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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总理：

出席新跃社科大学首场部长论坛

将检讨是否有必要调低
大学部分时间课程学费

黄伟曼

报道

ngwaimun@sph.com.sg

陈斌勤

摄影

新加坡下来面对的最大
教育挑战，是确保教育制度
也能有效满足成人学员不同
的需求，让毕业踏入职场再
重返校园的工作人士适应在
校学习环境。李显龙总理指
出，政府将探讨如何这么
做，也会检讨是否有必要调
低大学部分时间课程的学
费。
李总理昨天下午出席新
跃社科大学首场部长论坛，
与约500名学生展开对话。
与其他五所公立大学不同，

跃大在2016年升格为我国
第六所公立大学后，保留了
其应用型大学教育的独特模
式，部分课程的学习对象锁
定为成人，因此有许多学生
是已踏入职场者，一些也修
读部分时间课程。
李总理在对话会前致
辞，提到跃大学生的不同之
处。他指出，他们大多数年
龄近30岁或更大，好些是理
工学院毕业生，这与他过去
到其他大学做交流时接触的
学生不太一样，而他们自然
也有不同需求。
李总理也提及他在国庆
群众大会对调低跃大和新加
坡理工大学学费，以及给中

低收入家庭大专生更高助学
金的宣布。他指出，目前大
学部分时间课程的学费对工
作人士来说，应该还算负担
得起，因此政府这次没有调

低相关费用或调高助学金金
额。
“但我们打算进一步
检讨，若有必要会做出调
整。”

主能理解，让学员在工作与学习
之间找到平衡。”
李总理指出，一些人可能现
在还质疑，为何他们已具备工作
能力，却还要回到课室，但他认
为，所有人在职业生涯中下来一
定会经历要重返校园的阶段，成
人学生人数也预料会增加。
“更多人会意识到掌握新技
能是急迫的事。我相信成人教育
方面目前还有未满足的需求。”

成人持续教育体系还需要更多调整
李总理在回应学生的问题
时，谈及新加坡下来面对的最大
教育挑战。他解释，若是面向一
般未踏入职场的大学本科生，本
地大专教育体系已相当完善，但
要创造一个适合成人持续教育的
体系却还需要更多调整。
一名在跃大就读部分时间课

程的学生就在对话会上指出，像
她这样四五十岁的“X世代”，重返
校园会面对许多挑战，包括记忆
力已经不好，无法适应要上课备
考的生活，她因此询问总理对大
学实行“开卷式”考试的意见。
李总理指出，如果“X世代”
的学生都无法应对学习需求，可

坛。
李显龙总理出席首届新跃社科大学部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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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而知五六十岁更年长的学员会
有更多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确保教育制度
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调整到适合
这些人学习？这并不容易，也不
是开几堂课的问题，而是要确保
教育工作者有这方面的经验，还
要提供完善的支持网络，确保雇

选举局昨午宣布成立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

坊间和学者推测
明年三四月或大选
陈可扬、蓝云舟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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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4月 热门
选举局昨天下午发文告宣布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
已经成立，标志着下届大选的前奏响起。根据过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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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天，也是当年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的日子，执
政党有可能会选在这一天大选。”
学校假期
另一名李姓年长者也说，明年农历新年很早，财
政预算案可能会提早公布，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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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候可以派出很多红包，“这时候趁热打铁举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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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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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李光耀效应”在2015年大选中相当显著，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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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过了好几年，未必会对大选结果会有那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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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说：“接下来两三年第四代领导班子就要接
棒，这个时候还来仰仗第一代领导人的光环，将不能
■斋戒月
启发选民的信心。”
新加坡管理学院全球教育兼职讲师陈添金博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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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建国总理的逝世纪念日固然能
够勾起一些选民的怀旧情绪，但是有
历届大选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成立后的大选时间表
些人可能觉得将大选和忌日挂钩并不
恰当。
投票日
委员会成立
报告出炉
颁布选举令状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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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日期大选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欧
思礼路38号故居争议，这未必对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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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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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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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打什么牌”。
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上月成立。
报告出炉 颁布选举令状
投票日
委员会成立
这也是选举局首次正式宣布委员会成
2015年
2015年
2015年
2015年
立的消息，该委员会的职责是检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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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区范围，并考量上次选区划分以
2015年大选
来，每个选区因人口迁移和住宅发展
所导致的选民人数变化，就集选区和
报告出炉 颁布选举令状
投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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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区的数目和范围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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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也接到指示，进一步缩小
8月
来届大选
集选区的平均规模，并确保单选区数
目比现有的13个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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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大选选区划分情况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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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选区需要‘瘦身’？
目前白沙—榜鹅集选区
（六人）、三巴旺集选区（五
人）、蔡厝港集选区（四人）
以及武吉班让、丰加北、榜鹅
东、盛港西等单选区选民人数
较多，坊间认为选区划分检讨
委员会可能会为这些选区“瘦
身”。

根据今年4月15日的数
据，上述选区每一位议员照顾
的选民人数介于3万3000人至4
万7000人之间，已经逼近或者
超过委员会过去允许的三成浮
动空间。
其中，白沙—榜鹅集选区
以及盛港西选区每一名议员

平均照顾的选民已经超过4万
人，几乎肯定会进行调整。
这两个选区都位于我国东
北部，正好是国会最大反对党
工人党积极走动的地区，因此
选区划分结果将格外引人注
目。

▲古鲁尼阁的机器人试验计划已经结束，MI
Robotics预计9月至12月在其他地点进行约
10个试验计划。
▲ 选举局首次正式宣布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已成立，委员
会的职责是检讨现有选区范围，并考量上次选区划分以来，
每个选区因人口迁移和住宅发展所造成的选民人数变化，就
集选区和单选区的数目和范围提出建议。（谢智扬）

最早今年10月
最晚明年5月举行
根据过去经验，选区
范围检讨委员会一般会在
二到四个月内提交检讨报
告，之后国会随时就可以
解散，因此大选可能最早
今年10月就举行，最晚则
可能是明年5月。
考虑到全国考试、农
历新年、财政预算案和部
门开支辩论以及马来同胞
的斋戒月，坊间和学者推
测，明年3月中至4月中是
大选的热门窗口。
明年六月才满21岁的
大学生陈洁敏告诉《联合
晚报》：“我希望大选能
够六月以后才举行，这样

我才有机会投票，不用再
等四五年。”
选举局一般会在选区
检讨报告出炉后对选民册
进行修订，陈洁敏想要投
票也得希望修订后的选民
册能够把她列在里面才
行。
翻开我国选举历史，
国会解散日期可以是选
区划分报告公布隔天
（2001年）或者10个月
后（1972年），陈洁敏想
要成为2020年大选“首投
族”的心愿，或许还是有
机会实现的。

总理要求缩小集选区的平均规模

六人集选区
是否继续存在？
总理要求缩小集选区的
平均规模，是否意味着六人
集选区会消失？
政治观察家德里克·库
尼亚博士（Derek da
Cunha）接受《海峡时报》
访问时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这些巨无霸1996年首
次出现，当时一共有四个，
现在只剩下宏茂桥和白沙—

榜鹅两个了。”
德里克认为，这两个集
选区都可能以“切出”单选
区的方式变成五人集选区。
比尔维尔星则指出，年
轻选民对于缩小集选区规模
相当支持。
他说：“六人集选区对
执政党有利……李总理这么
做是让大选更公平一些。”

没有部长领军集选区受关注
随着一些资深部长如
林瑞生、雅国等隐退，东
海岸及惹兰勿刹这两个四
人集选区目前没有领军部
长，而在马林百列领军的
陈川仁议长并不是内阁成
员，这些选区的变化也让
人关注。
其中，东海岸是工人
党前几届大选中都取得不
错表现的选区，该区的一
些居民已经断定这个选区
来届大选可能就会消失。
一名赵姓四美居民猜
测：“这里差点输掉的，

现在又没有部长，应该会
有很大的调整。”
他认为，东海岸集选
区与白沙—榜鹅集选区以
及淡滨尼集选区接壤，因
此有可能会分配到这两个
集选区当中。
“白沙—榜鹅现在人
很多，可能会切成两个，
榜鹅自己成为一个集选
区，四美、樟宜、实乞纳
这些靠近巴西立的划给他
们成立新选区或许就刚刚
好。”

可充着询问柜台，也可当保安巡逻

本地公司借助
机器人带动生意
卓彦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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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购物中心询问柜台，也能充当保安
巡逻，并且吸引公众眼球，本地公司乐于借
助机器人带动生意。
上个月到访过武吉知马古鲁尼阁（Cluny
Court）的公众，相信都对“艾米”留下了深
刻印象。“艾米”是本地公司MI Robotics引
进的其中一款多功能智能机器人，具备脸部
识别技术。
“艾米”能根据面部表情、肢体动作、
声音语气和用词辨识公众情绪，并以适当方
式答复。前置触碰式荧幕也能提供一些基本
资料。
商场保安还可通过安装在机器人身上的
电眼，掌握商场情况。
该公司的其他几款机器人分别具备不同
功能，包括送餐、回收碗盘或播放视频等。
MI Robotics执行董事赵卓敏观察到，本
地公司对机器人抱持开放态度，希望能借机
器人辅助生意和吸引顾客。
她透露，服务型机器人依靠应用优化功
能，研发应用也是公司的主力发展，为顾客
提供端到端（end-to-end）解决方案，公司
其中一款应用是与新加坡的一所大学合作发
展的。
赵卓敏说，“我们正在研发更多应用以
应付各行各业的需求，销售额肯定比去年
好。”

国际物流公司展开试验
利用机器人登记和导览
除了在古鲁尼阁进行约三周的试
验，国际物流公司敦豪（DHL）的创新
中心，也与MI Robotics合作展开试验计
划。目前公司正与数家日间看护中心商
讨，利用机器人进行登记和导览工作。
赵卓敏透露，今年9月至12月，预计
将进行约10个试验计划。一些公司希望
机器人能充当柜台人员，也有酒店想改
用机器人介绍餐厅和菜单，以及打印排
队号码。
巡逻机器人在商场“打工”，吸引
不少公众好奇的目光。
黄亚明（67岁，退休人士）第一次
看见购物中心出现巡逻机器人，觉得十
分新鲜有趣。他说：“机器人走动的速
度不太快，我不担心它会撞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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