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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为赚学费
下海卖身9个月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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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好友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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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女学生要筹学费读书，为了不
加重母亲的负担，不惜下海卖身挣钱，
遭嫖客辱骂唾弃，心中心酸不已。
这名20岁女学生安娜（假名），目
前在本地一私校修读文聘课程。
样貌看起来和其他同龄女生无异的
她，以流利英语受访时告诉记者，一出
世父母就离异，来自单亲家庭的她由母
亲抚养成人。
安娜说，之前自己曾当过兼职零售
员，但无法配合读书时间，最后作罢。
“母亲收入微薄，当个零售助理月
入仅1200元，为减轻母亲负担，决定卖
身供自己读书。”
她透露，中学毕业后想继续念书，
但私校的学费一年一万元，超过家中所
能负担的范围。
“我不愿母亲为我如此辛苦，自己
也不好意思继续开口向她拿钱。”
安娜表示，自己当初在网上看到
“征聘广告”而下海，至今已9个月。
她也透露心酸的一面，坦言除了成
天担心被警方捉外，遭嫖客辱骂唾弃也
让她一度十分难受，但为了学费，咬紧
牙关撑过屈辱。
“这些嫖客会在进行交易时，用难
听的字眼辱骂我，对性工作者毫不尊
重，起初我确实受到影响，情绪难平，
但如今选择不理会。”
安娜在三个月前加入Project X，这
是一个协助性工作者争取平等权益及给
予支持的组织，并在此获得坚固的支持
网络。
“在这里我认识更多和我面对一样
处境的性工作者，我们每周会见面一次
公开自己的经历，并相互给予警惕及支
持，让我备受慰籍。”

Project X组织

50孩童展出创作

去年援助200性工作者

上诉前潜逃12年

坐牢4年

毫无减免因素。
她说：“被告犯法完全是
为了私利，却毫无悔改之心，
尽管证据确凿，仍旧继续编造
谎言。”
法官说，被告在审讯期间谎言多端，还责怪当时
的代表律师和移民与关卡局人员，至今仍想继续狡
辩。“直到今日，他仍然没有一点的诚信。”
法官判被告监禁40个月，关于被告2003年6月就
报假案、伪造等罪的上诉，高庭将择日审理。 （人
名译音）

监40个月

谎话连篇 法官不买账
被告庭上谎话连篇，法官当堂踢爆他的谎
言，让他无法自圆其说。
●被告称当时的代表律师没有通知他上诉的
日期，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国。
法官表示，代表律师必定通知了他上诉的日
期，并嘱咐他准备相关的文件，拆穿了他的谎
言。
●被告又说，自己是因一时大意，忘记向法
庭申请出国批准，才会不小心犯错。
法官质问：“你在审讯时明明说你是不知
道，为什么现在又说是自己大意呢？”

有盖走廊被吊车撞倒

附近组屋结构不受影响
林礼颖 报道

武吉巴督咖啡店

男子破门行窃被捕
庄惠晴 报道
chnhq@sph.com.sg

chloelin@sph.com.sg

建设局指示市镇会委任专业工程
师展开详细调查，以及建议永久修复
工程。
考虑到居民的安全，目前受影响
范围将被封锁，直至倒塌和损坏的架
构及零部件被移走。
武吉巴督单选区议员穆仁理向媒
体透露，他目前身在国外，回国后会
跟无辜遭殃的车主见面，亲自给予他
有关索赔事项的法律意见。

不知自保

过后果，一心只想有工作糊口。
雪莉说，曾遇过粗暴的嫖客，在交易时对她动粗，
甚至强行抑制她的行动，刚开始不知反抗，过后才懂得
自保。
雪莉表示，加入Project X两年，并在一年前离开这
行业，感恩能在组织工作重获新生。

Project X组织协助性工作者认识自身权
益，去年共给予200名性工作者援助。
Project X组织总监何思慧（28岁）告诉记
者，组织在2008年发起，当时由于发起人在香
港见到性工作者权益备受照顾，而萌生创办此
组织的念头。
“我们希望新加坡也能有个帮助及关怀性
工作者的地方，给予她们一个可寻求援助的地
方。”
何思慧表示，组织每周都举办对谈会(Kopi
Session)让参与的性工作者，互相联络感情，
并通过此活动举行工作坊，进行教育或展开辅
导。
▲组织总监何思慧透露，
“在活动上，我们会提供法律咨询，让这
组织去年帮助了200名性 些工作者了解她们自身所拥有的法律权益，或
工作者
一起上课用餐互道经历。”

他在美国期间还冒充律师，被判坐牢四年，服满
刑后在去年5月20日被引渡回国。
被告如今不仅得“补回”当年的牢饭，还面对三
项新控状，其中包括一项指他假冒他人，一项指他提
供具误导性的资料给移民厅人员，另一项指他身为破
产人士没获当局批准却擅自出国的控状。
他不认罪，案件进入审讯，期间被告自行陈词，
口齿伶俐，俨然一副律师模样，但法官不买账，早前
判他罪名成立。
控方昨午指出，被告预谋干案，为了逃过吃牢
饭，在上诉两天前用假护照潜逃到美国，之后还继续
犯法，可见他毫无悔意，希望法官严惩以示警戒。
被告求情时却坚称，他并不是为了不坐牢才潜
逃，而是自己一时大意忘记向法庭申请出国批准。
法官下判时表示，案件充满了加重刑罚的因素，

武吉巴督一带，有
盖走廊被吊车撞得“连
根拔起”，建设局指
出，附近组屋结构不受
事故影响
本报昨日报道，武
吉巴督停车场，吊秤车
撞倒有盖走廊，当场砸
毁一轿车，肇祸司机当
场被捕。
这起事故发生在
昨早9时35分左右，地
点在武吉巴督西6道第
116及118座组屋之间
的车道。
建设局对此表示，
有盖走道相关负责方委
任的专业工程师，已确
认此次事件不影响附近
组屋的结构完整。

4所特别教育学校

是非常‘脏’的工作，我们还
会因此大吵。”
安娜也说，母亲并不知道
她从事卖淫工作，也并不打算
让母亲知道。
“现在社会对于性工作者
的观感还是较负面的，为避免
不必要的麻烦，我不会让母亲
知道这件事。”

跨性别者忆述，曾遭嫖客暴力对待，初时却不懂得
如何反抗。
男儿身女儿心的的雪莉（25岁，假名）是一名前性
工作者，目前在Project X担任研究员。
“由于我的身份，常在职场上受到歧视，无法在一
份工作长久呆着，所以操皮肉赚钱，并承认当时没有想

破产会计师为逃吃牢饭，办假护照潜逃美国12
年，被判有罪后还继续狡辩，称自己只是一时大意，
法官昨斥责他谎言多端，毫无悔过之心。
本报日前报道，破产会计师黄聪林（44岁）伪造
文件企图欺骗，在2003年被判坐牢三年三个月，但他
在上诉前两天，用假护照畏罪潜逃美国，一逃就是12
年。

建设局：

本地743个伺服器遭入侵后，被上
载到网络平台进行交易。
媒体报道，截至上个月，本地共
有743个伺服器遭人入侵后，被上载到
网络平台xDedic进行交易。监管我国
科技信息安全的新加坡电脑紧急反应
组正在联络受影响的公司。
目前，共有173个国家的伺服器
被列在这个交易平台上，其中巴西、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伺服器数量最
多，排在前四名。我国则排在第29。

跨性别者：遭嫖客暴力对待

chloelin@sph.com.sg

滞美期间冒充律师

被上载到网络
平台进行交易

断绝来往

破产会计师辩‘忘记’申请出国
林礼颖 报道

743个伺服器遭入侵

30岁男子涉在武吉巴督一咖啡店破门
行窃，昨日遭警方逮捕归案。
警方发文告指出，在周日（12日）接
获投报指武吉巴督23街一带的咖啡店，有
现金及香烟失窃。
裕廊警署执法
人员展开调查，并
掌握男子身份后，
MMS
于昨日下午3时30
分，在事发地点一
带逮捕他。
警方也起获部
分失窃物品。
送 $50
礼券
男子今天在
刑事法典457条文
（夜间破门行窃）
被控。一旦罪成， 传照片到
可被判监最高14
年。
WhatsApp / Wechat

爆料
爆
料

9191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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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兰勿刹

伪造文件判监

向好友坦诚自己卖淫，反
遭嫌弃断绝往来，失去友情。
安娜表示，自己卖身的事
只透露给身边几个好友知道，
但其中有三、四人却对此无法
接受，渐渐与她断绝往来。
“她们知道我从事这行业
后，都不解我为何要进入，纷
纷劝我不要继续做，并认为这

农历丙申年五月十四

语辱骂。
安娜表示卖身九个月，曾遭嫖客言

不让月入千元的母亲操心

魏宋淩

星期六 Saturday

组织的网上商店(e-store)将售卖商品
如徽章、T恤及布袋包进行筹款活动。
Project X也将在本月28日正式推出
组织的网上商店(e-store)，商店将售卖
商品如徽章、T恤及布袋包，以望在今
年第三季度筹得一万元，提升组织运作
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性工作者。

▲特别学童艺术作品展开幕仪式的欢
欣热闹场面。

邓伟坚 报道/摄影
50名来自四所特别教育学校的
孩童创作了他们的作品，从今天起到
7月17日，在密驼路南洋美专隔邻的
OBJECTIFS Centre for Photography
& Film 展出。
帮助较不幸孩童举行艺术作品
展，这项活动的名称为“盖世英雄
“（Superhero Me），这样的名称让
孩子们感到自己是英雄，让他们建立
起自信心。
共有30名来自各组织的志愿青
年，在“盖世英雄“的团队中担任领
导人,他们分别到四所特别学校去，指
导孩子们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包括
平面绘画和立体作品。
这是本地首个让特别学校的学生
创作出自己的杰作，让公众在艺术展
中欣赏的活动，展现包容性社会的特
性，体现包容的精神。
这项活动是由连氏基金与国家艺
术理事会所赞助；参与的四所特别学
校是：AWWA 幼儿园，新加坡痉挛学
校，MINDS 幼儿园及 PATHLIGHT 学
校艺术家发展计划。

疑酒驾撞2车 休旅车司机被捕
吴睿明 报道

疑酒后驾驶，
黑色休旅车凌晨在
惹兰勿刹连撞两
车，司机被捕。
这起车祸发生在今
天凌晨约1时，地点是
惹兰勿刹靠近茂德路
（Maude Road）路段。
读者王先生（62
岁，德士司机）事发后
经过该地，拍下了车祸
现场的情形。据了解，
事发时一辆蓝色德士与
一辆黑色的小型休旅车
（SUV）一前一后沿着
惹兰勿刹左边车道前
行。
在过了茂德路不远
处，休旅车突然撞上德
士的尾部，德士的车尾
箱右侧严重损毁，玻璃
碎片也洒满地。休旅车
相信试图转向右边车道
躲避德士，但不成功，
依然向右前方急驶了大
约10米，再撞上另外一
辆德士才停下来。

▲黑色小型休旅车连撞两辆德
士，司机被捕。

巨响惊动附近食客
警方发言人就此事受询时
表示，警方于今天凌晨1时接
获通报，称惹兰勿刹朝明古连
街方向发生车祸。警员到场
后，证实涉及车祸的是一辆汽
车和两辆德士，一名64岁的男
汽车司机事后被捕。
记者今早走访事发现场
时，一名在附近咖啡店工作的
蔡小姐（20岁）表示，车祸发
出巨响，附近很多食客和员工
都吓了一跳，不少人纷纷到走
到路边看个究竟。

▲德士尾部在车祸中被撞毁。
“我听说汽车的司机涉
及酒后驾驶，可能因精神不
集中而酿成车祸。”
该名司机事后也在清醒
的状态下被送往陈笃生医院
接受治疗。

前跑腿受访：

‘看别人泼漆，我有快感！’
前跑腿受访：“当跑腿让我有归宿感，
看别人泼漆我感到很兴奋。”
根据最新数据，今年一月至四月间青少
年因涉及非法放贷以及阿窿骚扰案件被捕
人数有61人相比去年同期10人，激增超过6
倍。
前犯案者谢华兴（31岁）告诉《新
报》，看见别人泼漆他会找到快感。
“成为跑腿让我有种归宿感，看别人泼
漆我感到很兴奋。”
谢华兴当阿窿跑腿大约4年，他往往负
责泼漆和涂鸦等。
谢华兴现在在新颂恩宣道（The New
Charis Mission）帮助一位曾涉及毒品以及
阿窿活动的18岁青少年。
“我的自身经历成为他们的借镜，鼓励 ▲谢华兴（白衣者）目前在帮助曾沦陷的青少
年。（《新报》）
他们不要误入歧途。”
助理警监（ASP）法汉告诉《新报》，
解释工作性质，但是往往却以高新聘请。
阿窿一改过去透过传单或是口头上召青少年
青少年包括学生容易受到赚快钱的诱
加入成为跑腿，而改用社交媒体如面簿或是
惑，一个工作便可获200元酬劳，而一些
网络购物平台Gumtree。这也是造成越来越
高难度的工作，酬劳高达400元至500元不
多青少年沦为跑腿的其中一个可能性。
等。
网上招聘阿窿的广告通常比较不明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