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策群力，共创未来, 
越战越勇”对话会 

2019冠状病毒疾病给整个世界
带来了深远的改变。作为一个社
会，这时候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什
么是我们该珍惜和该寻求的。

这就是越战越勇对话会于2020
年6月启动的原因，它是“群策
群力，共创未来”的一部分。这
事关乎我们所有人，国人与政
府群策群力，携手从冠病疫情
中恢复，并且变得更强。 

超过16,900名来自不同背景和
经历的国人通过越战越勇对话
会、调查和反馈平台分享他们的
观点。这些对话会也通过母语

新加坡人 
的心声写照

我们拥有共同的希望―
更团结的国民，一个更
公正平等的社会，以及
建立一个能让每个人幸
福 、 繁 荣 
和进步的社会。

进 行 。我 们 也 接 触 了 残 疾 人
士。 

我们的对话不会就此停步。因为
疫情还未结束。我们需要继续
相互沟通，了解正在出现的情
况，然后一起贡献建议和解决
方案。

我们在“群策群力，共创未来, 
越战越勇”对话会会中进一步
探讨具体的问题。我们也将成
立新加坡群策群力行动联盟和
其他伙伴关系，以便共同处 理
关键问题。

个关键论题 
这些是越战越勇对话会讨论中最多的主题:

与会者档案

数字一览 

社会支援 17%

共同的国家归属感和价值观 16%

就业与经济 14%

数码化与科技 10%

治理与民事方面的参与 9%

教育与培训 8%

健康与福利 6%

关怀年长者 4%

我们多元化 
的新加坡社区 4%

种族与 
宗教 2%

国家安全与全面防卫 1%

环境 3%

家庭 3%

艺术与运动 0.5%

建筑环境业与宜居性 0.5%

其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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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性别

没提供 2%

女 44%

男 54%

种族 

其他 没提供 2%华人 马来人印度人

73% 13% 6% 6% 2%

26 - 35 
24% 

36 - 45 
22% 

56 - 65 
9% 

46 - 55 
17% 

15 - 25 
19% 

66+ 4%

没提供 5%



让我们聆听彼此的观点。 
参加群策群力，共创未来越战越勇对话会 

了解新加坡人所分享的内容到 
www.sg/EmergingStrongerConversations.

社会支援
•	 弱势群体的尊严
•	 保护脆弱的环节
•	 支援捐赠和义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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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与经济
•	重新思考工作与劳动力
•	 支援必要工作者和更多的弱
势工作者

•	 支援求职者
•	 支援本地公司和工作者
•	 新的增长区域以及我们作为
经济枢纽的地位

•	 企业和经济成功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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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国家归属感和价值观
•	 	一个富有同情心和凝聚力
的社会

•	 一个坚韧自信和包容性的	
社会

•	 一个更广泛的成功定义
•	 创建更多能够进行坦诚对话
的空间

•	 我们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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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关键论题 

数码化与科技
•	 缩小数码鸿沟
•	 工作、企业和经济的转型
•	 利用科技建立更好的社会	
联系

•	 关注隐私、网络安全和虚假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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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民事方面的参与
•	 深化国人的参与性，实现更
具包容性的良好治理

•	 呼吁更多国人参加对话会

5

教育与培训
•	 我们的教育系统
•	 终身的教育与培训
•	 给予教师和学生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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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福利
•	 优先考虑心理健康
•	 应对冠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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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年长者
•	 关怀和援助年长者
•	 增强年长者的数码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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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多元化的新加坡社区
•	 一个对本地人和外国人更具
包容性的社区

•	 对外籍劳工心怀感恩并关心
他们的福利

•	 对本地人和外国人实行更透
明化的雇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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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	 始终关注环境的可持续性
•	 负责任的消费与废物管理
•	 加强新加坡的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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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	 家庭的重要性，并且为他们
提供援助

•	 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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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与宗教
•	 多种族主义、相互理解和凝
聚力的重要性

•	 我们教育系统中的种族与	
宗教

•	 就种族和宗教问题进行建设
性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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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与全面防卫
•	 强化防卫重要性的机会
•	 鼓励更多国人参与全面防卫
•	 通过一个更友善和更具包容
性的新加坡来加强社会与心
理防卫

•	 增加对国民服役人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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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运动
•	 资助艺术与运动
•	 对艺术领域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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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业与宜居性
•	 加强组屋设计和房产基础设
施，以满足新的需求

•	 给予国人房屋方面的支援
•	 渴望一个可持续性发展	
的城市	

•	 建设一个更灵活和更具包容
性的建筑与环境产业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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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组织中唯一一个来自立国一
代的成员，我很高兴看到千禧一
代也关心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
制造更多机会来进行跨代对话，
这样每一代人才能对彼此有更
好的了解，并理解各自的观点。

对我来说，疫情透露了我们有
很多可用的资源，以及一个巨大
的关系网络。世界上有各种各样
的人，我们可以选择跟志趣相
投的人一起合作。在今天的危机
中，一直激励着我的一点是看到
全国上下能够同舟共济，并且比
以往更加坚强。”

梁女士 

领导教练

钟家恩 
顾问

我很高兴这次能够参与其中。
我觉得自己的想法被听到，也被
理解了。这使我更想融入其中、
参与更多以及贡献更多。要培育
一个更有爱心的社会，我认为关
键在于采取行动。我们不应该局
限于当前的信念体系，比如“我
的贡献可能不会产生多大的影
响”，正是这种恐惧或冷漠的心
态阻碍我们采取行动	 -	 即使我
们知道那是我们该做的事。

在这段日子中，有一点令我感到
很欣慰，就是越来越多人清楚的
建议我们要如何把事情做得更
好，以及应该如何更加的团结。
我们确实可以有更多行动对于
在艰难恶劣情况下所发生的案
例，无论是好是坏，我们也确实
能提供更多的建议和分享。”

联系方式 singaporetogether.gov.sg OurSG @Our_SG SGTogether@mccy.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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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oursingapore
https://www.facebook.com/our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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