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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无法承担运作所需的高额
成本，克兰芝田园协会明年1月起
将停止提供快捷巴士服务，日后
要前往克兰芝及林厝港一带的农
场和景点的公众，得自行安排交

通。
　　克兰芝田园协会自2010年开
始提供这项巴士服务，为往返克
兰芝地铁站和多个农场及景点的
公众提供便利的交通选项。服务
收费为每人3元。
　　协会于上个星期五（12月11

日）在面簿贴文宣布明年1月起
停止提供快捷巴士服务，并答谢
公众在过去10年对这项服务的支
持。巴士最后一个运作日是在今
本月31日。

过去10年花近100万元
　　克兰芝田园协会会长何惠宾
昨天受访时指出，协会当初开始
提供这项服务，主要是方便员工
往返工作场所，另外也为非驾车
者提供便利的交通选项。

　　不过巴士的运作成本每个月
高达8000元，协会在过去10年已
共花费将近100万元提供这项巴士
服务。
　　“农场和国家公园局多年来
承担巴士运作成本，对一些农场
来说，巴士的乘客量不足以抵消
维持巴士运作所需的费用。另
外，协会也一直要求交通部和相
关机构考虑提供公共巴士服务却
未能成功，长期下来对农场造成
不小的经济负担。”

　　此外，林厝港一些农场的租
约会在一年后结束。
　　何惠宾也透露，冠病疫情期
间，人们转向国内旅游，巴士需
求虽有增加，但也抵消不了所需
的成本。由于巴士可接载的人数
有限，反而是须要乘搭巴士的农
场员工受到影响，也引发不少访
客的不满。
　　“经过农场几个月的观察和
考虑后，我们决定停止这项巴士
服务。”

　　对于巴士服务终止，受访公
众表示可惜。
　　林淑君（33岁，补习教师）
指出，该地区交通极其不方便，
非驾车者基本上都会依赖克兰芝
快捷巴士服务抵达个别农场。
　　“少了快捷巴士，或许还能
搭德士或私召车到该地区，不过
从一个农场到另外一个农场时就
不可能叫车，因距离太远也不能
步行。除非家里有人开车，否则
之后不会特别去这些地方了。”

协会自2010年开始提供这项巴士服务，为往返克兰芝地
铁站和多个农场及景点的公众提供便利的交通选项。服
务收费为每人3元。但最终还是负荷不了运作成本而喊
停。巴士最后一个运作日是在本月31日。

无法承担每月8000元成本

克兰芝田园协会终止快捷巴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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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原本投入音乐事业
的林殿晏（37岁）在机缘巧合下
被挖角，协助成立一家专门处理
物业转让的律师事务所。他之后
积极协助事务所扩充，并且晋升
为总经理。他却不满足于此，希
望能继续提升技能，因此决定一
边工作，一边报读新跃社科大学
法学院的学士后法律课程（Juris 
Doctor）
　　这名课程的首届毕业生说：
“这是唯一能让我一边继续工
作，一边进修成为执业律师的课
程。课程虽然主要在夜间和周末
进行，但要兼顾学习、事业和家
庭并不容易。”
　　林殿晏说，课程相当灵活，
他曾因工作太忙碌而重修部分单
元，也因要处理公事而离开教室
接电话，但教授都能体谅，而且
细心讲解，确保他能跟上进度。
　　修读课程者主要是有着不同
工作和社会经验的专业人士，大
家能在课堂上分享不同观点，相
互学习。
　　另一名毕业生林宜璇（30
岁）拥有私立大学的法学位，她
不能执业、只能担任法律行政人
员。由于憧憬当律师，她也报读

课程。她说，实习期间跟随律师
参与刑事法律援助计划（CLAS）
的服务，让她深受启发，希望以
学到的知识帮助有需要的人。
　　跃大法学院于2016年成立，
是我国第三所法学院，也是唯一
开办夜间法律系课程的学院。法
学院首届毕业生共有11人，他们

大多半工半读，并用了三年半的
时间，于今年7月提前完成原需
要四至六年的学士后法律课程。
他们已在本月初完成司法考试，
即将到本地各大律师事务所履行
实习律师合约。
　　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和国
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在上周

举行的毕业生交流会上指出，跃
大法学院开办夜间课程，体现出
可透过多种途径受教育。学院旨
在解决刑事法和家庭法律师短缺
的情况，毕业生也将投入这些领
域，英兰妮因此提醒他们要坚守
法纪、不断追求进步，并通过无
偿服务回馈社会。

林宜璇（左）和林殿晏都曾经在法律事务所内担任法律行政人员，修读跃大法学院的学士后法律课程让他们
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通过司法考试后，成为执业律师。（萧紫薇摄）

跃大法学院夜间课　首届毕业生提前完成司法考试

联系方式
电邮：zblocal@sph.com.sg
传送照片：9720-1182
网站：www.zaobao.sg
面簿：facebook.com/zaobaosg

数码

（根据zaobao.sg昨晚8时
单日排行）

五大热门新闻

●  总理演讲：我国12月28日进入
解封第三阶段　允许八人群聚

●鱿鱼干误为“小强” 
　摊主遭投诉灰心歇业

●新山餐馆被泼漆  
　姚彣隆：没欠钱

● 男女光天化日搞车震  
居民报警

● 失踪悬案系列： 
到裕廊探祖父　少女从此失踪

同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呈现！
zaobao.sg x Instagram为你捉捕
那些精彩的新闻瞬间！

一图胜千言 
zaobao.sg 
带你“看”新闻

扫描QR码
关注zaobao.sg
官方Instagram账号

今日触点

演出

新加坡交响乐团
圣诞筹款音乐会
（19时30分（17时30分ART检
测），今明两天，滨海艺术中心
音乐厅，门票：98、158、228、
288、498元）
以圣诞节为主题，演奏法国作曲
家夏庞蒂埃《圣诞圣歌》和意大
利作曲家曼弗雷迪尼《圣诞大协
奏曲》等曲目，陈康明执棒。
售票处：sistic.com.sg

展览

互动式展览插图镇
（Scribble Town）
（星期二至日：10时－17时，至
明年1月31日，晚晴园—孙中山南
洋纪念馆，免费）
展览分三区，共展出80个格子漫
画，孩子们将与虚构人物踏上拯
救插图镇之旅，把丰富的色彩带
给只有黑白的插图镇。
网址：www.sysnmh.org.sg/ch/

缤纷水彩云端展
（至明年1月5日，“新加坡水彩
画会”网站，免费）

新加坡水彩画会第51届常年展，
100名水彩画会会员以3D线上形
式呈献总共192幅水彩作品。
网址：exhibition.watercolour.org.sg

奠基人足迹网络展
（早报网站，免费）
配合新中建交30周年，这个线上
展将呈献《奠基人足迹》图片集
中部分的珍贵历史照片和中英双
语图片说明，同时也汇集语音导
览、历史画面视频、互动地图等
多媒体元素，让读者通过生动的
方式，了解新中关系发展的重要
里程碑。 
网址：interactive.zaobao. com/2020/
s i n g a p o r e - c h i n a - 3 0 - y e a r s -
diplomatic-relations/

其他

健康保健展：网购平台
（“healthfiesta”网站，免费）
新 加 坡 报 业 控 股 旗 下 子 公 司
Sphere Exhibits今天起开通网购平
台，提供超过80个品牌、约800种
产品和服务供消费者选择。参展
的商品品牌包括MedCheck、峰力
（Phonak），及新加坡红十字会
的HoMe+等。
网址：eshop.healthfiesta.sg

活动消息可寄交“今日触点”
负责人或传真至6 319 - 8121 
或电邮：zblocal@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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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麦秀萍觉得烦躁不安
时，只要一拿起画笔，心就能很
快地静下来。画画不仅是兴趣，
也为她构筑起一个安全的世界，
把一切的纷扰暂时隔除在外。　
　　麦秀萍（35岁）九岁那年被
诊断患有红斑狼疮，自此一直被
疾病缠身，包括红斑狼疮引发
的肾衰竭。今年冠病疫情袭卷全
球，打乱了许多人的生活，巨大
的压力更是加剧了她的病情。过
去一年里，肾衰竭的情况持续恶
化，她目前正在等候换肾。
　　她受访时说：“疫情暴发、
搬家、为女儿报读小学、必须适
应新的工作安排和父亲的健康问
题等，接踵而来的事情让我觉得
压力很大。我的健康越来越差，
还出现了焦虑的症状。”
　　自小喜欢绘画的她说，疫情
发生前不久，有一次她与女儿一
起在家画画，那时觉得心特别平

静。病毒阻断措施期间，她感到
很焦虑，手会不自觉地颤抖，晚
上也睡不好，所以就试着以画画
来舒缓情绪。
　　麦秀萍原本在一家医疗集团
从事行销工作，今年10月她离开
工作岗位，想要专注把身体养
好，同时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这期间她几乎每天画画，也会上
载到社交媒体上，喜欢她画作的
朋友口耳相传，意外地为她开启
新的事业。
　　第一个向她买画的是一名远
在日本的朋友，之后陆续有人找
上她，请她特制画作。她每个月
平均能完成15幅作品。
　　“虽然现在的收入比过去少
很多，但是满足感却是前所未有
的。就算客人没有特别指示，但
画出来的东西和写上的圣经经文
却呼应收件者的近况时，这感觉
特别神奇。”

街访街坊 魏瑜嶙　报道
elynh@sph.com.sg 病痛中画出新天地

（受访者提供）

麦秀萍肾衰竭的情况持续恶化，今年10月她离开了工作岗位。这期

间她几乎每天画画，也会上载到社交媒体上，喜欢她画作的朋友口

耳相传，意外地为她开启新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