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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养老院非礼中风女病人

女护士称巡逻时

提供
勤务员不认罪 称护士错怪好人 新闻
江欣如 报道

brendak@sph.com.sg

养老院勤务人员被指趴在中风女病人身上非礼，
被判坐牢22个月鞭打3下，他通过律师今早上诉至高
庭坚称无罪，并指身为证人的女护士想象力太丰富，
以为是电影情节，甚至错怪好人。
这起事件发生在2016年11月26日下午3点至4点
间，地点在西部的一家养老院。
被告是33岁的孟加拉籍男子，案发时是养老院的
勤务人员。他面对一项控状，指他非礼一名55岁女病
人。
据控方结案陈词显示，受害者多次中风，左边身
体瘫痪，不能控制嘴部以及喉咙部位肌肉，因此长期
卧病在床，也无法讲话。
案发当天下午2点至4点，有义工到养老院举办活
动，所有老人都到楼下参加活动，那些卧病在床的老
人家则留在病房里。
控方指被告趁这个机会到受害者病床旁，拉上帘

子，企图对受害者做出越轨行为。
一名女护士在巡逻时，惊见被告光着屁股，双脚
扒开，趴在受害者身上，受害者的裤子被拉下，老人
尿布也被打开，被告下体与受害者私处有接触。女护
士被眼前这一幕吓坏，赶紧找同事帮忙。

原判监22个月鞭3下
被告不认罪，案经14天审讯后被判罪成，今年5月
被判坐牢22个月鞭打3下，被告之后针对刑罚和罪行
上诉。
案件今早在高庭审理，被告坚持他无罪，他的代
表律师表示，由于事情发生得太快，女护士只看了一
眼就指被告对受害者做出越轨行为。
他说，被告当时确实进入病房，不过是去修理电
视，之后便调整受害人的枕头，但因为女护士的想象
力太丰富，把这一幕想象成电影情节，才会错怪好
人。
法官表示需要时间考虑，案展至本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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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帘子被拉上
一名女护士在巡逻时，发
现受害者的床帘被拉上，觉得
奇怪。
据控方结案陈词，护士去
到受害人的病房时，发现受害
人病床边的床帘被拉了起来，
感觉很奇怪，因为平日里除了
换尿布，床帘一般都是开着

称曾结怨

的。
法官对此提问，为何被告
会冒险，在未完全拉下床帘的
情况下，对受害者做出越轨行
为。
控方则认为，在这种情况
下，若被告发现有人经过，就
能立即停手。

指护士陷害他

‘幽灵工程’骗逾千万案

义顺

承包商监5年又15月
经理监11年罚90万
陆佳丽 报道

法官：
把钱吐出来

jlloke@sph.com.sg
承包商与工程公司女副
总裁及经理，串谋设“幽灵工
程”骗走公司超过1000万元，
法官今早斥责承包商和经理
没做出赔偿，除了坐牢也判罚
款，要他们将这笔不义 之财
“吐出来”！
本报曾报 道，承包商王
文光（60岁）利用妻女名字设
立空头公司，让同谋用来“承
包”上市房地产公司的，自己
则 协 助同 谋 骗 取公司超 过
1000万元的工程款，获利56
万余元买车买房。
与他串谋的是本案主谋
UE ServiceCorp资产管理女
副总裁李琳达（40岁），以及
公司经理陈益基（54岁）。
根据案情，女副总裁在
2009年与同谋想出骗局，先
在 公司系 统 伪 造“幽灵”工
程，再用同谋 所提供 不同承
包商的信笺，假装投标，后转
头批准这些投标。
女副总裁负责批准申请
并监督工程进度，上司并未起
疑。事成后，同谋可分得公司

▲12楼邻居拉玛，当时也见到阿
叔一脚跨过窗沿。

邻居闯屋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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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新闻热线：1800-8227288/91918727
MMS/Whatsapp传照片：91918727

蔡振鸿

摄影

铁门没上锁，救阿叔一
命。
王先生表示也欠借贷人
3000元，每周得偿还516元，
共为六期。“当天我只是大
喊，其实没有想要做傻事，但
我的铁门没有锁，所以邻居
即时冲进来把我拉下去。”

▲主谋李琳达早前已被判坐牢
12年半。（档案照）

律师：承包商是‘小角色’
拉回屋内。 （读者提供）
这名黑衣男子及时闯入阿叔住家，把阿叔

救他一命
铁门没上锁

离婚叔称因欠债8000多元，一时心烦，在13楼
站窗边嚷着“想死”，邻居惊见他一脚跨出窗沿，闯
入屋内救人，化险为夷！
这惊险一幕发生在前天(10日)晚上约7时43分，
地点是义顺51街第510B座组屋的一个13楼单位。
记者昨晚走访，闹跳楼的阿叔王先生（56岁，
罗厘司机）坦言，因面对 经 济困境，一时心 绪 烦
乱。
“四年前，我投资买卖生意失败欠债，为还钱
也向两三个朋友借钱，后被追债时逼于无奈向合法
借贷公司借钱，如今共欠下8000多元，还得每月支
付近600元的医药费，实在负荷不了。”
他说，月薪1400元，若加班可得2000元，但因

所给的一半款项。2011年，王
文光被拉拢，三 人密谋让被
告设立“幽灵”建筑公司，以
同样手法骗钱。
王文光与陈益基去年12
月认罪后，案件今早下判。
庭上揭露，陈益基从中
获利约420万元，而王文光则
获利超过50万元，控方指出
两人并未向公司做出任何赔
偿，而这笔赃 款的一大部分
仍下落不明，求法官下判时将
此视为加重刑罚的因素。
法官斥两人私吞赃款，
没做出赔偿，还要受害公司
通过民事索赔，因此在判刑时
加上罚款，要两人将不义之财
“吐出来”。
法官判陈益基坐牢11年
罚款9 0万，王文光则是被判
坐牢5年又15个月以及罚款21
万。（人名译音）

家人不知
涉事惹祸

拉玛也表示，昨天也上
门拜访并给予阿叔拥抱，要
他以后不要这样做。
“我和他说若有什么困
难就找议员帮忙，他这样做
我们看得很心痛。他现在触
法，雪上加霜，他自己也非常
担心。”

芽笼和KPE
昨午突发性淹水
连续两日天降豪雨，芽笼和加冷巴耶利峇
快速公路部分路段昨午也发生突发性淹水。
公用事业局昨午2时31分通过面簿贴文表
示，全岛各处将降豪雨至下午4时左右。
当局随后在下午2时55分发文透露，芽笼
23巷发生突发性淹水，两条车道受影响，加冷
巴耶利峇快速公路朝泛岛快速公路（樟宜）方
向的支路也在3时25分左右发生突发性淹水，影 ▲昨午天降豪雨，马路都化为了水路。
（取自SG Road Vigilante面簿）
响了一条车道。
有公众就跟面簿群组SG Road Vigilante分
因马六甲海峡向东移到南中国海的苏门答腊风飑
享，一条马路化为水路的画面，不过地点不详。
影响，未来两周将有两三天的清晨至早上时分出现伴
气象署本月初发表文告指出，季候风交替期自上
随强风的大面积降雨。
个月底在我国及周围区域展开，本月首两周的雨量将
本月整体降雨量估计将略高于平常，未来两周多
比过去两周来得多，将有七到九天会下雷阵雨，多数
数时候的气温介于24至33摄氏度。下雨天的最低气温
在午后，有时也会持续到傍晚时分，这段期间也会出
可介于22至24摄氏度。
现闪电。

超过50万元，房子和车也只花
了约5万元。而陈益基收受了
约420万元，最后只起获近40
万，可见两人仍收着一大笔赃
款，求法官重判。
王文光的律师称他身体
不好，想多陪陪家人，求延迟
服刑4周，但法官指出他早就
认 罪，有时间 跟 家 人 交 代事
情，最后给予2周的延期，在11
月23日开始服刑。

律师称王文光不识字，只
是“小角色”及成立5家公司的
一颗“棋子”。
律师替被告求情时称，王
文光对于李琳达及陈益基如
何欺诈公司并非完全知道，声
称他只是两人骗钱的一颗“棋
子”。
“王文光将这笔钱用来
买房买车都是为了家人。”
但控方指出王文光受贿

女主谋上诉 刑期获减
本案主谋李琳达去年9月被判坐牢14年，她
在提出上诉后，刑期减至12年半。
法官指出，本案主谋李琳达获得的利益500

▲被告王文光被判坐牢5年15个
月罚款21万。（档案照）

万元是三人中最高的款额，也面对最多项控状，
但其中超过200万元已被起获，相比之下，今天下
判的两名被告被起获的赃款要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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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去马来西亚个人携带物品如药物、保健品
及化妆品，不能带太多，必须限制为一个月使用量，以及
一人使用，否则罚款2万5000元马币（约8300新元）或三
年监禁或两者兼施。
面簿页面SINK日前发布帖文提醒，入境马来西亚时
需慎带个人物品，否则可面临高额罚款或监禁。
SINK贴出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所发出的海 报 显
示，游 客所携带的任 何 药物、保 健品及化 妆品，容量
必须限制在一个人在一个月所使用的合理范围。违例
者将面临最高2万50 0 0元马币的罚款，或三年监禁，
或两者兼施。此消息过后经马来西亚卫生部药剂师局
（pharmaceutical service programme）官网证实。
若以邮寄方式进口化妆品，也必须获得马来西亚药
剂师局批准。

我国限三个月服用量
限制进口产品容量的做法十分普遍，本地也有类似
条例，人们可按药物所含成分来决定是否得在入境前提
出申请，而只要携带超过三个月的服用量，一律必须提
出申请。
根据我国卫生科学局官网显示，个人允许携带糖尿
病、高胆固醇及高血压等个人药物，但不可超过三个月
服用量。
若超过三个月服用量，一律必须在入境前10天就提
呈申请。

▲入境马来西亚的药物及化妆品容
量必须限制在一个人在一个月所使
用的范围。（SINK面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