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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程师被谋杀案

被告延扣一周调查
黄康玮 许舒敏 报道

被告
邱贵福今早
再次被押上
法庭。乘坐
警车时，同
样惧怕镜头，
蠕动身体，
将脸“埋”
在警员的肩
膀后。

同样避镜头
脸‘埋’警肩

wkangwei@sph.com.sg

曾美玲 摄影
涉杀工程师女友后弃尸荒野，被告今早
再次上庭，延扣一周调查。
本报连日来报道，死者崔雅洁（31岁，
工程师），疑与被告邱贵福（48岁，译音）
出现感情问题，被后者杀害，弃尸林厝港丛
林。命案发生在本月19日，崔雅洁来自中国
天津，邱贵福则已婚并育有一子。
邱贵福落网后，法官批准控方要求，将
他还押中央警署一周，以协助调查。之后，
被告曾被押回滨海湾东花园及林厝港，重组
案情及搜集罪证。
今早8时，被告再度被押上庭，控方表
示还未结束调查，因此法官判被告继续还押
中央警署一周，案件将在下周四早上10时过
堂。
被告乘坐警车上庭时，同样惧怕镜头，

蠕动身体，将脸“埋”在警员的肩膀后。
另外，8名亲友今早也上庭，有男子
和被告点头，也有妇女眼眶泛红。
据观察，被告被押入被告栏时，全程
两小时不断往左边看，似乎在找人。被
告11时30分过堂时，同样望向观众席的8
人，对方相信全是亲友，而死者父母和妻
子则没上庭。
被告被押走前，曾和一名男子点头示
意，后者也点头回应，另一名妇女则眼眶
泛红。
中年男子面对记者询问时仅表示是被
告友人，不清楚被告和死者的关系，并对
事件感到震惊。

冒充死者父行骗
崔雅洁父母与钟庭辉律师通过电话联
络，了解本地法律及嫌凶定罪的后果。
一般相信，父母将在这3天处理崔雅
洁后事，等待DNA认证结果及认领遗体，
之后找律师决定是否召开记者会。
另外，除了牛车水小贩中心冒充死者
父亲行骗的案例外，网上论坛相信也出现
死者崔雅洁。
（档案照） 至少三组召集募捐的活动。

至少三组人
死者家属委托的钟庭辉律师事务所周
日晚上发声明表示：“任何擅自以崔雅姐
家人名义进行的金钱活动均属违法”。
据悉，崔雅洁家境虽不算特别宽裕，
但是父母毕竟是知识分子，经费方面家里
负担得起，不需要任何招募捐款。对冒充
行骗或网上召集捐款者，父母暂时保留观
察态度，才考虑是否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失信案续审

女执行员不满没加薪

辩方律师：

富婆送110万 冒充上司签名
给杨寅当厚礼 ‘加薪’125万
为避嫌才编称买画…

萧佳慧 黄康玮 报道
seowkh@sph.com.sg

辩方律师称富婆送杨寅110万当厚礼，
为避嫌担心惹人嫉，才编故事称是给他买
画，杨寅为保护富婆守住秘密，录口供时才
会谎话连篇！
中国籍前导游杨寅（42岁）共面对349
项控状，5月间认下347项，但他否认分别在
2010年2月19日和2012年1月18日分别失信
富婆钟庆春（89岁）50万元和60万，案件
昨天续审。
商业事务局官员林妙卿副警监下午接受
辩方律师邹天齐盘问时惊爆，杨寅自揭录口
供时谎话连篇，回答林妙卿副警监的问题
时，多数答案都不属实。
林妙卿副警监也认为，杨寅当时给的答
案不太合乎逻辑与常理，所以一直追问他这
些钱花在何处，但称他坚称钱都用来买画。
她早前供称说，杨寅起初声称50万元汇
到父亲杨三男（73岁）的中国户头是为了购
买徐悲鸿名画《饮马图》，套现富婆130万
元单位信托基金之后提取60万元现金则是为
了购买另外5幅画。
辩方律师接着指出，据杨寅所称，这
110万元其实是富婆送给他的礼物，说辞之
所以反反复复，是为了遵守对富婆的承诺。
据律师向杨寅了解，富婆知道这些转账
会惹人嫉妒、引发闲言闲语，两人都想避
嫌，所以达成协议，若有人问起这些钱的下
落，就要他直接说是用来买画。
但林妙卿副警监在接受控方重新引证时
指，曾为富婆服务的华侨银行客户关系经理
黄奕耀曾说，富婆之前表示只是委托杨寅管
理钱财，以便照顾她，不是像他所说的，是
送钱给他。
控方完成举证工作，法官料下周二会决
定杨寅是否表罪成立。

辩方律师称富婆送杨寅110万当厚礼，为避嫌担心惹人
嫉，才编故事称是给他买画！

只有两项涉失信罪
其余毫无不妥
辩方指出，控方列出的34项资金流动中，只有两
项涉及失信罪，其余毫无不妥。
控方昨早在庭上念出林妙卿副警监的警戒供词，
当中列举富婆至少250万元资金如何通过34项资金流
动转入杨寅的个人户头。
辩方律师盘问林妙卿副警监时问她，除了杨寅涉
嫌失信的50万元和60万元以外，其余资金流动是否
没有不妥或不对。
但林妙卿副警监指，只有这两笔金额涉案不代表
其他交易就是合法或正当的，例如两份大东方保单都
在杨寅名下，富婆无权干涉，而杨寅未期满就套现的
定期存款也没有妥善交代。

单位信托
179万6762元

132万6418元

2010年2月：
2011年10月：
联名信托投资户头 杨寅套现132
款项转移到杨寅 万元。
个人户头。

来往户头 1
34万3195元
2010年3月10日：
富婆转账进入杨
寅户头。

来往户头 2
95万6000元
2010年1月：
富婆户头余额。

15万元
2010年3月16日：
杨寅将这笔款项放
入定期存款户头。

leeyw@sph.com.sg

27岁女人事部执行员称自己没有加薪，
结果冒充上司签名，指示银行将约125万元
“薪水”汇进她的户头里，今早被法官斥责
没一点悔意。
被告陈晓虹（27岁，洋名Jaslyn）案发
时是一间投资公司的人事部执行员，她面对
29项包括偷窃、欺骗、以及伪造等控状，昨
天认罪。
案情显示，被告身为公司人事部执行
员，职务包括处理公司以及子公司支付员工
薪金事宜。
被告会在每个月整理公司职员名单，并
注明各支援薪金，好让上司在名单上签名，
指示银行将薪水汇到各职员户头里。
不过被告至2014年4月起，在职员名单
加入“陈晓虹”一名，让公司支付“陈晓
虹”4万8000元至9万6000元不等的薪水，
将薪水存入被告户头里。她为掩饰罪行，故
意将洋名删掉。
被告因需要两名上司签名批准发放薪
水，甚至冒签其中一名上司签名以降低风
险。她前后在1年8个月内干案，共骗走公司
约124万7000余元。
被告昨午认罪，法官今早下判时说她涉
及商业罪行，而且金额庞大，还指被告是惯
犯，没有一点悔意，判她坐牢81个月。（人
名译音）
被告通过网上银行付款方式，用公司

调查
显示

60万元

2012年1月18日：杨寅取出60万元现金，
被指失信这笔钱。

15万3705元

2011年10月14日：杨寅将这笔款项
转账给挚友张碧贞。

62万元
2012年3月23日：杨寅将部分
单位信托款项和定期存款满期
款项一同存入新定期存款户头。

16万元

2012年3月16日：杨寅购买两项储蓄保险。

30万元
2010年12月3日：富婆再度转账给杨寅，这
笔钱用来购买公寓。

9万
8000元
52万
5876元

50万元
2010年2月19日：富婆将50万元汇给
杨寅父亲杨三男的中国户头。

这些款项目前被
警方起获并查封。

富婆不记得
曾与杨同住
富婆接受警方问话，见到杨
寅照片却只认得他是“中国来的
朋友”，不记得他曾同住在她的
豪宅。
林妙卿副警监提到，虽然富
婆是本案受害者，但她向富婆进
行一次问话后，鉴定她无法协助
案件的调查工作，之后也参考了
她的几份精神评估报告，所以没
有正式录口供。

2000元支付德士费，还健身房以
及廉价酒店偷窃。
被告在今年1月25日，通过网上银行付
款方式，用公司2000元支付德士费。她甚至
在今年3月，于一家廉价酒店，和一间健身
房的寄物柜里，偷走他人的手机、现金、和
钱包。
控方昨指被告涉案金额高，而警方只取
获27万1584元，求法官重判她坐牢7年。

律师：她受不了压力

两度图自杀
律师透露被告因承受不了压力，曾
在接受调查期间，两度企图自杀。
律师代被告求情时说，她的63岁父
亲患有结肠癌（colon cancer），目前正
在接受化疗。被告之前半工半读，但因
涉及罪行而没得完成学业。
他透露被告因承受不了压力，曾在
接受调查期间，两度企图自杀，并说被
告在还押期间已吸取教训，求法官轻
判。

左起：连氏
基金会总裁李
宝华、委派奥
纬咨询合伙人
林方源医生和
救世军安乐疗
养院医院执行
总监刘美蓝兰
认为，本地疗
养院该转型。

‘真正目的
他俩才知’
辩方律师告诉调查人员：
“你们不会知道杨寅汇50万到
中国给父亲的真正目的”，只
有杨寅和富婆会知道，当庭留
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辩方律师问林妙卿副警监
是否认同他的说辞，但她反驳
杨寅称这笔钱是为了购买《饮
马图》，不过律师反问，除了
杨寅的说法，她是否无从查证
事实。

法官：没悔意
判坐牢81个月

提升医疗院素质
每日只需增8元

汇50万给杨父

富婆资金流向
以下流程图显示资金流向，以及被查封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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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院的长者每日费用每日是106
元，比我国囚犯的每日监管开销107元还
要低。调查指出，只需要增加大约8元，
就能提升本地疗养院的素质。
本地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华
指，不该以“需高投资”作为不提升本地
疗养服务的理由。
连氏基金会和Khoo Chwee Neo基金
今日发表，一项新加坡安疗养服务的经济
报告，探讨不同的疗养服务的利弊及我国
疗养服务若转型的经济影响。
专家提议，我国能效仿他国推出以单
人或双人房居家环境，并培养个人自立能
力的康复服务，而不是维持现有的医疗病
房式的疗养服务。
这项转型计划暂名“银发希望”，需
要比一般疗养院多18％的宽大楼面，建
设多道墙和卫浴设备等，导致装修费会增
加约20％。整体而言，疗养院的递增成
本大约在8％至12％。

这报告由两机构委派奥纬咨询公司
进行，以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的疗养
服务为研究对象和以本地5家疗养院为例
子。
李宝华在发布会上指，计划所需的
起步基金，看似庞大，但换个角度看，
其实不然。
“有些人认为住在疗养院就像坐
牢，但是我查看了本地监狱去年的花
费 ， 以 1 万
2400个囚犯
来计算，平均
通报
每人每日耗的
营运开销要
107元，但本
地疗养院的长
者每人每日的
费用目前只是
106元。”
长者每人
每日106元的
费用是依据5
家本地疗养院
热线 9191-8727
的数字为平
1800-822-7288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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