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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打Erwiana 卑劣僱主囚6年罰1.5萬
以被傳媒「妖魔化」求情 官斥無憐憫兩受害人

穗生疑學業困擾 理大宿舍墮樓亡

外傭工會促檢討「強制留宿」 Erwiana：
相信公義不再害怕

患小腦萎縮拒等死 罕見病者盼政府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去年11月19日佔領運動
期間，立法會大樓凌晨遭示威者衝擊，警方在大樓外築起
防線，其間有警員將一名男子拉入警方防線後面，遭在場
示威者大叫「做乜拉人」，另一在場男子涉嫌不滿警方無
故拉人，拳打面前的警員臉部被捕。他昨於東區裁判法院
否認襲警罪受審，被裁定表面證供成立，將於下周二出庭
自辯。報稱營業代表的被告袁梓鋒（18歲），否認在立法
會門外襲警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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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子周凱亮涉夥友弒雙親碎屍案昨續
訊，與次被告謝臻麒交往年多的前女友作
供，指謝服從性高似「泥膠」，易被人
「搓圓壓扁」和「搵笨」，但性格溫和不
會傷害人，「我信佢（謝）畀人傷害多
些，佢連動物都唔會傷害」。謝庭上目不

轉睛地看着前女友，散庭後抱頭痛哭及不停顫抖，
是他開審以來首次表現出激動情緒。
據悉37歲次被告謝臻麒的前女友現育有一名就

讀小學兒子，因此不想公開身份，僅透露她與謝交
往時英文名叫Milky。她作供指二人於2001年交
往，交往後一個月，謝於工作時搬運紙張而腰部受
傷，必須用枴杖行路。
前女友形容謝膽小、不聰明及像小朋友，傷後變

得絕望及更加依賴別人，如泥膠般服從別人及容易
被「搵笨」，意識不到某些人或事的危險性。她指
「捱咗一年頂唔順」，二人遂於2002年分手，但仍
是朋友。

曾自殺記憶力不如6歲細路
前女友指謝之後在紐西蘭結識新女友，惟新女友

瞞着他一腳踏兩船，又騙去他10多萬元，令他傷心
得一度自殺。他企圖自殺後記憶力變差，依賴別人

的情況比以前更嚴重，「連一個6歲細路仔都不如。」她並
力撐謝是一個性格溫和的人，不相信他會傷害人。
她指謝於案發的月初曾致電她，指「有緊要嘢做要返大

陸」，之後似發表演說般講了一大堆話，但沒回答她任何
問題。她當時覺謝表現不正常，似有人在他旁邊令他不能
如常談話，以為他交了新女友。謝於電話中約她同月15
日見面，但最終沒赴約。

專家指兩頭顱藏雪櫃無異味
控方昨亦傳召了3名到現場搜證的人士作供，包括科學

鑑證主任麥宗熊、法醫傅家聰及警員吳邦明。調查發現案
發單位廚房有兩個雪櫃，存放兩名死者的頭顱及殘肢，但
單位幾乎沒有異味。另一間房內則放有3個盛載人體殘肢
的黑色垃圾袋，當時已開始腐爛。
搜證人員檢取了空氣清新劑、電磁爐、電飯煲及615個

飯盒等證物。法醫指由於殘肢曾被鹽醃或冷藏等方式處
理，難以準確推斷兩死者的死亡時間及原因。

■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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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傭Erwiana被虐案，女僱主羅允彤早前被裁定

襲擊、恐嚇、欠薪等共有19項罪成。其代表律師昨

求情指案件令全球傳媒關注，羅被傳媒「追捕」，

甚至被「妖魔化」，但其實她是位寵愛子女的母親、孝順

的女兒。但法官胡雅文判刑時批評羅認為自己高高在上，

對待兩名受害者的態度「卑劣」，並沒憐憫之心，判她監

禁6年及罰款1.5萬元。

■Erwiana不再感到害怕，因她相信公義。 ■虐傭案女僱主羅允彤囚6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Erwiana昨在庭外為前僱
主羅允彤入獄感到高興，但認
為6年刑期太少，不能與她所
受的傷害相提並論。而她昨日
在法庭再次見到羅時，已不再
感到害怕，因她相信公義。
對於法官提出外傭在港工作

期間的住宿問題，Erwiana認
為若法例毋須規定外傭與僱主
同住，能避免受虐慘劇再發
生，她希望港府能讓外傭選擇
是否與僱主同住。
Erwiana亦感謝法官指出外

傭在港工作時所受不公平對
待，認為政府需就外傭問題
作出妥善解決方案。散庭後
她一一向到場支持的同鄉握
手致謝，又感謝工會的支
持。

未有化妝的被告羅允彤（44歲）在聽取判刑時一直木無表情。其代
表資深大律師夏偉志為她解釋案件發生的原因，指被告對家傭有

高要求，其長子患有皮膚敏感後，她更「沉迷」於清潔衛生，但家傭
往往未能達到其要求。夏指一個正常人不會作出這樣的行為，相信被
告人生中一定有不開心的事情曾經發生。

8封親友求情信 非「冷漠怪獸」
辯方指本案引起香港以至全球傳媒關注，被告被傳媒追訪，甚至誹

謗她，將她「妖魔化」、「孤立化」，影響其子女、丈夫、父母，以
及其他家人朋友。夏呈上8封由子女、妹妹及朋友撰寫的求情信，指此
案並不符合被告本性，被告其實是位「溺愛」子女的母親、孝順的女
兒，並非「冷漠怪獸」，過去曾向多間慈善團體捐款。
辯方又指沒有證據顯示事主心理及生理上有永久性損害，而涉案的
工具包括吸塵機均是「隨手可得」，並非意圖作傷害別人之用，另指
羅已經全數向Erwiana支付工資。
法官胡雅文判刑時指被告無精神問題，但她不斷否認曾經犯案，拒

絕透露私事，形容自身問題時表現得小心翼翼。心理報告顯示她照顧
兒女上有沉重負擔及壓力，但「社會及婚姻提供的支持有限」。
胡官認為兩名事主與被告的關係令案件更為嚴重，因事主認為被告
是權威，所以相信她的恐嚇。胡官批評被告認為自己高高在上，沒有
憐憫兩名受害人，以「卑劣」態度對待她們，Erwiana更長時間處於無
助的境地。羅以兒子的皮膚問題令她變得對衛生有極高要求，但也不
能為她的行為開脫。

官指港印當局應檢視外傭政策
胡官又指本案所涉行為並非罕有，對此表示遺憾。她認為如果外傭

不需要強制與僱主同住，則可減低發生Erwiana等類似事件的機會，另
指外傭來港工作前，已欠下中介公司一筆昂貴的中介費，一般慣於在
薪金扣除，當中肯定涉及剝削成分。
她指因為外傭需要「工作還債」，所以即使工作得不愉快，亦別無

他選，只可「被困」，中介公司亦「隻眼開隻眼閉」。胡官特別指
出，香港及印尼政府當局應檢視外傭政策。

羅允彤對判刑失望會上訴
辯方稱被告對判刑表示失望，明言將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訴。

■記者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法官胡雅文判刑時提
出，若然外傭不需強制與僱主同住，則可減低發生類似
Erwiana等事件的機會，又批評中介公司收取費用的方
式。外傭工會及亞洲家務工會發言人促請政府檢討及改革
政策，但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則認為，外傭在外留宿會
產生大量問題。勞工處回應將於今年內完成草擬加強監管
中介公司的指引。
亞洲家務工會組織幹事鄧建華指出，本港自2003年起
規定外傭「強制留宿」，但因香港居住環境狹小，不少外
傭被打後「要走冇地方走」，有些更被迫在浴缸鋪上木板
或於廚房睡覺。
他認為「強制留宿」政策已經過時，很多地方如台灣、
新加坡及澳門等，均沒有法例規定外傭與僱主同住，港府
應作出全面檢討。鄧建議政府放寬選擇，讓僱主及外傭自
行協商居住的地方，另提議入境處加強檢查，僱主有否按
合約住宿條件為外傭提供住處。

僱主團體：外宿與鐘點工無異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羅軍典則指香港現時缺乏留

宿傭工，如果政府容許外傭在外留宿，便與本地鐘點工無
異，兩者性質有所牴觸，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及薪金將不

獲保障。
羅稱外傭在外留宿會產生大量問題，例如板間房床位租

金有上升壓力，部分外傭更會利用閒餘時間「從事副
業」，出現「搶飯碗」的現象。
羅又同意外傭的中介費用過高，但指費用主要由當地公

司收取，本港中介公司並不牽涉在內，政府無法干涉其他
地方的法例。
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發言人思穎

指出，外傭的月薪少，但無奈印尼法例規定來港工作必須
聯絡中介公司，中介費用往往十分昂貴，建議香港及印尼
當局能審查及取消該條例。

收中介費確保外傭不會突返國
本港中介公司代表梁慶基表示，外傭來港時需支付港幣

約1.5萬元，當中包括她們的培訓和食宿等費用，之後會
分6個月由當地公司收取，本港中介公司只會向本港僱主
賺取約3千多元費用。梁認為收取中介費能確保外傭來港
後不會突然辭工返國，而有關收費亦不算高。
勞工處發言人則指歡迎法庭裁決，當局正為加強監管中
介公司草擬實務指引，計劃在今年內完成，並諮詢業界及
公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理工大學一名來自
內地研究生，昨晨疑因學業問題困擾，在理大位於紅
磡紅樂道的賽馬會樓宿舍墮樓身亡，警方事後檢獲遺
書，發現死者在遺書中向家人交代債務，由於提及債
務數目不多，債主身份亦是其親屬及女友，警方相信
事主因學業問題困擾跳樓，並無可疑，將事件列作
「有人從高處墮下」處理，稍後將安排驗屍確定死
因。
客死香江內地研究生林海揚、27歲，消息稱他是廣
州人，自幼熱愛科學和物理，在中學時期已學業成績
優異，曾取得一等獎，並在內地某大學完成大學。據
悉林是在2013年來港深造，在理大攻讀應用物理學
系哲學碩士研究課程，為期兩年，將於今年畢業，不
料畢業在即他卻跳樓了結生命，令人惋惜。
消息稱林有一名亦是內地人的女友，據說她在城大

攻讀物理。
現場為在紅磡紅樂道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宿舍賽馬會

樓，昨上午11時42分，一名22歲姓黃女子在附近經
過時聽聞墮物巨響，查看發現一名青年在賽馬會樓與
花槽之間行人路上倒臥血泊，馬上報警。
救護員到場證實事主已死亡，由於當時天雨綿綿，

警方以屏風加尼龍布將屍體遮蓋展開調查，經接觸校
方後證實死者是住在該宿舍的學生，並在其入住的宿
舍單位內，檢獲死者給家人的遺書。

檢獲遺書欠親屬債務
現場消息稱，遺書內容主要向家人致歉，透露因憂

慮學業問題不開心，並向家人交代債務，包括欠兄長
1萬元及仍欠女友5萬元。在警方調查期間，一直未
見死者的城大內地生女友露面，及至下午3時，警方

安排仵工到場將遺體舁送殮房等候剖驗。
理大證實林來自廣東，於2013年9月入讀理大應用

物理學系哲學碩士研究課程。據其學系老師表示，林
學習方面並無問題，預期可於今年年中畢業。林近期
亦未有向院系老師或舍堂導師尋求協助。
理大師生對林逝世深感難過及惋惜，已派專人跟進

林的家人來港及辦理他的身後事等安排。校方希望林
的家人節哀順變渡過艱難時刻。
發言人並謂，理大設有內地及國際學生服務處，專
責協助外地生適應香港的生活和學習環境，同學如有
任何需要，可向宿舍導師及舍監，以及大學學生事務
處的輔導員尋求協助。
校方亦已啟動應變機制，為宿舍學生、應用物理

學系以及其他任何有需要的同學提供所需的情緒支
援。

大埔墟天降「金牛」無人敢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上世紀1966年已病逝
的粵語片女星梅綺（原名江端儀），名下位於何文田
梭椏道的兩個打通單位，日前遭6旬漢入稟高等法院
申請逆權侵佔，他聲稱在上址打理「基督信徒教
會」，1995年由內地來港時，朋友吩咐他協助教會的
會務，他一住便住了20年，其間一直沒人向他收租。
涉案物業位於梭椏道5號5樓及7號5樓，是兩個打

通單位，屬於一個名為「基督信徒教會」的會址。原
訴人楊贊明表示，他在1995年由內地移居來香港，朋
友吩咐他協助打理由江端儀創辦的教會，他於是一直
在上址居住，之後教會改名為基督信徒教會，專門協
助外傭、南亞裔及邊緣青年。
楊指江端儀的遺產執行人孫慶愷只是一名教友，並非
江的親屬，楊曾於10多年前向孫提及業權的問題，但孫
指物業不是他的遺產而沒有理會，楊亦一直沒有交租。
不過，一名在大廈住了30年的住客表示，楊每周只

返回上址一次，且教會聚會已經是20年前的事，他不
認為上址現在仍是教會。

已故女星梅綺 物業被申逆權侵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葉佩妍） 日劇《一公升的
眼淚》中的女主角患有小腦萎縮症，由行動不便，
慢慢衰退至失去寫字及說話能力。此劇令不少人開
始認識小腦萎縮症，但該症仍屬於罕見疾病，患者
難以確診及接受治療。由於小腦萎縮症屬遺傳病，
患病約8年的李巧之，由太婆一輩開始，全家共有
10多人患上小腦萎縮症。李表示，雖然自己以前是
護士，但對罕見疾病也沒有太深的認識，她希望政
府能投放更多資源幫助罕見疾病的患者。
現年約58歲的李巧之，曾於本港及海外任職護士

超過30年，但卻因為確診患上小腦萎縮症而提早退
休。巧之指，她的太婆及母親也患有小腦萎縮症，
所以她早已有心理準備自己亦會患上。她稱，「我
的媽媽於51歲時確診，她的醫生叫我都要有心理準
備，就像『等死』一樣。」

樂意成病例助人認識怪病
直至2006年，巧之開始出現小腦萎縮症的徵狀，

她指「2006年我跌斷了右腳，那時醫生開始擔心我
跟媽媽一樣，直到2008年終於確診。」由於小腦萎
縮症屬遺傳病，巧之大部分家人也難逃厄運，其姊
妹、姨姨、兩名舅父及他們的子女亦患上小腦萎縮
症，大多於20多歲發病及確診，於50多歲逝世。
患上罕見疾病，巧之仍積極面對，更強調要「殘
而不廢」。由於巧之是前護士，因此很樂意將自己
成為病例，讓更多醫生了解罕見疾病。然而，巧之
認為除了要讓更多人認識罕見疾病外，政府亦應投
放更多資源協助患者，「我希望政府可以在經濟上
提供資助，讓更多患者能負擔昂貴的醫藥費。」

香港罕見疾病聯盟昨成立

為推動及改善罕見疾病的政策及服務，香港罕見
疾病聯盟於昨日成立，希望政府為罕見疾病建立數
據資料庫，以及加強罕見疾病遺傳專科服務。罕盟
外務副會長劉志強患有屬於罕見疾病的馬凡氏症，
他表示自己曾患心臟撕裂，卻被誤診為胃酸倒流而
延醫，反映社會對罕病認知不足。
劉志強表示，本港現時對罕見疾病仍沒有明確的
定義，較香港鄰近的國家及地區，包括台灣及日本
落後。他指，「要定義罕見疾病，可能以病發率或
者患病人數去決定，我認為香港可以根據世界衛生
組織的定義，按病發率每1萬人中有6人至10人就
是罕見疾病。」
另外，劉又認為現時的罕見疾病患者只能「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沒有一個專科及罕見疾病中心為他
們提供治療，希望政府可設立「罕見疾病中心」。

■香港罕見疾病聯盟於昨日成立。 葉佩妍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大埔墟廣福里福昌樓
對開昨晚9時45分天降「金牛」！有約20張1000元紙
幣從天而降，但無人敢執。
有即時上載鈔票上互聯網與網民分享的目擊者表
示，可能因解款車「G4S跌錢」事件先後有多人因拾
遺不報惹上官非，今次卻未見有人執走，路人只在場
拍照或拿起檢查真偽再放下。
警方到場共檢獲40多張，在樓上發現涉掟了4萬多
元落樓的48歲失常男子，列作「傻人發現」，將他送
院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