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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牛遭的撞斷腳 10牛圍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因拍下《今日freestyle》系列而成名的網絡紅人「Ming仔」梁嘉銘，日前入

稟高等法院控告一間經理人公司，指他與經理人公司於去年簽下一紙兩年合約，每月基本薪金為25萬元。惟經

理人公司於今年2月單方面解約，遂興訟要求對方賠償430萬元毀約損失。

X光片霸位拒讓座
乘客被警帶落巴士告經理人毀約 網紅索償430萬

Ming仔基本月薪25萬元 簽約兩年僅半年「被解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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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梁嘉銘，被告Viral Digital Studio
Limited （VDS）。入稟狀指，Ming

仔與VDS於2016年8月8日簽定一份為期
兩年的經理人合約。由8月15日起，VDS
會成為Ming仔唯一的經理人，直至2018年
8月14日為止，Ming仔的基本月薪將不少
於25萬元。
惟原告於5個月後、即今年2月27日收到
通知，獲悉公司不會再出糧給他及會單方
面終止合約，原告認為被告的做法屬於違
反合約。Ming仔稱這段期間他只收到其中3
個月共75萬元薪金。

《今日freestyle》《至暈飯局》走紅

入稟狀透露，被告自今年 2月起「走
數」，令他由4月份變為獨立藝人，合約解
除後他每月只能賺取5萬元，故要求VDS支
付由今年5月起計，合共18個月的薪金差
額，以及解約前尚未繳付的月薪作為賠償。
梁嘉銘因在YouTube 上載《今日 free-

style：每天自戀多一些》及《至暈飯局》等
影片而走紅。對Ming仔今次採取法律行動
追討賠償，有網民紛紛貼文，就「每月基
本薪金25萬」這合約條款熱議，追問：
「25萬！值唔值？」

活躍YouTube頻道7年不倒
Ming仔2010年開始在YouTube頻道活躍

亮相，以「mingjai14」的用戶名上載多段
自拍短片，因題材吸引、說話「抵死」，
逐漸受到關注，短片開始熱傳，包括其成
名系列《今日freestyle》，當中一集「每天
自戀多一些」更大獲好評，這條短片的觀
看次數逾170萬。其YouTube用戶訂閱人
數至今已達34.7萬。
Ming仔個人facebook亦有極多粉絲，他

近日分享到非洲旅行的經歷，每個帖文均
吸引至少千個「讚好」，專頁「粉絲」人
數超過30萬。

玩笨豬跳找數 被封「真漢子」
早前Ming仔曾邀請觀眾發表意見，讓他

參考拍攝哪一類型題材，有粉絲提議他去
澳門玩笨豬跳，Ming仔竟「真找數」，即
日搭船前往澳門玩笨豬跳，更全程自拍錄
影，不少網民大讚「言出必行，真漢
子」、「他是最高質嘅YouTuber」。

■■控告經理人公司走數的網絡紅人控告經理人公司走數的網絡紅人
「「MingMing仔仔」」梁嘉銘梁嘉銘。。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頭重達
800磅的大黃牛，昨晨跟隨牛群經過馬鞍山
西沙路，意外被一輛市區的士撞傷前蹄倒
地不起，逾10隻同伴不忍捨牠而去，一直
聚集路邊陪伴，漁護署獸醫到場向受傷黃
牛發射麻醉槍，麻醉後再由8名壯漢合力抬
上車運走救治，惜最終因傷勢太重需要人
道毀滅，現場交通一度受阻逾4小時。
撞傷黃牛的市區男的士司機姓關（28
歲）。他指昨晨6時正擬驅車駛往馬鞍山交
車收工，當沿西沙路駛經西沙茶座對開
時，突見有約10隻黃牛橫過馬路。他扭軚
閃避不及，當場撞中其中一頭大黃牛，導
致其右前蹄流血，並疑骨折倒地不起，的
士車頭及左邊倒後鏡和車窗亦告損毀，幸
他本人無受傷，忙致電報警求助。

8漁護合力抬走 需人道毀滅
警員到場果見有牛隻受傷倒卧馬路旁，
另有逾10隻同伴在旁依偎相伴，不忍離
開，更疑似保護受傷同伴不再遭傷害，場

面感人。警方事後臨時封閉上址一段路
面，並通知漁護署派人到場處理。
至早上10時許，漁護署一名女獸醫到場

視察後，決定向受傷黃牛發射麻醉槍將其
麻醉，再由漁護署8名壯漢合力抬上車運走
救治。
漁護署發言人證實，受傷黃牛經送打鼓

嶺行動中心由獸醫作進一步檢查後，認為
牠傷勢太重，決定人道毀滅。有關注流浪
牛的義工表示，在接獲有牛隻受傷報告
後，立即趕到現場協助引領其它牛隻到路
邊草地，至於受傷最終要人道毀滅的黃牛
重約800磅，約5歲大，雄性。
根據香港「道路交通條例」，駕駛人士

若駕車撞倒牛、豬、馬、驢、騾、山羊及
綿羊等7種動物，都要停車報警，警方會列
作交通意外處理，不過，如果駕駛人士隱
瞞意外，或遇事不報警，便有可能被檢
控，最高刑罰是入獄12個月及罰款1萬
元。而在該法例下，「動物」的定義並不
包括貓和狗。

■■黃牛受傷倒卧馬路黃牛受傷倒卧馬路
旁旁，，逾逾1010隻同伴在旁依隻同伴在旁依
偎相伴偎相伴，，不忍離開不忍離開。。

公共交通工
具擠迫，通常

乘客們都會互諒互讓，但前晚巴士上卻
上演一場「霸位記」，有網民於face-
book上載短片，指當晚九時半左右在
270A巴士上，有一男乘客霸佔座位拒
絕讓座，更聲稱要報警。
片段中男子坐在巴士下層，並以X光

片霸佔旁邊座位，車長聞說有乘客欲坐
不果，於是介入。最後該霸位男終被警
方帶離巴士。

稱自己「心有事」要投訴車長
男子在整段片段中拿着手機，疑似在

講電話，並以自己「心有事」為由，拒
絕讓出身旁座位，又表示要投訴介入的
車長。有其他乘客直言：「係你唔啱，
投咩訴呢？」亦有人表示會支持車長。
車長見不能說服男子讓步，只好離開及
無奈說：「我都費事出聲。」
及後該名男子發現自己正被拍攝時，

更「惡人先告狀」，向鏡頭呼喝：「影
咩嘢呀！」並聲言要報警。有乘客聞言
後回應指：「咪報囉，家係你唔
啱」，並要求車長報警處理。
有人更直斥男子「離晒譜，你張咩X
光片咁巴閉」，男子聽後對住電話暗諷
該乘客「好寸」，眾人群起反駁：「唔
知家邊個寸呢」，又罵該男子是無
賴。

網民：鍾意一個坐 咪去搭的士
最後，警方接報到場並介入事件，於

約十時將男子帶離巴士。
片段上載網上後引起網民熱烈討論，

不少人更以「嬲嬲」回應。網民留言
中，大部分人也是猛烈批評該男子，
「Sally Sun」指，「咁鍾意自己一個
坐 咪去搭的士囉。」「Paul WU」表
示，「原來無恥真係無敵㗎！」
「Wendy Lam」指男子「又一個不知
所謂」。也有人稱讚乘客不平則鳴，
「Catherine Cheong」直言：「好彩仲
有正義嘅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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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男子堅持以X光片霸佔旁邊座位，
結果在警方介入後被帶走。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衛生
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佈今年首季本地
愛滋病情況，共接獲202宗感染愛滋病
病毒（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HIV）新
增個案，創 33年來單季度的最高紀
錄，其中52.5%透過同性性接觸感染。
中心調查同時發現，男男性接觸者的

安全套使用率，由2015年的65.7%減至
去年的59.9%，中心呼籲高危組別應持
續及正確使用安全套，減低感染風險。
今年首季202宗新增個案中，180宗

為男性、22為女性，其中52.5%透過同
性性接觸感染，12.9%因異性性接觸而
感染，5%透過雙性性接觸感染。在男性
感染者中，年齡層以 20歲至 29歲為
主，較過往的30歲至39歲年輕。
自1984年有記錄以來，愛滋病病毒感

染呈報個案累積至8,612宗。
主要呈報來源分別是公立醫院及診所

（80宗）、愛滋病服務機構（34宗）及
私家醫院和診所（30 宗）；117 人
（58%）已到衛生署或醫院管理局轄下的

愛滋病專科服務接受治理。
此外，首季共有17宗愛滋病新增個
案，其中53%是透過同性或雙性性接觸受
感染，而47%是透過異性性接觸受感染。
衛生防護中心顧問醫生（特別預防計
劃）陳志偉指出，不安全性行為、性交
時沒有使用安全套、共用針筒等均導致
感染數目上升。

「男男」用安全套率不足六成
不過，根據該中心「愛滋病預防項目

指標調查2016」發現，男男性接觸者
的安全套使用率，由2015年的65.7%減
至去年的59.9%。陳志偉對此感到失
望，認為未來需更大力推廣使用安全
套。
在愛滋病檢測情況方面，調查發現男
男性接觸者過去一年只有58.5%接受檢
測，較2015年減少2.3個百分點；男跨
女跨性別人士的檢測情況亦有下降，由
2015年的60.6%，減至去年57.5%。
陳志偉表示，高危人士應至少每年接

受一次測試，「唔好自己為自己做評
估」，又強調如及早接受治療，發病成
為愛滋病患者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首季202宗染HIV 33年單季度新高

■陳志偉呼籲，高危組別應持續及正確使用安全套，減低感
染愛滋病病毒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慧敏 攝

5名旺暴激進示威者被控暴動
案，昨日在區域法院繼續審訊。案
發當日臨時羈留中心值日官作供
時，遭質疑曾製造噪音令被捕人士
無法入睡，值日官予以否認，稱當
時沒看見有被捕者打瞌睡或是精神
欠佳，亦沒見到有人因感到肚餓、

寒冷而顫抖。
署理女總督察陳頴儀供稱，案發當

日於秀茂坪警署的臨時羈留中心擔任
值日官。
第5被告連潤發的代表律師昨稱，陳

於羈留中心曾拍打枱面、製造大量噪
音，又大聲喝罵快將入睡的被捕人士：
「你哋搞到我哋都無得瞓、無得收
工！」
辯方續指，陳頴儀曾於2012年內部

紀律聆訊中被警誡，事件指她曾用手機
擅自拍攝警方內部電郵，並在沒有加密
的情況下將相片發給14名警員，辯方
認為她有違反警務規則的前科。
陳昨回應，指她已在紀律聆訊中認

罪，「所以我嘅integrity（誠信）係無
doubt（可疑）嘅」。
所有控方證人作供完畢，聆訊押後至
下周五再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值日官否認
製噪音阻被告入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友光、杜法祖）
再有無良賊匪打報紙檔主意，旺角上海街一
間由喪夫多年寡婦獨自經營，捱更抵夜養大
女兒的報紙檔，昨清晨被發現遭人撬開鐵櫃
鎖頭，盜去逾萬元香煙，檔口雖有「已裝閉
路電視了！」字句，無奈只是「靠嚇」，每
日早出晚歸靠報檔持家糊口的女檔主，事後
亦只能慨嘆一句：「自己捱吓囉！」

早年喪夫 獨守報檔持家養女
遭爆竊的報紙檔位於上海街600號對開，
女檔主姓李（47歲）。據悉她早年喪夫，
與女兒相依為命，大約8年前開始在上址獨
立經營該報紙檔，兼賣雜誌、香煙及紙巾
等，每天風雨不改，由清晨6時開檔至晚上
10時才收檔。

昨日清晨6時許，她如常返回開檔，赫然
發現前晚才入貨，擺滿香煙的鐵櫃鎖頭損
毀，打開證實共有20條香煙不翼而飛，相
信已被賊人盜去，損失總值約1萬元，慌忙
報警求助。

標示已裝天眼「靠嚇」失效
女檔主稱，早前曾被賊人順手牽羊偷去

一箱香煙，報警後幸能由警方成功拘捕疑
犯及起回失物，其後她在檔口張貼一張寫
上「已裝閉路電視了！」的字條，望能起
到阻嚇作用，無奈仍遭爆竊。
她估計今次破案機會渺茫，因為檔口真

的沒有安裝閉路電視，為免再有損失，日
後會在收檔後將香煙帶回家。
女檔主續稱，丈夫離世多年，僅靠報檔

收入持家糊口，獨力養大女兒。當被問及
會否叫女兒到檔口幫手時，她指「依家嗰
女廿幾歲，啱啱出身……唔會叫佢幫手
喇，佢做自己鍾意做嘅嘢啦！」她指經營
報紙檔工作時間長，每星期只能周日休
息，面對今次被盜損失，她亦只能無奈接
受現實。「靠自己，自己捱吓囉！嗰女大
咗，自己搵幾多使幾多算喇！」
上月9日在荃灣眾安街，亦有一間報紙檔

遭無良賊人落手撬毀鐵桶鎖頭，合共盜去
30條總值約1.59萬元的香煙，事件亦揭發
姓蔣(49歲)女檔主自丈夫癌病離世後，要日
做12小時維持家計，並需照顧年僅12歲女
兒，事件其後感動不少市民及街坊專程前
往光顧，不少有人心更放下500元「大牛」
免找。

另外「潔具大王」劉旺更開出一張1.6萬
元支票，由下屬送予蔣婦協助渡過難關，
而蔣感激人間有情之餘，認為自己仍可自
食其力地生活下去，希望「善款」能幫到
真正有需要的人，遂將收到的支票轉交慈
善機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深水埗元
州街昨午發生巨型招牌塌下險殺女途人驚
魂，一間冰室門口面積約1.5米乘4米巨型
招牌，突然塌下壓向行人路，一名女途人
猝不及防，當場被壓傷左肩膊倒地，幸無
性命危險，警方事後封鎖現場調查，屋宇
署人員事後到場了解意外原因，冰室一名
男負責人被捕扣查，案件列作高空墮物跟
進。

疑新舊招牌「層疊層」超負荷
現場為元州街1至3號地下一間名為「元
朗冰室」的茶餐廳，據悉該食肆在今年1月
才進行過裝修。現場所見塌下的招牌屬木
製，闊約1.5米，長約4米，深約0.5米，內

框藏有電線，惟招牌正面夾有3層木板，不
排除是新舊招牌「層疊層」而成，並用20
多枚僅1.5吋長螺絲裝嵌牆上，而非用爆炸
螺絲，估計或因重量超出負荷而塌下，但
確實原因仍有待調查。
被巨型招牌壓中大難不死的女途人姓鄧

（51歲），昨午3時許，她行經上址對開
時，巨型招牌突然塌下，當場擊中她的左肩
膊，鄧婦頓時被撞飛倒臥旁邊馬路，忍痛高
呼救命，多名途人聞聲上前安慰及報警。
救護員到場迅速將傷者送院救治，當時

她仍清醒。警員其後封鎖現場調查，屋宇
署亦派員到場了解意外原因，初步不排除
招牌因超出負重墮下釀成意外，警員事後
將餐廳58歲男負責人拘捕帶署扣查。

屋宇署指，肇事舖位整體結構並無明顯
危險，至於該個塌下的招牌有否違反《建
築物條例》，需進一步調查跟進。根據該

署統計數字，去年該署已拆除或修葺的危
險或棄置招牌共有1,566個，另發出719個
違例招牌清拆令。

冰室塌巨型招牌 壓傷女途人

報檔遭竊萬元香煙 寡婦檔主：自己捱吓

■獨力經營報檔的姓李女檔主。

■倒塌的巨型
茶餐廳招牌。■被巨型招牌壓傷手的女

途人，即場接受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