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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热门新闻
■本地新增198起冠病病例

出现三个新感染群
■近700名滞留印度的国人

和本地居民回返我国

靳忻

jinxin@sph.com.sg

一名妇女到淡滨尼11街的圆
巴刹排队买萝卜糕时插队遭公众
劝阻，竟恼羞成怒，朝一名劝架
的女子吐口水，随后扬长而去。
被吐口水的女子拍下该妇女
的照片，而她的儿子认为在冠病
疫情如此严重之际，往他人身上
吐口水的举动很不应该，决定在
面簿上公开此事，为母亲讨回公
道，可能还要报警处理。
据他描述，母亲在排队时后
方突然传来喧哗声，原本排在她
背后的大叔被一名妇女插队，其
他正在排队的公众对此都感到气
愤。
一名男子礼貌地告诉该妇
女，请她不要插队，其他排队的
人也同样劝她，但她却充耳不
闻，目不斜视望向前方。
这时，男子的母亲对这名妇
女说，请她到队伍后头排队，岂

妇女相劝反被吐口水
■邵氏路客工宿舍成新感染群

抗冠病万事通

料对方突然动怒，用英语大声质
问男子的母亲：“队伍从哪里排
起？”
当时男子的母亲默默指向队
伍尾端，该妇女心有不甘，再
次重复自己的问题。两人大约
重复四五次同样的对话，该妇女
突然又说：“你是说，我不能从
这里开始排队？”男子的母亲也
坚定回复：“是的，请到后面排
队。”
男子说，妇女这时怒瞪他母
亲一眼，并对她吐了一口口水，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扬长而去。
这个举动引起在场公众强烈不
满，大家纷纷指责，他母亲也和
几名公众拍下她的照片。
针对为何把此事放上面簿，
他说：“我希望公开这件事，提
醒大家要多为他人着想。”
男子本来也将这名五六十岁
插队妇女的两张照片放上网，不
过他后来把贴文取下。

是否对冠病如何感染人体细
胞、如何导致常见症状、病毒
如何传播、用肥皂洗手到底有
多重要，以及如何检测病毒等
问题充满疑问？
扫描QR码
一次解答你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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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交响乐团线上音乐会
“SSOPlayOn!”：
古典乐冥想

■霸道嫂买萝卜糕插队

妇女巴刹买东西插队
公众劝阻竟被吐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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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医院一职员确诊
■明天起上巴刹须戴口罩

（根据zaobao.sg
昨晚6时单日排行）

＠YouTube频道（15时－15时
30分，免费）
呈献英国华人指挥家黎志华
（Jason Lai）与乐团的诸多作品。
网址：youtube.com/
singaporesymp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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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 数庙宇取消下月卫塞节庆典活动
黄小芳

xfhuang@sph.com.sg

有鉴于冠病疫情发展难以预
料，多个庙宇宣布取消下个月的
卫塞节庆典活动。
下月7日是卫塞节，佛教徒
一般会在当天到庙宇纪念佛祖释
迦牟尼的诞生、成道与涅槃。尽
管阻断措施预料将在卫塞节前，

即下月4日结束，不少庙宇为安
全起见，仍提早宣布取消卫塞节
庆典活动。当中包括新加坡佛教
居士林、新加坡佛光山，以及光
明山普觉禅寺。
这些庙宇在清明节期间已限
制信徒出入，在病毒阻断措施实
施期间，也暂停庙宇活动。
佛光山发言人受访时指出，

佛光山一般会在卫塞节期间举办
三天庆典，通常会吸引上万名信
徒参加。发言人说：“我们已准
备了丰富活动，包括三皈五戒、
宝宝祈福、彩妆比赛，以及观音
画展。现在只好取消，除非到时
疫情好转，再看如何安排。”
光明山也发函给信徒，宣布
今年不举办浴佛、三步一拜等卫

塞节活动。
发言人指出，庙方早在清明
节期间就决定取消卫塞节活动。
他说：“虽然卫塞节期间病
毒阻断措施可能已结束，但活动
聚集大批人潮，单单是三步一拜
活动就为时十多个小时，至少上
千人聚集在一起。因此为安全起
见，我们还是决定取消活动。”

说法识法

黄贝盈

npeiyin@sph.com.sg

我们常常从电视剧里听到“保释”（bail）这个词，这样的对白一般会出现在嫌犯被带去警局问话，
或者上庭面控之后的场景。
这时，担保人（bailor or surety）须带上文件赶去办理保释手续，保证嫌犯或被告获保在外时，
会按时出庭或报到，否则保金很可能“打水漂”。
实际上，除了比较广为人知的法庭保释（court bail），若调查工作尚未完成，警方和其他执法单位
也可向嫌犯发出保释（agency bail）。
这些执法机构和单位包括各大警署、交通警局、刑事侦查局、商业事务局、贪污调查局及中央肃毒局等。
由执法单位发出的保释和法庭保释有什么不同？随本期《说法识法》一探究竟，也听听贪污调查局
官员和担保人的介绍说明，了解申请保释有哪些须知事项。

法庭保释 vs 执法单位保释

承担保释风险
担保人责任大
嫌犯还未被控上法庭时，亲友替他
办理的是执法单位的保释，旨在确保嫌
犯依时到单位报到协助调查工作，他日
如有需要，则须确保嫌犯上庭面控。
一般上，各单位查案时，须有足够
理由与证据相信某人犯下刑事罪，才可
扣留这名嫌犯。如果有关证据不足或调
查工作仍在进行，当局就须准许嫌犯保
释。
另一方面，如果调查工作已接近尾
声，当局可将嫌犯控上法庭，这样一
来，嫌犯的身份就会成为被告，他的亲
友所办理的将是法庭保释。
以一般的案件来说，执法单位通常
不会定下高数额的保金，而担保人只须
出示身份证，就可证明自己有能力当担
保人。

担保人必须是21岁以
上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不是破产人士，也没有面对刑
事控状。当局会根据情况判断潜逃
风险，决定担保人是否为合适人选。
作为担保人，必须承担哪些法律责
任呢？担保人的责任在于确保嫌犯按时
报到，获执法单位批准保释在外的嫌犯
若潜逃，担保人就会为此“遭殃”。

担保人肩负重大法律责任
执法单位会发出警方紧急公报
（Police Gazette）追捕嫌犯，针对担保
人的案件也会交由国家法院审理。届时
担保人将被传召上庭（bailor or surety
to show cause），向法官解释为何嫌
犯没依时报到，他又为何无法确保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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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以及保金为何不应被充公的理
由。
已故前大法官杨邦孝在1996年处理
一起案件，下令充公一对夫妻担保人的
8万元保金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担保
人负有很重大的法律责任，确保受保释
者如期出庭，除非担保人有非常特殊的
理由，能解释他们何以无法尽责，否则
保金得被悉数充公。
由此可见，除非理由非常特殊和合
理，保金才能避免被充公，比如嫌犯突
然病逝或自杀身亡，涉及其他刑事案再
度被捕，甚至是在上庭途中遇上车祸或

意外。

担保人可申请卸下责任
如果担保人无法支付被充公的保
金，法庭可下令扣押担保人的资产。要
是售卖资产所得仍达不到被充公的保金
额，担保人可面对最长12个月监禁。
不过，在尚未结案前，若担保人想
要卸下这方面的责任，可向当局表明意
愿。嫌犯须在下一个报到日期前，另找
一名合格担保人，找不到的话就会交由
推事（Magistrate）处理，而嫌犯在处
理好保释前或须被还押。

此外，若嫌犯在被控
上庭前
已获执法单位批准保释在外，日后就算
上庭，法官可按情况决定是否允许直接
延长保释，或转换成法庭保释。

担保人负有很重大的法律责任，确保受
保释者如期出庭，除非担保人有非常特
殊的理由，能解释他们何以无法尽责，
否则保金得被悉数充公。
——已故前大法官杨邦孝

贪污调查局推出本地首个电子保释系统
为尽量简化保释手续，贪污调查局
最近推出本地首个电子保释系统，只须
五分钟就能在网上填好所需资料，申请
延长保释期。
贪污调查局预计每年处理约3000次
延长保释期的申请，一般上保释期介于
一个月至三个月，这意味着担保人和嫌
犯在这期间就须申请延长保释期。
早前申请延长保释期的手续较为繁
琐，担保人和嫌犯必须同时前往贪污调
查局总部，递交文件才能完成申请，这
一来一往可能耗上一小时左右。

新系统节省人力
两年前，11名来自不同部门的贪
污调查局人员着手策划推出电子保释系
统，探讨将多年来面对面处理的申请手
续转移至网络平台。
参与其中的陈彩云（42岁）加入贪

污调查局已有20年，当时她在调查政策
组担任高级助理司长。
她受访时说，案件尚未完成调查
前，亲友作为担保人一般不是调查对
象，却每每须和嫌犯一同去总部办理延
长保释期的申请，单单凑时间请假就是
个难题。
此外，这类申请由贪污调查局行动
管理（外勤与枪械）人员轮流处理，每
个工作日会有一两个人值班。“以前每
份申请须花20分钟左右处理，有了电子
系统，这些同事可更专注于执行其他职
务。”
行动管理（外勤与枪械）人员的其
他职务包括管理枪械、军火和其他行动
装备，以及支援搜捕行动等。
陈彩云指出，策划过程中最大的挑
战在于法律层面，团队须咨询总检察署
的意见，确保申请手续不会因此出现任

何法律漏洞。
贪污调查局相信是本地首个推出电
子保释系统的执法机构。当局在去年11
月开始试行新系统，邀请10对担保人与
嫌犯使用并给予反馈。
目前，保释期将满的担保人和嫌犯
会提前收到贪污调查局的提醒短信，上
面附有电子保释系统的链接，鼓励他们
上网完成申请。总部的值班人员也会向
前来延长保释期的人，解释如何使用新
系统。
除了配合推进公共服务转型，陈彩
云说，目前正值冠状病毒疫情肆虐之
际，新系统也有助于尽量减少人与人之
间的接触。
接下来，当局会继续探讨如何借助
科技改善流程，也期待能与其他执法机
构携手合作，进一步开发电子保释系统
的潜能。

个案：上网延长保释期省却不便
39岁女行政人员美芳（化名）两
年多前突然接到家人来电，要求她前
往贪污调查局办理保释手续，她马上
带着文件赶去总部。
作为担保人的她受访时忆述，该
名家人的保释期从最初的一个月，之
后延长至两三个月。由于每隔一段时
间就须到贪污调查局总部申请延长保
释期，所以她常须要请假。两人虽然
同住一屋檐下，平日都得上班，为了
互相配合时间，总会产生诸多不便。
美芳说，每次去办手续前后只需
约两个小时，无奈因为只能在办公时
间去，只好告一天假。“有时候我会
尝试联络当局，要求趁中午休息时间
过去，他们会尽量帮忙安排，如果不

行的话就没办法。”
去年底，当她获知有了新的电子
保释系统时，马上答应参与试行计
划。“只要我和家人约好时间一起登
录网站办理申请，很快就能够完成，
之后也会收到当局电邮通知结果。”
为确保担保人和保释者对申请一
事都知情，美芳指出，申请过程中系
统会将一次性密码发送至对方的手机
号，让他们互相交换填进系统。
她说，第一次使用系统时，两人
提交申请后，仍继续收到当局发来的
短信和电邮提醒他们申请延长保释
期。“过后当局询问反馈时，我向他
们提出这点，下一次使用时就没再出
现同样问题，整个过程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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