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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飛來櫈」路人爆頭亡
曼聯迷凌晨返家遇橫禍 疑兇認酒後天台擲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劉友光) 飛來
橫禍！一名29歲曼聯男球迷，昨凌晨與友人
在「不夜天」的旺角宵夜後，途經西洋菜南街
旺角城市中心對開，突遭一張從天而降的辦公
椅擊中頭部身亡。警方事後在對面大廈拘捕一
名青年，不排除其在天台飲酒失常將辦公椅擲
落街釀成命案，他涉嫌謀殺被通宵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劉
友光)經營鞋舖的石小姐前晚收舖
離開經過現場時，得悉發生高空擲
物事件，但當時她只見地上有一大
攤血漬及飛下的辦公椅，及至回家
後看新聞才知道有人死亡，結果被
嚇到整晚無法入睡。她又指，本身
住在旺角區，認為區內治安日差，
自己不會讓年幼子女出街玩，並希
望警員多加巡邏，以起阻嚇作用。
昨日早上11時許，電影《狂舞

派》的導演黃修平在現場附近拍攝
特輯取外景時，眼見大批記者，亦
對事件表示震驚，形容事件「好無

辜」。他指自己亦經常到旺角逛
街，好像這種事情隨時會在身旁發
生，不禁感慨一句「人生無
常」。

派傳單婦：盡量站「騎樓底」
一名經常到旺角派傳單的梁女士

更表示，自旺角早前發生多宗鏹水
彈狂魔投擲通渠水傷人後，行人已
流傳一句「來旺角，搵命博！」形
容隨時遭遇高空墜物的危險性，想
不到昨日又再發生高空擲物更導致
無辜途人死亡的事件，她形容事件
令人不安，但為工作及餬口，唯有

平日小心些，盡量站在「騎樓底」
派傳單。
與友人一行三人由廣州來港購物

的楊先生亦表示：「聽到剛發生掟
椅落樓的殺人事件都覺得好驚，到
旺角逛街，唯有盡量行騎樓底。」
譚先生又補充說：「之前在廣州亦
有從新聞知道旺角曾發生掟『鏹水
彈』傷了不少人的事件。」
此外，趁考完試結伴到旺角逛

街買化妝品的兩名中四女學生表
示，兩人得知有路人無辜被掟落
樓的椅子擊斃，感到好驚，希望
該區的住客有公德心。她們又表
示：「我哋每周都有兩次至三次
到旺角逛街，唯有小心啲，盡量
行騎樓底。」

《狂舞派》導演慨嘆「人生無常」
▲無業青年酒後掟椅落樓擊斃路
人示意圖。

■救護員在
西洋菜南街
搶救被天降
辦公椅命中
的男途人，
該男子送院
後不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
法祖) 立法會議員「長
毛」梁國雄3年前因在科
學館衝擊舉行的遞補機制
公眾論壇，事後被裁定在
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
為和刑事損壞罪成，梁雖
就定罪提出上訴，惟只能
成功推翻一項控罪，仍須
被囚。在獄中已被剪短頭
髮的「長毛」，昨向高等
法院申請至終審法院上
訴，及再次以履行公職為
由申請保釋，惟法官指不
可因其公職身份而格外看
待，並認為他上訴的勝算
不高，故依然拒絕其保釋
申請及上訴。

為剪髮提司法覆核
梁國雄昨由懲教人員帶

往法庭，其一頭「長毛」
已被剪成「短毛」，其申
請在前天判決的同一位法
官彭偉昌席前處理。梁代
表資深大律師李柱銘甫開
庭便表示會為「長毛被
剪」而提出司法覆核，指
女囚犯可選擇剪髮與否，
但男囚犯卻無權選擇並不
公平，質疑行為侵犯人
權。另亦指就此案已向終

審法院申請，正排期審理。
惟法官聽罷雙方陳詞，認為上訴

的成功機會不大，拒絕梁的保釋申
請。梁國雄隨即又自行在庭上要求
保釋，指明天將要參加立法會會
議，希望履行監察政府的職責，但
彭官重申沒有權限批准。過百名梁
國雄支持者到庭外聲援，「人民力
量」主席袁彌明、「阿牛」曾健成
及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亦有出庭支
持，眾人聲稱支持者會於荔枝角羈
留所外「搭帳篷陪長毛坐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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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為西洋菜南街74號至84號旺角城市中心地下行
人路，案發大廈則位於對面馬路59號至61號一座

樓高9層的舊唐樓。慘死路人黃偉迪(29歲)人稱「迪迪
仔」，將於本月21日年滿30歲，家住馬鞍山，在尖沙咀
一家專賣鞋履的店舖任職售貨員，是曼聯球迷。被捕的
男疑兇姓唐(22歲)，據悉租住現場唐樓9樓一個分租套
房，無業，有精神病記錄。

初步調查兩人不相識
旺角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麥沛源警司表示，事發時疑

兇在天台上飲啤酒，他承認拋下辦公椅到街上，被捕後
亦被送往廣華醫院留院觀察。警方正了解附近的天眼系
統有否攝下案發過程，初步相信疑兇與死者並不認識。
社署發言人回應指，疑兇今年年初曾到醫院留醫，其
間社署駐葵涌醫院醫務社工曾就其福利事宜向他提供輔
導服務，其後有關情況已有改善。醫管局證實疑兇是在
定期到葵涌醫院的覆診病人，上次覆診在6月6日，而下
次覆診是7月4日。

女友激動大叫「唔好瞓呀！」
昨凌晨1時許，黃與兩名男女同事在旺角區宵夜後，
結伴擬往附近搭車回家，詎料途經上址突然天降橫禍，
當場被一張由高處墜下辦公椅擊中頭部昏迷，同行女友
人見狀大驚，情緒激動頻呼：「唔好瞓呀！」，希望能
喚醒他，惟救護員到場將他送院後證實死亡。未幾，其
父親趕抵現場目睹滿地鮮血，傷心得仰天痛哭。
警員登上對面馬路一座疑是案發現場的舊樓調查，在
天台拘捕一名身有酒氣的男子，又在天台發現多個啤酒
空罐及其他辦公椅，案件交由旺角警區重案組第二隊列
作謀殺案跟進。多名探員昨晨返現場蒐證，分別在死者
伏屍的行人路及對面舊唐樓天台拍照外，又以卷尺量度
天台的圍牆高度、圍牆對開平台的闊度，並在樓下拍

照，逗留1個多小時才離開。
昨午4時半左右，死者親屬一行十多人在一名法師引

領下返回現場進行路祭，胞弟手持香燭呼喊亡兄的名
字，母泣不成聲，父親亦難抑淚水，雙眼通紅。黃父感
謝傳媒與各界關心外，表明現時心情都不好，望能給予
冷靜空間。

區議員指舊樓管理差
至於在被捕疑兇居住的舊唐樓，有住客表示，相信被

人掟落樓的辦公椅是住客放置，方便在天台乘涼，想不
到卻被人擲落樓成為殺人兇器。
區議員黃建新指區內不少舊樓因管理差，天台、梯間

及走廊堆滿雜物，個別業主及住客，更因貪方便佔用大
廈公共地方擺放私人雜物，或因同類物品太重，又嫌垃
圾站太遠，索性隨便棄置天台走廊，結果可能成為擲物
狂的隨身「武器」。但礙於消防條例，又不能將天台閘
門鎖死，問題好難解決。
黃希望業主及住客自律，停止在大廈公眾地方擺放雜物，
警方亦應加強巡邏，嚴懲高空擲物者，以收阻嚇作用。

千萬賄款「假投資」疑「斬件」存許戶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前政務
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昨第二十天在高
院審訊，控方在開案陳詞指，在新地
工作達四十年的老臣子陳鉅源為了掩
飾「替主子辦事」，乃製造虛假的投

資管理計劃協議書，假稱陳鉅源透過公司提
供1,200萬元投資款項給投資經理關雄生進
行投資項目，而關雄生發給新加坡朋友的電
郵中卻形容許仕仁為基金經理。控方指被告
等人藉着投資假象，為郭氏兄弟將2007年的
1,100多萬元賄款迂迴曲折地存入許仕仁名
下戶口，作為新地給予「朝中許仕仁的甜
頭」。

控方：所謂投資協議屬假象
主控官David Perry指廉署於2012年3月

29日將新地執行董事陳鉅源拘捕時，在陳寓
所檢獲一份有陳鉅源及關雄生簽署的投資協
議書，該協議書於2007年11月訂立，投資
者為Longally，屬BVI公司，根據協議書內
容指陳鉅源代表該公司同意將1,200萬元資
金提供予投資經理關雄生投資。
關雄生並知會銀行經理表明該筆1,200萬
元的款項將會由新加坡電匯入其名下戶口
內。
投資協議書列明該投資計劃為期五年，資

金會以美金作貨幣，首筆投資款項將先存入
新加坡的Wedingley公司名下在新加坡的星
展銀行戶口內，至於關雄生則會從投資利潤
中抽取報酬。
Perry指陳、關二人所謂的投資協議只屬

假象，牽涉的1,200萬元資金從沒有進行任

何產品投資，陳鉅源表面上聘請關雄生為他
的投資經理，實際上陳鉅源把巨額款項經過
關在新加坡朋友 Tommy Kow 名下公司
Wedingley的戶口，再經迂迴方法，匯給關
雄生在港的星展銀行，然後再轉為美金作定
期，以定期借取商業貸款，把當中的
11,182,000元分成細額，先後存入許仕仁個
人或其控制的德福企業有限公司戶口內。

約見基金經理實為與許氏會面
控方指陳鉅源於 2007 年 8月 24日發給
Tommy Kow電郵中，表明自己會於下周一
見基金經理商談投資事宜，稍後便會確定投
資貨幣種類及匯款日期等，控方指廉署檢獲
許仕仁2007年的日誌中顯示2007年8月27
日約了關雄生午飯，換言之關在電郵中所指

基金經理即是指許仕仁。
控方續稱，雖然陳鉅源於2007年11月9日

先墊支1,200萬元賄款，但2008年4月21日
郭炳江卻以支票形式透過新地旗下的新輝
（建築管理）有限公司戶口，把500萬元支
付予陳鉅源名下匯豐銀行戶口內，數天後即
同月28日郭炳江又以支票形式，透過忠誠財
務戶口把700萬元存入陳同一個銀行戶口
內。兩筆數額加起來正正是陳鉅源墊支的
1,200萬元。
2008年10月，郭炳聯指示下屬鄧卓軒支

付600萬元花紅給陳鉅源。控方指陳鉅源於
2008年從郭氏兄弟共收取1,800萬元後，陳
將其中600萬元以支票形式，由名下匯豐銀
行戶口內轉帳到他名下離岸的Villalta公司戶
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轟動國際的
印傭Erwiana疑被虐待，案件昨轉介到區域
法院提堂。一直極力躲避傳媒拍得「廬山真
面目」的女僱主羅允彤，昨安排3名女性朋
友施展「分身術」，五人一同穿上黑色衣
服、戴上黑色太陽眼鏡、黑色鴨嘴帽及以口
罩遮面，似要擾亂傳媒。由於眾人身形及髮
型相似，驟眼看幾可亂真、難以辨認，約30

名記者為拍到「真身」互相推撞，場面一度
混亂。

估計審訊長達16天
被告羅允彤（44 歲）合共被控 20 項
罪名，其中十項指她於過去 4年間，先
後虐打及恐嚇 Erwiana Sulistyaningsih、
Tutik Lestari Ningsih 及 Nurhasanah3 名印

傭；另外 10 項則指她涉違反《僱傭條
例》，包括拖欠薪金、未給予法定假期
及休息日等。羅否認全部控罪，法官將
案押後至 7月 10日預審，其間批准她以
原有條件繼續保釋。
控方庭上指即將傳召17名市民證人、5

名警察及14名專家證人，包括Erwiana等3
名事主、在機場接Erwiana的同鄉、中介公

司、腦科及外科等醫生專家。辯方則表示
會另外多找4名專家作證，包括神經科、牙
齒科醫生等。由於涉及證人眾多，估計審
訊長達約16天。警方庭外透露，要待預審
過後才能確定哪些證人將出庭作供，但已
準備好在正式審訊前派人安排Erwiana、她
的父親及曾為Erwiana診症的醫生從印尼來
港。
另關注外傭權益團體十多名成員在羅離開

法院時拉起橫額，高叫羅的英文名字及
「Shame On You」(你可恥)。

新地發展馬灣西九 許涉充耳目

印傭Erwiana案提堂 被告「分身」避傳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許仕仁涉貪案昨
踏入第4天開案陳詞，控方指許上任政務司司長
後，代表政府與馬灣的發展商新地，調解雙方
就交通配套安排的爭議，又處理涉及地產發展
商利益的西九文化區項目，但當時許已經收取
新地郭炳江及郭炳聯支付的秘密賄款，成為新
地在政府中的耳目，是嚴重瀆職。
控方在開案陳詞指，新地的郭炳江及執行董

事陳鉅源，2005年8月至10月期間與當時的房
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開會討論馬灣發展
項目，但未能達成共識，之後政府內部就馬灣
項目預備了簡介文件，以協助當時的政務司司
長許仕仁了解詳情。2006年6月5日，許及其行
政助理，與郭炳江及新地另一名執行董事面對
面開會，許指行政會議很希望馬灣項目盡快完
工，許又建議郭炳江就放寬馬灣的交通限制再
提交計劃書，並向房屋及規劃地政局與環境運
輸及工務局提供數據，郭炳江亦同意此做法。

行會討論馬灣項目 許無申報利益
控方指馬灣的項目一直延續至2008年，同年7

月9日一次行會會議討論馬灣的時候，有3名行
會成員作出利益申報，包括當時的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他們
表示在營運迪士尼的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
司中有利益，另有一名成員報稱曾是柏麗灣住
宅發展項目的代表律師，控方指當時許仕仁沒
有申報他於2005年及2007年已經收取了新地
2,800多萬元巨款。
另控方指西九文化區是當年政府一個重點項

目，政府於2002年開始成立西九督導委員會，
每屆的政務司司長自動出任主席，政府2004年
邀請發展商就項目提交計劃書，當時正值許仕
仁受聘為新地的顧問，郭炳聯承認許有就西九
項目向新地提供顧問意見，而許於2005年6月
出任政務司司長期間，亦自動成為督導委員會
主席。
控方認為許仕仁明知新地在西九項目中有直

接的利益關係，而他對新地而言亦是很有價值
的東西，但他擔任公職期間收取新地巨款，成
為新地在政府中的耳目，變相為新地擔任顧
問，是不當及貪污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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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第14/068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6月12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2,524,090 （1.5注中）
三獎：$81,750 （123.5注中）
多寶：$44,137,652

1 30 32 35 37 44 40

許仕仁日誌
日期 紀錄
13/2/07 政府考慮西九文化區項目
26/3/07 西九文化區項目發展
16/5/07 郭氏；關雄生去新加坡之前
8pm
1/6/07 郭炳江；西九文化區；立法會；

許仕仁致電郭炳江有關立法會及
西九文化區

10/6/07 許仕仁約了郭炳江
15/6/07 與陳鉅源見面
16/7/07 郭炳江
24/8/07 與郭炳聯開會
27/8/07 R Chin；關雄生
31/8/07 中午與郭炳江見面，下午一時與

郭炳湘見面
12/9/07 立法會會議討論西九文化區；西九

文化區記者會；西九文化區簡介
13/9/07 見陳鉅源
22/9/07 見郭炳江
9/11/07 見郭炳江

郭炳聯日誌
日期 紀錄
22/11/05 見陳鉅源有關馬灣；致電許

仕仁約聚會
30/11/05 與郭炳江、陳鉅源及許仕仁

午膳
8/3/05 與許仕仁午膳，遲到，加郭

炳江加陳鉅源；見陳鉅源有
關許仕仁

10/3/05 Spencer Lu有關許仕仁
10/8/06 見許仕仁及郭炳江
22/9/06 獲許仕仁、郭炳江及陳鉅源

邀請晚飯
12/06 致電阿許
16/7/07 見許仕仁及郭炳江，許仕仁

晚飯的榮譽嘉賓
14/8/07 致電許仕仁有關聚會
24/8/07 與許仕仁午膳，單獨會見許

仕仁
1/9/07 與陳鉅源見面有關許仕仁
22/9/07 與郭炳江晚餐及邀請許仕仁

■資料來源：控方開案陳詞

■死者家屬在慘劇現場路祭。 劉友光 攝

■電影《狂舞派》導演黃修
平在現場附近拍攝特輯取外
景，對事件表示震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