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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夫资产少报2160万
要撤销
调解协议
被驳回

星期三 Wednesday 农历乙未年三月十一
夫妻名下有多个房产，包括东部富兰克台的一间洋房。（档案照）

老妇仅获赔千元

李丽敏 报道layming@sph.com.sg
老妻指结婚35年的丈夫，在调解协
议的资产申报单上少报至少2160万元，
入禀高庭要求撤销协议，并就丈夫所作的
错误陈述索赔。法官认为，丈夫虽漏了价
值40万元的新山私宅，但不至于必须撤
销协议，仅判1000元象征性赔偿给妻。
本报去年9月报道，特霸塑胶工业公
司创办人姚其祥（73岁）遭妻子张瑞英
（74岁）起诉。
特霸在2000年8月被超煜科技公司以
5700万元收购，张瑞英名下的25万余特
霸股被卖，收益相当于超煜近5000万股
和303万元现金。
张瑞英自称是特霸股的拥有人，应享
有上述股票和现金。2010年5月，她不断
要丈夫列清单，以贷款方式还她股票收益

却遭拒，于是同年11月就此起诉丈夫。
双方去年7月签调解协议，同意各持
自己的资产，但以信托方式代两名子女保
管六个房地产，姚其祥也须付妻子每月
3000元的生活费。
岂料，签署协议当晚，张瑞英有异
议，指丈夫申报的资产比实有的少了一大
截，而且存误导性，去年9月又入禀高庭
要求终止协议并索偿。

‘忘了’新山40万私宅
根据判词，姚其祥在资产清单中，漏
掉了一栋位于新山价值40万元的私宅。
这是夫妻在1990年间联名买下的房子，
但因为房子没有出租，他们也不住那里，
因此两人当庭表示，真的忘了这房子的存
在。
高庭法官认为，姚其祥在准备资产清

从妻姨变妻子
单时，没细心检查自己所有的文件，以致
漏掉该房产。
法官说，姚其祥没把该产业列入清单
确实构成失实陈述，但张瑞英自己也忘了
房子的事，而且房子的价值只占协议资产
总值约1％，不至于必须撤销夫妻间的调
解协议。
另外，法官指出，张瑞英还是该房子
的联名拥有人，并没因丈夫的失实陈述而
蒙受损失，因此判她获1000元的象征性
赔偿。
针对姚其祥所提出的反诉，法官宣判
调解协议有效，第一轮诉讼已随着两人达
成“全面和最终”的和解而结束。

阿嬷下楼捡吹落裤子 大难
治。（取自视频）
男童之后在清醒状态下送往医院救

男童6楼飞坠 不死
赖凌杉报道
曾宪隆摄影

背淤伤 仍清醒

男童相信是在阿嬷（红衣妇女）下楼捡被吹落
的裤子时，爬窗找人，失足坠下。（取自视频）

下楼惊见孙坠地
阿嬷惊呼：怎么办？
阿嬷上楼看不见孙子，下楼惊见孙子坠
地，用马来语惊呼：“怎么办？”
碧伊的女佣（28岁）说，男童的阿嫲
一脸震惊地跑过去把男童抱起，碧伊连忙阻
止，但男童阿嫲仍然把他抱起，准备上楼。
“邻居们看了都很担心，跟着她一起
上楼。幸好警察和救护人员赶到时，一名
好心居民带他们上楼，之后把男童送上救护
车。”

阿嬷拒受访
只说孙留医

记者今早走
访单位时，男童
的阿嬷与另一名
亲友在家，脸色
憔悴的阿嬷谢绝
访问，只表示孙

发短信行贿 老板监3周
为争取生意，保安设备公司
老板主动发短信行贿，受贿者没
看懂还问“什么意思？我会得到
钱？”，结果被判监三周。
被告杨振和（31岁）共面对五
项控状，指他在前年1月至去年2
月，贿赂或答应贿赂三家公司的职
员，触犯防止贪污法令。
他在2006年设立保安设备公
司Inno-Secure，同时兼任董事。
根据案情，贪污调查局前年12
月接获通报后，针对被告展开调
查。
调查发现，被告和一家金属公

夫妻仍住同个屋檐下
根据判词，即使夫妻卷入两起
官司，至今仍住同个屋檐下，而张
瑞英还会为丈夫做饭。
据报道，夫妻并没有离婚的意
思，而姚其祥也表明，去年同意接

受调解是为了保全婚姻、避免打官
司，节省时间、金钱和律师费。
张瑞英去年8月在庭上供称，她
是觉得丈夫行事神秘，许多事都不
告诉她，才决定打官司。

佩戴电子追踪器
斗胆性侵少女
李丽敏 报道

年6月间，于我国中部的组
屋住家，三次性侵未成年少
女，其中两次与少女性交，
另一次则用手指非礼她的私
处。
控方以其中一项控状提
控，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考
虑。
根据案情，去年6月，被
告通过面簿认识当时14岁的
少女，两人开始在网上互发
短信，后来则在Whatsapp上
聊天。
他们之间的谈话不久后
就跟性扯上关系，去年6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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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佩戴电子追踪器，
竟斗胆破戒犯法，网上认识
14岁少女后，邀请她回家发
生关系，结果惹祸被判坐牢
11个月。
目前在新加坡武装部队
服役的李宏强（译音），共
面对三项控状。他被指在去

李丽敏 报道

男童坠地后，仍清醒。
在阿嬷发现孙子坠楼
前，一名女佣雪乐琳（28
岁）原本要抱起男童，但被
子仍在医院。
碧伊阻止，她便扶住男童头
两人相信是回家收拾男童的衣物，带往
部。
医院。
雪乐琳形容，男童模样
据观察，单位的玻璃窗已经关上，但铁
可爱，当时还是清醒的，没
花仍然开着，事发时相信是玻璃窗没关，男
有明显伤势，只是背部淤
童才会不慎坠下。
伤、脚部擦伤，相信是脚先
邻居陈荣丰（55岁，散工）透露，印尼
着地，尿片相信是在他坠下
华侨一家四口大约两年前搬来，五六十岁的
时脱落。
阿嬷不时会从印尼过来同住。
她指出，一支竹竿跟着
男童击落墙沿后，滚落
他表示，这家人非常低调，男童父亲平
男童坠地，相信他坠下时也 在地，所幸没有击中头部。
日工作，母亲好像是一名家庭主妇。
击中竹竿。
（取自视频）

李丽敏 报道

祥在1979年12月与张
瑞英结婚，膝下无子。
张瑞英视两个外甥如己
出，把他们抚养成人。
张瑞英婚前是一名
裁缝师，婚后成为全职
家庭主妇，姚其祥则拥
有大学学位，当年攻读
物理，后来创业。

青年坐牢
11个月
某一个下午，被告便邀请少
女到他家胡搞。少女同意，
而这是她第二次到被告家。
被告带少女到房间，打
开电视后就立即在不设防的
情况下，跟少女性交约一分
钟。完事后，他们穿上衣
服，继续看电视，少女在傍
晚5时离开。
法官在下判时指出，被
告曾被判入青年改造所，而
这回是在佩戴电子追踪器的
情况下犯罪，并且两次跟少
女性交，不像是一时冲动失
控的行为。

请女佣当清洁工
女总裁遭罚款

络）
男童是印尼华侨。（取自网

阿嬷下楼
捡吹落的裤
子，3岁男童
疑爬窗找人，
竟失足从6楼
住家坠下，所
幸大难不死，
送院急救！
这惊险一
幕发生在昨晚
6时左右，地
点是史德林
路（Stirling
Road）第168
座组屋。
据本报了
解，3岁男童
是一名印尼华
侨，与父母和
姐姐同住在这
座组屋的一个
6楼单位。
据目击者
拍下的视频显
示，男童相信
是从组屋后方
厨房的窗口坠下。
所幸的是，他坠地时没有击中头部，为此保住一
命，大难不死。
记者今早走访现场，住在一楼的碧伊（57岁，
工程支援人员）说，当时大雨刚停，她到屋外查看花
盆，正准备进屋时突然听到“啪”的一声，转头惊见
一名男童跌落在不远处，吓得赶紧入屋打电话叫救护
车。
住在男童楼下单位的林女士（66岁，退休人
士）当时正和碧伊在聊天，目睹男童坠下先是击中墙
沿，然后再滚落着地。
“当时下雨，大家的窗户都关着，否则男童如果
击中铁窗，恐怕就没命了。”林女士说，男童坠楼
前，一名相信是男童阿嫲的红衣妇女，正下楼捡吹落
裤子，男童相信是爬窗找她，才会意外坠下。
民防部队接获通知后迅速赶抵现场，男童在清醒
状态下被送往医院，不过有些喘不过气。警方正在调
查这起事故。

退休商人姚
其祥两次遭妻子
起诉。（档案
照）

姚其祥原是张瑞英
的妹夫，丧妻一年后才
与张瑞英结婚。
据之前报道，姚其
祥的妻子在1978年11
月因癌症病逝，儿子当
时只有六岁（现为41
岁），女儿四岁（现为
39岁）。
大约一年后，姚其

司的科技执行员杰弗里有短信往
来，对方当时因工厂发生连串偷窃
案而要加强保安设施。
由于两人事前就认识，杰弗里
安排被告到工厂勘查，被告之后为
安装电眼的项目报价3万元。
去年2月3日下午，被告通知杰
弗里报价单已发出去，后来再传短
信说：“有一点给你。”
杰弗里感困惑，被告回复“3
到5％，兄弟”，杰弗里求证说：
“你是什么意思？我会得到钱？”
杰弗里后来明白，只要被告的
公司获得合约，他就会得到3到5％
的“佣金”，即约900至1500元，
并表示会尽力帮被告。

不过，后来因当局开始调查被
告，金属公司并没把合约颁给被
告。
被告也两次贿赂一家海事公
司的建筑经理陈志财，总贿金约
1200元，作为让被告获得电眼系
统项目的奖赏。
控方在陈词中指出，过去这类
涉及小额贿款的私人企业贪污案一
般判罚款，但被告多次主动行贿，
倾向于用不道德和不公平的手法经
商，并且有利可图，因此要求判被
告坐牢，以儆效尤。
法官同意控方立场，今早判被
告入狱三周。（人名译音）

Source: Shinmin Daily News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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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私校女总裁向当
局申报请女佣，却不是请
到家中帮忙，而是安排她
到名下的学生宿舍打扫，
东窗事发后被罚款1万8000
元。
被告杨碧香是市区一
所私校的总裁，案发时在
本地多个地点经营学生宿
舍。
她一共面对八项控
状，指她在2007年12月至
去年4月间，触犯了雇用外
来人力法令。
根据案情，女总裁分
别在07年12月、09年12月
和11年11月向人力部提呈
工作准证更新申请表格，
并在表格中申报聘请外籍
员工佐塞菲娜当她家的女
佣，但她知道这其实不属

调查发现，佐塞菲娜
从来没在女总裁家工作。
在07年12月至前年11月
间，佐塞菲娜都住在女总
裁经营的学生宿舍，并在
宿舍打工。
她负责打扫宿舍，以
及为学生们洗衣做饭，每
月领取400元现金薪水。
律师替女总裁求情
说，她出身卑微，父亲在
她5岁时就过世。身为长
女，她一直希望给家人更
好的生活，一路靠自己努
力取得今天的成就。
律师说，女总裁是虔
诚的罗马天主教教徒，参
与许多慈善活动，帮助有
需要的人，促请法官从轻
发落。
据悉，佐塞菲娜早前
已被治罪，判罚款5000
元。

$50

9191-8727
1800-8227288
91916194
mms

非法请2菲女
学生宿舍工作
女总裁也涉聘请两名无
有效工作准证的菲律宾女子
梅希（35岁）和维奥塔（51
岁），到学生宿舍工作。
梅希在08年4月申请工作
准证时，向当局谎报自己来新
当女佣，之后也数次在更新申
请表格中作虚假声明，但实
际上她在08年4月至12年3月
间，都住在女总裁名下的宿
舍，并在那里工作，月薪650
元。
梅希面对五项控状，昨午
被判罚款1万元，面对两项类
似控状的维奥塔，则被判罚款
5000元。（人名译音）

康希6 人涉失信案

续审

今早接受周英汉盘问

黄玉音：教会曾花50万搞教育
李耀文 报道
城市丰收教会审讯，周
英汉盘问黄玉音时，爆出教
会曾花50万元搞教育，结
果学校不赚钱，教会还要倒
贴，借出额外贷款，还让小
组组长到学校做领导分析，
好让学校“补洞”。
城市丰收教会共谋失信
案续审，黄玉音昨天供证时
泪洒法庭，今天则表现淡
定。在接受周英汉盘问时，
透露教会曾搞教育，花50万
元在“Research University of
Leadership”（简称RUL）
教育机构。
周英汉说，RUL当时无
法转亏为盈，教会于是在
2006年7月至10月间，借了
三笔总值约10万5000元的贷

款给RUL“补洞”。当RUL
无法偿还债务时，教会就派
小组组长到学校做领导分析
（leadership profiling），以
抵消债务。
周英汉说，教会出钱给
RUL“补洞”的方式并没有
不合法，而教会以同样方式
支持跨界计划也相对没有问
题。黄玉音同意周英汉说
法。
律师说到黄玉音当时要
出国，无法亲自处理教会和
Xtron资金流动的事项，因此
交由她的属下代劳。
律师问黄玉音，如果她
知道交易不合法，是否还会
让下属直接处理交易？
黄玉音回说，这只是笔
普通的投资交易，未涉及违
法。

▲黄玉音澄清交易未涉及违
法。（档案照）

狮城男新山去世
外交部寻家属
一名53岁的新加坡男子在
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去世，外交
部正在寻找死者的家属。
外交部发表文告表示，53
岁的本地男子胡道明（译音，
Hoo Tow Meng），本月3日在

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去世。
胡道明出生于1962年10月3
日。
知情者可拨打6379 8800或
6379 8855通知外交部。

死者胡道明。
（外交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