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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肚痛潛逃官頒拘捕令 天眼揭離法院一去不返

掟椅落街扑死人 男認誤殺押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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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名人廖傑民

「追仔」被拒怒毆妻 潮漢企跳4句鐘 「鴨嘴獸」勒索同志罪成

昨午約3時，案件在東區裁判法院進行
結案陳詞期間，被控襲警的吳定邦因

肚痛向裁判官提出休庭，惟直至4時20分
仍未見吳出現，失蹤近個半小時。控方曾
翻查法院大樓的閉路電視，指吳在3時11
分離開法院後，便沒有再出現。裁判官認
為吳在自願及明知自己的權利下缺席，向
吳發出拘捕令。

被告大律師退出審訊免不公
代表吳的大律師郭憬憲在徵詢過法律援

助署後，決定申請退出審訊，以避免出現
不公平的審訊，獲裁判官接納。
吳定邦被控一項襲警罪，指他於去年12

月1日在金鐘海富中心襲警。遇襲警員梁

冠澤早前供稱，當日包括他共3名便衣警
員，在金鐘執勤後途經海富中心，大批示
威者罵他們「黑警」，有人向同袍掟「雪
糕筒」，他欲上前協助時被襲擊並跌倒，
被告吳定邦坐在他腰上揮拳襲擊，多名示
威者圍毆他。他一度被打至失去知覺，醒
來後再暈倒，事後他的頭、臉及背部均受
傷。

黑漢前科纍纍 違禁令又危坐
無業靠綜援生活的吳定邦，曾被揭發有

黑社會背景兼案底纍纍，但他自稱已「改
過自新」。在非法「佔旺」期間，他自稱
是「佔旺」義工，曾在「人民力量」立法
會議員陳偉業協助下申請法援，以「被

告」身份要求暫緩針對旺角非法「佔領
區」的臨時禁制令，但有關申請被駁回。
吳定邦在去年12月初被控襲警獲准保

釋，其間不得進入金鐘立法會一帶道路，但
他在同月29日黃昏卻於立法會與「長毛」
梁國雄見面，隨即被捕，翌日（30日）被
押上法庭，他承認知悉違反禁足令，被沒收
保釋金，並須繳付另一筆保釋金。
上月27日晚上，吳又曾在金鐘立法會對

開添美道興建中的行人天橋頂危坐，其間
消防員在地面張開氣墊戒備，對峙約個多
小時後，吳始態度軟化由消防員協助返回
地面。現場消息指吳自非法「佔領」行動
結束後，一直在政府總部附近行人路紮營
露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3名休班警

員去年12月1日途經金鐘海富中心，與示威者

發生衝突，其間非法「佔旺」義工吳定邦（38

歲）涉嫌騎上一名倒地警員腰間揮拳毆打，令

警員一度失去知覺，事後被控襲警。案件昨日

進行結案陳詞階段，惟在審訊中途吳表示肚

痛，要求暫時休庭，但之後卻未有再出現，裁

判官遂頒下拘捕令，案件押後至6月30日在九

龍城裁判法院進行裁決。而代表吳的大律師為

避免出現不公平，申請退出審訊，獲裁判官接

納。

「佔旺」吳定邦襲警上庭借廁遁

■詐肚痛逃避襲警審訊被法官頒下
拘捕令的「佔旺」義工吳定邦。

網上圖片

官點名批評《蘋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綽號「鴨嘴獸」

的被告盧敏南（28歲），被控去年勒索同志網友
1,500元，否則向他上司揭發其性取向。男同志無
奈交出500元及贈送保濕面膜給盧。盧敏南昨在
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勒索罪成，法官將案押後至
6月17日，以索取兩份精神、心理及背景報告後
判刑，其間被告須還柙，以及要賠償事主 500
元。裁判官又點名批評《蘋果日報》及《明
報》，指兩份報章曾提及被告過往涉及勒索的案
件，其中一篇更形容被告為「慣犯」。法官雖相
信兩報並非意圖妨礙司法公正，但應尊重被告受
公平審訊的權利。
裁判官梁榮宗指被告在同性戀社區內有計劃地犯

案，「似乎好熟手」，先引事主透露姓名，再於網
上「起底」。

呃公司170萬囚兩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成功將「和民」等
知名日式食府引進本港的飲食界名人廖傑民（52
歲），於擔任飲食集團「株式會社有限公司」的行
政總裁期間，誘騙公司向其佔股份的設計公司批出
逾170萬元的合約，及報銷與業務無關的應酬開
支。法官昨裁定廖欺詐罪成，判刑時指他於集團內
出任要職，得到公司信任，卻隱瞞利益，因違反誠
信故判監兩年。
廖另被控一項代理人意圖欺騙其主事人而使用文

件罪，控告他向集團報銷一張與集團業務無關的飲
食應酬開支，經審訊後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廖的代
表律師求情稱，廖有良好背景，在發展日本餐廳方
面很成功，只是沒有向集團申報利益。
法官祁士偉裁決時表示，被告隱瞞與設計公司

關係就是不誠實，並在其他股東質問下才承認佔
設計公司三成股份，故判欺詐罪成。就另一項控
罪，法官指廖作為行政總裁，有權招待客人，而
之後與客人有否建立生意關係與案件無關，故判
罪脫。
廖在2008年至2012年出任「株式會社」行政總

裁及董事期間，沒有申報佔有英菲柯斯設計公司的
3成股份，並批出「株式會社」旗下食肆的工程合
約予英菲柯斯，涉案金額逾170萬元。

涉迷姦擔保期再犯
治療師禁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自然療法治療師上
月31日涉迷姦外籍女遊客X，昨於九龍城裁判法院
提堂。控方透露被告是在涉及另一宗企圖強姦案擔
保期間干犯此案，其保釋申請被拒，還柙至本月17
日，待認人手續完成後再提堂。
控方庭上透露，女事主X在因臀部不適，經朋
友介紹到被告文耀輝（42歲）的學舍查詢，文一
直有邀請X到學舍治療。事發當日X應約到學
舍，飲用文提供的飲品後感到頭暈及一度失去知
覺。當X醒來時，發現被告坐在她身上，X感到
被強姦，但因乏力未能反抗及阻止。事後被告
替X穿回衣服，並送她離開。X回家後告訴男
友，男友即時報警求助。被告於將軍澳住所被
捕，在警誡下承認當日有性交，作供時亦承認有
在飲品中落幾滴迷姦水。

被告家中搜證揭手錶偷拍
控方指警方在被告學舍內搜出小量「偉哥」，被

告辯稱是作售賣用途。另在被告家中亦搜出一隻有
拍攝功能的手錶，裡面有3段影片，包括攝下與X
口供吻合的迷姦過程。
被告昨於庭上表情輕鬆，不時面露微笑。他欲

申請保釋，惟控方指案情嚴重，透露被告另涉於
去年12月企圖強姦另一受害人，亦曾對該受害人
使用迷姦水。由於被告是在擔保期間干犯今次案
件，故相信他有很大機會棄保潛逃及再犯。裁判
官因此拒絕其保釋申請。被告會於6月11日再作
保釋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祖籍潮州的中年漢，雖與前妻及現任妻子共
育有3名女兒，但疑為「追仔」繼後香燈問題，前晚在
黃大仙上邨寓所，向年半前才剛誕下幼女的妻子舊事重
提，疑44歲妻子拒再做高齡產婦，以家計負擔不來為由
推搪，詎有人聞言失控動粗，又將妻子逐出家門，再攀
出窗外與警員及消防員對峙逾4小時，幸終被勸服未釀
悲劇。有社工認為夫婦有分歧應保持冷靜，多溝通互相
諒解，才能解決問題。

3女之父為傳統「一追再追」
現場為黃大仙上邨啟善樓40樓一單位，住有一家四
口，包括47歲姓陳戶主、44歲姓文女戶主和一對分別1
歲半及7歲女兒。陳因曾向妻動粗，事後涉嫌「普通襲
擊」被捕，其妻及兩女雖無表面傷痕，仍送院檢查。
現場消息稱，祖籍潮州的陳與前妻已有一名女兒，與
現任妻子7年前亦誕下一名女兒，惟有人抱着須繼後香
燈的傳統觀念，欲妻再為他增添一名兒子。約年半前，
已年過40歲屬高齡產婦的陳妻再度懷孕，惜誕下仍是女

兒，有人為此十分失望，仍不肯放棄「追仔」心願，不
時在妻面前舊事重提。惟妻子不願再做高齡產婦，每以
年紀大、生育風險、家庭經濟無法負擔為由推搪，夫婦
為此多次爭執。

鄰居保安憂幼童安危報警
前晚夫婦在家疑又為「追仔」，以及是否出席長女婚
宴問題發生激烈爭執，其間有人失控動粗，又將妻推出
家門並將大門鎖上，兩名年幼女兒仍留屋內。鄰居聞訊
通知保安員察看，當得知有人情緒激動，屋內並有兩名
幼童，擔心兩名幼童安全，遂在晚上7時43分報警。
警方到場時陳拒絕開門，有人並赤膊上身攀出窗外危

站，險象環生，消防員忙在地面張開救生氣墊戒備，警
方談判專家隔門向他游說，直至深夜11時許陳態度稍軟
化，自行爬回屋內開門讓兩女離開單位，但自己續留屋
內與警對峙。直至昨日午夜零時許，陳終情緒平伏返回
安全地方，結束長達4個多小時馬拉松式對峙。由於他
涉嫌向妻動粗，被拘捕帶返警署，3母女則送院檢查。
有社工表示，夫婦生育前須考慮的問題很多，包括雙

方意願是否一致、年齡、工作、經濟能力、以及照顧子
女的時間等。若夫婦之間出現分歧，雙方都應保持冷
靜，多溝通了解對方難處，或找親友協助溝通，如仍未
能解決，則應向社會服務機構求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永安旅遊
一個澳洲8天旅行團，上周六（5月30日）
在墨爾本前往遊覽途中，旅遊車突在公路
失控翻側四輪朝天，車上多人受傷，當中
一名男團友因頭部重創一度半昏迷，幸由
直升機送院搶救後最終平安出院，並已於
前晚返港。
肇事永安旅遊澳洲團共有14名團友，上

月24日出發，原定全程8天，至上月31日
（星期日）返港，在行程的第七天，其中
12名團友自費參與前往十二門徒石及金礦
場的行程，詎料中途出事。
事發上周六（5月30日）下午3時，1名

領隊連同12名團友乘坐旅遊車，於墨爾本
前往疏芬山金礦場途中，旅遊車突失控翻
側，據當地傳媒報道事件中有4人受傷，幸
多屬輕傷，但其中一名姓陳團友因頭部受
創半昏迷，須由直升機送院，留醫兩日後
無礙出院。
永安旅遊回覆指事件中10名團友無大

礙，已如期返港，而該名頭部受傷團友亦
已於前晚由同行太太及工作人員陪同下返
港。事發時所有乘客均有佩戴安全帶，旅
遊車車速正常，但有微雨，不排除意外與
天雨路滑有關。

發言人續稱，出事當日旅行社已將事件通報旅遊
業議會及保險公司，所有團友都有購買旅遊保險，
公司會協助客人跟進保險賠償。

束健銘索平機會酬金下月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平機會總主任束
健銘，去年8月在任內主理《性別歧視條例》檢討
的公眾諮詢期間，被指在所屬的基督教崇真會論壇
中，動員教友去信平機會，藉以抵消同志團體的聲
音，他在同年10月約滿離職。束早前入稟勞資審裁
處，向平機會追討約87萬元約滿酬金，案件下月20
日開審，預計審訊4日，主席周一嶽將會為平機會
作供。
審裁官昨日指，本案爭議點在於平機會是否有絕
對酌情權決定發放約滿酬金。平機會一方將傳召主
席周一嶽和投訴事務科總監李紹葵作供，舉證事件
涉及角色衝突，及束的論壇發言足以令僱主決定不發
放酬金。審裁官亦指，平機會的證物將包括報章評
論，說明平機會因為此事接到投訴和被廣泛報道。
申索人束健銘則會傳召當日論壇另一講者，性

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召集人黃偉明作證。資料顯
示，黃偉明為「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的父
親，他多次高調批評周一嶽，又反對《性別歧視
條例》立法。

申索人舉證後 周一嶽出庭
審裁官朱婉儀表示，因涉案證人身任高職，預料

訟費將十分高昂，建議證人分日作供，周一嶽將在
申索人完成舉證後出庭。
束健銘在庭外表示，當日是用公餘時間及個人身
份出席論壇，與平機會身份無衝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西貢清水灣及港島赤柱
昨日凌晨先後發生車禍，司機均報稱是因閃避野豬所致，
其中在清水灣，一輛電單車因閃避野豬失控，女乘客被拋
出車外命危；而在赤柱，一輛私家車則失事撞入停車場波
及6車，幸司機僅受輕傷。警方正調查兩宗意外原因，
西貢的車禍發生在昨日凌晨1時半，一名25歲姓胡青
年駕駛一輛電單車，載同22歲姓顏女友人，沿清水灣
大坳門路出九龍方向行駛，途至清水灣第二灘停車場對
開時，電單車突失控翻車，車上男女雙雙「墮馬」，其
中女乘客如「炮彈飛人」般拋起墮地重傷。
救護員趕至發現傷者身體多處受傷，其中女乘客胸口
重創，送院搶救後情況危殆，電單車司機則僅受輕傷，
他事後通過警方酒精呼氣測試，據悉有人報稱閃避野豬
肇事。現場路段時速限制為50公里，警方正調查意外

原因，包括是否涉及超速。

野豬攔路 私車剷入停車場掃6車
另外昨日凌晨近1時，一輛私家車沿港島赤柱佳美道

往香港仔方向行駛，途至馬坑村駿馬樓對開一左彎時，
26歲姓陳司機報稱有野豬衝出馬路，他在閃避時失
控，私家車越過逆線剷上行人路，再撞毀一個露天停車
場圍網，波及停在場內6輛私家車，分別車尾損毀。
私家車在反彈回行車線時再撞及一條電燈柱才停下，

在現場留下長達30米胎痕，陳與同車28歲姓朱乘客均
受輕傷。現場消息稱，司機酒精呼氣測試有讀數，但並
無超標，被警員口頭警告後，與乘客同被送院治理。警
方事後已聯絡6部被波及損毀的汽車車主到場，協助調
查及善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旺
角西洋菜南街去年發生飛凳擲死人
悲劇，一名患精神病男子稱因有
「聲音」驅使，於凌晨時分在旺角
某大廈住所的天台，將一張辦公椅
擲落街，男途人不幸被擊中重傷身
亡。涉案精神病男子昨在高等法院
承認誤殺罪，法官指出本案與其他
誤殺案有別，需詳細了解被告的精
神狀態，下令先索閱精神科報告，
以評估重犯風險，案件押後至本月
25日判刑。
來自海南島的被告唐望亮（24

歲），被控於去年6月10日在旺角
西洋菜南街非法殺害男子黃偉迪
（29歲）。
案情指，任職售貨員的黃於與

兩友人晚膳後，當日凌晨時分於
旺角西洋菜南街步行往亞皆老街
時，一張辦公椅從高處飛擲而下
擊中其頭部，黃送院不足半小時
即告不治。驗屍報告顯示黃死於
頭部大量出血及腦部喪失功能，
傷勢嚴重程度足以令其於短時間
內死亡。

警方稍後於案發地點對面的大廈
找到唐，他當時神情呆滯及不安，
於警誡下承認犯案，指有「聲音」
着他走上天台並將辦公椅擲落街。
唐其後被診斷出患有嚴重抑鬱及精
神問題，被轉送到精神科醫院扣
留。
控方透露，唐於2009年移居香

港，單身，曾當兼職侍應。唐有精

神病，曾於去年 3月入住葵涌醫
院，亦曾於去年1月因在公眾地方
打鬥，獲判以2,000元簽保守行為
24個月。
控方於庭外表示，唐聲稱服用精

神藥物後感不適，在其父親鼓勵下
曾停止服藥一段時間。死者親屬昨
亦有到庭旁聽，表示對黃的死感到
痛心。

■「追仔」繼後香燈意圖以死迫妻子再懷孕的3女之父
最終被說服，後被捕帶署。

▶赤柱佳美道露天車場共有6
車被避野豬失事私家車撞毀。

▲避野豬失事導致車尾女乘客
命危的電單車被扣留驗車。

■旺角西洋菜南街當日發生飛椅擊中路人，傷者傷重不治。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