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孩童适应主流学习环境

学前中心及早辅助有发展障碍幼童

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以往，家长郑慧媚到了下午
得到托儿所接儿子到婴幼儿早
期介入服务中心接受辅助治疗。
获知有学前中心提供试点计划，
让有发展障碍的孩童在校内接受
介入支援后，她为孩子转校。如
今，儿子在同一个地点接受辅助
与学前教育，她也省下来回接送
的时间，可以恢复全职工的安
排。
　　郑慧媚（38岁，行政人员）
的四岁儿子在金吉连路第248座
的幼乐园（My First Skool）就
读，这是其中一家提供“包容
性辅助计划”（Inclusive Support 
Programme，简称InSP）的学前中
心。
　　到了今年6月，幼儿培育署去
年推出的InSP已在所有参与试点
计划的七家学前中心推行。这些
中心可为有中度辅助需求的三岁
至六岁儿童提供婴幼儿早期介入
服务（EIPIC），旨在支持他们适
应主流学习环境。
　 　 人 民 行 动 党 社 区 基 金 会
（PCF）Sparkletots有三家中心参
与试点计划。PCF全纳教育团队
副总监黄丽芳博士答复《联合早
报》时说，位于盛港芬维尔第455
座的中心去年10月推出计划，目
前约15％学生受惠。至于今年推
出计划，位于白沙第517座以及武
吉巴督第118座的两家中心，预计

到了今年9月，可惠及约10％学
生。
　　到了2023年，本地各学前中
心将安排共融协调员（Inclusion 
Coordinator），协助辨识可能面
对发展障碍的孩童，为家长提供
建议与引导。黄丽芳指出，21家
中心已安排共融协调员，他们已
接受社会服务学院的培训，将与
PCF团队的学习支援或早期介入
服务专家协作，辅助有需要的孩
童。
　　职总优儿学府旗下的幼乐
园有两家中心提供InSP。发言人
说，金吉连路第248座的中心有
四名孩童在计划下受惠，位于兀
兰第406座的中心则有七名孩童。
中心有早期介入服务工作者，协
助有学习和发展障碍的学生。另
外，幼乐园共约10名教师已报名
参加共融协调员的培训。

学前中心设计上 
照顾有各种需要孩童
　　提供InSP的学前中心照顾有
各种需要的孩童，在设计上也考
虑这个需求。学习与玩乐设施开
放给所有孩童，不限于参加InSP
的。PCF指出，课室有灵活的座
位安排，利用不同设计的座椅，
协助有需要的孩童改善坐姿或集
中力。
　　职总优儿学府发言人举例
说，中心的天花板装有助于降低
噪音的隔板，为容易受噪音干扰

的孩童提供更有利于学习的环
境。
　　勤蜂集团（Busy Bees）经营
的学前中心Small Wonder Nordcom 
II也提供InSP。发言人说，中心
有宽敞的空间与厕所，可满足行
动不便者的需要。早期介入服务
专家与教师共同策划并教导有需
要的孩童，差异化教学法也能惠
及其他孩童。集团的Bright Path
专门教育团队有语言治疗、教育
专家等，可支援旗下所有学前中
心。
　　除了上述业者，设在美华小
学的教育部幼儿园也参与试点计
划，专门辅助失聪且以手语学习
的孩童。
　　参与计划的孩童除了支付学
前中心定的学费，也另外付InSP
费用，每月额外收费介于10元至
430元，视家庭人均月入而定。
　　郑慧媚受访时说，学前中心
的试点计划给家长带来便利，并
有助于孩子的学习进展。她两年
前发现儿子有自闭的迹象，找医
生诊断后，让孩子接受早期介入
服务。
　　“儿子现在更活泼，能和朋
友一起玩。早点发现并接受孩子
的问题，让他接受干预治疗，我
想这对孩子有帮助。”
　　另一名家长林思恩（39岁，
客服人员）把儿子转到提供计划
的PCF Sparkletots后，也看到孩
子逐渐进步。儿子的语言发育迟
缓，如今更愿意沟通，比较能够
表达意愿。“教师等专家会定期
与家长讨论如何引导孩子，庆幸
幼儿园有这样的支援网络。”

参与计划的孩童除了支付学前中心定的学费，也另外付
包容性辅助计划费用，每月额外收费介于10元至430
元，视家庭人均月入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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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教的师资培训已融入更
多有关包容教育的内容，让教
师能更有效地在主流环境辅助
不同学习需求的孩童。
　 　 国 立 幼 教 学 院 去 年 6 月
推 出 包 容 教 育 实 践 证 书 课
程（Cert i f i ca te  in  Inc lus ive 
Practice），协助教师掌握共融
教育知识。
　　院方指出，课程开放四轮
的申请，需求强劲。除了这门
课，学院也为在职教师提供另
三项培训课，包括如何支持有

额外需求的孩童、共融教育的
有效课室管理等。针对准教师
入职前的课程去年起也融入有
关共融教育的单元。
　　原本从事幼教工作的科琳
（38岁）几年前转而从事早期
介入服务的工作，目前为金吉
连路的幼乐园服务。她与教师
和家长协作，辅助受惠孩童。
她认为，包容性辅助计划好比
衔接学前教育和早期介入服务
的桥梁。她在课室内也可留意
班上其他孩童是否有学习与发

展方面的问题，及早反映。
　　在PCF Sparkletots担任共
融协调员的玛琳（36岁）也扮
演这个角色，协助留意可能面
对发展障碍的孩童，并向家长
建议安排孩子接受检测。她指
出，若孩子需要辅助，她会建
议相关的计划如InSP，家长一
般都愿意听取。家长未必在这
方面有足够的知识，共融协调
员和早期介入服务工作者能提
供专长，及早引导有需要的家
庭。

幼教师资培训提供更多包容教育内容

幼乐园的早期介入服务工作者科琳为需要辅助的孩童进行针对性的学习活动，加强孩童的学习能力和发展。
（幼乐园提供）

　　新邮政推出第二批以本地吉
祥物为主题的邮票，全套共五款
设计。
　　新邮政的文告指出，2020年8
月推出的新加坡吉祥物邮票深受
收藏家与本地公众的喜爱，因此
今年再次推出第二系列。许多收
集吉祥物邮票的公众都有对吉祥
物的童年回忆。
　　这次的邮票系列以国人熟悉
的另外五个吉祥物为主题，它们
分别是“萌小狮”（Merli）、
Smi ley松鼠、省水大使“活力
水”的妹妹“欣丽水”（Water 
Sally）、“Blood Buddy”以及

“ 群 蜜 小 蜜 蜂 ” （ T e a m y  t h e 
Bee）。萌小狮是新加坡旅游大
使，以鱼尾狮为灵感；Smiley松
鼠是储蓄银行（POSB）多年来的
吉祥物；欣丽水是推广水源可持
续大使；Blood Buddy是新加坡红
十字会的献血吉祥物，而群蜜小
蜜蜂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推广全
国生产力的运动大使。
　　邮票价格分为3角和8角，含
邮票的预先盖销首日封售价为
3.95元，礼包售价则5元，现已
在全岛各个新邮政分行、集邮店
和新邮政网站shop.singpost.com售
卖。

新邮政推出第二批吉祥物系列邮票

新邮政推出五款本地人熟悉的吉祥物系列邮票，它们是“萌小狮”Merli
（左起）、Smiley松鼠、欣丽水、“Blood Buddy”以及群蜜小蜜蜂。

（新邮政提供）

蔡厝港新设名为“吉丰竞技场”的体育与游乐中心，开幕式吸引了多名居民带着孩子前来玩耍。（梁麒麟摄）

可同时容纳2000居民
蔡厝港体育与游乐中心启用
黎抒旋　报道
lyesuann@sph.com.sg

　　蔡厝港现在增添一个新的体
育与游乐中心，新设施里有一个
包容性游乐场，里面坡道宽敞而
平坦，坐轮椅者也能自如使用。
　　位于蔡厝港第四道的吉丰竞
技场（The Arena@Keat Hong）昨
天正式开幕，除了设有包容性
游乐场，这里还有适合儿童的
大型游乐场、五人制足球场、
羽毛球场、排球场、法式滚球
（petanque）场、篮球场等体育
设施。在球类设施之外，竞技场
里还有跑道与走道，遮荫活动大
厅，与成人健身角落。整个竞技
场可同时供2000个居民使用。
　　竞技场内一些设施还采用高
科技，五人制足球场就安装了互
动墙，让球员了解自己踢球的速
度和力度。
　　蔡厝港集选区四名议员贸工
部长颜金勇、贸工部兼文化社区
及青年部政务部长刘燕玲，周凯
年与黄文鸿一同出席了竞技场开
幕式。
　　颜金勇致辞时说：“竞技场
的开设为大家提供更多交流的空
间，也鼓励大家运动并保持健康
的生活。竞技场中有适合乐龄人

士、孩童等各个年龄层的设施，
接下来还会持续增建设施。”
　　当地居民陈文月（63岁，清
洁工人）与三个孩童同住，昨天
与他们一同前往竞技场，她打算
每周来两到三次。“竞技场中有
很多设施，大人运动的同时小孩
可以玩耍，是一个非常适合一家
老小一起来的地方。”
　　另一居民张怀坚（35岁，软
件工程师）与妻子和两岁的孩子
到来。他说，自己与家人几个月
前才来到新加坡，还不熟悉新加
坡适合带孩子玩耍的地方。他看
到竞技场内有好些儿童设施，因
此他也打算常带孩子来玩耍。
　　为配合竞技场的开幕，吉丰
基层组织义工也举办了吉丰运动
会（Let's Get Sporty），负责吉丰
事务的周凯年与多名居民一同参
与匹克球（Pickleball），乒乓球
X（Table Tennis X）等运动。
　　运动会与竞技场开幕活动主
席、吉丰社区体育联系网主席沈
祥泉指出，居民因疫情变得更习
惯居家，因此主办方希望鼓励民
众多出来运动。他说：“运动会
与竞技场开幕式一起举行，是为
了让居民体验社区内丰富的运动
项目，并享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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