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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第14/079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7月12日

頭獎：13,080,600 （0.5注中）
二獎：109,890 （10.5注中）
三獎：$28,490 （108注中）
多寶：$6,5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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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鬧詹培忠「儍佬」《蘋果》被控誹謗

■詹培忠日前入稟高等法院，向
《蘋果日報》及該報專欄作家等
索償。 資料圖片

港鐵一日七壞「遍地開花」
中環一小時四跳掣 觀塘線兩信號故障 荃灣車廠路軌冒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東莞第
三人民法院近日開庭審理
一宗香港妻子訴訟老公和
二奶的案件。香港男子蔣
某在東莞包養二奶，並贈
送其價值高達150餘萬元
人民幣的財物，被其妻何
女士發現。何女士不滿
「人財兩失」，向東莞法
院起訴，要求追回蔣某贈
予二奶的財產。法院最終
判定何女士勝訴，蔣某贈
與財產的行為無效。

不滿「人財兩失」
記者從東莞三院獲

悉，該案被告人香港男
子蔣某和二奶謝某在東
莞相識，並以男女朋友
身份交往3年。2012年9
月到 2013 年 8月期間，
蔣某先後十餘次通過銀
行轉賬、為謝某付款及
贈送奔馳車等，先後贈
予謝某共計人民幣150餘
萬元的財物。去年，蔣
某妻子何女士發現此事
後，以丈夫和謝某的行
為侵害了她的合法權益
為由，起訴至東莞三
院，請求法院依法確認
丈夫與謝某之間的關係
違反婚姻法，確認其財
產贈與合同無效，要求
謝某歸還所受贈財產合計
1,564,910元。

該案近日在東莞三院開庭審理，
法院一審判決認為蔣某贈與謝某的
財物屬於夫妻共同財產，蔣某未經
妻子何女士同意私自將夫妻共同財
產贈與謝某，損害何女士的合法權
益，依法判定贈與行為無效，謝某
需歸還其受贈的150餘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曾任暫委裁
判官的執業律師唐汝駿，涉於前年7月盜取屬
於他任職顧問律師的事務所的法律費用，以及
訛稱入境處要求收取堂費，騙取該行客戶。唐
昨承認兩罪，裁判官判刑指被告是次違反誠
信，影響公眾對法律界從業者的信心，需判處
即時監禁6個月，被告表明將就刑期提出上
訴，獲准保釋外出等候結果。
案情指，被告唐汝駿為陳兆明袁耀彬律師事

務所顧問律師，該行規定律師須將客戶的法律
費用存入特定戶口，以攤分盈利。前年6月，
一名酒樓東主被入境處控告，聘用被告為其法
律代表，經商討後雙方達成全包法律費用為2.4
萬元，聘用書列明費用包括與入境處商議改控
較輕罪名的開支。
同年7月3日雙方討論案件時，在被告堅持

下，東主以現金支付款項，但未獲發收據，被

告亦沒有將款項存入指定戶口。同日，被告知
會東主入境處要求堂費2,000元，以改控較輕
罪名，翌日又稱堂費實為3,000元。10日後，
東主進入法庭前將3,000元堂費交給被告，但
法庭沒有就其程序費用下令判罰。

稱月入3萬 負擔大兼患病
辯方大律師謝志浩求情指，67歲的被告曾於1998

年及2001年擔任暫委裁判官。被告雖任職私人執
業律師逾30年，仍有「不足為他人道的壓力」，
面對經濟困難，每月實際收入只有3萬多元，需
給予2萬元家用，及負擔其幼子的大學學費及住
宿費共15萬元。被告早於2009年確診患有前列
腺疾病，醫生建議他做大概10萬至12萬元的手
術，但後遺症包括或令他失去男性能力。被告出
於面子、尊嚴，未有將經濟困難告知家人朋友，
又一直將手術拖延，實為「對人歡笑背人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轟動國際的印傭Erwiana
懷疑被虐待案昨進行閉門預審，辯方大律師黃向戎庭外透
露，剛取得Erwiana在印尼的醫療報告及控方提供的醫療
報告，須時研究及讓雙方商討需要傳召多少證人，案件將
於8月21日進行第二次預審。
涉案女僱主羅允彤（44歲）早前否認合共20項罪名，其

中10項指她於過去4年間，先後虐打及恐嚇3名印傭包括
Erwiana Sulistyaningsih、Tutik Lestari Ningsih及Nurhasa-
nah。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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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傭團體「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

會」發言人Eni Lestari昨指，Erwiana的身體狀況越來越
好，但背部受損令她不能揹太重東西，加上聽力仍有問
題，須到醫院檢查。又指Erwiana感到很焦慮和緊張，不
時想起法庭及女僱主，導致失眠或發噩夢，但她仍願意來
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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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鐵昨日先後發生多宗事故，荃灣線

及觀塘線列車分別因供電系統及信號故障，服務多次受阻，其中荃灣線

中環至金鐘站昨晨約1個多小時內，先後發生4次跳掣，影響隧道通風

系統組件需要維修，來往中環和金鐘站列車一度暫停約40分鐘，乘客

須改往金鐘站乘車，令金鐘站及其他車站一度積聚大量乘客，有乘客受

影響行程失預算，對港鐵事故頻密大表不滿。

▲港鐵在各站
大堂入閘處顯
示故障延誤通
告。

▶徐先生不滿
港鐵年年加
價，但維修卻
未做好。 ■■港鐵故障期間乘客候車時間增加港鐵故障期間乘客候車時間增加。。

許降西九地積比 較曾蔭權更嚴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聆訊昨進入第三十九
天，前西九文化區督導委員會秘書劉錦泉同意指許仕
仁領導下的督導委員會，為西九項目加入新規限，包
括降低其前任曾蔭權所訂的地積比率，且不容許已勝
出的入圍財團競投分割出來的一半樓面面積，以免被

指官商勾結，與曾蔭權的觀點截然不同。

督導會秘書：免被指官商勾結
劉錦泉同意代表許的大律師蔡維邦指出，許擔任督導委員

會主席期間，認為曾蔭權建議已勝出的入圍財團，可再競投
由住宅及商業用地總樓面面積分割出來的地皮，會予人不公
平及官商勾結的觀感，外界會指控政府實際上仍未放棄單一

發展商模式。

政府提額外規限 無財團回覆
蔡維邦指許領導下的督導委員會於2005年10月向行政會

議建議，將項目內的住宅及商業用地總樓面面積分割一半再
作公開招標，3個入圍財團中的勝出者不可競投分割部分，
地積比率降低至1.81，住宅所佔總樓面面積不可超過整個項
目20%，核心藝術文化設施必須佔最少18.5萬平方米，勝出
的財團亦需要支付300億元去成立營運基金。
反觀控方在庭上披露曾蔭權年代所提出的建議，他將總樓

面面積分割40%作公開招標，容許勝出者再競投及設定底
價，地積比率設為較寬鬆的2.5。

劉亦同意蔡所指，康文署2005年在會議上向曾蔭權匯
報，指營運藝術文化設施每年淨損失高達2億元至3億元。
劉又確認2005年6月政府為新上任的許仕仁準備的簡報中，
提及勝出的財團要營運西九內的藝術及文化設施30年。
蔡提及當年西九公眾諮詢的分析結果，收回的3.3萬份意

見，有42.6%支持採用新地及長實聯營公司「活力星」的建
議書，排第二的恒基旗下「香港薈萃」有22.3%的支持率，
排第三的「藝林國際」（信和、九倉及華置合組）則有
11.8%。劉指當年公布結果時是以英文代號代替財團名稱，
他又確認最後沒有財團回覆政府提出的額外規限，結果西九
要推倒重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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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律師呃客偷錢囚半年

Erwiana案下月再預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北區打鼓
嶺一處空地離奇發現大批煙花及炸藥，由
於移動有危險，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人員須
就地將部分炸藥銷毀，事件中幸無人受傷。
警方列作「發現危險物品」處理，其後追
查該批危險品物主身份後，將一名工程公
司的澳洲籍男子拘捕調查。

回收場起火揭發 疑開山用
現場為打鼓嶺恐龍坑一處空地，被附近

多個回收場包圍。前晚10時許，一名回收
場女職員發現空地突然起火，馬上報警。
消防趕至將火救熄，無人受傷，初步調查
相信起火的是一堆垃圾，並無可疑。但消
防員調查時卻在附近發現有多支懷疑火藥，
在場警員遂向上級報告。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奉召到場調查後，

證實現場共有22支每支長約40cm、直徑
5cm的懷疑火藥，相信是用作製造煙火
特別效果的低性能火藥。處理課人員將
部分火藥帶走調查，而其餘帶危險性的
火藥，則在消防開喉戒備下即場處理，
至清晨時分收隊離去。
至昨上午11時許警方重返現場調查時，

卻發現現場另有大量炸藥，爆炸品處理課
人員再次到場調查，相信該批是開山用炸
藥，初步點算多達12公斤。由於移動該批
炸藥恐有危險，故專家將該批炸藥拆散就
地銷毀，過程中無人受傷。
至下午警方根據資料相信爆炸品疑屬附

近一間工程公司物品，該公司一名澳洲籍
負責人John，63歲，涉嫌違反香港法例第
二百九十五章第六條被捕。案件交由邊境
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進調查。

打鼓嶺驚現12公斤炸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屯門發生巴士爆胎氣流擊
傷路人罕見意外。一輛空載並準備回廠雙層九巴，昨晨10
時途經青山公路時，左邊中輪車胎疑被異物卡住，導致冒煙
並爆胎，射出猛烈氣流及碎片擊傷一名女途人。當巴士煞停
時尾輪位置湧出濃煙，車長與途人合力救火不果，須消防員
到場開喉救熄。

異物卡車輪致摩擦冒煙
受傷女途人姓姚，56歲，她右腳受傷，治理後已無礙出院。

姚表示當時她正準備前往理髮，突聞馬路傳來一聲巨響，還以
為發生大爆炸，她右腳隨即受傷並感到暈眩，附近理髮店職員
見狀馬上將姚扶入店內休息，並報警將她送院治理。
肇事雙層九巴為德國製的Neoplan Centroliner12米型號，該

型號自1998年引入以來鮮聞有事故發生。惟2003年7月10日
早上，一輛行走265M線的Centroliner巴士，在屯門公路入屯
門方向近汀九遭一輛貨櫃車撞及衝越路欄，連人帶車墮下逾30

米山坡造成21死20傷大慘劇。昨日剛好是慘劇的11周年。
九巴發言人指，事故疑因路面異物卡在巴士左邊車輪，導

致摩擦冒煙。車長於尋找安全位置停車處理時，巴士左邊中
輪車胎突然爆裂，濺傷一名女途人。發言人又指肇事巴士車
齡約13年，剛於本月8日完成每月例行檢驗，事後返回車廠
作進一步檢測及維修。

港鐵證實荃灣線昨晨先後發生4次故障，
昨晨10時50分至中午12時期間，因架

空電纜故障先後4次跳掣，行駛中列車受影響
要暫停。

組件鬆脫致觸碰電纜
工程人員檢查時，發現中環站一號月台對
開有隧道通風系統組件鬆脫，列車駛過時會
將架空電纜托高，電纜有機會接觸到鬆脫了
的組件，導致跳掣，所以至下午2時，中環站
一號月台要關閉，以便進行鞏固隧道通風系
統組件維修工程，其間中環站沒有列車行
走，荃灣線往中環站的乘客，須在金鐘站轉
乘港島線列車往中環站；而由中環站往荃灣
線各站的乘客，則要使用港島線於金鐘站轉
乘荃灣線列車。直至下午2時40分搶修完
畢，列車服務恢復正常。

乘客批指示欠清晰誤船期
在工程人員維修期間，港鐵車站及列車都
有作出廣播通知乘客，港鐵亦派出職員在月
台協助乘客，並對構成不便致歉，在金鐘

站，有前往中環的乘客表示現場指示不太清
晰，亦有準備在中環下車轉乘渡輪的乘客
指，受事故影響，相信未能趕到船期。
乘客黃先生昨晨近11時於金鐘站等候向荃灣

方向的列車，但列車駛至月台後良久未有開門，
致月台一度擠有數百人，其間車站廣播只稱有
延誤。而乘客徐先生則指港鐵即使不加價，都
應該要做好維修，何況年年車費有加無減。

觀塘線信號系統壞完又壞
除荃灣線接連出事外，觀塘線昨午亦兩度
發生信號故障影響列車服務，列車行車時間
較正常多3分鐘。昨午3時15分，正當港鐵維
修人員在中環站搶修期間，觀塘線彩虹站亦
發生信號故障，由彩虹站開往觀塘的列車服
務一度受影響，至4時18分復常。
惟至下午5時20分，觀塘線信號系統再度

故障，影響彩虹至鑽石山站列車服務延誤，
至傍晚6時34始復常。
另外，昨晨近8時，荃灣西樓角路港鐵車廠有

路軌冒煙，懷疑是現場維修引起，列車服務未
受影響，但消防有派員到場戒備及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前立法會議員詹培忠指上周六
(5日)《蘋果日報》體育版專欄內，一篇題為〈亞視都有人講
波？〉的評論文章，內容提及他於亞視節目《香江怒看》中的
足球評論，指詹是「呢條儍佬」及「你信佢一成都死」等內容
誹謗他。詹日前入稟高等法院，向《蘋果日報》及該名專欄作
家等索償。

「信佢一成都死」損詹名譽
原告為詹培忠，被告是蘋果日報有限公司、總編輯張劍虹

及文章作者梁柏堅。入稟狀指，梁於《和勝和負》專欄內撰寫
足球評論文章，提及「呢條儍佬仲要係詹培忠，你信佢一成都
死」、及「仲要教人點賭至有錢贏」等言論誹謗。詹指控梁柏
堅明知道相關言論不盡不實，卻沒有在刊登前向他本人求證及

請求回應，使其個人名譽受損。

壹傳媒譁眾取寵屢惹官非
壹傳媒集團旗下報刊為了譁眾取寵而不惜違背新聞操守，

捏造新聞、誹謗他人的手法其實早有前科，旗下報刊過去多年
來都有不少失實報道，惹來多宗官司。最近兩年亦頻頻被控
告。
去年3月20日《蘋果日報》及《爽報》，以及《蘋果日
報》網頁，報道仍在排期審訊的大角咀涉嫌弒父母案被告周凱
亮在羈押期間的訪問，遭律政司入稟控告藐視法庭，被告包括
兩報總編輯及兩名有份採訪的記者。
去年6月，《蘋果日報》指機管局行政總裁許漢忠在審批機
場商店招標時，將評分機制一改再改，最後令與自己私交甚篤

的潘迪生旗下迪生創建代理的勞力士鐘表中標。潘其後入稟控
告《蘋果日報》及總編輯張劍虹誹謗，要求撤去相關報道及賠
償。
去年9月，藝人王祖賢入稟控告壹傳媒、《蘋果日報》等在
8月下旬刊登有關於她的言論，內容含有誹謗成分，令其聲譽
受損。
去年10月，尖沙咀君怡酒店東主劉希泳入稟控告《蘋果日
報》報道君怡酒店涉嫌在地庫僭建飯堂的報道有不實之處，涉
嫌誹謗。
今年1月，影星章子怡亦入稟控告《蘋果日報》及《壹週

刊》先後刊登兩篇報道，指她捲入薄熙來案，內容失實，涉及
誹謗。高院同意報道對章影響重大，屬嚴重誹謗，章其後在高
院成功剔除辯方的抗辯書，法院下令章可獲訟費39.6萬元。

九巴爆胎射氣流傷途人九巴爆胎射氣流傷途人

■■巴士車胎一度冒煙巴士車胎一度冒煙，，
事後車身有熏黑痕跡事後車身有熏黑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