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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外展训练营计划今年1月
开始推行，五所中学超过1000名
学生已参加了在乌敏岛“新加坡
外展训练中心”（OBS）举行的
五天露营活动。
　　这项由教育部与文化、社区
及青年部共同推出的计划目前处
于首阶段，到了年底，教育部预
计将有28所中学的约7300名中三
学生会参加外展训练营。计划的
第二阶段于明年展开，到时将有
更多学校参加露营活动。
　　教育部去年宣布的“全国户
外探险教育总蓝图”（National 
Outdoor Adventure Education Master 
Plan），提到从2020年起，所有
中三学生都必须参加外展训练
营，以培养韧性和团队协作能
力。
　　政府也会拨款2亿5000万元，
在科尼岛（Coney Island）兴建多
一所外展训练中心，扩充露营空
间。新训练中心预计在2020年竣
工。
　　新推出的外展训练营其中一
个特点是，每次会有至少两所学
校联合参加，学生们能共同体验
露营活动，一起学习。
　　教育部长（学校）兼交通部

第二部长黄志明昨天下午到乌敏
岛视察学生的露营情况，并与他
们互动，也亲自尝试了几个户外
探险活动项目。昨天参与露营的
是丹戎加东女子中学和惠励中学
的约350名中三学生。
　　黄志明接受媒体访问时强调
户外教育的重要。他说：“中三
外展训练营是全国户外探险教育
总蓝图中的重点之一。不同学校
的学生能通过露营相互交流，并
学习如何与他人合作。”
　　惠励中学去年也让一批学生
到外展训练中心参加露营，但当
时并没有与其他学校一同进行。
该校校长陈彦吩告诉记者：“与
另一所学校联合露营，这让学生
们有更丰富的体验。因为他们得
在短时间内学会与其他学校不同
家庭背景的学生合作，这是非常
好的学习机会。”
　　丹戎加东女子中学体育部主
任陈兴伦受访时说：“这样联合
露营的学习环境正好能让学生体
验现实生活。他们将来踏出社会
时，无法选择工作上必须交际的
对象，因此必须学习与不熟悉的
人沟通。”
　　教育部户外教育与安全助理
处长何俊媚博士则指出，将来随
着更多学校参与露营活动，必须

克服的挑战是如何协调多所学校
一起露营的时间段。她透露，目
前每次联合露营的有两至三所学
校，未来将扩大到每次四至五所

学校。
　　另一方面，教育部也会继续
加强教员培训，提升他们的户外
教育专业能力。至今，已有超过

600名从事户外教育的教师接受了
相关培训。今年，另外500名教师
将会受训。
　　此外，为促进新晋体育教师

的培训，国立教育学院（NIE）
也已从今年起，将目前的一天户
外教育工作坊延长为12小时的六
个星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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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水价即将上调引起不少
食客讨论，餐饮业者是否会以成
本上涨为由趁机涨价。
　　受访小贩透露，水费一般只
占总营运费用的5％至10％。尽管
营运成本可能因水价调整增加，
但多数受访业者都说，届时无计
划调高食物和饮料价格，会自行
吸收额外成本。
　　财政部长王瑞杰本周一发布
2017财政年预算案声明时，宣布
政府将分两次上调水价，今年7月
第一次上调，到明年7月再次上调
时，国人和企业的水费将一共上
调30％。
　　对此，中峇鲁巴刹和熟食中
心豆花小贩卢德盛和在“集装
箱小贩中心” Timbre+经营“鱼
缘”（Fishball Story）的鱼圆面老
板黄正勇（26岁）受访时都说，
会吸收水价调涨后的额外成本。
　　卢德盛说：“目前每月水电费
应该是500元以下。水费只占总成
本的5％及以下。水价调整后，开
支增加应该不超过100元，我可以
应付。我服务的是熟客，不会涨
价，但也不可能因此偷工减料。”
　　黄正勇说，水电费每个月约
1200元，应该占营运成本10％或
更少。他选择先按兵不动，继续

观察情况。
　　在红山中心第163座小贩中心
卖鱼圆面的陈昭基（59岁）说，
小贩中心多数摊主过去四个多月
来将碗盘清洗外包给一家公司负
责，对方清洗过后再将碗盘还给
他们。
　　照这个安排，他每个月给外
包公司六七百元，和之前包括人
工在内约1500元洗碗费相比，已
少了很多。
　　但他说：“尽管清洗费少

了，但使用外包服务、杂费等都
造成成本增加。目前一碗鱼圆面
卖三元，我考虑在整修后涨价
10％至15％。”红山中心第163座
小贩中心将从下月起关闭至10月
31日进行翻新整修工程。
　　对于有消费者担心商家或会
因水价调整趁机涨价，新加坡消
费者协会理事长黎学俊回复《联
合早报》询问时说，商家一般上
有权制定自家餐饮产品的售价，
但他促请所有商家在设定食物和

饮料价格时，采取公平透明的做
法。
　　“商家应该只在有正当理由
的情况下调涨价格。”
　　消协也建议消费者在逛街购
物时选择光顾餐饮价格物有所值
的商家，这将对商家发出强而有
力的信息，不该在缺乏正当理由
的情况下涨价。

大型餐饮业者 
暂不调整餐饮售价
　　受访咖啡店和食阁业者表
示，预料届时不会上调食物和饮
料价格。
　　Kopitiam发言人张志昌受访
时说，尽管Kopitiam旗下摊位的
营运费用会因水价即将上调30％
而有所增加，但Kopitiam的食物
和饮料价格今年内不会上调。
　　他说，饮料、甜品和水果摊
的营运成本会有较显著的增加，
但上涨的成本会由摊贩自行吸
收，无意转嫁给消费者。
　　在本地经营五家咖啡店，同
时负责店内茶水生意的陈静仪受
访时则透露，部分咖啡店开在黄
埔和阿裕尼，年长顾客多，她不
忍心涨价。若届时不能应付，可
能得多收租金。
　　职总富食客合作社（NTUC 
Foodfare）目前管理武吉班让小贩
中心和勿洛转换站小贩中心、之
后还会经营多七家小贩中心。
　　职总富食客发言人说，目前
尚未收到任何租户要涨价的要
求，日后会继续和利益相关者接
洽，观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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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户外探险教育总蓝图”，从2020年起，所有
中三学生都必须参加外展训练营，以培养韧性和团队协
作能力。新推出的外展训练营其中一个特点是，每次会
有至少两所学校联合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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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即将调高水费三成，备
受国人关注，财政部兼律政部高
级政务部长英兰妮说，政府给予
的水电费回扣将帮助家庭把水费
维持在“可控制”的水平。
　 　英兰妮昨晚在今年财政预
算案发表后的第一场公众论坛现
场受访时说：“有了水电费回扣
（U-Save），你会发现尽管水费上
涨，多数家庭水费的增加，不是
不可持续或他们负担不起的。”
　 　 约 1 2 0 人 参 与 民 情 联 系 组
（REACH）昨晚举办的财政预算
案公众论坛。论坛由英兰妮与总

理公署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陈振泉
主持。
　　在问答环节中，水费上涨是
与会者最关注的课题。有公众指
出，用水最多的其实是工业，如
电子业、提炼厂与加工业，而不
是家庭，政府为何不针对工业调
整水费，而是全面调高水费，影
响家庭。
　　英兰妮说，调高水费的主要
目的是反映生产水的真实成本，
而不是惩罚用水的人。
　　她说：“我们不能把水价维
持在一个不自然的水平，因为那
并不反映市场现实，也没有反映
生产水的成本、基础设施成本，

以及人力成本。”
　　英兰妮指出，政府增加水电
费回扣后，住在一房式与二房式
组屋的家庭，水费每月平均其实
能省下1元。
　　根据财政部资料，一房式与
二房式组屋家庭目前的水费每月
平均为26元，水费调高后须多付
9元，但有了每月额外10元的水电
费回扣，最终的水费将省下1元。
　　三房式至公寓式组屋的水费
增幅则介于2元至11元。
　　尽管水费调高，政府也增加
给予家庭的水电费回扣。财政部
长王瑞杰日前发表财政预算案时
说，水电费回扣的增加是永久性

的，政府每年须为此多支出7100
万元，惠及约88万户家庭。
　　除了家庭开支，公众也担心
水价上涨会导致物价上涨，例如
咖啡起价等。

英兰妮：饮料不应起价
　　英兰妮说，企业目前得为每
立方米的饮用水付2.15元，水价
调高后，则为2.74元；1立方米的
水估计可泡5000杯咖啡。
　　“每立方米的水价增幅其
实只有59分。如果你拿59分除以
5000杯咖啡，就算商家真的要起
价，增幅也只会少过1分钱，所以
咖啡是不应该起价的。”

黄永宏会见美国议员 
讨论多项区域安全课题
　　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会见美
国众议院新加坡核心小组成员，
双方重申新美极佳和持久的防务
关系，并就多项区域安全课题的
发展动态展开讨论。
　　国防部昨天发文告说，黄永
宏在会谈中也强调，美国继续在
军事和经济领域活跃于亚洲的重
要性。
　 　 美 国 众 议 院 新 加 坡 核 心
小组（Congressional Singapore 
Caucus）最初成立于2002年，由
来自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美国众议
院议员组成，致力于加强新加坡
与美国的交流。2012年，其中一
名联席主席在2012年地方初选中
失利，以致小组解散两年多，并
于2015年重新设立。
　　星期一抵新进行五天访问
的小组包括两名联席主席赫克
（Denny Heck）和拜恩（Bradley 

Byrne），以及成员拉森（Rick 
Larsen）。他们昨天与黄永宏共
进早餐时，对新加坡支持美国继
续在亚太地区保持活跃表示感
谢。
　　代表团昨天参观了樟宜军港
指挥与控制中心和资讯汇合中
心，以及樟宜区域人道救援及赈
灾指挥中心。代表团今天结束访
新行程。他们访问新加坡期间也
会见了李显龙总理、副总理兼经
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
贸工部长（贸易）林勋强、律政
部长兼内政部长尚穆根以及外交
部长维文医生等。

联合国大会主席访新
　　联合国大会第71届会议主席
彼得·汤姆森（Peter Thomson）
应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邀请，
今天来新进行两天访问。
　　外交部昨天发文告说，来自
斐济（Fiji）的汤姆森将同维文
与外交部高级官员会面，并参观
植物园和市区重建局的城市规划
展览馆。

政府今年7月起分两次上调水价，平时需要大量用水的餐饮业者及小贩们
也因此须承担较高的营运成本，不过多数受访业者表示，届时都不会涨
价。（档案照片）

水费只占成本5％至10％

受访小贩：暂不调高餐饮售价

今年新推出的中三外展训练营，让多所学校的学生一起露营，共同体验远足、攀岩和划船等户外探险活动。（林国明摄）

千余中三生已参与乌敏岛外展训练
到年底料7300人受训

预算案公布后首场公众论坛　水费上调最受关注速读狮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