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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松　报道
leegs@sph.com.sg

　　赌博形式随着科技日新月异
而快速变化，当局须抢在赌场业
者前头掌握最新资讯并做出相应
调整，以确保现有监管条例能与
时俱进。
　　赌场管制局赌技处助理处长
曾伟翔受访时说，除了定期审查
赌具及机器，管制局职员也不时
参加国内外研讨会及课程以提升
技能，并与外地监管机构紧密合
作，从它们的经验中学习。
　　曾伟翔于2009年加入赌场管
制局，见过不少由赌场业者推出
的新颖赌博形式或器具。他以一
款电子洗牌机为例，解释当局如
何确保本地赌场使用符合规格的
赌具。
　　他说：“这款电子洗牌机能
按照游戏规则，在牌发出后辨识
发牌员是否还需要再抽牌，并相
应做提醒……这有助避免纠纷，
但赌场管制局仍需对这类新引进

的器具或赌博进行审查和监管，
以确保它们符合发牌员无法事
先看到未发牌的牌面等原定标
准。”
　　赌场管制局是隶属于内政部
的法定机构，除了确保赌场没有
人犯罪、被禁止进入赌场的人不
会非法闯入，该局也要确保业者
遵守条例，保证赌局公正公平，
保护赌客。
　　同样在2009年加入管制局的
现任审查与合规处主任何书嘉
说，赌场业者投入运作初期难免
因不完全熟悉条例，须改进运
作，但过了一段时间，当局与业
者的互信加深，彼此的工作关系
也逐渐成熟与稳定。
　　她说：“我们透过与业者定
期沟通、会面及例常审查，传达
我们的需求与期望，并征询他们
对条例或领域相关事项的看法。
业者了解与监管单位有着协作而
非对立关系，会更自觉及负责任
地确保条例得到遵守。”　

黄佩玲　报道
ngplg@sph.com.sg

　　涉嫌在19年前非礼九名中
一男生的本地知名心理学家曾
增博士，在1999年被捕后弃保潜
逃，他逃亡到马来西亚柔佛居銮
（Kluang）隐姓埋名17年，直到
前年突然独自前往当地警局自
首，遭当地警方逮捕后引渡回新
加坡。
　　前国大社会工作和心理学系
的心理学家曾增博士在1999年卷
入非礼的案件，当时39岁的他，
是本地知名的心理学专家，经常
接受电视和报章访问。

　　曾增涉嫌非礼被捕后，原定
在1999年11月29日到法庭面控，
岂料他弃保潜逃，警方随即对他
发出通缉令。
　　据本报获悉，曾增当年弃保
潜逃后，就一直隐姓埋名，低调
过日子，多年以来都没有人识破
他的身份。曾增最后的落脚处是
柔佛居銮，前年不知何故，一个
人前往当地的警局自首。
　　曾增在前年12月7日从马来西
亚引渡回新加坡，隔天就被押到
国家法院面控。这起搁置了19年
的非礼案，于本周一和周二在国
家法院开审。

　　今年57岁的曾增，一共面对
12项非礼控状，指他于1999年6月
29日和30日，在当时的旧机场路
基里玛营的房间和厕所内，非礼
九名13岁的中一男生。
　　事发时，来自同一所中学的
受害男生在参加为期三天的假日
营活动，曾增当时受邀到假日营
主持活动。

辩方质疑四证人供词可信度
　　曾增不认罪，控方以其中四
项控状进行审理，今年32岁的四
名受害男子陆续出庭供证。法庭
谕令媒体不可报道任何可泄露受

害人身份的资料。
　 　 代 表 曾 增 的 是 迪 瓦 利
（Ramesh Tiwary）律师，他在盘问
四名供证男子时，质疑他们供词
的可信度，因为他们无法记起学
习营所发生的其他活动，却能如
此清楚描述所谓被非礼的过程。
　　辩方指出，参加学习营的学
生，首天必须参与一个步操活
动，由于步操相当辛苦，一些学
生因此感到不高兴。四名证人供
证时都表示不记得有步操活动，
辩方因此认为，证人的记忆力与
供词不可信。
　　其中一名证人在庭上供证

时，指曾增在午夜后，趁他躺在
双层床的上层时，伸手按摩他的
大腿，接着非礼他的下体。
　　证人这一说法，遭到辩方律
师驳斥，律师指曾增个子矮小，
不容易伸手到上层床铺，认为证
人的忆述有问题。证人同意曾增
确实个子矮小，但坚持自己确实
被非礼。
　　另一名男子则供称，他洗澡
后回到房间时，曾增把他叫到床
边，并指示他拉开裤头，对他非
礼一番。大家原本只字不提，后
来聊天时才发现有相同遭遇，事
情才被揭发。

　　另一名证人则说，他在洗澡
时因为厕门卡住而求救，结果曾
增前来开门，接着非礼他的下体。
　　根据其余八项暂时被搁下的
控状，曾增也涉嫌以按摩脚部和涂
抹沐浴露等理由，非礼受害男生。
　　在刑事法典第354节非礼条
文下，有罪者可被判坐牢长达两
年，或罚款或鞭刑，或至少两种
刑罚兼施。
　　本阶段审讯在本周二下午暂
告一个段落，案件展期至八8月续
审四天，10月再进行第三阶段的
审讯。若被判表面罪名成立，曾
增接下来需准备上证人栏供证。

萧佳慧　报道
seowkh@sph.com.sg　

　　一名3岁女童随家人到充气游
乐园玩充气滑梯时，竟摔断左手
肘，必须动手术安装两条铁线固
定手骨。
　　女童母亲Joanna Shen在面簿
贴文，叙述这起发生于上个月23
日星期五的意外。她表示，当晚
带着大女儿，连同妈妈、姐妹和
她的男友一同到滨海湾的充气游
乐园艺术动物园（Art-Zoo），每
张入门票是18元。
　　“我和妈妈带着女儿进去玩
了两个充气设施后，来到园区内
唯一的充气滑梯，女儿非常兴
奋。”女童母亲称，现场并没注
明任何身高限制，而在场的一名
年轻工作人员也没有多问。
　　她带着女儿爬到滑梯顶端
时，工作人员告诉她，她必须和

女儿分开滑落，她就让女儿先滑
下去，岂料落地后就开始哭泣。
　　“我立刻滑下去抱起她，她
失控痛哭着喊痛，说不要再玩滑
梯了。我查看她的伤势时，才发
现她的左手臂软趴趴的。”
　　根据母亲上载的照片，女童
相信是手肘摔断，母亲带她到竹
脚妇幼医院接受X光后，在隔天
早上动了手术，并住院三天。
　　“我女儿的左手臂现在凸出
两条铁线，以固定住骨头，之后
还要包扎多一个月。至今我还是
心有余悸。”
　　“艺术动物园”业者受询时
表示，公司已经联络女童家人，
目前正在讨论要如何解决问题。
　　业者说：“每个顾客对我们
来说都很重要，我们目前最关注
的是如何协助他们（女童一家）
度过目前的艰难时期。”

充气游乐园玩滑梯摔断手
3岁女童装铁线固定手骨

不幸摔断左手肘的女童，必须动手术安装两条铁线固定手骨。（互联网）

曾增在居銮隐姓埋名　17年后突然自首

杨漾　报道
yangyang@sph.com.sg　　　　

　 　面对生命危险的严重创伤
者，抢救工作除了要与时间赛跑，
若能把患者送往拥有完善和全面
创伤护理服务的医院，有助他们
获得更好地急救和康复治疗。　
　　为了向严重伤者提供最适当
的急救护理，陈笃生医院、盛港
综合医院与新加坡民防部门，特
别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展开区域
合作计划。
　　根据这项计划，因车祸或坠

楼等事故造成严重创伤者，将
优先送往创伤治疗经验较丰富的
陈笃生医院救治；若这类伤者因
各种因素只能先送到盛港综合医
院，陈笃生医院的医疗团队将前
往救援。
　　陈笃生医院从去年11月开
始，向盛港综合医院医疗护理人
员提供相关培训，这项合作计划
为期三年。盛港综合医院将于今
年下半年正式投入运营。
　　陈笃生医院创伤及急救外科
主任兼高级顾问医生张立胜，昨

早在第12届新加坡创伤与急症护
理大会上宣布了这项合作计划。
　　本地伤者中约有10％至15％
伤势严重，一般涉及头部、胸部
和腹部。
　　张立胜受访时指出，严重创
伤很可能危及伤者性命，如果
能直接送往急救资源较完善的医
院，并确保在受伤后的一小时内
抢救，有望提高伤者存活率；这
么做也能避免治疗过程中，因资
源不足而需转院的不便。
　　目前，民防部队负责护送伤

者到距离最近的公共医院接受紧
急治疗。
　　据了解，按照区域创伤护理
合作计划，只要送院时间不超过
一小时，救护团队或能“舍近求
远”，直接送往急救经验和资源
都较为丰富的医院，让伤者接受
更全面的治疗。
　　张立胜说：“重伤者不光需
要立即治疗，也要有完善的抢救
和治疗资源，包括协助他们在生
理和心理方面复健的专业医生和
服务，让他们之后有能力重返社

会继续做出贡献。”
　　“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
有经验的医疗团队，不同医院也
能在区域合作系统里互相帮助和
学习。这类区域合作计划在国外
已开始推行，并成功减少创伤死
亡率。这是我们尝试的新计划，
希望从中找出对本地伤者最有效
的作业方式。”
　　盛港综合医院外科顾问医生
甘俊豪则认为，在新医院正式投
入服务之前，与陈笃生医院展开
合作和交流，将有助医院日后更
好地发展创伤服务。　　
　　张立胜说：“盛港综合医院

开始运作后，将有能力接收中度
伤势的伤者，我们则会协助救助
重伤者。但我相信假以时日，该
医院终会具备治疗伤势严重者的
条件。”
　　卫生部在2008年成立全国创
伤委员会以协调并制定创伤医疗
程序，委员会在各公共医院推出
“创伤治疗的基本标准”。张立
胜因此强调，公共医院都有一定
的能力和专才有效地应付创伤病
例。
　　卫生部长颜金勇昨天也受邀
出席大会开幕礼并致辞。为期两
天的大会今天结束。

两公共医院与民防合作　为重伤者提供最适当急救

赌 场 管 制 局 赌 技 处 助 理 处 长 曾 伟 翔
（左）和审查与合规处主任何书嘉透过
参加国内外研讨会及课程以提升技能，
并与外地监管机构合作，从它们的经验
中学习。（叶振忠摄）

确保监管条例与时俱进

赌管局时刻掌握赌博形式新发展

许翔宇　报道
hsiangyu@sph.com.sg

　　工艺教育中区学院迎来一家
崭新的昇菘超市，新超市也是昇
菘集团试行数码营销策略的“试
验摇篮”，工教院学生有机会参
与这些试验项目，掌握零售营销
的创新知识。
　　工艺教育局总裁卢巧玉和昇
菘集团总裁林福星昨天为新超市
主持揭幕，同时签署为期三年的
合作备忘录。这是昇菘超市首次
进驻学府，也是该集团在全岛第
48家分店。
　　合作计划下，昇菘集团将为
多达30名工教院学生提供实习机
会，让他们到昇菘总部、零售超
市、货仓或配送中心实习，名额
开放给商业服务系、工程系、设
计与媒体系及电子与资讯通信系
的学生申请。
　　昇菘集团每年会为商业服务
系资助四份奖学金，以及每年为

零售服务国家工教局证书课程
（Nitec）课程，和零售与网络商
务高级国家工教局证书（Higher 
Nitec）课程的顶尖毕业生，分
别赞助一份奖牌。双方也会就昇
菘集团的业务和营运项目展开合
作。工教院职员也能到昇菘参与
浸濡计划，与昇菘职员交换经
验。
　　部分工教院生已参与昇菘超
市的试验项目。其中一项让顾
客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扫描产
品的QR码，掌握产品信息，以
便做购买决定。参与项目的11名

学生得将500种产品的“独特卖
点”，如健康标签及食材等信息
输入系统。
　　修读零售营销高级国家工教
局证书课程的丹妮（22岁）说，项
目让她学会迅速找出产品卖点，
对日后从事产品行销有帮助。
　　此外，另有八名学生也协助
昇菘集团开发应用（app），让
顾客通过360度虚拟实境（VR）
技术游览昇菘超市。
　　卢巧玉在签署仪式上致辞时
说，到昇菘集团实习的学生有机
会学以致用，巩固技能和知识。

她感谢昇菘集团在培训学生方面
给予的支持。
　　林福星受访时说，科技变化
快速，昇菘集团希望同学府携手
开发创新技术及服务，除了为简
化员工的工作流程，也欢迎学生
分享和实践创新点子。

新型提款机 
让不同银行顾客提款
　　此外，昇菘超市推出“简易提
款服务”，让持有不同银行提款卡
的顾客可在同一个平台提款。
　　“简易提款服务”（Simple 
Teller Machine），率先在工教中
区学院的昇菘超市推出。
　　这台提款机目前让持有星展
银行、储蓄银行以及华侨银行提
款卡的顾客提款，顾客一次最多
可提取1000元。昇菘集团正探讨
与更多银行合作，让更多顾客使
用服务。
　　林福星说，超市每天营业额
会填入这台提款机。顾客提取的
金额获银行批准，银行就会将金
额过账给昇菘集团。除了为顾客
带来便利，增加客流量，他也希
望新服务减少分店存放的现金，
同时协助提高现金在市面的流
通。
　　昇菘集团准备今年内在另10
家超市推出新服务，如果反应良
好，将推广到所有分店。

昇菘超市首次进驻校园
工教生可参与实验项目
这家设在工艺教育中区学
院的昇菘超市，是该集团
在全岛第48家分店。此
外，昇菘集团也与工教院
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合作备
忘录，将为多达30名工教
院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工艺教育中区学院学生符裴倛（左起）、郑亦婷和丹尼，协助昇菘超市
推行一项试验项目，让顾客购物时用手机扫描产品QR码，掌握产品信
息。（邬福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