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丽云　报道
pohlh@sph.com.sg

　　11年前，华侨银行位于专业
购物中心的分行搬迁，因联络不
上瑞士籍客户，就在独立审计师
的见证下打开保险箱，记录好物
品并收在封装袋里。
　　不料，男子指华侨银行“无
故”违例，打开他的保险箱，就
此与银行展开五年多的缠讼，要
索取的赔偿包括：684天在本地酒
店的住宿，另加餐饮和交通费、
从新加坡往返欧洲七次、从新加
坡往返泰国22次、见律师80个至
100个小时等。

不服官司被“腰斩” 
起诉人准备二度上诉
　　可是，官司未开打，银行先
向国家法院助理主簿申请撤销官
司后获准，起诉人不服，向国家
法院法官梁居耀上诉，结果法官
指他的行为不合理，加上缺乏索
偿的论据，决定驳回。
　　维耶曼（Samuel Vuillemin）
不服官司被“腰斩”，准备向高
庭提出二度上诉。
　　梁居耀法官说，起诉人不合
理地拒收物品，显示他并非真诚
或有兴趣想取回物品，打官司
是“另有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目
的”。
　　他指出，银行在起诉人采取
法律行动前，早就表示要归还物
品，这已削弱了索偿的论据。
　　“诚如助理主簿所说的，起
诉人还没确定物品是否遗失，就
采取法律行动，这是本末倒置的
作法。起诉人称租用保险箱的合
约存放在保险箱内，至今却没取
回，也加强了这个说法。”
　　法官也说，起诉人没看到合
约，却凭自己的记忆力，对合约
条文的真实性起争议；他拒绝接
受银行要归还物品的行为，“更
让人困惑和怀疑。”
　　合约既然列出银行搬迁和开
启保险箱的条文，若起诉人认为
跟他签的有所不同，那他更该取
出保险箱内的合约，加强他的索

偿论据。
　　法官说，起诉人的行为和索
偿缺乏论据，加上拒绝接受银行
的献议，使得撤销这个案件变得
直接。
　　根据判词，1999年2月，起诉
人在专业购物中心的华侨银行分
行，开设一个保险箱。
　　2007年，银行致函通知起
诉 人 ， 说 分 行 将 搬 到 乌 节 坊
（Orchard Point）。他若没在6月
17日的期限前，迁移保险箱或终
止保险箱的服务，银行将打开保
险箱，把物品放在封装的袋子，
并征收费用。
　　同月28日，银行按程序打开
保险箱，把物品收进袋内。
　　2009年11月，银行给起诉人
打开封装袋和取回物件的机会，
并允许他不必签任何表格却能保
留法律追究权利，但起诉人拒绝
接受献议，在2013年10月，即保
险箱被打开的六年多，入禀法庭
起诉银行。

起诉人否认索偿另有目的
　　起诉人指银行虽与他有过几
次的讨论，却拒绝让他知道事发
经过，也没好好地处理这事,以及
还他物品。
　　他否认索偿另有目的，称他
只是行使权力，并强调至今没拿
到物品，所以要索偿。
　　他指银行得为不当处理保险
箱的物品承担责任，必须归还物
品和赔偿其损失，包括往返欧洲
和泰国期间，乘搭的火车，巴士
和德士费等。
　　官司未开打前，银行指维耶
曼是外国人，不住本地也没有本
地资产，成功要求法庭下令他先
交出7000元的担保金。
　　但维耶曼拒还担保金，与银
行打了至少两轮的场外官司，结
果失败。他后来交出担保金，准
备开打时，却吃闭门羹，还被令
承担银行总计1万2500元的讼费。
　　起诉人没有律师代表，银行
由洪良豪律师（Rajah & Tann）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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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银行违例打开保险箱
客户缠讼五年索偿遭驳回
法官：行为不合理又缺乏论据

杨漾　报道
yangyang@sph.com.sg

　　感冒病毒再度发威，本地去
年最后一周的伤风感冒病例激
增，每日平均有3420看病人次，
属五年来同比最高。
　　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去年
12月23日至29日期间，本地各大
综合诊疗所平均每天有3420起急
性上呼吸道感染病例。
　　受访的家庭医生指出，本地
炎热又多雨的天气和年底假期的
出国潮，是致病的两大因素。医
生建议，出国前或身体抵抗力弱
者，最好能注射流感疫苗预防病
毒入侵。
　　家庭医生黄天华透露，去年

底诊所接收的伤风感冒患者比平
时多了约两成，他也发现这一患
病趋势具有季节性。
　　他说：“年底主要是旅游高
峰期，大家在出国途中有很多机
会感染到不同的病毒，特别是国
人从本地炎热的天气转换到寒冷
的冬天，身体抵抗力自然会减
弱，导致病毒容易侵入。”
　　黄天华也透露，这段期间确
诊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更
多是儿童和成人。
　　他说：“新加坡人热爱旅
游，特别喜欢在年底到寒冷冬天
的国家游玩。我的病人中不少就
是小四小五生，还有成年人，年
长者反而没有多少。”

　　在商业区开设诊所的家庭医
生董家仲发现，年底因伤风感冒
求诊的上班族多了近三成，他们
大多都是在旅游回国后生病。
　　两名医生指出，主动到诊所
注射流感疫苗的公众目前仅有约
两成，本地公众应提高对流感疫
苗的认识。
　　董家仲说：“国人要去冬季
国家旅行最好注射疫苗，特别是
家中有小孩和年长者，以减少家
人被传染的概率。”

流感疫苗在人体 
能发挥一年效用
　　虽然流感疫苗未必能百分百
预防病毒，但董家仲认为，它的
功效至少可达到80％，在人体内
也能发挥一年的效用。
　　他说：“注射疫苗第一年
后，人体的抵抗力会开始减弱，
感冒的病株也可能会出现变化，

所以最好能每年打一针加强剂
（booster）……这对经常需要出
国的人帮助很大。”
　　黄天华则提醒，流感病毒对
健康和生活的威胁真实存在，因
此人们应正视疫苗的作用。
　　他说：“流感疫苗对A型和B
型等主要流感都有效用。一些人
被病毒感染后可以连续发烧四五
天，影响工作和生活，其实是很
辛苦的一个过程。”
　　感冒是由各种病原体，尤其
是普通病毒所引起的急性上呼吸
道感染，可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传
播。而流感是由A、B或C型流感
病毒所引起，流行趋势属于季节
性或区域性。
　　本地去年的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情况，也属近年最糟。
　　去年全年的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病例，介于平均每天2403起至
4234起。

　　卫生部数据显示，去年年头
和年底都是伤风感冒季节，这两
个时期中招的国人最多。
　　第一波高峰要属去年1月14日
至20日之间，每天平均有4234人
次因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到各大综

合诊疗所看病，情况是七年来最
糟。
　　发病情况在去年6月中明显好
转，病例减至平均每天2403起，
但到了去年最后一周时，再飙升
至平均每天3420起。

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洪雪娥和娜苏哈为了提高同
学对特需群体的认识，在新跃社
科大学念大一时与新加坡智障人
士福利促进会合作，召集学生义
工定期到协会的中心陪伴受惠
者，为他们策划活动。
　　两年来，义工人数从10多名
扩大到约50人，可服务的中心也
因此从一家扩大到三家。
　　这是她们在跃大进行的服务
学习项目，跃大学生毕业前须开
展服务学习项目，这可包括在本
地或海外进行的志愿活动、在非
营利和社区机构实习等形式。
　　跃大以社会科学为重心，因
此希望通过服务学习来鼓励学生

关爱社会，培养社会责任, 利用
专长造福社会。学生可以自发寻
找想合作的社区伙伴开展有意义
的项目，也能借助大学与一些社
区伙伴的协作来开展志愿活动。
　　当中有不少服务学习项目也
发展为可持续的活动。例如，社
工系三年级学生洪雪娥和娜苏哈
与新加坡智障人士福利促进会
（MINDS）的合作从她们念大一
开始后，延续至今。
　　洪雪娥（25岁）指出，他们
这群义工刚开始是在MINDS位于
宏茂桥的训练与发展中心服务。
随着义工人数增加，因此也有另
一组学生定期到友诺士和裕廊的
中心服务。
　　她说：“我们会陪同中心的

受惠者进行活动，例如到附近的
公园散步。我们有时也为他们主
办简单的竞技比赛，希望通过这
些活动锻炼他们的肢体能力，并
让他们到户外接触大自然。唯一
的挑战是刚开始与MINDS受惠者
接触时，一些义工不太晓得该如
何与他们交流，但彼此渐渐熟络
后，互动更好，看他们投入地参
与活动，觉得有意义。”
　　娜苏哈（25岁）指出，在策
划活动时，MINDS的工作人员也
提供他们不少建议，让他们了解
这群受惠者的需求。
　　虽然她原本就对社会服务感
兴趣，在进行服务学习项目前也
参与过其他志愿工作，却是第一
次与智障受惠者交流，因此在这

方面也累积一些经验。“更重要
的是，我们想通过这个服务学习
项目让更多同学了解这群受惠
者，很开心更多学生加入义工行
列，使活动能延续。”
　　在MINDS位于裕廊的训练与
发展中心服务的跃大学生陈伟强
（24岁）指出，他们这组义工会
协助受惠者进行手工活动，有时
也会陪伴他们到超市学习如何购
物等。
　　通过一名学生义工的牵线，
他们也联系上拯救流浪狗协会, 
曾为受惠者安排“宠物治疗”，
与狗儿互动。看到受惠者的反应
踊跃，他觉得挺有满足感的。
　　MINDS宏茂桥训练与发展中
心经理林佳永说, 该中心的受惠
者属于有中度至高度需求的，需
要引导。学生义工能减轻人手有
时吃紧的情况，协助工作人员策
划有意义的活动，让受惠者能与
他人互动，增进参与感。

求诊者日均3420人次　为五年最高

去年最后一周感冒病例激增

培养社会责任关爱弱势群体

跃大学生参与义工活动开展服务学习项目

受访的家庭医生指出，本地炎热又多雨的天气和年底假
期的出国潮，是致病的两大因素。医生建议，出国前或
身体抵抗力弱者，最好能注射流感疫苗预防病毒入侵。

新跃社科大学学生洪雪娥（左一）和娜苏哈（右一）陪伴新加坡智障人士福利促进会的受惠者到公园晨运，让他们接触大自然，锻炼体魄。
（陈佩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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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松　报道
leegs@sph.com.sg

　　新加坡虽致力与邻国保持友
好关系，但彼此间仍不时会浮现
问题，在当前复杂的世界及区域
局势下，国人必须了解，我国与
邻国合作的同时，也顾及自身利
益，在必要时会挺身而出，捍卫
自己的权益。　
　　李显龙总理昨天出席于城景
小学举行的宏茂桥德义区教育储
蓄奖励金颁奖礼，对数百名学生
和家长致辞时作出上述强调。
　　他说：“新加坡是一个和平
的地方，但我们处在一个复杂的
世界，东南亚也是一个相当复杂
的区域。我们同邻国友好相处，

但彼此间不时会出现问题，我们
必须懂得如何以国家对国家，
以及人民对人民的方式加以应
对。”
　　李总理也呼吁在场的学生加
深自己对世界的了解，培养国民
与社群意识及克服困难的韧性与
毅力，以便捍卫自己，立足世
界。
　　他说：“我们同邻国合作以
维持良好关系，但同时也顾及自
身利益，为新加坡挺身而出。我
希望随着你们逐渐成长，男生去
当兵，女生步入社会工作，透过
报章或电视，你们能意识到周遭
所发生的事，了解在这个世界
上，我们必须团结一心，为自己

站出来。”
　　李总理也是负责德义区事务
的宏茂桥集选区议员。

上千名表现优异学生 
获教育助学金
　　共有1100多名表现优异的学
生在过去两天举行的两场德义区
颁奖礼上，获得教育助学金。其
中779人获得教育部教育储蓄奖励
金，另380人获德义区公民咨询委
员会助学金。
　　获颁教育储蓄品德奖及杰出
领导与服务奖的城景小学六年级
学生黄芯蕾是一名学生领袖，在
班上是一名有行为障碍男同学的
学习搭档（buddy），会在这名

同学行为及情绪失控时，安抚并
陪他外出散步，尝试让他冷静下
来。
　　黄芯蕾在学校里担任网络健
康（cyber wellness）大使，负责

提醒同学上网或使用社交媒体时
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避免使用
不当词语，及提防网络骗子。
　　她受访时说：“我的很多同
学都使用网络社交平台，有些人

会在网上胡乱发言，挑起事端。
我发现有这类不当行为时，会告
诉他们这么做是不对的，在网络
世界里也应遵守做人的基本道
理。”

李总理：虽与邻国友好相处合作

我国必要时将挺身捍卫自身权益
城 景 小 学 六 年
级 学 生 黄 芯 蕾
昨 天 从 李 显 龙
总 理 手 中 接 过
教 育 储 蓄 品 德
奖 及 杰 出 领 导
与 服 务 奖 后 ，
在 母 亲 陪 同 下
与 李 总 理 交 流
谈 话 ， 并 拿 出
手 机 与 他 自 拍
合影。

（梁麒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