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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家站 投身
‘花花世界’
油
加

见客时随身带着小簿子，并
根据顾客的要求，临场画出摆设
花卉的构想图，让新人对婚礼构
思更有画面感。
如今很多业务都已电子化，
陈瑞妤的公司也有专属网站及
社交媒体平台，但每当她见客
时，都会带着素描簿（sketch
book），坚持手绘构想图。
“我见客前会请他们先想
好 ， 婚 礼 大 概 想 要 什 么 样 的 风 陈瑞妤随身带的素描簿。
格，会面后只要他们决定好主题，比如森林风、波西米亚
风，以及喜欢的配色，我就能现场画出构想图。”
这样的临场发挥技能，仰赖于陈瑞妤从事室内设计时
打下的良好基础。她认为，这样做除了能省时，还能让顾
客更清楚了解婚礼当天会是什么样的布局，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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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17年经验的室内设计师，
七年前转当花商后，开始提供婚礼花
卉设计服务，使独有的创意概念得以
继续发挥，如今已做出好口碑，生意
“旺期”平均每月可接20多场婚礼，
让每对新人都能在浪漫典雅的气氛中

共结连理。
女头家陈瑞妤（47岁）于2015年
9月创立“Fleur Production”，公司
七成的业务，来自为顾客的婚礼进行
花卉设计。
虽然在投身“花花世界”之前，
陈瑞妤从未有相关的经验，但她曾担
任17年的室内设计师，经常接触具有
立体感的设计工作。

陈瑞妤从室内设计师转当花
商，创立自己的品牌，目前
主要为顾客提供婚礼花卉的
设计服务。（受访者提供）

创立品牌 生意大旺

一心一意为顾客的婚礼“锦上添花”，陈瑞妤和团
队已做出好口碑，平均每个月负责20多场婚礼的花
卉设计。（受访者提供）

“以前都是设计房子，要在很大的空
间做出具有立体感的格局，2010年我的
朋友找我合股经营花店，我没有这方面的
经验，但感觉室内设计技能应该派得上用
场，所以决定尝试。”
为了更好地了解花卉，陈瑞妤转行初
期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上课，间中让她逐渐
培养兴趣。
“单是花的种类就有上千种，而且每
个季节都不一样，当中有很多学问，上课
插花时学会颜色配搭及如何创造美感，我
觉得很新鲜好玩。”

女头家兼课教插花
对教学充满热忱

卸下婚礼花卉设计师的身
份，女头家也开课教插花及其他
手工艺品，对教学充满热忱，乐
见学员对成品的满足感。
陈瑞妤透露，一般上她和团
队都会忙于为顾客筹备婚礼，闲
暇之余她就会开办课程，进行与
美术相关的教学。
“我和一些企业客户
（corporate clients）合作，他们
会派公司职员来上课，我会根据
他们的需求、或自己设想能教他
们些什么。”

她考取文凭后更有了信心，不久后还
受邀为一场朋友的婚礼，负责花卉设计，
让她对于花的摆设更有心得。
于是，陈瑞妤后来决定创立自己的品
牌，目前除了与滨海湾金沙等商家合作，
其他客源都来自于顾客引荐，生意越做越
好，“旺期”平均每个月可以接到20多场
婚礼，还曾一天内接到六场婚礼的订单。
她坦言：“能依照顾客的喜好，亲自
挑选适合的花种及材料，摆放在婚礼现场
的不同角落，和之前设计室内空间时异曲
同工，成果出来后都让人很有成就感。”

陈瑞妤的课程不单只限于
“花卉”，除了插花她也会教导
制作其他手工艺品，通常都是一
次性课程，让学员在一两小时内
完成。
“现代人工作忙碌，很难有
时间上很多堂课，我就利用短短
一两小时，教他们简单的手工艺
品，如制作灯笼等，既美观又能
摆放在家中，看见他们从零开始
学习，到完工后的那份满足感，
能和他们分享经验，我也觉得很
开心。

当局拟严检电玩买家年龄

中国男来新找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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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来新找妻子，四天后却怀
疑自己戴绿帽，结果约去三人“谈
判”时，当场对妻动粗，并在“情
敌”介入“护花”时，挥工具将他打
得头破血流，入院缝6针。
案件于今年8月6日晚上发生，地
点是裕廊西64街第669D座组屋底层，
伤者是一名在本地当司机的中国籍男
子钟博（41岁）。
涉案者雷彦辰（39岁），案发前
持社交准证来新探望在本地工作的妻
子王雨（35岁），也希望在本地找工
作。伤者和王雨是同事。
被告落网后，被控三项包括用工
具打伤他人、对妻子动粗和抵触防止
贪污法令的罪名，控方以其中两项加
以提控，他昨天认罪后被判坐牢七个
月。
根据案情，案发当晚10时20分，
被告想问清楚伤者是否和妻子搞婚外
情，于是带着妻子约他在案发地点碰
面。路上，他偷偷从附近的工地上捡
起一把20公分长、看似铁锤的尖锐工
具。
三人碰面后，被告直截了当质问
两人的关系，追问伤者怎么会有妻子
房东的联系号码，妻子此时介入，声
称是她给的。被告一听大怒，转向妻
子打她手臂，并举腿要踢向她，伤者
见状出手“护花”，拉住被告的手阻
止他继续动粗。
被告更加愤怒，瞬间亮出之前藏

起的工具，用力挥向伤者的额头，导
致他当场头破血流，过后入院缝了6
针，所幸并未留下永久性伤疤。
（人名译音）

电玩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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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送伤者入院
被告医院被捕
伤了人又后悔，被告亲自送伤者
入院，过后在医院被捕。
伤者受伤流血后，被告和妻子赶
紧把他送进黄廷芳综合医院，路上，
伤者报警。
抵院后，医生为伤者缝了6针，警
方随后赶到当场逮捕被告。
义务代表被告的律师罗国伟替他
求情时透露，被告来新是为了打工赚
钱养家，因为家乡有年迈母亲和13岁
儿子要养，没想来了之后却发现妻子
可能出轨，一时气愤做错事，事后懊
悔也尽量弥补，送伤者去医院，他想
为自己冲动鲁莽的行为道歉。

企图塞50元贿警脱身
警方闻讯后，派出两名人员赶去医院
紧急部门调查，其中一名警曹随后告知被
告他涉及用危险武器伤人，不可和伤者私
了。
警曹跟着打电话通报上司时，被告试

新电信国际业务总裁蓝道义
指出，双方将根据需求推出不同
的计划。“这包括最早在明年第
一季度展开的物联网试验计划。”
摩拜和新电信也会探讨提供
更多付费方式，让摩拜用户通过
新电信手机电子付款应用 Dash 或
每个月的电信账单支付骑车费用。
他们目前只能通过信用卡付费。
目前使用 Dash 的还包括新电
信澳大利亚子公司澳都斯（Optus）
以及印尼的流动电信（Telkomsel）
等区域合作伙伴，他们都有可能
使用 Dash 租用摩拜脚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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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从身后将一张50元的钞票塞入他的裤袋
里，希望警曹可以放过他。警曹转身发现
后质问被告，被告当场道歉，并收回那50
元，可惜为时已晚，已经触犯防止贪污法
令。

菲律宾解除对海外就业
准证的申请禁令，但受访女
佣 中 介 业 者 担 心， 过 去 10
多天累积的申请无法在短时
间通过，新的菲律宾女佣预
计最早下个月才能抵新。
根据菲律宾海外就业
管 理 署（POEA） 官 网， 当
局 已 在 上 星 期 五（1 日 ）
解除有关海外就业准证
（Overseas Employment
Certificates）的禁令。
菲律宾劳工与就业部上
个月 9 日宣布，从 13 日至
本月 1 日之间的 15 个工作
日，暂停接受和办理海外就
业准证的新申请，以调查异
常雇佣情况。
安利康女佣中心执行董
事郑坤明说，接下来，他们
需尽快为 50 多名新女佣办

理手续。
“除了办理手续，女佣
抵新后也需接受身体检查
等，这些程序都受禁令耽误，
因此客户还需等上至少三个
星期才能聘用新的菲佣。”
六合发女佣中介负责人
王杨贻荃说，除了我国，其
他国家的业者也都会抢在这
几天提交申请。
“短期内，菲律宾当局
应该很难处理完所有申请，
而且，圣诞节快到了，菲律
宾在这期间都会放相当长的
假期，因此，新的菲律宾女
佣估计要等到明年一月左右
才能陆续来到。”
新加坡认证女佣中介协
会会长林志聪预计新的菲律
宾女佣一两个月后才能来到
本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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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玩玩家以后到商店购买18禁电玩
游戏，或得向店员出示证件，证明自己
符合年龄限制，但受访玩家说，未成年
人仍可通过网购或代购途径买到这些游
戏。
年轻玩家于沛成（17岁）受访时
说：“一些玩家在玩腻某款M18游戏
后，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转售，未满18岁
的人还是容易接触到这些游戏内容。他
们也能用电脑或手机直接下载游戏。”
另一名玩家叶瑞泽（15岁）则说，
电玩游戏制造商通常都有自己的网店，
这些网店多数不会检查年龄，就算会，
如果有人真的要买，他们也可输入假生
日，以便购买产品。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昨日就修订影
片法令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中一项修改
是规定零售商在出售有年龄限制的电玩
游戏时，须检查买家年龄，否则可面临
罚款，甚至是吊销或撤销执照的刑罚。
当局拟议推出电玩游戏类别执照，
凡是出售收录在实体媒介如DVD里的游
戏的零售商，都不得把归类为M18的游
戏卖给未满18岁者，以避免未成年人接
触暴力或不雅内容。
根据公众咨询书，执照会自动生
效，在实际运作上，零售商可照常营

加拿大洞穴别有洞天

物联网试验计划
最早明年第一季度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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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谅解备忘录（MOU）展开研
究和发展项目，希望能推出与时
并进的解决方案。
这包括探讨如何借用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简 称 IoT）
等相关数据和科技，为用户提供
更便捷有效的骑车体验。
“物联网”指的是人们身边
所有的物品，都会通过互联网连
接、互通信息，并借助这个科技
将日常生活中的多方面数据整合，
让人们享有更好的产品、服务及
生活品质。
摩拜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夏一平说：“物联网能够解决
用户在组屋底层等室内场所查询
不到脚踏车确切位置的情况。”
其他有望改善的功能包括延
长脚踏车智能锁的电池寿命，以
及更节能用电。
夏一平指出，随着共享脚踏
车服务在本地迅速发展，摩拜有
必要运用更多更可靠的网络和技
术，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他说：“新电信是新加坡市

未满18岁仍可
网购找人代购

陈劲禾

被告怀疑妻子给他戴绿
帽，在“情敌”面前对她动
粗。（档案示范图）

场最大的业者之一，我们可借用
对方在市场已有的技术，加快摩
拜在本地的发展速度。”
摩拜新加坡总经理孟繁星则
透露，公司也不排除与新电信合
作研究使用信标（beacon）等设
备，来加强和提高“电子围栏”
（geo-fencing）技术的精准度，
改善用户随意停车的问题。
除了物联网，新电信和摩拜
也会围绕手机付费、数据分析和
市场营销这几方面展开研究项目。

示身份证，证明自己的年龄。（档案照）
电玩玩家以后到商店买电玩游戏，或得先出

疑戴绿帽约谈判
挥拳打破
‘情敌’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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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手绘构想图

放弃室内设计师工作

王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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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无须申请执照，也无须支付执照
费。
资媒局目前是通过给批发商分类证
书来监管有年龄限制的电玩游戏，其中
的规定包括在游戏上标明类别标签，以
及禁止把游戏卖给未成年人。
当局说，实际上，售卖游戏给消费
者的并非批发商，而是零售商，而零售
商未必知道有这些规定，也未必清楚是
否须遵守条例，因此才有推出零售商执
照的必要。

新条例一旦生效
电玩生意料受影响
受访电玩零售商说，店员一般上不
会特地检查买家年龄，新条例一旦生
效，生意预料会受影响。
在淡滨尼一代售卖电玩游戏的林得
文（31岁）告诉《联合早报》，虽然多
数顾客属于大专学府学生与年轻工作人
士，但他估计新条例生效后，生意可能
会下跌两三成。
他说，目前店员通常只会在买家样
貌与年龄看似不符的情况下，才会询问
年龄。
GameMartz武吉士分行负责人林宗
志（33岁）则认为，家长有时会投诉店
员把有年龄限制的游戏卖给孩子，若当
局要求商家严格检查买家年龄，将有助
于避免这种误会。

加拿大探险家在石灰墙后发现更大的洞穴。（互联网）

（渥太华讯）加拿大两名探
险家到蒙特利尔寻幽探秘，竟意
外在一个洞穴内发现另一个更大
型地下洞穴，其历史更可追溯至
最后一次冰河时期。
今年10月，探险家勃朗与
卡龙在圣莱昂纳尔洞穴（SaintLeonard Cavern）内搜索其神秘
分支时意外发现，一幅不显眼的
石灰墙背后原来别有洞天。
据悉，墙后神秘洞穴应是在

1万5000年前形成，长度至少有
200米，高6米及宽3米，看似一
个地下通道，且满布钟乳石，里
头还有一个湖泊。
他们指洞穴“深不见底”，
现时可能只发现其中的一部分。
勃朗估计，受上层冰川压力
影响令墙身受损，才有这次的意
外发现。当局希望，在完成勘察
调查工作后，可让公众到洞穴内
探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