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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釋六條件
保釋六條件

50萬
元現金

其夫50萬
元人事擔保

其間不准離港

不准接觸受害人

留守將軍澳住所

每天到將軍澳警署報到

被控七宗罪
被控七宗罪

一項一項有意圖令人身體嚴重受傷

一項一項普通襲擊

一項一項襲擊導致他人受傷

四項四項刑事恐嚇罪

3名外傭受虐情況
Erwiana
■受僱時間： 2013年7月5日-2014年1月9日（約6

個月）
■涉案單位：將軍澳富康花園
■疑被襲擊情況：用手抓及掌摑她，又將她的頭推向牆
■疑用作襲擊之工具：地拖棍、衣架、吸塵機管和間尺
■傷勢： 鼻、牙齒損裂，上顎及鼻樑骨折，腦部、雙

手及雙腳腫脹，面上有紅點
■威嚇：「如果你不聽話，我就殺死你的家人」
■離職情況：於本月9日被羅送返印尼

Tutik
■受僱時間： 2010年 4月 19日-2011 年 3月 30日

（約11個月）
■涉案單位：旺角帝柏海灣
■疑被襲擊情況：打頭及膊頭、踢腳、扭耳仔
■疑用作襲擊之工具：籐條
■傷勢：庭上未有透露
■威嚇：「如果你不聽話，我就殺死你和你的家人」
■離職情況：自動離職

Nurhasanah
■受僱時間： 2011年10月某日-2011年 12月某日

（約2個月）
■涉案單位：旺角帝柏海灣
■疑被襲擊情況：扭手
■疑用作襲擊之工具：庭上未有透露
■傷勢：手部腫痛
■威嚇：「如果你不聽話，我就殺死你」
■離職情況：自動離職

涉嫌虐打印傭的女僱主羅允彤(44歲)，
昨日下午由警車從觀塘警署押送至

觀塘裁判法院應訊。被告合共被控7項罪
名，包括一項有意圖令人身體嚴重受傷、
一項普通襲擊、一項襲擊導致他人受傷及
4項刑事恐嚇罪。

不同器械施虐 印傭遍體傷
控罪指，被告於去年7月至今年1月
初，因不滿印傭Erwiana工作表現差，曾
用不同工具及武器，包括吸塵機喉管、地
拖棍、衣架及間尺襲擊事主。另外，被告
又曾用手抓事主、掌摑，及將事主的頭撞
向牆，令Erwiana被打至遍體鱗傷，被送
回印尼爪哇後到醫院診治，證實上顎及鼻
樑骨折，腦部、雙手及雙腳腫脹。被告在
庭上一直背向公眾席及低頭，對裁判官朗
讀7項控罪後詢問她是否明白時，只低聲
說「明白」，暫時毋須答辯。
代表控方的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高寶

翠表示，被告在傷害事主期間，亦曾威脅
Erwiana 指「如果唔聽話，就殺你父

母」，要脅事主不得報警及向外人透露事
件；直至到本月初，被告在送Erwiana到
機場返回印尼時，再次威脅她不得披露被
打的事，否則會殺死她父母。同時，她透
露，目前還找到另外兩名受害印傭Tutik
及Nurhasanah，3人同樣曾被羅允彤威嚇
要「聽她話」，否則「殺死你和你全家
人」。

土生土長港人 潛逃機會高
而辯方大律師黃向戎表示，被告是土生

土長的香港人，亦是一名擁有初中學歷、
曾任美容師的全職家庭主婦，於1995年與
丈夫結婚，現育有17歲兒子及15歲女
兒。指被告每天都教今年應考文憑試的兒
子溫習，如不能保釋「會影響兒子學習進
度」。他又透露，夫婦於1999年購入將軍
澳富康花園單位，而Tutik及Nurhasanah
工作的帝柏海灣單位現已不屬於該夫婦。
黃向戎又指，控方現時只有3名證人的

口供支持，亦未能提交實質的醫療報告，
強調被告沒有刑事案底，日前企圖離港赴

泰散心，只因連日來受到傳媒追訪，不知
道自己被通緝，是「合法地離境而非潛
逃」。他續指，被告在警方的拘捕過程
中，亦沒有反抗，故提出以50萬現金保
釋，其丈夫則可提出100萬元人事擔保。
但控方隨即在庭上提出反對，指警方於
本月19日到被告將軍澳住所找尋她，卻發
現她已搬離該處，於是發出監察令，最終
被告於機場離境大堂被截獲，認為她棄保
潛逃機會高。

丈夫陪同出庭 3月再提堂
主任裁判官練錦鴻指，案件罪行嚴重，

稍後可能需轉介較高法院審理，將案件押
後至3月25日再提堂，暫准被告以50萬元
現金及她丈夫另外50萬元人事擔保，保釋
期間不准接觸受害人、不准離開香港、要
在將軍澳住所居住、及需每天到將軍澳警
署報到。報稱商人的徐姓丈夫亦有到庭支
持她，2人獲悉能保釋後均沒太大反應，
其後在離開法院時被大批傳媒包圍拍攝，
需要警員協助才能登上私家車離開。

傷人：棍尺擊頭撞牆 恐嚇：若報警殺全家

虐傭虐傭
惡婦惡婦控七罪百萬保釋控七罪百萬保釋

懷疑被虐印傭 Erwi-
ana昨晨轉到中爪哇當

地一間醫院檢驗，由於頭部仍
有瘀傷需繼續留院，日後能否來港作供，
要視乎康復進度。Erwiana父親昨日亦有召
開記者會，冀為Erwiana討回公道，並表示
對懷疑虐打女傭的女僱主羅允彤被捕，心感
高興，希望港府能採取措施避免同類事件再
發生。此外，亦有當地人自發到醫院探望
Erwiana，但未獲安排進入病房。

印尼中介公司 面臨取締牌照
懷疑被虐打的印傭Erwiana，昨晨在親友
及醫院職員陪同下，轉到中爪哇當地一間醫
院檢驗。Erwiana初時精神不錯，不但能與
家人對答，亦能短時間坐立，但未有回應記
者提問。Erwiana的朋友表示，由於她早前
留醫的醫院缺乏檢驗設備，故需送往另一間
設備較完善的醫院檢查。
有當地勞工部門表示，已去信Erwiana所
屬中介公司索取資料，並考慮取消其牌照。
勞工部人員指，中介公司應就事件負上應有
責任，當局已邀請了保險公司對個案作出賠
償。他又表示，若中介公司有幫女傭買保
險，相信Erwiana可獲賠償2,000萬印尼盾，
即相當於約2萬港元。
同日，Erwiana父親、代表律師及關注團
體昨日在醫院召開記者會，要求為Erwiana
討回公道。他透過翻譯表示，對懷疑虐打女
傭的女僱主羅允彤被捕，他及女兒都感到高

興。他又指，得悉該名女僱主涉及多宗懷疑
虐傭案，對此感到氣憤，批評對方沒有將女
傭當作人看待；眼見女兒到港打工前健康良
好，回國後身體卻多處受傷，感到相當心
痛，希望女兒能夠盡快康復。

望港府採措施 杜絕虐傭重演
Erwiana父親續指，主診醫生稱Erwiana雖

情況好轉，但頭部有瘀傷，需繼續留院一段
時間，至於會否來港作供，則要視乎康復進
度。他又感謝香港警方到印尼調查，希望警
方能盡快完成調查，再交由法庭處理，並希
望港府採取適當措施，避免同類事件再發
生。同時，有關注事件的當地人日前在社交
網站發起群組，至今已有逾萬人加入。組織
亦於昨晨組織活動，希望到醫院與Erwiana
見面，但未獲安排進入病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轟動國際的印傭疑受虐至

遍體鱗傷案，女僱主羅允彤昨

日被控有意圖傷人、普通襲

擊、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及刑

事恐嚇等7宗罪，隨即送到觀

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暫毋須

答辯。案情指，被告多次以殘

忍手段虐待印傭，又屢次恐嚇

事主不得報警，否則殺害其父

母。裁判官指，案件罪行嚴

重，稍後或需轉介較高法院審

理，暫批准被告以50萬元現

金，及其夫50萬元人事擔保外

出，案件押後至 3月 25日再

訊。

惡僱主被捕 印傭父欣慰
討回公道 本港警務處及勞工處人員日前趕赴印

尼，就印傭被虐案為相關人士錄取口供。
據悉，本港警方昨日已完成與印尼警方、Erwiana主診

醫生，及當日陪同上機的女傭會面；勞工處亦已就僱傭條例及
中介公司佣金，向Erwiana錄取口供，並繼續調查事件。保安局
局長黎棟國重申，港府非常重視案件，會全速進行調查。

完成錄口供繼續餘下調查
印傭被虐案引起港府高度關注，日前派出多名警員及勞工處

人員趕赴當地，為相關人士錄取口供。據悉，有關人員昨晨先
到警察總部與印尼警方開會，並分別與Erwiana的主診醫生、及
當日陪同她上機的另一名女傭見面；其後於中午返回醫院會見
其他證人，及就僱傭條例及中介公司佣金等問題，向Erwiana錄
取口供，而Erwiana講述事發經過時情緒亦甚為鎮定。雖然調查
程序仍未完成，但警方及勞工處人員已完成錄取口供部分，只
欠中介公司負責人回應警方約見。
黎棟國昨日表示，警方及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有關虐傭案，警

方仍然非常努力調查事件，幾日前警方在機場拘捕1位涉嫌人
士後，警方前日已將相關涉嫌人帶返住所搜證，任何過程都會
全速進行。他稱，當局期望調查工作可達到一個階段，作一個
決定，一有足夠證據提出檢控，就會按既定程序及慣例通知傳
媒。

警重申高度重視全力調查
另外，為了解長期被虐印傭Erwiana傷勢，警方已安排一名

法醫科高級醫生及一名鑑證科警察攝影師，將於今日（23日）
前往印尼協助當地的調查工作。警方重申高度重視此案件，會
全面不遺餘力繼續調查。警方並再次呼籲任何人士如有資料提
供，可致電3661 1622與警方聯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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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僱主羅允彤涉嫌虐打
多名印傭，被控7項罪名並

獲准以50萬元現金及50萬元人事擔
保外出，大律師陸偉雄認為，合共100萬元的
保釋金相當合理。他解釋，由於是次案件非常
嚴重，羅允彤被控7宗罪之餘，其中「意圖傷
人罪」的最高刑罰更是被判罰終身監禁，故法
官考慮到要避免身為中產的羅允彤棄保潛逃，
才要求她繳交「尚有能力繳交，而又相當令她
肉痛」的50萬元現金及50萬元人事擔保。
陸偉雄續指，因案件尚未完結，相信仍會有
不少證據被發掘出來，屆時若案件嚴重性與控
罪增加，不排除保釋金會因而加額，保釋金金
額更是不設上限，過往的刑事案件曾出現逾千
萬元的保釋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百萬保釋金防潛逃
意圖傷人可囚終身

大狀評案

■■虐傭案女被告羅允彤昨日被控七宗虐傭案女被告羅允彤昨日被控七宗
罪罪，，並繳百萬元保釋候審並繳百萬元保釋候審。。圖為被告由圖為被告由
丈夫丈夫((以紙遮面者以紙遮面者))陪同步出法庭陪同步出法庭。。路透社路透社

■受虐印傭Erwiana的父親昨日召開記者
會，對施虐疑犯被捕表欣慰。 電視截圖

■■虐傭案女被告離開法院時被記者重重包圍虐傭案女被告離開法院時被記者重重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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