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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上诉案仍未审理，代表
律师故意在面簿发表相关信息与
评论，对案件的公平审理造成影
响。法庭指示律师撤下贴文，并

且谕令他支付讼费给总检察长，
但律师在讼费一事上不肯合作，
甚至在面簿公开讨论此事，试图
争取公众对他的支持。
　 　 三 司 特 别 庭 认 为 ， 拥 有
26年执业经验的纳尔潘（Zero 

Nalpon）专业行为严重失当，而
且毫无悔意，三司谕令他吊牌15
个月。
　　纳尔潘的当事人林志华面对
一项吸食毒品的控状，林志华
在2018年9月5日被治罪后不服所
判，针对罪成和刑罚提出上诉。
高庭隔年3月审理此案，两个月后
发表裁决驳回上诉。
　　然而，2019年2月份，即高
庭未审案之前，纳尔潘就在一

个公开的面簿群组中，发表有关
上诉案的信息与评论，包括他对
国家法院法官的投诉。根据总检
察署的立场，纳尔潘的行为违
反了“在审理中”的法则（sub-
judice）。
　　总检察署于是援引司法维护
法令，向法院申请指示纳尔潘撤
下相关面簿贴文并获得批准，法
院也谕令纳尔潘支付2600元讼费
给总检察长。

　　纳尔潘事后撤下贴文，但针
对支付讼费一事不肯合作，并且
再次在面簿议论此事。
　　律师公会接到总检察署的投
诉，委任纪律审裁庭调查总检察
署所提出的两项指控：第一项指
纳尔潘在审前公开有关案件的信
息，等于是藐视法庭，以及影响
案件的公平审理；第二项指纳尔
潘故意违反法庭的讼费庭令。去
年中，审裁庭裁定纳尔潘所面对
的指控成立，案件接着移交给三
司特别庭来决定处分。
　　三司在昨天发表的书面判词
中指出，纳尔潘在面簿群组所公
开的信息，涉及仍未过堂的上诉
案审理范围，包括他指责审案法
官在裁决中明显剽窃控方陈词，
反映了审案法官疑似偏袒控方。
三司也认为，纳尔潘是故意借面
簿贴文来鼓动公众，让上诉案的

舆论偏向他的当事人。
　　至于不愿支付讼费一事，三
司指出，单是律师不遵从讼费庭
令的行为，不足以意味着该律师
的专业行为失当。
　　不过，纳尔潘故意违反庭令
的同时，试图通过面簿来争取公
众的支持，这样的行为明显违反
律师的专业操守。
　　纳尔潘在去年底支付讼费给
总检察署。

曾乱指控副检察司被谴责
　　考虑到纳尔潘曾面对其他纪
律检举、拥有资深经历，以及表
现得毫无悔意等因素，三司决定
谕令他暂停执业15个月。
　　三司在2014年谴责纳尔潘，
指他胡乱指控一名副检察司，让
总检察署和该副检察司难堪和受
辱，这番行为有失律师身份。

面簿讨论未审案且违庭令
资深律师吊牌15个月
三司特别庭在书面判词中指出，纳尔潘故意不遵从讼费
庭令的同时，也试图通过面簿贴文来争取公众的支持，
这样的行为明显违反律师的专业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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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确定能否应付，却又想踏
出舒适圈，17岁的吴辛恩深思熟
虑后，决定选修电子机械与机器
人科技课程。始料未及的是，她
获得新能源工程系助学金，当初
的决定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支持。
　　吴辛恩还在襁褓时，双亲离
异，她和哥哥由母亲独自抚养成
人，一家三口目前住在二房式组
屋。对她来说，助学金不但可减
轻家中的经济负担，更象征了莫
大的鼓励和肯定。
　　为了支持低收入家庭的工教
院生完成学业，新能源集团拨出
135万元设立为期三年的工程系助
学金。
　　接下来三年，预计将有450名
工教院工程系学生从中受惠，每
人可获得3000元。
　　这项助学金将以每个月250元
的形式发放，可用于分担学生一
年的日常开销。其中，修读国家
工教局证书（Nitec）的学生可从

7月起领取助学金；高级国家工教
局证书（Higher Nitec）的学生则
从10月起领取。
　　吴辛恩受访时说：“我曾经
认为工程科目枯燥乏味，但被工
教院录取后觉得，与其待在舒适
圈，何不学习一些新技能？”
　　于是，她带着好奇开放的心
态入学，并逐渐发现编写程序和
气动技术的乐趣，也享受从无到
有的创造过程。
　　吴辛恩说：“放学回家后，
我会和妈妈分享当天学到的有趣
知识。她本来不确定我能掌握这
门专业，但看到我的转变，她很
高兴，特别在得知我拿到助学金
之后，更支持我的选择。”
　　吴妈妈曾因疫情失业，后来
通过提升技能找到新工作。面对
生活，母女俩始终抱持正面坚毅
的心态。

新能源16%雇员工教院毕业
　　为了培养下一代的工程师和
技术人员，新能源集团向来为工

教院的工程系学生提供助学金和
就业机会，集团内也有超过16%
的雇员来自工教院，当中近六成
进一步升学，攻读文凭或学位。
　　昨天，获工程系助学金的10

名学生受邀到新能源集团的亚逸
拉惹分部参观，了解集团的基本
运作结构。
　　接下来，集团也会和工教院
合作，让学生通过实习了解电

网、可持续能源和新科技等知识
技能，也有机会向在职资深工程
师学习。
　　新能源集团总裁黄天源说，
集团致力协助来自不同背景的青

年追求职业理想。
　　他说：“工教院为我们的技
术人员奠定了坚实的工程学基
础，确保我国的电力和天然气维
持国际化水平。”

新能源拨135万元设助学金
450工教院生将受惠

 吴 辛 恩 （ 中 ）
是新能源集团工程
系助学金的受益学
生之一，她昨日参
观了集团的亚逸拉
惹分部，并尝试拉
动移动发电车的电
缆。（曾坤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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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环骗子”冒充至少10人
身份，到处行骗长达三年，申请
信用卡、冒充他人贷款，挥霍近
40万元的不义之财，用来购买名
牌货，甚至租车租公寓。
　　新加坡籍被告霍俊宏（36
岁）也利用假身份频频逃避追
查，还在警方找上门时，开车逃
离现场，撞伤警员和保安人员。

判监五年三个月
　　霍俊宏承认欺骗、伪造文
件、鲁莽行事和吸毒等共116项
罪名，昨天被判坐牢五年三个
月，罚款2000元，以及吊销驾驶
执照三年。
　　被告在2017年至2019年之
间，以不同借口欺骗公司前职
员，网络交易平台用户等人交出
身份证照片，他甚至连自己母亲

的身份证也盗用。
　　被告跟着以这些人的资料，
向各家银行申请了12张信用卡和
至少5万9000元贷款，过后肆意
挥霍买名牌货。
　　被告也利用不同人的身份，
申请附带新手机的手机配套，还
租下宝马轿车。为了逃避追查，
他也在榜鹅和后港租下两间公寓
单位。
　　被告骗取的货物、服务和贷
款总价值39万6568元。他也企图
再骗走约14万元，但这些交易没
有通过。

警方上门逮捕 
被告开车逃离撞伤人
　　2019年10月14日，警方来到
榜鹅公寓单位逮捕被告。被告开
车在公寓后门被警员拦下，但他
与警员对话后，突然加速冲向闸
门，逃离现场。

　　过程中，他的车碾过公寓保
安的右脚，导致对方脚部淤青，
也把男警员撞至脚和背部受伤。
　　警方紧追到淡滨尼快速公
路，被告随后弃车逃走，但最终
被捕，还押至今。
　　庭上揭露，被告从2016年就
遭警方调查，但他在接下来三
年不断干案，行径越来越恶劣，
甚至弃保潜逃，逍遥法外长达七
个月。控方形容他为“连环骗
子”，指他由始至终都在逃避责
任，促请法官重判阻止他再犯。
　　被告至今未做出任何赔偿。
代表律师表示，被告的妻子拿了
钱财到泰国，两人已断绝来往，
他如今身无分文。
　　律师也指出，被告长期患
有心理疾病，还押后定期接受
治疗，他也将在获释后，继续接
受辅导和治疗，重犯的可能性不
高。控方反驳，被告的心理疾病
与他干案没有直接关联。
　　法官允许被告发言时，被告
对出庭聆听判决的父母和女儿道
歉，并恳求法官让他能早点出
狱，以照顾家人。（人名译音）

冒10人身份贷款申请信用卡
“连环骗子”三年骗走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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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去年审
理469起新案件，连续五年超过
400起。新案件数量也是中心成
立以来的第三高纪录。
　　去年庆祝成立30周年的新加
坡国际仲裁中心（简称新仲）昨
天公布常年报告。根据报告，去
年处理的新案件中，446起为新
仲管理的机构仲裁案件，其余23
起是临时仲裁案件。
　　去年的案件涉及的争议总额
达65亿4000万美元（约88亿5000
万新元）。单起案件最高的涉及
金额为19亿5000万美元（约26亿
4000万新元），是2020年最高金
额的两倍多。
　　新仲指出，去年处理的案
件，86％属国际案件。当事人来

自64个司法管辖区，比2020年的
60个多。印度是较多使用新仲服
务的国家或地区，其他依次是中
国、香港和美国。
　　与前年相比，来自香港、马
来西亚、韩国、阿联酋、乌克兰
和越南的当事人数量也增加。
　　新仲去年处理的快速程序
（Expedited Procedure）、早期驳
回（Early Dismissal）和追加当事
人（Joinder）申请也比前年多，
分别有93起、10起和15起。
　　值得一提的是，新仲前年处
理的案件从2019年的479起飙升

至1080起。该局去年指出，在疫
情期间增加的纠纷使得一些国际
仲裁中心的案件激增，但这个
趋势不会是永久的。前年处理
的1080起案件，有部分是有关联
的，扣除相关的案件后，事实上
只有674起。
　　根据新仲昨天公布的数据，
去年的案件已回落到往年的400
多起。但同10年前相比，新仲处
理的案子增加了一倍。
　　新仲首席执行官林美恩指
出，新仲的持续增长是基于用户
对新仲服务的信任，也仰赖董事
会、仲裁院、秘书局、仲裁庭的
质量，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努力协
作。新仲将继续与企业界和仲裁
界密切合作，通过创新、调整及
扩展服务，满足商界人士和企业
对争议解决的需求。

去年案件涉及的争议总额

88亿5000万元

连续五年逾400起

新加坡仲裁中心去年处理469新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