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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4億訟費被追稅3.4億 20億「風水費」排期審

陳振聰一鋪清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陳振聰為了爭取龔如心近千億元的遺產，不惜與華
懋慈善基金對簿公堂，花上近4年時間卻於2011年終極敗訴，不但輸去逾4億元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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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更惹來稅務局追討3.4億元利得稅及物業稅，陳振聰可說是「一鋪清袋」
。

陳 物業出售，套現5.2億元用來還債。「賬面」
振聰先後把名下楠樺居地皮、威豪閣等4個

只剩下約1.3億元身家的陳振聰，尚欠華懋慈善基
金及遺產管理人及稅款尾數共1.65億元。另陳在
爭產案終結後，仍須面對華懋慈善基金入稟討回
逾20億元「風水費」的官司，這宗官司仍待在高
院排期審理。
陳振聰在爭產案終極敗訴後，遭律政司、華懋
慈善基金及遺產管理人三方追近3億元訟費，連
同陳振聰本身花上逾1億元的官司費，單花在爭
產案中已「燒去」4億元。陳振聰一直拖延繳付
懲罰性訟費，華懋慈善基金最終要出「撒手
」
，向陳振聰發出「破產通知書」
，結果陳振聰
才肯向法庭披露名下及與妻子譚妙清名下的資產
合共7億元物業及存款等。

名下麗港城及北角寶馬花園物業出售，分別套現
680萬元及498萬元，另於今年4月再把與妻子聯名
的中半山威豪閣物業以3,480萬元沽出。
稅務局早於2010年6月23日根據《稅務條例》賦
予的權力，從陳名下的銀行戶口內，取走港元和
加元合共656萬餘元存款。稅局在陳放售楠樺居
後，即時凍結了當中的1.99億元款項。區院法官
潘兆童於今年4月中已下令陳振聰須即時繳付餘
下所欠的稅務1.4億多元利得稅。據悉，陳振聰正
就稅務案提出上訴。

一套現即被瓜分
由於華懋慈善基金、龔如心臨時遺產管理人和稅務
局均向法庭取得禁制令，凍結陳振聰名下在港的所有
資產，故此每當陳名下物業出售套現後，得款即由華
懋慈善基金、遺產管理人及稅局三方「攤分」
。
據悉，陳振聰尚分別欠華懋慈善基金及遺產管
理人4,500萬元及2,000萬元訟費外，仍欠稅局1億
元利得稅款。

3.8億售楠樺居
陳振聰為了支付訟費，於去年11月把半山楠樺
居以低於市價的3.8億元出售，去年11月亦分別把

■陳振聰在2009年公開露面時，一臉意氣風發。

資料圖片 ■面對刑事檢控，陳振聰近日出庭時看似心情沉重。

刑事判決要求嚴 陪審團耗20小時
慮，故無論裁決對陳振聰有利或不利，今次亦彰
顯司法制度的完備，陪審員盡責去考慮證供，並
非敷衍了事。而一般陪審團退庭商議的時間要視
乎不同案件的嚴重性和複雜性，普通決定強姦與
否，商議的時間可能較短；但若涉及商業詐騙、
商業的案件，考慮的時間或會較長。
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則稱，在刑事案件中控方的
舉證要求較民事案件為高，須在絕無合理疑點之
下，才可對嫌疑人入罪。他指出，可能有陪審員
就案中某些證據細節有不同見解，故需要如此長
的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商人陳振聰涉嫌
偽造遺囑案，經過8人陪審團近20小時退庭商議
後，終於獲得大比數裁決。有法律界人士認為，
由於刑事案件舉證要求較民事案件為高，而且涉
及專家證供，未受法津訓練人士可能較難消化，
故今次陪審團商議時間接近20小時，亦彰顯本港
司法制度較為完備。本港歷來陪審團退庭商議時
間最長的，達5日4夜之久。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今次
案件的確複雜，所有證據並非絕對性，故要視乎
陳振聰一方提出的專家證供是否獲得接受。他又
說，今次並非普通案件，控辯雙方的專家證供對
遺囑是否真確有不同看法，而雙方均是專家，同
時專家證供經常會使用很多專有名詞作解釋，故
對一般未受法律訓練的人士，可能會較難消化。

法院留宿 與外隔絕
根據《陪審團條例》第22條，若陪審團退庭考
慮案件裁決時，須由法庭人員將陪審團集中在法
庭某個地方，與外界隔離，但他們可獲准享用合
理分量的茶點，直至他們商定其裁決。《陪審團
條例》第24條亦規定，在刑事審訊中，若陪審員
人數為8人，陪審團的裁決須不少於6人的多數作

陸偉雄：陪審員盡責
陸偉雄又認為，陪審團用如此長時間進行退庭
商議，相信是因為他們就案件的證據進行仔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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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裁決。
陸偉雄補充，在陪審團若需長時間商討案件，
陪審員需在法院留宿。若法官宣布停止商議時，
陪審員須到各自房間，與其他陪審員傾談間亦不
能談及案件內容，同時亦不能與外界，包括家人
聯絡。他形容，陪審員就在一個沒有電話、沒有
電視、沒有報紙的禁閉式環境，以免受到外界干
擾。
《陪審團條例》第27條亦列明，若法庭充分地
覺得該陪審團在裁決上無法意見一致，且不能達
致多數裁決，可解散陪審團，並安排另行選任陪
審團，而有關訴訟需重新審訊。陸偉雄稱，過往
亦有案件需由法官宣布解散陪審團。
2000年在高院審理的一宗謀殺案，就先後因有陪
審員貪睡、需考畢業試、任職輔警為由申請豁免，
令案件經歷3次解散陪審團。而本港陪審團退庭商
議時間最長的案件，是1992年的聯交所有7名高層
被指收受利益的「七君子」案，陪審團經5日4夜退
庭商議，方可作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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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小甜甜」睇風水 「哨牙通」變富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原本洋名
Tony的陳振聰，信主後改為Peter，但與他稔
熟的人卻稱他「哨牙通」。曾經風光一時的
他，只有中五學歷，曾任酒保及侍應，亦嚐
過失業滋味，卻對外聲稱憑父親留給他的風
水書《天圖佈局》成為風水師，並開班授
徒，更因睇風水認識龔如心，令其扶搖直上
成為富商，為上市公司宏霸數碼第二大股
東，不但在山頂買豪宅，還買私人飛機。不
過，坐擁7億元身家的陳振聰，最終因爭奪
千億元遺產失敗以及「假遺囑」案，幾令他
打回原形，還鋃鐺入獄。
現年53歲的陳振聰，新會人，已婚，與妻
譚妙清育有3子女，另有一現年31歲私生女倫
培珍。陳振聰父親陳汝楠曾任教諸聖中學。

30歲失業賦閒在家研風水
陳振聰於1977年在利瑪竇書院中五畢業
後，往後10年先後任酒保、侍應生、市場調
查員及從事電子零件生意，但在1988年生意
失敗，並初嚐失業滋味。在1989年往北京旅
遊認識當時任導遊的譚妙清後發展成情侶，
1990年中搬入譚妙清位於藍田的公屋單位共
賦同居，2年後結婚。
陳振聰曾透露，他是在1989年獲父親留給
他一本名為《天圖佈局》風水書開始接觸風
水。在30歲加入失業大軍行列期間，趁賦閒
在家時鑽研風水命理，初時擺檔替人算命，
1990年他與友人在尖沙咀合作開辦「振業興
隆堂」風水學校，還開班授徒，當時約有30
名學生，陳亦展開其風水師生涯。

新婚後與龔發展親密關係

後來，陳經一名學徒介紹認識金象苑泰國
菜館創辦人王麗明，並開始為名人如時任土
地發展公司總裁的石禮謙、前立法局議員梁
錦濠、張鑑泉、律師行合夥人葉宏德等睇風
水。並在1992年新婚3天後，在友人穿針引線
下，認識正急於找尋丈夫王德輝下落的龔如
心，並稱於1星期後已與龔發展出親密關係。
陳振聰於1994年用超過4,000萬元購入半山
區寶雲道楠樺居大宅作為居所(現已易主)。
在2007年，陳振聰更豪擲逾15億元在迪拜向
法國空中巴士廠購買最新型號的豪華版私人
飛機A350，成為全球首位以個人身份購下該
飛機的人士。
陳振聰曾是上市公司宏霸數碼第二大股
東。據宏霸數碼集團的2006年年報顯示，陳
振聰是通過以英屬維京群島一間註冊公司持
有宏霸的股權。龔如心先後共動用5,000萬鎊
投資到陳的宏霸數碼。

■陳振聰(右)聲稱與龔如心是親密情侶。

02年遺囑財產留慈善基金

在長達3年的審訊期間，陳振聰又自爆與龔相戀
15年，2006年龔如心立下遺囑，要把一切財產留給
他。但是龔家三姐弟一直反駁，稱2006年遺囑是陳
振聰偽造的，即使不是偽造，也只是風水遺囑，沒
有法律效力。龔如心在2002年立下的遺囑，寫明將
一切財產留給華懋慈善基金，這才是龔的最後遺
囑。龔如心在2002年遺囑中首句已表明死後要將所
有財產撥歸華懋慈善基金，希望慈善基金能交由國
務院總理、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及聯合國秘書長
組成的管理機構監管。她又希望能設立一個屬於中
國、類似諾貝爾獎的世界性獎項。
2002年遺囑其他重點包括：華懋慈善基金董事會
要維護及擴大華懋集團，令其商業王國不斷壯大，
慈善事業不斷發展；要照顧王德輝父母，如王德輝
弟妹有需要，亦有責任提供協助；以及有責任關懷
及幫助華懋集團員工與其子女等。
至2010年2月2日，高等法院裁定華懋慈善基金一
方在爭產案中勝訴，可以繼承龔如心的千億遺產，
高院又裁定陳振聰所持的2006年遺囑的簽名是偽造
的。

終院駁回上訴許可畫句號

由最初沒錢打官司到扭轉劣
勢，最終贏回千億元爭產官
司，龔家主帥龔仁心在記者會
上發出勝利宣言：「天地有正
氣，法官 判決體現呢點。」
他說胞姊龔如心在天上看到這
判決也會在笑，指陳振聰「善
有善報，惡有惡報」
。
在高院判決基金一方勝訴翌
日，陳振聰即被警方拘捕，指
他涉嫌偽造遺囑，並准其保釋
候查。至2011年初，律政司正 ■2011年10月24日，終院拒
式檢控陳振聰偽造遺囑等罪 絕陳振聰上訴許可，龔仁心
舉杯慶祝。
資料圖片
行。
至2011年10月24日，終審法院駁回陳振聰就爭產案的上訴
許可，意味陳振聰不能再就爭產案採取法律行動，備受社會
關注的龔如心千億遺產爭奪案終畫上句號。

資料圖片

「假遺囑」案困擾信主受洗
之前「為人低調」從未被傳媒留意的陳振
聰，終在2007年4月因突然聲稱自己是龔如
心千億遺產的唯一受益人而聲名大噪，並承
認是龔的情夫。陳振聰更透過第三者發放其
商人身份、家庭背景、人際網絡等個人資
料。陳振聰更在法庭審理爭產案期間，大爆
與龔如心的關係，惟其後他在爭產案中終極
敗訴，其後更因涉偽造及行使假遺囑罪名被
捕。
備受「假遺囑」案困擾的陳振聰，去年8
月成為基督徒，並於今年3月受洗。高等法
院今年選出5男3女陪審團審理「假遺囑」 ■寶雲道16號地盤原為楠樺居，陳振聰去年11月以3.8億元出
售。
資料圖片
案，至昨晚裁定陳罪名成立。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生前曾被
來《福布斯》雜誌評為亞洲女首富的華懋集團前
龍 主席龔如心，於2007年4月3日因子宮癌病逝
去 後，陳振聰自稱是龔的遺產唯一受益人，由
脈 此掀起爭奪千億元遺產案序幕。
◆

網民議論陳振聰罪成
■「真可憐，而家變 貪字得個貧，隨時要坐監，何必呢？」
■「點判都係一樣∼∼∼今次只係熱身，無罪⋯⋯律政上訴，有罪
⋯⋯聰聰上訴，最後結果⋯⋯還是要等。」
■「聰哥會掘開囚房種生機嗎？」
■「真心悔改的話就唔好上訴！」
■「好！！！證明天地有正氣。人在做，天在看！」
■「情慾片都救佢唔到。」
■「勁開心，仲開心過中 六合彩，世紀賤男，你都有今日！就算
判佢冇罪，個天都唔會放過佢，想借神過橋，冇咁易 。」
資料來源：本港熱門討論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版面導讀
埃及兩年多內再次
變天！執政僅一年
的穆爾西被軍方軟
禁。曾支持他上台的美
國總統奧巴馬不但對連
日反政府示威噤聲，更
避用「政變」字眼，外
界懷疑華府默許軍方推
翻穆爾西。
詳刊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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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公布宏觀
經濟報告，將2013
年本港全年經濟增
幅由3.5%至4.3%，下調
至3.3%至4.1%。但港大
強調，美國正處復甦
期，而內地增長放緩溫
和，因此對香港經濟情
況仍維持樂觀。 詳刊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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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俄軍演的中
華
要 國艦隊，正駛向彼
艦 俄 聞 得大帝灣海域。聯
隊 ﹁ 合軍演將於今天至12日
今 航 展開，俄羅斯「航母殺
會 母 手」瓦良格號巡洋艦及
殺 「大洋黑洞」基洛級潛
手 艇等將悉數參演。
詳刊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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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從權威渠
滬
中 道獲悉，上海自貿
人
自
國 區初步定於今年10
貿幣
區 兌 月正式掛牌運營，年內
將實施「境內關外」政
10 換
分 策。而區內人民幣自由
月 批 兌換政策將採取分批試
掛 試 點的方式逐步鋪開。
牌點
詳刊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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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宣布與大學
達成共識，由應屆
文憑試起，採用新
的計分方法，以最優秀
的成績5**代表7分，5*
代表6分，以此類推，
當局亦會將考生最佳5
科成績計算一個總分。
詳刊A21

教
育

港
圖
灣
續累
熱售
銷 103
套

以貼市價及提供不
少優惠付款的馬頭
角港圖灣昨日早上
加推42伙中高層單位，
反應持續熱烈，並錄得
大手掃貨。樓盤至今已
推出122伙，合共售出
103伙，套現逾12億元。
詳刊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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