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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月起，女佣到雇主家开
始工作后的三个月内，中介必须
至少查问女佣近况一次，以确保
女佣已适应新环境，并且雇主也
认为她们适合这份工作。
　　根据人力部昨天发的文告，
所有女佣中介都须在雇佣中介执
照条件下，遵守上述新规定。中
介可透过电话或是当面查问女佣

在新雇主家的情况。
　　查询女佣近况时，女佣中介
须填写一份检查清单，同时保留
相关记录。当局进行例行审查
时，中介须出示填好的清单，证
明他们已妥善完成检查。当局将
对不遵守新规定的违例者展开执
法行动。
　　人力部指出，女佣中介是促
成女佣与雇主配对过程的关键中
间人。查看女佣是否好好安顿下

来，而且也适合雇主，是非常重
要的过程。女佣中介也能阐明与
聘请女佣有关的规范和标准。
　　目前，有些中介已将配对后
的检查纳入日常作业流程，以确
保雇佣双方都能顺利建立起新的
工作关系。
　　新加坡劳务中介协会也与人
力部合作，制定了一套女佣中介
在查看女佣近况时，可参考的指
导原则。根据雇佣中介法令，违
反执照条件者可面对的最高刑罚
为不超过5000元罚款，或不超过
六个月监禁，或两者兼施。除了
面对法庭判刑，人力部也可能撤

销中介的执照，以及没收他们的
保证金，这要视中介累计了多少
违例记分（demerit points）而定。
　　12HIRE女佣介绍所负责人
林慧惠对新规定表示欢迎。她透
露，目前会在女佣到新雇主家工
作后的第一周先询问一次她们的
近况，向雇主了解双方是否能好
好相处；第二次询问则安排在女
佣工作一个月后。如果这两次询
问后大致上都没事，他们下来一
般不会特别跟进，毕竟一些雇主
不喜欢一直被打扰。
　　如果女佣入职一个月内有任
何不愉快，介绍所也会询问雇

主，是否希望他们介入帮忙。
　　尽管当局下来规定女佣中介
须按照清单查询女佣近况，但林
慧惠认为，这对作业流程影响不
大。“有了官方记录，对雇佣双
方还有我们来说都多了保障。如
果女佣针对某件事投诉，我们也
有文件记录。”

提早援助有助降低转让率
　　林慧惠也说，在女佣入职初
期提早介入给予援助，有助降低
女佣转让率。尤其疫情持续蔓
延，要引进外籍女佣并不容易。
　　卫生部长王乙康上周宣布，

人力部将把获准入境我国的外籍
女佣人数，从目前的每周200人增
至每周1000人。

黄诗涵（29岁，项目经理）
的现任女佣即将在年底离职，她
新聘请的女佣预计12月初来新。
她透露，现任女佣的中介在女佣
入职初期并没联络她，但她不清
楚中介是否有联系女佣关心她的
近况。她认为，女佣中介在女佣
入职前几个月应该更积极扮演中
间人的角色。如果女佣有任何不
自在的地方，中介也能尝试解
决。“毕竟她们人生地不熟，要
适应新生活不容易。”

Today in

Selling prime
HDB flats with
restrictions:

making money
from homes
gets harder

COMMENTARY

红枣
莲子

脾脾健健 胃胃

12 2021年10月29日　星期五 新加坡

查询女佣近况时，女佣中介须填写一份检查清单，同时
保留相关记录。人力局将对不遵守新规定的违例者展开
执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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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踏进综合诊疗所，病患就
可直接到自助服务站，扫描数码
身份证条码登记拿号码牌，安排
复诊日期和付费也可通过同样方
式完成。
　　政府去年5月为Singpass应用
增设数码身份证功能后，就有一
些病患询问综合诊疗所职员是否
能使用。由于综合诊疗所的自助
服务站具备扫描条码的功能，新
保集团便开始允许病患通过这种
方式登记看病。
　　新保集团综合诊疗所首席运
营官陆翠仪受访时指出，数码身
份证给病患带来更大的便利，职
员也能更准确地核实病患的身
份。“一般碰到忘记带身份证出
门的病患，职员会请他们提供其
他身份证件或说出身份证号码，
不过找其他证件可能会耽误其他
排队等候登记的病患，单单报出
身份证号码我们又无法确认资料
是否正确。使用数码身份证就不
会有这些问题。”
　　她也说，病患扫描数码身份
证自行登记，全程与职员零交
流，在疫情期间对双方都更加卫
生安全。除了登记拿号码牌，病
患也能以同样的方式预约复诊日
期或付费。
　　“数码身份证的使用方式非
常简单，碰到一些需要帮助的病
患，我们的服务大使也会从旁协
助。”
　　目前每周平均只有约30名病

患使用数码身份证来验证身份。
新保集团下来会在所有综合诊疗
所通过海报和手册来宣传数码身
份证的使用。
　　翁慧琼（67岁，IT培训员）
之前在银行等好几个地方尝试使
用数码身份证，但都被拒绝。随
着数码身份证的扩大使用，她日
后到综合诊疗所和图书馆等场所

时，会选用这种验证方式。

期待应用增添更多数码证件
　　“平时带钱包出门会担心丢
失身份证，用手机验证身份比较
保险。数码身份证移到Singpass主
页后，操作起来也更加简单。”
　　翁慧琼也说，Singpass应用不
会显示完整的身份证号码和出生

日期等个人资料，她用起来也会
感到更加安心。
　　她期待银行等更多私人企业
尽快接受数码身份证，也希望政
府能在Singpass应用增添更多数
码证件，“例如百盛乐龄优惠车
资卡，这样年长者出门搭车也比
较方便，还能用这个卡核实身
份。”

扫描数码身份证条码　综合诊疗所病患可预约复诊及付费

如何使用数码身份证？

应用会在用户核实身份后
才显示完整个人资料

早报图表资料来源／智慧国及数码政府工作团

点击“显示条码”

数码身份证移到
Singpass应用主页

政府原则上接受工作小组建议
下来几年逐步落实应对家暴措施

许翔宇　卢慧菁　报道
hsiangyu@sph.com.sg 
fcloo@sph.com.sg

　政府原则上接受家庭暴力工
作小组就抗衡家暴所提出的所有
建议，并会在下来几年逐步落实
有关措施。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卫生
部第二部长马善高昨天走访蔡厝
港3道的飞跃家庭服务中心，了解
中心强化版婚姻预备课程。他受
访时说，政府近期会率先实施的
措施包括为全国防暴求助热线增
添数码举报管道，以及同社会服
务机构合作，加强婚姻预备课程
的内容。

由社会服务机构、非政府组
织、医院和政府机构等代表组成
的21人家暴工作小组上个月向政
府提呈报告，就四方面提出16条
建议，以更好地保护家暴受害者，
并协助施暴者改过。这四方面是：
加强宣导和预防性措施、让受害
者和公众更容易通报家暴案、加
强给予受害者的保护与援助，和
让施暴者负起更多责任并加强改
造机制。家暴工作小组由教育部
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孙
雪玲和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
部长费绍尔副教授共同领导。

　马善高说，政府目前的首要
工作之一是继续加强防止家暴的
意识。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下个月
会继续推行“打破沉默，阻止家
暴”运动，加强宣导力度，鼓励
人们及时反映家暴事件。这项运
动自2016年展开，今年的有关活
动及细节稍后公布。

　政府也会加强全国防暴求助
热线的服务。马善高说，这不仅
是安排更多工作人员接听热线，
而是开放更多让受害者求助，以
及方便公众举报家暴案的管道，
如手机应用或线上实时交谈等。
　　全国防暴求助热线今年2月正
式推出，截至8月底已接获5300通
电话。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预计最

迟明年下半年为热线增设相关的
数码通报管道。

加强现有婚姻预备课程
　此外，政府也会与社服机构

携手加强现有的婚姻预备课程，
为较弱势的群体提供更多支援。

　飞跃家庭服务中心刚在本月
推出强化版婚前预备课程，对象
包括跨国夫妻及年龄在21岁以下
的年轻夫妇。

　飞跃社区服务执行长林孔怀
指出，有些人年幼时因父母离
异、家人有精神疾病或犯罪问
题，童年留下阴影。课程会让准
夫妻了解童年的负面经历可能会
影响他们与配偶的关系，以及如
何面对婚姻可能出现的状况。
“此外，家暴除了肢体暴力，也
包括精神和言语暴力等，让即将
步入婚姻的人了解这些情况后，
他们才知道如何不越界，以至于
影响夫妻关系。”强化版课程也
会提供更多信息，包括为受害者
提供可寻求援助的管道。

　另一方面，对于家暴工作小
组提出有关强制施暴者接受精神
疾病评估与治疗、确保施暴者遵
守庭令接受辅导，以及加强对受
害者的法律保护等建议，预计下
来一至三年逐步实施。马善高
说，一些须通过立法或修订现有
法令，或提升政府部门之间合作
的建议，需要一定时间落实。

　至于加强对施暴者的改造等
建议，则是较长期的工作。马善
高说，这些建议都很好，但要立
即落实不容易，政府仍须探讨如
何有效地帮助施暴者，包括是否
及如何让施暴者参与住宿改造计
划等。

　孙雪玲昨天发布面簿贴文，
对政府会逐步实施家暴工作小组
的建议表示欣慰。她指出，政府
原则上接受工作小组的所有建
议，印证了社区伙伴和政府携手
抗衡家暴的强有力合作关系。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卫生部第二部长马善高（前排中）昨天走访蔡厝
港的飞跃家庭服务中心，了解该中心推行强化版婚姻预备课程的进展。
他与飞跃社区服务强化家庭部区域副主管杨淑云（前排左）、执行长林
孔怀（前排右）、飞跃婚姻支援部主管陈如意（后排左起），以及蔡厝
港飞跃家庭服务中心主管郑双文合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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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讲故事还是学画画，
家中随时都有一位“家庭教师”
可以带领孩子进行各种活动。职
总优儿学府幼乐园推出的居家学
习计划，在冠病疫情期间为幼童
和家长提供便利多元的教学模
式。
　　职总优儿学府幼乐园（My 
First Skool）自今年1月起，分阶
段在旗下的145家学前教育中心推
出居家学习计划。计划配合现有
的学前教育课程进行，至今已有2
万2000名学前儿童及家长参与。

　　通过这项计划，职总优儿学
府幼乐园希望为家长提供广泛的
线上资源，让他们根据儿童的喜
好安排活动，与孩子一起在家中
学习。家长可利用电脑、平板电
脑或手机浏览微型网站，为孩子
预先安排合适的课程。
　　幼乐园提供三种线上学习的
方式，包括周六上午为时30分钟
的现场直播活动，由幼乐园的教
师与其他合作伙伴带领，让家长
和孩子直接与指导员互动。
　　此外，家长也能和孩子一起
观看每周两次预录的晚间课程视
频，边听故事边参与视频中的歌

唱、美术等活动。幼乐园也提供
电子资源库，家长可以随时上网
选择他们想要参与的课程。
　　职总优儿学府幼乐园总经理
程爱玲说，居家学习计划主要是
为家长和孩子提供随时都能接触
到的“家庭教师”。
　　“我们希望通过活动满足所
有家长的需求，并教导他们如何
与孩子互动学习。这将成为家
长和孩子的一种生活方式，许多
活动都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的。”
　　关永健（32岁，自雇人士）
的三岁儿子目前在职总优儿学府

幼乐园上学，他反映说，居家学
习计划让他和太太更了解儿子的
兴趣和学习过程。
　　在盛港西的职总优儿学府幼
乐园担任华文教师的薛娇娇（26
岁）表示，居家学习在疫情下已
经成为新常态，老师们顺应其
变，积极为学前儿童准备有意义
且好玩的线上课程，对平日的课
堂教学也是一种补充。
　　职总优儿学府幼乐园会继续
向家长收集反馈，改进并加强居
家学习计划。幼乐园接下来计划
推出更多线上资源，丰富家长和
孩子的居家学习经验。

职总优儿学府幼乐园今年1月推出居家学习计划，让幼童与家长一起参与
各种线上活动，包括讲故事、运动和美术等。（职总优儿学府幼乐园提供）

职总优儿学府幼乐园线上教学　幼童居家学习更方便多元

确保女佣与雇主彼此适应

12月起中介首三个月须查女佣近况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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