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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靖豫　报道

　　五个武装部队军人在守卫三巴旺码
头时，擅自驾驶停放该处的新车去兜
风。其中三人被定罪后就刑罚上诉，但
都被军事上诉庭驳回。
　　以高庭法官朱汉德为主席的五司军
事上诉庭昨天说，控方证明了当时为正
规军人的詹中崇（前译詹忠崇，23岁）
三级上士和两个国民服役军人陈永成下
士（20岁）与陈富宁下士（20岁）有偷
窃意图和行为，且这三个人分别面对的
15个月、10个月和9个月拘禁的刑罚并
不过重。
　　有鉴于此，上诉庭驳回这三人的上
诉，并将在日后发表书面判词阐述理
由。
　　上诉庭是在上个月审理这起上诉。
当时，上诉庭保留判决，同时指示控辩
双方就三人所面对的偷车罪名是否成立
作书面陈词。
　　詹中崇的律师蒂鲁穆尔蒂律师（AP 
Thirumurthy）辩称“詹中崇和其他兵
士只是恶作剧”。他指出，詹中崇只是
驾车兜风，没打算偷走汽车和造成车主
永久失车。陈富宁则通过陈俊良律师否
认有偷窃行为。反之，李永德律师接受
控方证明了他的当事人陈永成有偷窃意
图和行为。
　　军方首席检控官许遵权说，一旦上
诉人掌控汽车，无须把它驾离偷窃地
点，就算是偷窃。偷车的刑罚是拘禁最
长七年。
　　去年8月6日晚上8时，詹中崇向陈
元达士兵、陈永成、陈富宁和陈俊祥下
士建议，把停放在他们所驻守的三巴旺
码头的新车驾去兜风。这些等着运出国
的崭新汽车没上锁，任何人都能进入。
　　虽然陈元达和陈永成在站岗值勤，
但他们和另外两个同袍都接受建议。
这五人挑了三辆韩国起亚（Kia）牌汽
车，詹中崇、陈富宁和陈元达各驾一
辆，其他两人则是乘客。三辆汽车只在
码头里兜风。
　　不过，陈元达所驾驶的汽车撞上陈
富宁的，造成这两辆汽车毁损。他们过
后把汽车停在隐秘之处，尝试掩盖他们
的行径。
　　然而，没汽车驾驶执照的陈富宁、

陈元达与陈永成没因撞车事件而惧怕。
他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又两度开
车去兜风。陈永成更在一次转弯时，把
汽车驶入沟渠。
　　他们逞一时之快，毁坏了五辆汽
车，造成1万4800元的损失。五人过后
面对偷车等罪名，在去年12月被军事法
庭判拘禁6周至15个月。分别被判12个
月和6周拘禁的陈元达和陈俊祥没提出
上诉。
　　朱汉德法官昨天宣判时说，在多数
的情况下，若没导致物主永远失去资产
的话或罪犯不存有这样的意图，偷窃罪
的刑罚可能比三个上诉人的来得低。不
过，本案案情的严重性不宜对上诉人从
轻发落。
　　朱汉德法官阐释说，这五人偷窃所
看守的汽车，不仅侵犯了车主的权利，
也违背了寄予武装部队和这五人的信
任。此外，他们是在另一个军人犯下类
似偷窃案不久后干案，所以这五人的惩
罚应加重而不是减轻。
　　朱汉德法官补充说：“刑罚必须足
以强调军事纪律的必要性和以儆效尤以
遏制类似的罪行。”
　　此外，上诉庭也个别说明詹中崇和
陈永成的刑罚的恰当性。上诉庭指出，
詹中崇不但是五人当中军阶最高的，也
是他怂恿和带领其他四人偷车兜风的。
　　上诉庭也考虑到詹中崇在军方调查
本案时唆使证人作伪证和面对另一项偷
窃电单车的罪名，所以他的处分是“公
道和恰当的”。
　　至于陈永成，当时在站岗值勤的他
玩忽职守，“加重了罪责”，所以拘禁
期比陈富宁的多一个月。
　　詹中崇的父亲詹兴东（60岁，退休
者）在休庭后叮咛儿子在拘留所里“要
坚强”。
　　詹兴东受访时说，他不同意判决但
尊重上诉庭的决定。他的儿子和陈富宁
因在等候上诉时保释在外，所以拘禁期
由昨天开始计算。陈永成则自去年12月
判刑后开始服刑。
　　因上述罪行留下案底的这些军人在
拘留所里若表现良好，拘禁期有望缩短
三分之一。（部分人名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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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青年从曼谷搭机
返国，在樟宜机场接受例
常检查时，被发现拥有七
张伪造的新加坡身份证，
抵触国民登记法令，昨日
各被判坐牢。
　 　 被 告 陈 志 豪 （ 2 3
岁，无业）坐牢四个月；
第 二 被 告 侯 伟 良 （ 2 1
岁，自雇人士）坐牢两个

月。
　　陈志豪共面对九项控
状，其中七项指他在去年
12月22日凌晨2时许，拥
有七张不同持有人姓名的
伪造新加坡身份证；最后
两项控状分别指他拥有
48张猥亵影碟和一把日
本小刀。
　　控方提控三项控状，

其余的让法官下判时一并
考虑。
　　第二被告侯伟良则因
同谋罪名而被控。两被告
都认罪。
　　主控官叙述案情说：
当时，两被告经过机场的
移民厅检查站，接受移民
厅官员顾比的例常检查
时，被发现上述伪造身份

证。他们随即被扣留，等
待进一步调查。
　 　 国 民 登 记 法 令 第
13(2)(b)节规定：拥有伪
造身份证的刑罚是罚款不
超过一万元，坐牢可长
达10年，或两者兼施。
（人名译音）

侯启祥　报道

　　一名商人不满17岁
青年跟14岁女儿来往，
竟然和弟弟一起将青年押
入车里，三更半夜载到林
厝港坟场殴打。
　　43岁商人和同样经
商的弟弟（38岁）否认
有罪，案件初庭审讯，控
方传召当时在场的女生出
庭作证，虽然她在警方口
供中指证父亲和叔叔连同
两名印度人伤害男友，但
她在庭上改口供，证词倒
向父亲和叔叔。
　　案件经过审讯后，法
官认为控方证据确凿，
昨天判他们罪成，案展本

月21日让律师求情后判
刑。
　　两被告闻判后神情凝
重，代表他们的苏峇士律
师休庭后告诉记者，两被
告将针对判决上诉。
　　案件发生在2009年
5月29日凌晨时分。现年
19岁受害者案发时是国
民服役人员。案中女生目
前16岁，还是学生。由
于案件涉及未成年少女，
媒体不得报道女生的名字
及其他可能泄漏她身份的
资料，包括两被告，即她
父亲和叔叔，以及受害者
的名字。
　　两被告各面对四项共
谋控状，包括持武器纠众

伤人、蓄意伤人、掳人以
及妨碍司法公正；其中前
者刑罚最重，可被判坐牢
最长10年，另加鞭刑。

企图以美酒和女色 
诱惑受害者改口供
　　控方以持武器纠众伤
人、蓄意伤人及掳人等三
项控状进行审讯，另一项
妨碍司法公正控状暂时搁
下，有关控状指两被告案
发后约两个星期邀请受害
者到夜总会玩乐，企图以
美酒和女色诱惑受害者，
要他改口供。
　　案件去年4月27日
开审，断断续续审讯25
天。据受害者供称，他和
女生在宏茂桥见面，被女
生叔叔殴打，女生叔叔带
来的两个印度人对他拳打
脚踢。之后，他被硬推进
女生父亲的车里，女生也
被带上车。
　　汽车抵达目的地，他
这才知道被载到林厝港坟
场，女生父亲警告他不要
跟女生来往，接着女生叔

叔用铁棍打他手臂和脚。
一名印度人用燃烧的香烟
头灼他的眉毛和颈项，还
拿出一把像是武士剑的利
器顶住他颈项，叫他蹲在
地上，说要“解决”他。
　　后来，一辆车子开到
现场，两名中国人下车，
其中一人用脚踢他头，女
生父亲挥拳打他及掌掴
他。他脸部浮肿并且流
血，身体麻痹。
　　受害者说，事发时，
女生站在一旁，看见他被
殴打，还哭着哀求父亲放
过他。
　　两被告否认受害者的
指控，女生叔叔指受害者
先动手打他，而他为了自
卫，对受害者拳打脚踢。
　　而女生父亲则说，他
当时质问受害者有没有跟
女儿发生性关系，同时问
受害者有关嗅吸强力胶的
事，要受害者跟他去警
署，以证明自己无辜。受
害者自愿上车。
　　车子驶到半路，由于
他和受害者在车上吵架，

便把车子停在坟场旁边的
小路。弟弟在受害者激怒
下，跟受害者打架，他上
前劝架，掴了受害者一巴
掌。
　　女生以控方证人身份
供证，她声称跟受害者多
次发生性关系，并指受害
者叫她告诉警方行凶者使
用铁棍。此外，她供称受
害者先动手打她叔叔，而
叔叔为了自卫还手。女生
在庭上证词与警方口供有
出入，被控方视为“敌意
证人”，被控方盘问。最
终，法官接受警方口供为
证据。
　　主控官莎拉副检察司
在书面结案陈词时说，两
被告证词不可信，而女生
在庭上撒谎。控方证据显
示，受害者并没有跟女生
发生性关系。女生是因为
跟父亲和好，并跟受害者
分手，有了新男友，为了
帮父亲和叔叔脱罪，因此
撒谎。
*howks@sph.com.sg

　

不满17岁青年跟14岁女儿来往

商人纠众殴打女儿男友
商人女儿在警方口供中指证父亲和
叔叔连同两名印度人伤害男友，但
她在庭上改口供，证词倒向父亲和
叔叔。法官认为控方证据确凿，昨
天判他们罪成，案展本月21日让律
师求情后判刑。

“监守自盗”新车去兜风
三军人就刑罚上诉被驳回

李熙爱　报道

　 　 转 基 因 （ G M O ）
食品被广泛怀疑对人体
有 潜 在 危 害 ， 因 此 国
际农业生技产业应用服
务中心（Internat ional 
S e r v i c e  f o r  t h e 
Acqu is t i on  o f  Ag r i-
biotech Applications，简
称ISAAA）要加强科学家
与民众的科学交流，让公
众更了解转基因食品无
伤害，同时也鼓励更多
农民种植生物科技作物
(biotechonology crop)。
　　对于转基因食品有很
多负面报道，不但造成公
众不敢食用，农民也不相
信生物科技作物的效用。
　　为此，各国科学家前
天聚集在“生物科技作物
交流：来自发展中国家经
验”论坛，分享了他们应
对这个现象的方法。
　　印度出版一本卡通
书，以浅白有趣的方式向
读者解释转基因作物的益
处并澄清错误概念。马来
西亚一群服装设计学生把
生物技术的相关概念融合
进时尚服装，例如利用

DNA形状和颜色或各种
转基因作物作为灵感进行
设计。
　　新加坡人对本地的转
基因食品较不担心，新加
坡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课
程及专业发展院院长邓炳
祥教授认为，新加坡人大
多数信任农粮局的检查，
因此对所进口的转基因食
品安全有信心。
　　全球转基因作物近年
得到越来越多认可，它所
占据的全球耕地在去年突
破10亿公顷，相等于美
国陆地面积。种植生物技
术作物的国家也从2009
年的25个增加至29个。
　　生物技术作物因为修
饰基因，所以能在同一面
积的土地上增加生产量。
这不只可应对人类对粮食
快速增加的需求，控制食
品价格上涨，同时也能为
1440万小规模农民提供
生计，帮助他们脱贫。有
些转基因的作物也有更强
的抗害虫能力，从而减少
农药的使用。
　　邓炳祥教授表示，新
加坡土地短缺和人力有
限，所以在本地种植转基

因食品并不实际。然而，
新加坡的强处在于研究，
因此我们会进行转基因研
究工作，研制相关种子后
售卖给其他国家，而只
有当他国能种植多余粮食

时，才可能出口给其他国
家。这样一来，新加坡也
能从中获益。

*leeheeai@sph.com.sg

马来西亚一群服装设
计学生，把生物技术的
相关概念融合进时尚服
装，服装上就能看到大
米形状或各种转基因作
物的设计。

（陈斌勤摄）

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课程及专业发展院院长
邓炳祥教授是ISAAA董事会的唯一新加坡人，他认
为新加坡人大多数都信任农粮局的检查，因此对所
进口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有信心。

科学家分享如何宣传转基因食品

两青年拥七张假身份证判坐牢

chongchj
Rectangle

chongchj
Rectangle

chongchj
Rectangle

chongchj
Rectan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