台铭韩国瑜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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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惜薇　报道
hosb@sph.com.sg

　　法定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顶限
应该调高到几岁，劳资政协作伙伴就这
个课题的讨论已进入后期阶段，全国职
工总会期望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的
顶限可以分别上调到65岁和70岁。
　　配合今早发表劳动节献词，职总秘
书长黄志明周一受访时，对劳资政伙伴
听取了职工运动意见，表示欣慰。
　　他说：“我们取得良好进展，在确

定新的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方面，
我们现在进入后期阶段。工运官委议员
杜莱沙米（Arasu Duraisamy）今年参加预
算案辩论时，要求把退休年龄和重新雇
佣年龄分别上调到65岁和70岁。这是工
运的期望。”
　　人力部去年5月宣布成立年长员工
劳资政工作小组，重点检讨法定退休年
龄、重新雇佣年龄，以及年长员工公积
金缴交率等课题。
　　人力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

今年3月向国会透露，劳资政协作伙伴取
得明确共识，62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和67
岁的重新雇佣年龄顶限长远将上调，但
三方还须谨慎规划一些细节，如应该在
什么时候调整以及调整的步伐等。
　　黄志明受访时进一步指出，劳资政
三方仍需要一些时间去厘清细节，三方
一有共识，将逐步落实调整，让利益相
关者有足够的时间做调整。
　　他理解企业关心调高退休和重新雇
佣年龄对它们造成的冲击。他说，工运

会协助年长员工提高技能和重新受训，
确保想继续工作者还能做出贡献。
　　杜莱沙米回答《联合早报》询问时
说，好些年长员工都希望继续工作，但
个别工会及会员都明白雇主也有实际的
考量。他是在工会与会员参考了海外的
做法后，提出新退休和重新雇佣年龄顶
限。例如，日本去年为高龄设下新定义
时，指出“65岁不算老”，这被视为政
府为调高退休年龄至70岁铺路。
　　保健服务雇员联合会会长、前官委

议员丹娜乐芝米（K Thanaletchimi）则
说，卫生保健业长期面对人手不足问
题，提高退休和重新雇佣年龄对这个行
业会是好消息。
　　“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落实，例如是
否能把原本负责紧急服务的年长员工，
‘无缝’地过渡到社区医院去，确保不
流失人手。”

工会会员与建国及立国一代 
可享职总5角钱咖啡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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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士建地铁综合测试中心
新旧系统可全天候测试不影响穿行地铁线

法定退休和重新雇佣年龄　职总希望调高至65岁与70岁

4·新加坡
地铁南北线与东西线的列车运作控制中心，已在上个月迁至巴耶利峇路一带的金泉车厂，与环线的列车运作控制中心毗邻，工作人员
可通过巨型屏幕，实时掌握地铁供电及列车行驶的情况。（SMRT提供）

个竣工的大规模更新工程。
　　“信号提升工程尤其让我们有许多
夜晚不得安眠，也让交通部、陆交局、
SMRT及泰雷兹的很多人老了许多！但它
让我们成为更坚实的团队……我们还有
三项更新工程要进行——供电系统、列
车及轨道电路，它们不像信号系统那么
复杂，但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请
大家继续忍耐一下。”

SMRT新地铁运作中心开幕　刊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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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测试中心可对现有及未来的地
铁线系统进行综合性测试，为地
铁工程人员提供试验平台，让他
们亲身了解新系统的复杂性，也
加深对地铁运作与维修保养的专
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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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新加坡国立大学女学生在宿
舍被同校男生偷拍的经历公开
后，引起民众对大学处理这类性
相关不当行为的程序，以及校园
保安的关注。
　　本地另五所大学答复《联合
早报》询问有关大专学府如何处
理类似事件等时皆表示，以学生
的安全为第一，会定期检讨大学
的纪律框架。
　 　 教育部长王乙康星期一通
过面簿表达对国大偷拍事件的立
场，并认为国大对涉案男生处分
“明显不足”，他也透露已指示本
地其他大学检讨相关纪律框架。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发言人
指出，校方向来每两年检讨学生

纪律框架。在保安措施方面，校
园除了设电眼、有保安团队巡
逻，大学宿舍的厕所只能由住在
该楼层的学生凭门卡进入。若有
不当事件发生，大学会展开调查
对涉案学生采取适当的纪律行
动。辅导员会为相关学生提供辅
导与其他支持。
　　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江莉莉
教授在答复中指出：“校方已
在检讨性相关不当行为（sexual 
misconduct）的纪律框架，进一步
强化现有的措施与程序，目的是
向学校社群保证大学致力于提供
一个安全、多元与包容的工作与
学习环境。大学会在适当的时候
分享结果。”
　　江莉莉教授昨天也发电邮给
师生时强调，新大不容许任何性

相关的不当行为，吁请学生若遇
到这类事件应向校方有关人员举
报，让校方能及时且在确保相关
者身份保密的情况下调查事件。

校方会考虑事件情况 
严重程度和求情因素
　　南洋理工大学发言人则说，
今年1月已加强处理骚扰事件的程
序与步骤。校方会考虑事件的情
况、严重程度和求情因素，对学
生采取适当的纪律行动，包括被
宿舍除名、大学开除、被令停学
一段时期、参加强制性辅导和其
他改造活动等。事件也可能交由
警方处理。
　　南大也将在7月针对新生和主
办迎新会的学生推出网上单元，
提高学生对防止骚扰的认知。校

方也表示已在去年底展开检讨工
作，探讨如何更有效地处理这类
事件、为受害学生提供支援等。
　　新加坡理工大学发言人则指
出，校方有一套机制让学生能以
保密身份举报类似事件，同时设
有24小时热线以及电邮，并由学
生辅导员和心理学家为有需要的
学生提供协助。新工大也将检讨
并强化纪律框架。
　　新跃社科大学发言人指出，
向来都定期检讨纪律框架，检讨
工作已展开。校方设有热线让学
生反馈或举报可疑人物，校内辅
导中心也为学生提供相关支援。
　　国大学生陈安妮（24岁）受
访时说：“我听一些住宿舍的同
学反映，一些宿舍内朋辈压力
大，或许会导致一些学生不敢反
映问题。校方有必要加强处理纪
律行为的程序，及时调查任何投
诉，并公开给予违例学生的严厉
处分，以起到阻遏作用。”

李思敏　报道
leesimin@sph.com.sg

　　校园偷拍风波又起，一名男
子擅闯南洋理工大学学生宿舍，
偷拍另外一名男子洗澡。
　　警方受询时证实在上个星期
天（22日）下午1时11分接获报
案，指一名19岁男子在南大宿舍
男厕偷拍另外一名男子。
　　警方也指出，涉案男子不是
居住在宿舍的学生，目前正在刑
事擅闯（criminal trespass）的罪名
下接受调查。

　　本地学府如何妥善处理性罪
案的课题近日来备受关注，一名
新加坡国立大学女学生上周通过
社交媒体公开在宿舍冲凉时被男
生偷拍的经历，不少人因不满警
方和校方的处理方式，在网上议
论纷纷。
　　国大已宣布成立委员会审查
目前的纪律和支援框架，包括
“二度犯规就开除”的方针。
该校也会在今天傍晚5时至6时30
分，在大学城的第一礼堂举行大
会，向师生征求针对校园内的不

当性行为的意见和反馈，并讨论
如何改进大学的纪律与支援机
制。

涉偷拍男子非南大学生职员
　　南大发言人受询时指出，星
期天发生偷拍事件发生后，有数
名学生协助逮住偷拍他人洗澡的
19岁男子。
　　发言人也透露，涉嫌偷拍的
男子不是南大的学生或职员，学
校也正积极协助警方调查。
　　南大强调，提供安全的校园

环境至关重要，学校也相信要建
立起互相支持帮助的文化。
　　至于校园有何安全措施，发
言人指出，校园内闭路电视的范
围涵盖学生宿舍大部分的共用空
间，校园保安会定期在宿舍周围
巡逻，每间宿舍每晚9时至隔天早
上9时也会有保安。
　　据了解，这起事件是发生在3
号学生宿舍（Hall 3）。
　　附近其他宿舍也在偷拍事件
发生后通知留宿学生，必须通过
使用宿舍智能钥匙（hall key fob）
才能进入男厕。在这之前，只有
女厕才需要靠智能钥匙进入。

偷拍风波引发校方处理程序疑虑
本地五所大学：以学生安全为首要考量

男子擅闯南大学生宿舍　偷拍一男子洗澡

南大国大携手研发

吞胶囊胃内充气助肥胖者减重

李思敏　报道
leesimin@sph.com.sg

　　新加坡国立大学纪律委员会
过去三年共处理了26起涉及不当
性行为的案件，其中16起涉及警
方调查，有关肇事学生后来面临
长达16周监禁，或缓刑监视，或
是从事社区服务的惩罚。
　　有国大学生上周在内部网上
泄漏这些资料，国大受询时证实
这些资料属实。
　　在26起案件当中，有18起是
涉及偷拍裙底或是学生洗澡的偷
窥案件，五起为非礼案件，其余
三起则是擅禁或是偷窃女生内衣
裤的案件。
　　另有16起案件的涉事学生最终
被校方勒令停学一到两个学期。
　　根据国大日前公布的方针，

学生若是二度犯上不当性行为遭
处分，将会被学校开除。
　　去年11月，一名23岁国大男生
在学校宿舍偷拍同龄国大传播系
四年级女学生冲凉的视频。校方
根据“二度犯规就开除”的原则，
给予这名初犯的男生改过自新的
机会，勒令男生停学一个学期。
　　受害女生上周在社交媒体上
公开自己的经历，引起不少公众
对这起事件表示关注。
　　国大之后也宣布成立委员会
审查该校目前的纪律和支援框
架，包括“二度犯规就开除”的
方针。　　
    妇 女 行 动 及 研 究 协 会
（AWARE）前天在面簿网页发文
指出，国大目前采取的做法“很
显然是不足够的”。

显示学府或不具备 
妥善处理能力与资源
　　协会的性侵犯关怀中心经
理亚妮莎受访时指出，这起案
件 也 显 示 国 大 和 其 他 大 专 学
府，或许还不具备能够妥善处
理涉及校园不当性行为案件的
能力和资源。
　　“这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全
球掀起了‘我也是’（#MeToo）
反性侵运动浪潮，社会应该更加
意识到性暴力的问题。”
　　亚妮莎认为，大专学府必须
长期并广泛推广关于对性骚扰与
性暴力零容忍的知识和政策，同
时也应该实行能够有效支持受害
者的框架，并设立让人更容易报
案的管道。
　　“良好的框架应该清楚列出

肇事者须承担的后果，例如接受
辅导、停学甚至是被学校开除
等。”
　　亚妮莎也认为，国大在处理
类似事件时应更加透明。
　　“学校应该提供一个时间
表，让双方都知道过程会持续
多久，同时也要确保双方在整个
过程都清楚所有细节。另外也应
该为双方提供辅导或其他精神援
助。”
　　至于警方前天发文告解释对
偷拍男生进行评估时考虑的种种
因素，亚妮莎认为“显示悔意”
和“被改造的可能性高”这两个
因素其实相当主观。
　　“我们希望这些定义能尽可
能量化和透明化，才能让人觉得
评估过程是公平的。”

校园偷拍●风波后续

国大纪律委员会近三年
共处理26起涉不当性行为案件

被控挥拳打商场保安
外籍男子未决定是否认罪
郭培贤　报道
phkerr@sph.com.sg　　

　　因半夜找不到地下停车场出
口，一名外籍男子挥拳打60岁商
场保安主任，涉案男子昨早被控
上法庭，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认
罪。
　　事件发生在本月4日凌晨12
时左右，地点是东海岸路乐斯广
场（Roxy Square）的停车场。被
告是47岁来自英国的本地永久居
民米尔斯（Stuart Boyd Mills），
他昨早在国家法庭面对一项蓄意
伤人和一项触犯个人保护法令的
罪名。
　　被告尚未决定是否认罪，代
表律师昨天在庭上表示，希望法
官能给他们多一些时间向控方
陈情，案件将展期至5月15日过
堂。根据控状，米尔斯事发当天

除了用脏话骂保安主任外，还右
手挥拳打伤保安主任的右脸颊。
　　根据案发时的视频，被告当
时因找不到地下停车场出口而迁
怒于60岁商场保安主任林清福，
林清福当时尝试告诉他出口的位
置，但是对方却开始用脏话辱骂
他，并要他闭嘴。被告之后尝试
将林清福绊倒不果，便一拳将他
打倒在地，然后离开现场。
　　事件被在场的另一名保安人
员拍下，视频上传面簿后引发热
议，一共累计了近8000人转发和
2700多人留言。
　　林清福在本月初受访时申
诉，他被打后右脸颊有淤青、颈
项扭伤，右眼也感觉疼痛。
　　若蓄意伤害他人罪成，被告
将面对最长两年监禁，或最高罚
款5000元，或两者兼施。

卓彦薇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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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吞下三公分、可自行充
气的胶囊，肥胖人士不用动手术
缩胃或置入胃内水球，也能有减
肥效果。
　　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
大学医学组织的科研人员携手研
发名为“EndoPil”的胶囊，含有
磁铁的胶囊进入胃部后，可通过
体外的磁性感应器探测位置，并
启动充气程序。胶囊中类似柠檬
汁和苏打粉的酸性和碳酸氢钠物
质产生反应，制造出二氧化碳，
让胶囊膨胀。
　　胶囊在三分钟内会膨胀至120
毫升，并浮在胃部顶端，接近胃
部发出饥饿信号的位置，意味着
胃部较容易有饱足感，因而减少
食欲。
　　目前肥胖病人可选择通过置
入胃内水球（intragastric balloon）

达到类似效果，然而根据2016年
本地的一项调查，不少病患置入
水球后感到恶心或会呕吐，多达
20％的病患因为这些副作用而提
早取出水球。

　　这项研究计划由南大工程学
院院长彭树捷教授和国大医学组
织何克裕教授领导的团队联手开
展，希望以非侵入式的方法解决
全球面对的肥胖问题。

　　在临床前的研究中，研究人
员将一个体积较大的胶囊原型放
入猪的胃部。结果显示，含有膨
胀胶囊的猪在一个星期后瘦了1.5
公斤，对照组的五头猪的体重皆

增加。
　　团队去年在一名健康病人身
上试验胶囊效果，通过内窥镜在
胃中放入胶囊，成功自行充气，
没有造成不适或伤口。

胶囊或在胃里过度膨胀 
研究团队两年内解决难题
　　何克裕指出，服用胶囊的主
要风险为，胶囊可能会在不对的
部位如食道或小肠中膨胀，或在
胃里过度膨胀，研究团队将在接
下来两年致力解决这个问题。他
说，现有的理论是让胶囊留在胃
里两周至一个月，然后应用相同
的磁性感应器机制放出二氧化
碳，以生物分解材质制成的胶囊
和磁铁可自然排出体外。
　　彭树捷透露，未来两年，他
计划在五名超重病人身上试验这
项技术，若试验成功，接下来则
会展开30人的临床实验，半数人
会服下胶囊，另外半数则为对照
组。
　　他说：“如果成功研发，日
后你可以在药妆店货架上买到这
个胶囊，然后在普通诊所医生监
督下使用。”
　　他补充，这款减肥胶囊有望
按照个人要求达到不同的减重效
果，未来将进行的测试包括放入
多少胶囊、间隔多久或使用多久
会达到什么疗效，让使用者决定
自己该减多少公斤。

扫描QR码，
看充气胶囊有何特别

南大工程学院院长彭树捷教授（左）和国立大学医学组织何克裕教授领导的团队，联手研发名为“EndoPil”的胶囊。（海峡时报）

在临床前的研究中，研究
人员将一个体积较大的胶
囊原型放入猪的胃部。结
果显示，含有膨胀胶囊的
猪在一个星期后瘦了1.5公
斤，对照组的五头猪的体
重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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