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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 香港電台有 3 個種類, 包括模擬廣播、網絡擴播、數碼廣播。 

 

模擬廣播, 聽眾可安裝光纖天線, 大幅改善接收音質不良的缺點。 

 

數碼廣播, 香港數碼廣播還在起始階段, 一般商營機構必須投放大量資金開發。2011
年，政府先後正式發出 4 個聲音廣播牌照(香港電台、新城、雄濤、鳳凰)以提供數碼

廣播服務，牌照有效期為 12 年，開始了數碼廣播的里程碑。 
2011 年 3 月 24 日, 香港政府發出 3 個數碼聲音廣播牌照(新城、雄濤、鳳凰) 
***2010 年中, 商台在申請途中退出牌照申請 
***2015 至 2016 年, 新城、雄濤、鳳凰分別交還牌照給香港政府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批出雄濤廣播有限公司聲音廣播牌照是合乎公眾利益的決定, 當時

行政會議成員是少數反對其決定, 可見曾蔭權不是在大反對聲音下作出此決定。 

 

***《基本法》第 47 條: 行政長官就任時向終審法院法官申報財產  
***財產定義不包括租務事宜 
 

《基本法》第 47 條: 香港特別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  

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 , 記錄在案。  

Basic Law Article 47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ust be a 
person of integrity, dedicated to his or her duties.  

The Chief Executive, on assuming office, shall declare his or her assets to 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the Hone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is declaration shall be put on record.  



 

香港基本法英文版下載  

http://www.basiclaw.gov.hk/en/basiclawtext/images/basiclaw_full_text_en.pdf 

香港基本法中文版下載  

http://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text/images/basiclaw_full_text_tc.pdf 

曾 蔭 權 , 現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常任秘書長劉焱指，1997 年 2 月行政會議設立成

員的申報制度，包括物業、投資以及配偶等資產申報，不過行政長官自願根據

政治委任官員及行會成員的申報制度，作出申報。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是自願根據政治委任官員及行會成員的申報制度，作出

申報。前行政長官曾蔭權 , 自 2005 年 3 月起，其任內於 44 次會議共作出 69
次利益申報 , 並自訂守則 , 由於以市價租賃東海福田君豪閣單位屬於曾蔭權自

訂守則範圍內 , 因此沒有作出申報。故此,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沒有申報退休居

住的租賃單位屬於無心之失 , 並不是故意的行為。  

 

基本法第 54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在行會間批准雄濤廣播牌照申請, 是履行行政長官職責之一, 當中

行會人員協助特首決策結果, 制度客觀公平, 行政長官不是在沒有和行會人員商議, 
才批准牌照事宜 
 
基本法第 56 條 
香港特別行政會議由行政長官主持。 
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 須徵

詢行政會議的意見, 但人事任免、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採取措施除外。 
行政長官如不探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 應將具體理由紀錄在案。 
 

 

由於科秓日新月異, 網絡漸成為電台主流互動平台, 一般聽眾可以互聯網網站重溫或

直接收聽香港電台節目, 投資成本亦相應大降, 而滲透率大增。 
 
網絡電台 (Internet Radio), 成本最低廉。不用申請牌照。香港目前約有數百個網上電

台, 例如 普羅 MyRaido、D100、熱血時報 Passion Times、謎米、OurRadio、點播、

花生台、OnAirPower、Ragazine、HKBC、恐怖在線、時空咖啡館等。 
 
 



香港數碼廣播發展史 
2004 至 2009 年間，香港電台進行了多次測試。 
 
2010 年，廣管局收到 4 份(商台、新城、雄濤、鳳凰)營辦數碼電台廣播服務申請，包

括 2 間持牌機構商業電台、新城電台，以及雄濤廣播有限公司（後稱「香港數碼廣播

有限公司」)和新牌照申請的鳳凰廣播公司。 
 
2010 年 6 月 24 日，商業電台以「認為不夠互動」為由撤回數碼廣播牌照申請，並決

定集中投放資源在另一網上平台 Hong Kong Toolbar 之上。 
 
2011 年，政府先後正式發出 4 個聲音廣播牌照(香港電台、新城、雄濤、鳳凰)以提供

數碼廣播服務，牌照有效期為 12 年，開始了數碼廣播的里程碑。 
 
自 2012 年各電台正式啟播以來，政府及電台均有大肆宣傳，唯成效不太顯著。 
 
2015 至 2016 年，鳳凰優悅 U RADIO 及 DBC 數碼電台相繼宣佈向政府申請交還數碼

聲音牌照，反映數碼聲音廣播存在若干問題。有論者指數碼聲音廣播的配套並不利於

市民，一直沿用的 AM/FM 收音機不能收聽數碼頻道，而需另購價格頗高的數碼收音

機。亦有學者表示政府的廣播政策欠缺規劃，沒充分發揮數碼功能。 
 
資料來源: 新傳網 
http://www.symedialab.org.hk/talk/官僚運作拖垮數碼電台/ 
 
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  
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Digit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Hong Kong Limited，簡稱

DBC 數碼電台，前身為雄濤廣播有限公司（Wave Media Limited）於 2008 年獲得香

港政府發放 AM 聲音廣播牌照，是一間香港商業廣播電台。 
 
DBC 數碼電台創辦人鄭經翰, 香港名嘴、前立法會議員, 最初兼任台長。現時大股東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黃楚標，董事會主席李國章教授、董事李少光、彭玉榮，行政總裁

羅燦。由於 DBC 數碼電台創辦人是鄭經翰, 一般人是不知道其他股東是誰, 正如曾經

擔任特首私人秘書和特首辦常任秘書長的麥靖宇作供指認識雄濤廣播的股東鄭經

翰，在禮賓府見過他，但就不認識另一股東黃楚標，亦不記得有否在禮賓府見過他。 
 
 
曾蔭權被控接受利益案 麥靖宇續作供 
---------------------------------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被控接受利益案，繼續由曾經擔任特首私人秘書和特首辦常任秘書



長的麥靖宇作供。 
曾蔭權由太太曾鮑笑薇陪同到高等法院應訊。控方指 2012 年 2 月 26 日，曾蔭權就租

住深圳單位接受電台訪問後，特首辦有出新聞稿。 
麥靖宇表示不知道曾蔭權上電台節目，是從報道才知道。他又指，認識雄濤廣播的股

東鄭經翰，在禮賓府見過他，但就不認識另一股東黃楚標，亦不記得有否在禮賓府見

過他。 
曾蔭權被控一項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和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他早前否認全部控

罪。 上一則：葉劉淑儀約見部分建制派選委介紹政綱 
http://news.tvb.com/local/588815cc6db28c5f31488c25 
 
影片旁白: 前行政長官私人秘書和特首辦常任秘書長麥靖宇作供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被控接受利案, 繼續由曾經擔任特首私人秘書和特首辦常任秘書長

的麥靖宇作供, 曾蔭權由太太曾鮑笑薇陪同到高等法院應訊, 控方指 2012 年 2 月 26
日, 曾蔭權就租住深圳單位. 接受電台訪問後, 特首辦有出新聞稿, 麥靖宇表示, 不知

道曾蔭權上電台節目, 是從報導才知道, 他又指, 認識雄濤廣播的股東鄭經翰, 在禮

賓府見過他, 但就不認識另一股東黃楚標, 亦不記得有否在禮賓府見過他, 曾蔭權被

控一項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 和兩項公職人員行失當罪, 他早前否認全部控罪 
 
 
2008 年 1 月 7 日, 雄濤廣播有限公司申請牌照時, 雄濤廣播有限公司 9 位股東如下: 
夏佳理先生 10% 
鄭經翰先生 13.33% 
何國輝先生 6.66% 
胡漢清資深大律師 10% 
李國章教授 10% 
李國寶博士 10% 
蒙民偉博士 10% 
黃子欣博士 10% 
黃楚標先生 20% 
 
自 2012 年底至 2015 年 8 月股東爭拗解決後，黃楚標成為最大股東，鄭經翰則全面退

出自己一手創辦的 DBC，而與股東黃楚標成交後即時取回投資 DBC 的半數本金，餘

款在 2013 年底取回，鄭經翰說有關資金將會投放網台 D100。 
 
2011 年，股東胡漢清出售 3.33%股權予鄭經翰（增持至 23.33%）, 鄭經翰成為主要股

東, 8 名股東股權如下: 
鄭經翰先生 23.33% 
黃楚標先生 20% 



夏佳理先生 10% 
何國輝先生 6.66% 
李國章教授 10% 
李國寶博士 10% 
蒙民偉博士 10% 
黃子欣博士 10% 
 
2012 年底開始, 股權再變動, 黃楚標成為主要股東, 過程如下: 
2012 年底，股東爭拗後，鄭經翰（23.33%）聯同何國輝（6.67%）及夏佳理（10%）

出售予黃楚標（增持至 60%）； 
2013 年，股東李國章（10%）、李國寶（10%）、黃子欣（10%）聯同蒙民偉遺產執行

人（李國寶、蔡奮強，10%）出售總共 39.48%予黃楚標（增持至 99.6%）；另外，李

國章、李國寶、黃子欣各減持至 0.13% 
2015 年 8 月，李國章、李國寶、黃子欣各持有 0.13%股權全數轉讓予黃楚標，黃楚標

自此全資擁有 DBC 
 
資料來源: 網上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zh-hk/DBC 數碼電台 
 
 
雄濤廣播有限公司(“雄濤廣播”)由 9 位 A 組股東創立， 他們是商人、銀行家、投資

者、專業人士和傳媒人。他們一共持有雄濤廣播的 100%股權。 
 
雄濤廣播計劃配發沒有表決權的 B 組股票給一群少數股東。B 組股票最多佔雄濤廣

播的 25%股權。B 組股東將包括管理層、主要節目主持人及合作伙伴。 
 
雄濤廣播有限公司符合電訊條例第 106 章規定申請事宜 
 
雄濤廣播有限公司所提交有關此項申請的詳情列明於下， 以供參考 
符合法定要求 
雄濤廣播呈述了以下數點: 
• 雄濤廣播是於二零零六年根據<公司條例>(第 32 章)在香港註冊及成立的公司。 
• 雄濤廣播並非<公司條例>定義所指的附屬公司。 
• 雄濤廣播根據其組織章程大綱獲賦權全面遵從<電訊條例>(第 106 章)的條文及其

牌照的條款及條件。 
• 沒有不合資格的人 1 持有雄濤廣播有表決權的股份。 
1 根據<電訊條例>(第 106 章)第 13I 條，任何人除非符合下述條件，否則均屬“不合資格的人 
• 沒有喪失資格的人 2 對雄濤廣播作出控制。蒙民偉博士現為信興廣告有限公司的



董事局主席及高級董事總經理。根據電訊條例第 IIIA 部，信興廣告有限公司可被視

為一個“ 廣告宣傳代理商”。但是，蒙博士並沒有在雄濤廣播擔任任何職位，亦不

是一位持有多於 15%有表決權股份的實益擁有人。因此，雄濤廣播呈述， 蒙博士並

沒有對雄濤廣播作出控制。 
《電訊條例》第 106 章連結 
http://ba_archives.ofca.gov.hk/sc/doc/WaveMediaNotice_c.pdf 
 
 
2008 年 7 月 9 日, DBC 數碼電台(前身雄濤廣播有限公司)獲發採用調幅（AM）810 千

赫頻率設置一條新的 24 小時粵語 AM 電台頻道，提供多元化知識型節目，牌照有效

期 12 年。 
 
2009 年 10 月, 鄭經翰表示雄濤會使用數碼聲音廣播技術，會有 7 個台在 2009 年 11
月開始試播，2010 年 11 月可正式啟播。 
 
股權變動 
2011 年，股東胡漢清出售 3.33%股權予鄭經翰（增持至 23.33%）； 
2012 年，股東爭拗後，鄭經翰（23.33%）聯同何國輝（6.67%）及夏佳理（10%）出

售予黃楚標（增持至 60%）； 
2013 年，股東李國章（10%）、李國寶（10%）、黃子欣（10%）聯同蒙民偉遺產執行

人（李國寶、蔡奮強，10%）出售總共 39.48%予黃楚標（增持至 99.6%）；另外，李

國章、李國寶、黃子欣各減持至 0.13% 
2015 年 8 月，李國章、李國寶、黃子欣各持有 0.13%股權全數轉讓予黃楚標，黃楚標

自此全資擁有 DBC 
 
 
資料來源: 網上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zh-hk/DBC 數碼電台 
 
2017/03/28 數碼電台 - 政府宣布停止數碼聲音廣播 (3) 
發佈日期：2017 年 3 月 28 日 
Source: 港台電視 31《新聞天地》(2017-03-2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ZQHFWmBcgc 
 
影片旁白: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數碼聲音廣播發展檢討報告後, 決定停止數碼聲音廣播服

務, 以及於 6 個月內或之後, 盡快在切實可行的時限內, 終止香港電台提供的數碼聲

音廣播服務, 商務及經濟發展發言人說, 3 間獲發牌的商營數碼聲音廣播機構, 短時間



內均以經營困難, 及沒有足夠的聽眾群為由退出市場, 反映市場已對數碼聲音廣播失

去興趣, 在缺乏商營機構參與下, 單靠港台獨自營辦數碼聲音廣播平台, 或要求港台

獨力建立足夠聽眾群, 並不切實可行, 檢討報告亦指出, 互聯網及流動應用程式發展

迅速, 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的聲音廣播服務, 宏觀環境已無助數碼聲音廣播市場復

蘇, 港台表示, 會重新整合現時數碼頻道的節目, 亦不會削減人手, 現時沒有了數碼

聲音廣播的平台, 但並不表示我們的節目不繼續, 我們的節目, 這裡有好的節目、有特

色的節目, 繼續在 AM、FM 播放, 實際上編配下去 (數碼聲音廣播)的全職公務員, 是

2.5 個的人手, 非合約公務員也不會裁減, 因為那些節目要繼續發展, (大約有多少人?) 
2 個, 全部 4.5 個, 有學者認為(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馮應謙), 香港數碼聲音廣播

發展比較遲, 令到有關服務難以發展, 香港已經有很多的網上頻道, 基本上觀眾聽收

音機的習慣, 可能已經改善了, 譬如他可以上網聽, 但是要重新買一個數碼收音機, 
收聽數碼頻道, 其實滲透率很慢, 政府是在 2010 年, 開始推行數碼聲音廣播服務, 
2011 年, 向香港數碼廣播、新城電台及鳳凰優悅, 批出數碼聲音廣播牌照, 3 台分別在

2015 至 2016 年交回牌照, 現時只有港台, 有 5 條數碼聲音頻道 
 
2017/03/28 數碼電台 - 政府宣布停止數碼聲音廣播 (3) 
whitepowderdirection 
發佈日期：2017 年 3 月 28 日 
Copyright owned by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Source: 港台電視 31《新聞天地》(2017-03-2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ZQHFWmBcgc 
 
2008-7-9 
DBC 數碼電台(前身雄濤廣播有限公司)獲發採用調幅（AM）810 千赫頻率設置一條

新的 24 小時粵語 AM 電台頻道，提供多元化知識型節目，牌照有效期 12 年。 
2010-4-30 
4 機構申辦數碼廣播  商台隨即撤回 
廣播電視管理局表示收到 4 間機構申請營辦數碼聲音廣播，包括商台、新城、雄濤廣

播及鳳凰廣播。但商台 6 月 24 日去信政府撤回數碼廣播牌照申請，認為數碼聲音廣

播不夠互動，決定資源集中投放在 Hong Kong Toolbar 之類的網上互動平台上。總經

理陳靜嫻指出若申請數碼廣播牌照，最少投資 2000 萬至 3000 萬元，「之後投入商台

互動（HKTB 的開發部門）一定不止這個數」。 
廣管局同年 2 月 21 日開始接受申請。 
http://www.symedialab.org.hk/talk/4 機構申辦數碼廣播商台隨即撤回 
2011-3-24 
政府發 3 個數碼聲音廣播牌照 
2011-8-15 
DBC 率先啟播即面對股東紛爭 



2013-1-12 
鄭經翰離開黃楚標全資擁 DBC 
2015-9-18 
鳳凰優悅 URadio 率先交回牌照 
2015-10-20 
DBC 重組頻道裁滅新聞資訊台 
2016-8-8 
DBC 交還數碼廣播牌照：前景欠佳 
2016-8-8 
管理層指結業主因：政策矛盾 
2016-8-8 
的士協會：部門官僚半湯不水 
2016-8-8 
港府：無意結束模擬聲音廣播 
2016-8-8 
學者批評政府無數碼廣播全盤政策 
2016-9-12 
新城電台交還數碼牌照 商營數碼廣播告終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須涉及濫用職權，「被告人行使可影響公眾利益的權力」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Misfeasance / Misconduct in public office）是一項在普通法上的罪

行，指公職人員在執行公職的過程中或在與其公職有關的情況下，故意作出失當或不

恰當的行為（例如故意疏忽職守、濫用公職權力或不履行職務），而未能提供合理解

釋或理由，並且鑑於該項公職和擔任公職者的職責範圍、有關公職和任職者的服務宗

旨的重要性，以及偏離職責的性質和程度，有關的失當行為屬於嚴重而非微不足道。

即使未有確切證據證明有關公職人員因受賄而故意作出有關的失當行為，而且未有令

政府有任何損失，依然可被控這項罪名。 
 
重要案例 
 
Sin Kam Wah & Another v HKSAR FACC 1/2002：香港警務處前高級警司冼錦華接受

了免費性服務而被定罪，終審法院在本案確立了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五項要素。 
 
HKSAR v Wong Lin Kay FACC 3/2011：終審法院在本案釐清了「公職人員」的定義。

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所僱用的司機黃連基在因為觸犯酒後駕駛罪而被停牌期間沒有



向署方報告，照常駕駛公務車輛進出郊野公園，原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但

高等法院及終審法院均認為政府公務車司機的身份並無行政權力，因此被告不算普通

法下的「公職人員」，改判罪名不成立。 
 
資料來源: 網上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網上電台 
 
內容 
• 吹水/清談，發表偉論 
• 表演特技、唱歌、口技 
 
香港網上電台一覽 

根據非正式統計，香港目前有網上電台六百多個，眾多教人建立網上電台的網頁。 

 
普羅 My Radio 
http://www.myradio.hk 
MyRadio Official YouTube 
 
熱血時報 Passion Times  
http://www.passiontimes.hk 
熱血時報節目 YouTube 
 
點解我唔明？ 
點解我唔明？ Official YouTube 
 
FarumRadio 花冧電台 
http://farumradio.com/ 
 
(雲海)時空咖啡館 www.timecoolfree.com 
http://www.timecoolfree.com/ 
(雲海)時空咖啡館 Official YouTube 
 
OurRadio 
http://www.ourradio.hk/ 
 



D100 
http://www.d100.net/ 
 
HKBC 
http://www.hkbc.tv/ 
 
OnAirPower 
http://www.onairpower.com 
 
Ragazine 
http://ragazine.com.hk/ 
 
謎米  
http://www2.memehk.com/ 
 
花生台 
http://www.hkpeanut.com/ 
香港花生 Official YouTube 
 
點播  
http://www.dimbo.tv/ 
 
星匯網 
http://www.staradio.com.hk/ 
 
恐怖在線 
https://www.edmondpoon.com/#/index/home 
 
資料來源: 網上維基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網上電台 
 
2017-9-20  影片旁白:  
***梁振英是公職人員行政會議召集人 
***劉夢熊質疑特首梁振英當年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時，未有向行會申報其與雄濤廣

播股東的關係*** 
劉夢熊質疑, 梁振英同樣無申報, 4 次行政會議開會時, 討論發牌給雄濤電台時, 梁振

英當時是行政會議召集人, 但其實內裡, 梁振英親自說, 跟黃楚標在深圳的物業, 東

海花園有一個物業管理合約, 每個月收人管理費, 以及保障物業會升值, 這件事你應



該要申報, 如果你不是用雙重標準去看問題, 這件事上, 是否值得廉政公署去追究呢? 
 
曾蔭權被定罪 劉夢熊質疑梁振英同樣無申報 

2017 年 02 月 28 日 

 
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去年初因妨礙司法公正罪成被判囚 18 個月，昨(27 日)刑滿

出獄，今早他出席電台節目，質疑特首梁振英當年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時，亦一如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罪成的前特首曾蔭權爵士一樣，未有向行會申報其與雄濤廣播股東

的關係，被問到會否將有關資料送交廉政公署調查時，劉夢熊稱，「呢個我會做一個

好巿民嘅！」 
 
劉夢熊表示，曾蔭權未有申報和雄濤股東的租約關係，被法庭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罪罪成，而在同樣場合，即行會 4 次討論是否發牌予雄濤時，梁振英當時是行會召集

人，同一時間梁振英屬下公司與該股東的深圳物業有一個物業管理項目關係，他認為

梁應要向行會申報有關關係，但質疑梁並未作申報。 
 
被問到會否將相關嘅資料送交廉署時，他表示，「呢個我會做一個好巿民嘅！」他再

被追問會否作出舉報時，他說，「我會做我應該做嘅事，只要對香港長治久安有利。」 
 
此外，劉接受另一間傳媒訪問時，提及梁振英涉及 UGL 事件時，他指這不是貪污，

但按照《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應在上任時向首席大法官申報財產，「(5000 萬港

元)不理是分手費還是甚麼，都是財產，因為《基本法》規定必須申報財產。」他又

稱，UGL 是澳洲上市公司，梁收取 5000 萬港元後沒有在香港交稅、也沒有在澳洲交

稅，所以沒申報、沒交稅這兩件事是大問題，違反了《基本法》的規定。 
 
2017-9-20   
***梁振英是公職人員行政會議召集人 
***劉夢熊質疑特首梁振英當年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時，未有向行會申報其與雄濤廣

播股東的關係*** 
影片旁白: 
劉夢熊質疑, 梁振英同樣無申報, 4 次行政會議開會時, 討論發牌給雄濤電台時, 梁振

英當時是行政會議召集人, 但其實內裡, 梁振英親自說, 跟黃楚標在深圳的物業, 東

海花園有一個物業管理合約, 每個月收人管理費, 以及保障物業會升值, 這件事你應

該要申報, 如果你不是用雙重標準去看問題, 這件事上, 是否值得廉政公署去追究呢? 
 
資料來源: 東網 hk.on.cc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70228/bkn-20170228134242954-0228_0

0822_001.html?eventid=4028810746381ccb01465c92d00d61e4&eventsectio

n=hk_news 
 
 
議員林卓廷: 無查李國寶重大漏洞 
***李國寶不是公職人員, 梁振英是公職人員行政會議召集人 
影片旁白: 今次的刑期, 是一個非常清晰的訊息, 給所有的公職人員, 就是他們執行

職務的時候, 要比紙更白, 絕對不能夠牽涉利益衝突, 否則可能要面對非常嚴重的刑

事後果, 廉政公署是一定要提交一個檢控檔案給律政司, 尋求法律意見, 這個檢控檔

案入面會好清楚列出, 廉署調查曾蔭權案, 發現了什麼事實, 拿到什麼證人的口供, 
所有疑犯的回應, 或者他拒絕回應的紀錄, 好明顯李國寶沒有與廉署接觸, 是案件當

中非常重大的漏洞, 到底是律政司看不到這個漏洞, 還是他看到這個漏洞, 沒有跟廉

署說, 還是律政司已和廉署說, 廉署是「無做嘢」 
 
 
2012 年 04 月 03 日 
釐清公職人員失當 
 
漁護署司機因醉駕被停牌後，未有通知上級下如常開工，審訊後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

失當罪成，他經上訴洗脫罪名，但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訴。終審法院昨判律政司敗訴，

並釐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須涉及濫用職權，五名法官一致認為本案司機只是一名司

機，他雖有做錯，但沒有濫用職權。 
 
去年，高院法官麥明康撤銷司機黃連基的定罪時指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只適用

於涉及「被告人行使可影響公眾利益的權力」，有關觀點昨獲終審法院認同。終院常

任法官李義指出，黃只是一名司機，無證據顯示他可以作出影響公眾利益的行政決

定，其失當行為並無構成濫用職權。 
 
現年 50 歲的黃於 09 年因醉駕被罰停牌，至翌年中，其停牌期間駕駛一事始曝光，被

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等共兩罪成立，判囚 15 個月及停牌兩年。 
 
案件編號： FACC3/11 
 
資料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0403/16216514 
 
 



2003 年 12 月 09 日 
歷來入罪最高級華人警官  冼錦華囚三年 
 
高級警司冼錦華因貪念而接受免費嫖妓，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昨判囚三

年，斷送大好前途。 
 
加入警隊二十六年，原本前途似錦，官運亨通的高級警司冼錦華，由於縱情聲色，三

度獲安排免費嫖妓，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即使辯方昨日求情力指他屢破奇

案，為警隊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法官完全不為所動，狠斥他自甘墮落，身為高級警官，

不但疏忽職守，更干犯貪污罪行，重判冼錦華及夜總會女東主林春葉各入獄三年。 記

者：柯弘毅 
 
知法犯法的冼錦華（四十五歲），是歷來被法庭定罪的最高級華人警官，因好女色免

費嫖妓淪為階下囚，更將會喪失高達五百萬元長俸。辯方資深大律師蘇朗年表示會替

冼錦華及林春葉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等候上訴。 
 
警隊高官罪行更重 
 
冼錦華原被視為警隊明日之星，連區域法院法官辛達誠在判刑時亦感慨指他在警隊扶

搖直上，位高權重，令人引以為傲，亦證明其過人才幹，要判處他實感難過。法官形

容罪成令冼錦華喪失職位及長俸，對他及家人如同悲劇，但任何警員均知道此乃犯罪

必然後果，冼錦華選擇犯罪一途，是咎由自取。  
 
法官狠斥冼錦華接受免費嫖妓，等同姑息罪行，「真正罪惡的是你未能履行職責，還

令自己置身貪污的危機。」法官引述前任高院首席法官陳兆愷的判詞，強調貪污罪行

如同健康社會的癌症，影響深遠，在文明社會絕不容許。貪污必須及早消滅，否則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後果堪虞。  
 
法官指巿民有權獲得平等對待，而非有個別人受優待，法官指，「但你收受『甜頭』，

一旦你無法抗拒這些貪污要求，整個社會都會受害。」故此法庭須明確表示，所有警

務人員及公務員不可貪污，任何人加入警隊，必須達到公眾所預期的極高標準，不應

沉淪於不良的個人行為。法官認為即使冼錦華在警隊中表現良好及出眾，但無減罪行

的嚴重性，任何警員無論是否蓄意貪污或干犯牽涉貪污的罪行，無可避免判處監禁。

法官指冼錦華在有組織罪行及三合會調查科以及毒品調查科身居要職，令罪行更加嚴

重，判三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各入獄三年，同期執行。 
  
林春葉同判囚三年 
 



至於女被告林春葉，法官形容她借免費召妓向冼錦華賣人情，打好利益基礎。法官表

示，經營淫業的她向冼提供奢侈消遣及召妓服務，並非出於友情，而是為日後討回得

益。法官指最邪惡的是林設計令冼錦華欠下人情，以便有需要時就向他提出要求。法

官又指即使林現在沒有即時的金錢得益，但嚴重程度不能低估，因為預先給予好處，

是最隱密的貪污罪行，難以偵察。公眾需要廉潔社會，此類罪行等同實質貪污，甚至

更為嚴重，三項向政府人員提供利益罪判監三年，而社會視賣淫為罪惡，另三項控制

他人賣淫罪判監一年，同期執行。  
 
辯方昨日求情指冼錦華為完美警察，功績彪炳，他被定罪等同警隊被奪去一位最優秀

的警官，巿民亦損失一位聰明、老練的警員。早於七六年在警察訓練學校結識冼錦華

的助理警務處處長陳偉基出庭作品格證人，形容冼機智、勤奮及有才幹，破案無數，

獲三次嘉許，兩次警隊長期服務獎章，更是警隊大使，代表出席國際會議，更獲日本

警方發信讚揚他打擊東南亞區販毒罪行的貢獻，停職前三年被上級評為表現優異及出

眾。  
 
辯方另指林春葉其實主要業務是代理啤酒，經多年努力，成為燕京啤酒港澳總代理，

僱用員工二百人。  
 
案件編號： DCCC579/03 
 
2003 年 12 月 09 日 
冼錦華為嫖妓損失 500 萬長俸 
 
在警隊內努力不懈，連番破案建功的冼錦華，僅二十年便由見習督察，冒升至統領「 O
記」及毒品調查科的高級警司，去年被廉署拘捕前原本處於人生及事業的高。但事隔

一年，昨日卻因公職失當罪成判監，成為歷來被入罪的最高層華人警官。  
 
冼錦華在警隊二十六年內，紀錄毫無污點，曾被一致看好，是晉升總警司的大熱。但

自早前裁定罪成一刻，他的警官生涯因此結束，一切機會亦告灰飛煙滅，除多年來的

努力毀於一旦，亦要面對沉重的財政打擊，被負資產所累的他將損失五百萬元長俸。 
 
廉署不會特別慶祝 
 
警方發言人昨日表示，由於冼錦華會提出上訴，警方需等候上訴結果，才會考慮對冼

作出紀律處分，或取消其長俸。冼錦華七七年入警隊，至案發時晉升至高級警司，月

入九萬三千多元。若以新制計算，他於五十五歲退休可一筆過領取退休金達五百萬，

另每月退休金二萬九千多元。  
 



冼免費嫖妓被判行為失當罪成，本地督察協會主席廖潔明強調，今次事件會否對警隊

的士氣造成打擊，因案件仍未了結，現階段實難評論。  
 
據了解，廉署調查人員在破案後，最擔心的是控方證人受騷擾，因為他們的證供對成

功將被告入罪起關鍵作用，故廉署亦出動保護證人組予以保護。不過，有份破案的人

員表示因高層不主張，故不會有特別慶祝。對於事件曾觸發警廉衝突，調查人員認為

不會有特別壓力，日後調查同類罪行，會借冼案作參考。  
 
廉署去年五月向傳媒披露拘捕冼錦華免費嫖妓，曾觸發警廉衝突，警方不滿廉署放

料，翌日炮轟廉署借傳媒抹黑警隊，廉署數小時後再反擊，指早已知會警方高層，特

首其後介入調停，但警隊一哥曾蔭培及前廉政專員黎年在出席立法會解釋時仍針鋒相

對，事隔數月關係才緩和。 
 
資料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31209/3714480 
 
2003 年 12 月 09 日 
立會將討論監察警操守 
 
對於高級警司冼錦華因接受妓女的免費性服務，行為不當罪成被重囚三年。立法會保

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涂謹申昨日強調，冼知法犯法，在執法過程中與「邊緣行業」接觸，

建立利益關係，屬貪污同類案件最嚴重的，法庭必須重點打擊有關貪污行為。  
 
涂謹申表示，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下月亦會就警隊的操守問題，作出公開討論，以

便設立機制，監察警務人員與黑分子建立的利益關係。 
 
警暫不修改指引 
 
警方發言人昨日表示，警方內部對警員的行為操守，有嚴格的規定，暫時沒有必要修

改有關指引。廉署發言人則表示，尊重法庭判決。  
 
有法律界人士持不同意見，林炳昌律師認為，本案判刑「離譜」、過重。案中並無證

據指控冼錦華，有實際參與任何違法行為，或收取實際利益，法官卻以貪污作為量刑

準則。他補充指，從過往案例中顯示，即使是政府產業署前總產業經理，將逾億元合

約批予親人，判監三十個月；比較冼錦華只是接受了免費召妓，判刑明顯過重。 
 
資料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31209/371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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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 47 條: 行政長官就任時向終審法院法官申報財產 

《基本法》第 47 條: 香港特別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  

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 , 記錄在案。  

Basic Law Article 47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ust be a 
person of integrity, dedicated to his or her duties.  



The Chief Executive, on assuming office, shall declare his or her assets to 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the Hone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is declaration shall be put on record.  

 

香港基本法英文版下載  

http://www.basiclaw.gov.hk/en/basiclawtext/images/basiclaw_full_text_en.pdf 

香港基本法中文版下載  

http://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text/images/basiclaw_full_text_tc.pdf 

 

現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常任秘書長劉焱指，1997 年 2 月行政會議設立成員的申報

制度，包括物業、投資以及配偶等資產申報，不過行政長官自願根據政治委任

官員及行會成員的申報制度，作出申報。  

 

基本法第 54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在行會間作出批准雄濤廣播牌照申請, 是履行行政長官職責之

一, 當中行會人員協助特首決策結果, 制度客觀公平, 行政長官不是在沒有和行會人

員商議, 便作出批准牌牌事宜 
 
基本法第 56 條 
香港特別行政會議由行政長官主持。 
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 須徵

詢行政會議的意見, 但人事任免、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採取皂措除外。 
行政長官如不探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 應將具體理由紀錄在案。 
 
2017/-2-17 
***曾蔭權案 陪審團退庭商議 主審法官指需盡量達一致裁決 
主審法官陳慶偉說話干擾陪審員必須「盡量達一致裁決」 , 影響公平裁決, 以致出現

8:1 罪成的結果, 建議更換主審法官重審此案, 原因主審法官陳慶偉過往形象及言行

影響香港司法專業形象 
 
法官陳慶偉昨早完成指引陪審團及總結證人證供，8 女 1 男組成的陪審團約 10 時 50
分開始退庭商議。 



 
***法官並提醒陪審團，根據陪審團誓詞，他們必須根據證據作出真確的裁決，各人

商議時應運用自己的個人經驗及智慧，考慮自身及他人的意見。 
 
***法官並向陪審團表示，9 人組成的陪審團應盡量達至一致裁決，若未能達一致決定， 
亦至少要達至 7 比 2 或 8 比 1 的裁決，而 6 比 3 或 5 比 4 的裁決均無效，若出現上述

情況，陪審團可以書面通知法官，法官將進一步引導陪審團。 
 
及至昨午 3 時許，***陪審團就控罪三有些疑問，他們要求法官以日常例子解釋控罪

三中的控罪元素，包括何謂故意作為或遺漏、以及是否構成合理辯解，以及沒有直接

證據的情況下應如何作出裁決。 
 
要求法官解釋控罪元素 
 
另一項疑問是控罪一「是否要證明曾蔭權所收的利益，是作為所指曾作出各批准的報

酬，或是根本不用證明是實質報酬是甚麼。」法官需時與控辯雙方商討，押後今日回

應。 
 
曾蔭權租深圳複式住宅以備退休居住，被揭發該物業發展商是雄濤主要股東黃楚標，

被質疑租務安排涉及利益輸送，亦即本案的關。廉政公署經過調查後，於 2015 年正

式起訴曾蔭權，他是本港歷來遭刑事檢控的最高級官員。 
 
案件於上月 3 日在高等法院正式開審，經 28 日審訊，其間控方傳召多名前高官出庭

作供。辯方則沒有傳召任何證人，曾蔭權亦選擇不作供自辯。 
 
資料來源 
http://www.metrodaily.hk/metro_news/%E6%9B%BE%E8%94%AD%E6%AC%8A%E6
%A1%88-%E9%99%AA%E5%AF%A9%E5%9C%98%E9%80%80%E5%BA%AD%E5
%95%86%E8%AD%B0-%E5%AE%98%E6%8C%87%E9%9C%80%E7%9B%A1%E9%
87%8F%E9%81%94%E4%B8%80%E8%87%B4%E8%A3%81%E6%B1%BA/ 
 
 
 
2017-2-17 法官陳慶偉裁決結果, 前特首曾蔭權案被控以下 3 項罪名: 
第一項控罪「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陪審團不能達致裁決。 
指他接受深圳東海花園三層複式單位的裝修工程，作為行政會議處理三項有關雄濤廣

播牌照申請的回報； 
@@未能達成共識，沒有裁決 



 
第二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指他在處理三項有關雄濤廣播牌照申請時無申報利

益； 
@@ 8:1 裁定曾蔭權第二項控罪「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 
***主審法官說話干擾陪審圑盡快結案判刑, 陪審員裁判結果第 2 項控罪達成大比數

的共識 
 
第三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指他決定向何周禮授勳時，隱暪何周禮為深圳物業

做室內設計，並以授勳作為回報。 
@@ 9:0 裁定第三項控罪「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不成立 
***主審法官說話干擾陪審圑盡快結案判刑, 陪審員裁判結果第 3 項控罪達成大比數

的共識 
 
 
資料來源 
https://www.881903.com/Page/ZH-TW/newsdetail.aspx?ItemId=923905&csid=261_341 
 
 
關鍵証人: 何周禮 
2005年 當選十大傑青, 在建築界多次獲奬, 包括: 亞太區物業大奬(建築類)、金點設

計奬 
2011年 獲政府頒授 「榮譽勳章」 
2015-10-6 廉署針對前特首曾蔭權的其中 1 項控罪, 指他擔任特首時, 涉廉於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7 月期間, 曾蔭權 『提名』何周禮授動, 却沒有披露何周禮在曾蔭權

深圳租賃的單位負責室內設計 

 
******主控大律師 David Perry 問題: 咖啡室閒談時他是否知道黃楚標與東海花園單

位的關係？ 
***關鍵証人何周禮給主控大律師 David Perry 反覆追問下改口供, 由「完全不知道」, 
改為「答應接下項目首次立約後，經鄭經翰轉述才知道」, 最後答案改為「有可能」

影響陪審團裁決 
******主控大律師 David Perry 問關鍵證人何周禮，咖啡室閒談時他是否知道黃楚標

與東海花園單位的關係？******何周禮起初稱「完全不知道」，其後又稱是在「答應

接下項目首次立約後，經鄭經翰轉述才知道」，***在主控大律師 David Perry 反覆詢

問下，才承認「有可能」是在咖啡店閒談期間得悉。 
 
由於深圳福田東海花園君豪閣頂層複單位 6500 呎(共 5 間房), 年租 100 萬, 計劃租期

為 3 年,, 前身是娛樂式商業會所, 是故東海集圑需要重新設計單位供租客人住, 室內



設計師何周禮負責設計, 設計費用為 35 萬元, 分 2 期付款。有關裝修工程是透過公開

招標形式, 費用 350 萬元。 
 
何周禮曾在禮賓府見曾太 
根據呈堂的東海花園工程合約(簽約日期為 2011 年 2 月 17 日)，合約由何周禮建築事

務所的子公司（周禮軒有限公司）與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簽訂，訂明了共 35 萬設

計費分 2 期支付，首期 17.5 萬元在確認簽約後付，而尾期 17.5 萬元在工程完結時清

付。 
 
2011 年 2 月 18 日何周禮到禮賓府會見曾太鮑笑薇。 
【曾蔭權涉貪案】何周禮稱怕「生客」 原不想接特首退休居所工程 
撰文： 朱幼麗 
發佈日期： 2017-01-17 20:42 
最後更新日期： 2017-01-17 20:42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涉貪及瀆職案，在高院繼續第六日審訊，重點如下： 
1. 對於涉案東海花園的室內設計單位，是時任行政長官的退休居所，何周禮霸氣地說：

「我怕了生客，若是熟客，他再找我，我會再考慮。」 
2. 曾蔭權兩胞弟都「幫襯」何周禮作室內設計，其中一名胞弟由鄭經翰介紹。 
3. 2012 年 2 月 22 日和 26 日曾蔭權主動到電台和電視訪問的新聞片段和聲音，在庭上

逐一展現。 
4. 明天何周禮會繼續作供 

 
何周禮說他生意太好，原本並不想接東海物業的建築工程。（鄭子峰攝） 
 

負責曾蔭權未來退休居所室內設計的建築設計師何周禮，穿着黑色長褸、長

褲、上衣於今日下午，乘坐七人私家車到高院出庭作供。  



 
重點一：我無特別理會這些不熟的生意客戶  

於 1999 年成立何周禮建築事務所有限公司的控方證人何周禮，大約 2011 年 1、
2 月間，他的公司接到深圳東海集團的 COLD CALL(突然而來的電話問價)，但

「因為我公司生意太好，很多這些 COLD CALL，我都無特別理會，這些不熟

的生意客戶。」  

不過之後雄濤廣播另一股東鄭經翰，邀請他到咖啡店，邀請他擔任涉案單位的

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更提及單位是「時任特首會住的地方」，業主是黃楚標，

但何周禮強調，鄭經翰只是着他考慮一下，無給何壓力，何當時沒有馬上答應

接受委聘，「因為我怕了生客，若是熟客，他回來找我，我會考慮一下。」  

但最終何周禮於 2011 年 2 月 17 日和東海集團簽約，設計顧問費為 35 萬元，

分兩期支付，並透過東海集團安排，翌日到禮賓府與曾蔭權太太曾鮑笑薇，召

開第一次裝修會議。  
 
重點二：曾蔭權兩個胞弟都找何周禮作室內裝修  

庭上的證供披露，何周禮不只於 2011 年為曾蔭權未來的退休居所作室內設計，

還曾於 2008 年分別為曾蔭權兩名胞弟曾蔭煊、曾蔭荃作室內裝修工程。  

何周禮說：「印象都是在 2008 年，都是一些往宅室內設計工程，都是不過千

多呎的基本裝修。」所謂基本裝修即包括「天花、地下、牆身」的裝修、舊洗

手間更換等，都不是一些豪華裝修。何透露，其中一名曾弟由前立法會議員鄭

經翰介紹，另一位可能現任立法會議員石禮謙。  

何周禮表示，他於 2005、2006 年當選十大傑青時，透過他的老師劉秀成教授

介紹下，認識了鄭經翰，之後兩人每隔兩、三個，便會在社交場合、或由鄭邀

請他會面；而鄭更於 2011 年 1、2 月間主動邀約何周禮會面，提議他為涉案單

位作裝修設計工程。  

在案中負責為單位裝修作穿針引線的鄭經翰，案發時亦是雄濤廣播其中一名股

東，更代表雄濤廣播簽署有關數碼廣播牌照。  
 
重點三：曾蔭權於 2012 年 2 月電台、電視訪問片段  庭上重溫  

控方一直指，深圳東海花園物業曝光後，曾蔭權分別在 2012 年 2 月 22 日、26
日到香港電台、無綫電視、商業電台的新聞節目上解畫，為時 70 分鐘，曾在

節目中揚言：「我都希望我卸任後，7 月 1 日後立刻離開禮賓府。我最新在深

圳福田區的東海花園租了一疊樓，希望 7 月 1 日後搬入去住。」  



曾又承認，2010 年有意租住深圳東海集團的房屋時，沒有向行政會議申報，亦

無想過東海集團主席黃楚標是香港數碼廣播的主要投資者，並提及每年約 100
萬港元租住 3 年。  

同時控方亦播放了，2011 年 10 月何周禮在禮賓府授勳片段，為時 20 秒，畫面

上兩人笑容燦爛，更面向鏡頭一同拍照。  

案件編號：HCCC 484/2015 
 
https://www.hk01.com/港聞/66340 
 
https://www.hk01.com/%E6%B8%AF%E8%81%9E/66340/-%E6%9B%BE%E8%94%AD
%E6%AC%8A%E6%B6%89%E8%B2%AA%E6%A1%88-%E4%BD%95%E5%91%A8
%E7%A6%AE%E7%A8%B1%E6%80%95-%E7%94%9F%E5%AE%A2-%E5%8E%9F
%E4%B8%8D%E6%83%B3%E6%8E%A5%E7%89%B9%E9%A6%96%E9%80%80%E
4%BC%91%E5%B1%85%E6%89%80%E5%B7%A5%E7%A8%8B 
 
【曾蔭權涉貪案】何周禮稱曾蔭權並非朋友 鄭經翰推介接東海工程 
撰文： 伍凱瑩  
發佈日期： 2017-01-17 16:01  
最後更新日期： 2017-02-10 19:15 
 
前特首曾蔭權涉嫌收受利益及瀆職案續審，案件進入第六天，控方下午續審傳召建築

設計師何周禮作供，他主理深圳東海花園大宅的室內設計工程，並於 2011 年獲頒榮

譽勳章。何承認早於東海花園工程前已認識曾蔭權，但否認大家是朋友關係。何自稱

2002 年間出席推廣本地設計的官方場合時認識曾，其後在鄭經瀚和石禮謙的介紹下，

在 08 年為曾的 2 名弟弟進行室內工程。 
 



 

麥靖宇稱未有見過何周禮（圖）在禮賓府出現。（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何周禮稱他於 1999 年成立自己的建築設計公司，顧客包括政府、私人發展商和 NGO，

除本地生意，亦接手內地和海外的設計項目。何庭上確認曾經參與深圳東海花園的設

計工程，並指早在工程前已認識黃楚標、鄭經翰和曾蔭權，但皆非深交。 
 
在 2006 年當選十大傑青的何周禮，經劉秀成介紹認識鄭經翰，鄭當時就家居裝修事

宜請教他，何庭上形容鄭為「朋友」，但兩人之後少有交集；直至 2008 年，在立法會

議員石禮謙辦的一個社交聚會中，何與黃楚標有一面之緣，但何當時完全不知道對方

與東海集團和雄濤廣播的關係。 
 

何周禮承認見過曾蔭權很多次，但只是在 2002 年至 2005 年一些推廣本地設計、由貿

發局舉辦的官方場合，不認為與曾是朋友關係。在鄭經瀚介紹下，何為曾 2 名弟弟進

行住宅的室內設計工程。 
 

鄭經翰曾叫何周禮接東海工程 
 

2011 年 1 月至 2 月間，何周禮的建築設計公司首次接到深圳東海花園的工程邀請，因

對方當時只是打 cold call 致電公司， 而公司業績不錯，故何沒有理會。直至 2 月初，

鄭經翰與何周禮在咖啡店閒談，鄭希望他考慮接下東海花園的設計項目，雖然沒有提

及太多單位的詳情，但有提及特首曾蔭權退休後會入住。 
 
何庭上解釋，與鄭經翰的會面不太影響接不接東海花園的生意，稱「怕做生客，如果

熟客返轉頭，會考慮多些」，而鄭當時亦沒有向他施壓，純粹希望何考慮一下，何數

日後決定接下工程。 



 
#####主控大律師反覆追問關鍵証人何周禮, 更改作供答案 
******主控大律師 David Perry 問關鍵證人何周禮，咖啡室閒談時他是否知道黃楚標

與東海花園單位的關係？******何周禮起初稱「完全不知道」，其後又稱是在「答應

接下項目首次立約後，經鄭經翰轉述才知道」，***在主控大律師 David Perry 反覆詢

問下，才承認「有可能」是在咖啡店閒談期間得悉。 
 
 

 
被告曾蔭權（中）今天在高等法院應訊後離開法庭。（鄭子峰攝）  
 
何周禮曾在禮賓府見曾太 
根據呈堂的東海花園工程合約，合約由何周禮建築事務所的子公司（周禮軒有限公司）

與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簽訂，訂明了共 35 萬設計費分 2 期支付，首期 17.5 萬元在

確認簽約後付，而尾期 17.5 萬元在工程完結時清付。 
 
何周禮曾經 4 度到東海花園考察，於 2011 年 2 月 11 日到大宅單位視察現場情況，評

估設計的複雜程度。而 2 月 17 日簽約後翌日，則到禮賓府會見曾太鮑笑薇。關於當

日會面情況，主控稱會在明日續審時仔細詢問何周禮。 
 
72 歲的被告曾蔭權否認一項行政長官接受利益和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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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涉貪案】曾蔭權選擇的退休居所 前身是娛樂式商業會所 
撰文： 陳雯慧 
發佈日期： 2017-01-19 20:57 
最後更新日期： 2017-01-19 20:58 

 
•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涉貪及瀆職案進入第八天審訊，建築設計師何周禮作供完

畢，今日重點如下： 
1. 何周禮踢爆，曾蔭權打算租用的深圳東海花園君豪閣頂層的三層式豪宅，前身是可

留宿的娛樂商業會所； 
2. 何周禮以曾替富豪到意大利找石、西班牙搵水晶燈和再去法國訂傢具的例子，說明

君豪閣的翻新設計絕不奢華。 
3. 何周禮和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捲入西九故官風波的建築師嚴迅奇，於 2011 年同獲

授勳； 
4. 控方早前揭曾蔭權用行政長官辦公室信紙，讚揚汕頭巿帝豪酒店黃順源，今日再揭

黃順源是涉案東海集團(聯合)有限公司的中國銀行戶口簽名人。 
5. 控方明天向陪審團，詳解本案資金流向圖表。 

 
庭上爆出曾蔭權原本選定的退休居所，前身是娛樂式商業會所。（伍凱瑩攝） 
 



關鍵證人何周禮，於 2011 年 2 月受聘深圳東海集團翻新、設計涉案深圳東海

花園君豪閣三層式單位，該單位是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打算在 2012 年 7 月 1
日退任後，遷居暫住兩、三年的地方。  
 
重點一：豪宅前身是可留宿、有卡拉 OK 的娛樂商業會所  

辯方英國御用大律師萬江儀在庭內宣讀一份深圳東海花園發展商的文件，顯示

在 1997 年該計劃由一名新加坡出名的陳青松建築師負責，物料來自西班牙、

美國，並由香港知名的 RMJM 建築公司負責設計等，屬高檔層次，但何周禮卻

不表認同，他在 2011 年 2 月 11 日簽約之前到該單位視察，當時業主正進行拆

卸工程。  

他說：「去到的感覺和心情，感覺很不衛生，原因有一位負責開門的女士，我

不認識，有透露過用途，原來國內的會所，不是指香港式的會所，我當時不知

該會所有商業用途，是娛樂式，有飯局，有卡拉 OK,，用會所的人更可以過夜。」

何周禮同意辯方所指，若當時將單位放租，業主必須重新翻新，才能租到好的

價錢。  
 
重點二：簡約而奢華? 或華而不實? 

何周禮同意辯方所指，他於 2011 年 2 月 18 日在禮賓府首次和曾蔭權、曾太曾

鮑笑薇開裝修會議，曾太當時的要求是「簡約、光亮、摩登和潔淨」，沒有要

求奢華的用料或牌子；至於用作儲物的木料是欅木，何舉例說，現時法庭內的

木器都用欅木做，更透露其後東海集團還更改用料，要求他用一些「土砲貨」

門鎖、門柄、燈、電掣、廚房及浴室用品、地板等。  

不過主控官 David Perry 好似不同意，覆問中反問何：「其實裝修設計，可以做

到又簡約又奢華?」何同意，但強調以他的個人感覺、18 年的專業經驗來說：

「居住在 6000 呎地方，對香港人來說感覺好豪華，但在設計過程用料，和我

覆述國內的取替品，不算用得上豪華這個字。」  

何又說：「其中好多富豪找我設計，豪華的尺可以好大，舉例來說，有客戶要

我飛去意大利找石，去西班牙找水晶燈，再去法國搵傢俬，我害怕我答不到

Mr. Perry ，何為豪華?」  
 
重點三：2011 年授勳者尚有梁振英、嚴迅奇  

根據辯方翻查 2011 年 7 月授勳資料，顯示何周禮並非當年唯一一位屬建築界

別而獲授勳人士，當年還有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獲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而

近日捲入西九故宮設計風波的建築師嚴迅奇，當年亦獲頒銅紫荊勳章。而何周

禮當年則獲頒榮譽勳章，並同意辯方所指，當時不知誰提名他，而他和曾蔭權



夫婦進行裝修會面時，對方從無提及過他有可能獲奬的事項，亦無人指他因為

私下替曾蔭權設計翻新退休居所而獲授勳。  
 
重點四：曾獲曾蔭權發信讚賞的酒店負責人  正是東海集團(聯合)的銀行戶口簽

名人  

主控官在上周宣讀控方開案陳詞時，透露曾蔭權夫婦曾於 2011 年 3 月尾與 4
月初到內地旅行後，用行政長官辦公室的信紙，讚揚汕頭帝豪酒店負責人黃順

源，感謝對方熱情設宴款待，酒店設施富麗堂皇，服務和食物水平達一流標準

等。主控官今日向陪審團解釋資金流向時突提及，負責支付 35 萬元設計費予

何周禮的東海集團(聯合)有限公司，其中一名銀行戶口獲授權簽名人，便是該

名「黃順源」，主控官明日將再詳述有關的資金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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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涉貪案】何周禮稱不知獲提名 同年授勳者有梁振英嚴迅奇 

撰文： 陳雯慧 
邱靖汶 
伍凱瑩 
發佈日期： 2017-01-19 14:23 
最後更新日期： 2017-01-19 17:40 

 
•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涉貪及瀆職案，繼續於高院聆訊，關鍵證人、建築設計師何

周禮今日接受盤方盤問，他透露 2011 年 2 月他到曾蔭權打算租住的深圳東海花園

單位視察，發現裡面失修，之前更是一個可讓客人食飯、過夜的商業會所，感覺「很

不衛生」。 
• 何在接受辯方盤問時，承認曾太雖在設計上有給意見，但最終話事權始終是深

圳東海集團。又指曾太沒選用太奢華物料，反而是他建議用好一點的，因怕國內送

來「土炮貨」。 



• 何又稱曾蔭權從沒提及他會授勳，而當年獲授勳的建築界人士並包括梁振英及

嚴迅奇。 

 
曾蔭權（右）與妹妹曾璟璇（左）中午時一同離開法庭。(鄭子峰攝) 
 

單位原是客人可過夜的娛樂式商業會所  

控方證人何周禮今於高院第三天作供，辯方英國御用大律師萬江儀在庭內宣讀

一份東海花園發展商的文件，顯示在 1997 年該計劃由一名新加坡出名的陳青

松建築師負責，物料來自西班牙、美國，並由香港知名的 RMJM 建築公石負責

計設，屬高檔層次，但何周禮卻不表認同，他表示，在 2011 年 2 月 11 日簽約

之前到該單位視察，他說：「我記憶中，去到的感覺和心情，感覺很不衛生，

原因有一位負責開門的女士，我不認識，有透露過用途，原來國內的會所，不

是指香港式的會所，我當時不知該會所有商業形用途，是娛樂式，有飯局，有

卡拉 OK,，用會所的人可以過夜。」  

何周禮同意辯方所指，若當時將單位放租，不會租到很好的價錢。數天後即 2
月 18 日他到禮賓會首次和被告曾蔭權、曾太曾鮑笑薇開會，當時曾蔭權已表

明由曾太負責室內設計，何同意曾太是一名害羞的人，他們的要求是要將禮賓

府不同功能，「塞在(深圳)6000 呎空間」，不過曾太的要求「不奢華的物料或

牌子」，只要求「簡單、光亮、摩登和乾淨」。另外一份文件顯示，曾太亦有

要求健身室有跑步機、按摩床和 Space Walker。  



 
何周禮認為深圳東海花園的建築工程不算豪華。（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何周禮同意工程的最終話事權是東海集團 

何亦同意，當時他按曾太選材，但根據合約，最終話事權是深圳東海集團，更

曾在細節上不接受他的建議，雖然不能說國內要求物料的檔次低一點，但通常

「香港設計，在國內文化中，我們會建議一些好少少的建材，國內俾一些「土

砲貨」(即中國製)物料。」  

對於 2012 年 2 月 22 日有報章報道深圳物業，顯示何周禮在 2011 年 3 月的圖則初稿，

何強調他和他公司同事絕不會將圖則給記者，但一般將圖紙及施工情況張貼在工地的

牆上，不排除有記者闖入工地而取得。另外在報道刊登後，何的公司公關指收到不少

傳媒的滋擾。 

 
何周禮稱曾氏夫婦要求的裝潢不算豪華  

其後在回應主控 David Perry 的覆問時，何周禮稱曾蔭權深圳東海花園的內部

裝潢「算不上用豪華來形容」。何周禮說，雖然曾蔭權住在 6000 呎的單位，

在香港人眼中可以感覺很豪華，但憑他從事設計 18 年的專業經驗，單位由設

計用料，到國內工程承辦商改用的替代建材，皆稱不上豪華。  

何周禮自言城中亦有富豪找他設計住所，曾經有客戶要求他飛到意大利入貨、

到西班牙買水晶燈和到法國找傢俬，所以對他來說「豪華嗰把尺好大」，庭上

回答主控「我恐怕答唔到豪華的定義」。  



 
與何周禮同於 2011 年授勳的人士尚包括現任特首梁振英，及建築師嚴迅奇。（資料圖

片） 
 
何周禮稱曾蔭權從未提及他會授勳  

就何周禮於 2011 年授勳一事，辯方翻查 2011 年授勳資料，顯示何並非當年唯

一一位屬建築界別而獲授勳人士，更舉例指現任特首梁振英當年亦獲最高榮譽

大紫荊勳章、建築師嚴迅奇獲頒銅紫荊勳章等，何同意，並表示他當時不知誰

提名他，而他和曾蔭權夫婦進行裝修會面時，對方從無提及過他有可能獲奬的

事項，亦無人指他因為私下替曾蔭權設計翻新退休居所而獲授勳。  

辯方另提及在 2011 年授勳之前，何曾奪得國內、國內的建築大獎，例如在 2008
及 2010 年獲得美國國際設計大獎、亞太室內設計大獎等，並在 2008 年獲頒職

業訓練局的榮譽院士。除獎項外，他多次參與公眾事務及協助一些非政府機構

工作，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王䓪鳴和一些立法會議員對他評價不錯。  

 

副設計總監吳偉豪稱東海工程屬機密。（鄭子峰攝） 



 

前設計總監稱東海工程屬機密  

何周禮作供完畢後，控方傳召何的建築設計事務所的前副設計總監吳偉豪作

供。吳稱他自 2005 年 7 月至 2012 年 11 月在該公司工作，亦參與東海花園單

位的設計項目。吳曾與何周禮和何妻出席 2011 年 2 月 18 日在禮賓府的設計會

議，當時曾太提出一系列設計要求，而有關的討論文件提到需要全面謹慎處理

（total discreet)。主控問證人「何謂 total discreet?」，吳回答曾經收到前老闆

何周禮的指示，東海花園項目是不可以洩露出去，屬於機密的項目。  
 
控方下午又讀出部份證人的書面供詞，其中已退休的前港台《千禧年代》節目

主持梁家永在書面供詞指，他在被告曾蔭權擔任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行

政長官時，均有邀請曾蔭權親身到電台接受訪問，電話「煙 IN」訪問都有，但

較少。梁指，在曾蔭權擔任行政長官後，梁若要訪問曾，一般先聯絡前新聞統

籌何安達，而 2012 年 2 月 22 日曾蔭權致電該節目訪問，梁已忘記是由曾打電

話來，還是聯絡何安達下，而和曾蔭權訪問。  
 
*****72 歲的被告曾蔭權否認一項行政長官接受利益和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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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01.com/%E6%B8%AF%E8%81%9E/66629/-%E6%9B%BE%E8%94%AD
%E6%AC%8A%E6%B6%89%E8%B2%AA%E6%A1%88-%E4%BD%95%E5%91%A8
%E7%A6%AE%E7%A8%B1%E4%B8%8D%E7%9F%A5%E7%8D%B2%E6%8F%90%
E5%90%8D-%E5%90%8C%E5%B9%B4%E6%8E%88%E5%8B%B3%E8%80%85%E6
%9C%89%E6%A2%81%E6%8C%AF%E8%8B%B1%E5%9A%B4%E8%BF%85%E5%
A5%87 
 
 
雄濤廣播有限公司 
 
《電訊條例》(第 106 章) 
廣播事務管理局已接獲雄濤廣播有限公司申領聲音廣播牌照的申請。雄濤廣播有限公

司是一間在香港正式註冊的公司， 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皇后大道東 1 號太古廣場 3 
座 28 樓。雄濤廣播有限公司所提交有關此項申請的詳情列明於下， 以供參考： － 
 



1. 公司資料 
主要股東 
雄濤廣播有限公司(“雄濤廣播”)由九位 A 組股東創立， 他們是商人、銀行家、投資

者、專業人士和傳媒人。他們一共持有雄濤廣播的 100%股權。他們是夏佳理先生

(10%)、鄭經翰先生(13.33%)、何國輝先生(6.66%)、胡漢清資深大律師(10%)、李國章

教授(10%)、李國寶博士(10%)、蒙民偉博士(10%)、黃子欣博士(10%)及黃楚標先生

(20%)。 
 
雄濤廣播計劃配發沒有表決權的 B 組股票給一群少數股東。B 組股票最多佔雄濤廣

播的 25%股權。B 組股東將包括管理層、主要節目主持人及合作伙伴。 
 
符合法定要求 
 
雄濤廣播呈述了以下數點: – 
• 雄濤廣播是於二零零六年根據<公司條例>(第 32 章)在香港註冊及成立的公司。 
• 雄濤廣播並非<公司條例>定義所指的附屬公司。 
• 雄濤廣播根據其組織章程大綱獲賦權全面遵從<電訊條例>(第 106 章)的條文及其

牌照的條款及條件。 
• 沒有不合資格的人 1 持有雄濤廣播有表決權的股份。 
• 沒有喪失資格的人 2 對雄濤廣播作出控制。蒙民偉博士現為信興廣告有限公司的董

事局主席及高級董事總經理。根據電訊條例第 IIIA 部，信興廣告有限公司可被視為

一個“ 廣告宣傳代理商”。但是，蒙博士並沒有在雄濤廣播擔任任何職位，亦不是

一位持有多於 15%有表決權股份的實益擁有人。因此，雄濤廣播呈述， 蒙博士並沒

有對雄濤廣播作出控制。 
 
 
財政上的穏健程度 
雄濤廣播估計在初期， 它需投資港幣三千九百萬元， 以建設基礎設施。資本性投資

和經營早期的虧損約需資金港幣六千九百萬元。 
 
雄濤廣播已計劃在獲發聲音廣播牌照後， 從股東籌集最高港幣一億四千萬元的股東

貸款 3。根據雄濤廣播的呈述，這筆股東貸款將確保雄濤廣播有充裕財政能力承擔所

有資本性投資和早期經營開支。 
 
 
管理及技術方面的專業知識 
雄濤廣播呈述， 它有一隊具管理及技術經驗的管理層， 包括商人、投資者、專業人

士， 和在電台及電視台廣播、電子傳媒及出版方面有經驗的傳媒人和專家。每名(或



一群合共)持有 9.99%已發行 A 組股票的 A 組股東可提名一人出任雄濤廣播的董事，

而雄濤廣播董事的數目(不包括候補董事)不可超過 10 名。現時獲委任的董事為鄭經

翰先生、何國輝先生、胡漢清資深大律師、黃子欣博士及黃楚標先生。 
 
雄濤廣播將成立一個管理委員會， 以處理董事會決議的事項，包括執行董事會議定

的政策及指令和管理雄濤廣播的日常運作等。管理委員會將由不少於三名董事及由董

事會委任的行政總裁(如有的話)所組成。 
  
雄濤廣播計劃成立五個部門: 節目、工程、銷售及市場推廣、營運和財務。此等部門

將由行政總裁所領導的管理層監督。 
 
於電台未啟播之前， 管理層將由行政總裁、節目總監、技術總監和營運總監與研究

及發展總監所組成。管理層將專注於項目管理工作， 包括建立廣播平台及節目製作

的設施以作電台啟播之用。 
 
電台啟播以後， 銷售及市場推廣總監和財務及行政主管將加入管理層。屆時， 管理

層將專注營運方面， 以確保能提供流暢及有質素的電台廣播及獲取足夠廣告收入作

業務發展之用。 
 
 
控制質素及遵守規定 
雄濤廣播的節目總監將擔任合規主任的角色， 以確保節目內容能遵守適用的法律、

牌照條件及由廣播事務管理局發出的業務守則、指示或命令。所有的節目監製和製作

人員均將接受培訓， 詳細了解這些規定、限制， 及製作人員的守則。 
 
 
雄濤廣播呈述， 它將提供自由表達意見的平台， 令任何人， 不論地位、不分貧富、

不管立場，均可享有相同發表意見的機會。 
 
此外， 為加強公眾對節目內容的監察， 雄濤廣播將會建立一個互動網上平台， 供

聽眾提出意見及回應。網上平台將發揮監察功能， 以公眾利益為依歸， 不僅調查及

處理市民對節目及其內容和程序的關注， 並且聽取聽眾對節目和主持人的意見及建

議， 以令電台在各方面更臻完善。正面及負面的意見都會向雄濤廣播的管理層反映。

雄濤廣播對投訴的回覆亦會詳列在雄濤廣播的公眾網站。 
 
 
2. 節目資料 
擬提供節目的性質及頻道數目， 以及本地製作節目所佔的比例 



 
雄濤廣播致力滿足聽眾對香港、國家及世界的知識和資訊的需求。 
 
雄濤廣播計劃以 AM810 千赫頻道廣播， 提供每星期共 168 小時的本地製作的中文

節目。節目的類型包括 30 小時的時事及財經市場新聞、20 小時的時事評論、30 小

時的知識及進修、30 小時的生活趣味、30 小時的和諧社會和 28 小時的音樂節目。 
 
 
節目類型 週一至週五 週六和週日 
時事及財經市場新聞 25 小時 5 小時 
時事評論 15 小時 5 小時 
知識及進修 20 小時 10 小時 
生活趣味 20 小時 10 小時 
和諧社會 20 小時 10 小時 
音樂節目 20 小時 8 小時 
 共：120 小時 共：48 小時 
 
每天廣播的時數 
雄濤廣播計劃每天廣播 24 個小時。 
 
 
3. 技術資料 
擬採用的傳送方式 
雄濤廣播計劃經營一條中文電台服務，會採用調幅(AM)電台廣播方式傳送， 以

AM810 千赫頻道 4 廣播。 
 
 
擬提供的網絡覆蓋範圍及開展服務的計劃 
雄濤廣播計劃採用多路傳輸系統及共用發射天綫。雄濤廣播將在坪洲設立發射站， 並

與現有的 AM 電台共用發射站設施。新的 AM810 千赫頻道，將與目前三家在坪洲發

射站的 AM 頻道(即香港電台第 6 台、商業電台英文台及新城電台英文台)以“ 多路

傳輸＂ 方式廣播， 並利用現有的中頻天線作傳輸之用。 
 
新的 AM810 千赫頻道的網絡覆蓋範圍將與目前三家在坪洲發射站的 AM 頻道相

若。其發射功率將足夠覆蓋全香港。 
 
 
建議服務覆蓋範圍的里程標 



雄濤廣播計劃在獲發聲音廣播牌照後 12 個月內啟播， 並開始 24 小時的聲音廣播服

務。 
 
 
需在客戶處裝設的設備和設施 
聽眾可以使用任何普通的調幅(AM) 收音機接收這個新的 AM810 千赫頻道電台廣播

節目。 
 
 
4. 其他資料 
 
啟播日期 
雄濤廣播計劃在獲發聲音廣播牌照後 12 個月內啟播。 
 
所需進行的建設工程及有關工程對市民的影響(如有的話) 
 
雄濤廣播計劃採用“ 多路傳輸＂ 系統和共用發射天線方式傳送服務， 避免建造一

座新的發射站的需要。因此， 雄濤廣播預計沒有進行建築工程的需要。 
 
 
落實有關建議可為本地業界、聽眾、顧客及整體經濟帶來的利益 
 
雄濤廣播呈述， 它能在下列幾方面為香港作出貢獻： 
� 提供就業機會 -- 一個新電台的出現， 能即時製造就業機會， 無論在節目製作

及主持、資料搜集、廣播技巧、市務營銷及行政各方面， 電台都需要聘用多方

人才支援。 
� 提高整體廣播業質素 -- 多一家電台能為業界帶來更大的競爭， 業界為要爭取聽

眾支持， 在節目類型、質素及傳播技巧， 均會不時檢討改進， 廣播業整體質

素因而得益。 
� 改變現時廣播及營運模式 -- 節目方面， 雄濤廣播致力創造全新節目類型， 加

強電台、網上及社區三個平台的互動協作， 製造更大的協同效應。營運方面， 雄

濤廣播將採用新的經營方式， 及為廣告客戶提供行銷新法則。 
� 致力廣播新科技之發展及研究 -- 世界各地日漸盛行的廣播技術及科技路向， 雄

濤廣播都會投放資源全面探究， 以期為香港帶來更優質廣播服務。 
� 訓練新一代廣播人才 -- 目前受歡迎的電台主持人皆年資十年過外， 廣播界極度

需要補充新血。雄濤廣播希望與資深廣播人及大專院校合作， 共同培育廣播界

接班人， 為廣播界帶來更多新思維及新氣象。 
 



 
公眾對上述申請如有任何意見， 可於二零零八年三月十七日或 
之前向廣播事務管理局提出申述， 地址為： 
 
香港 
灣仔告士打道 5 號 
稅務大樓 39 樓 
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 轉交 
廣播事務管理局 
傳真： 2507 2219 
2598 5509 (機密) 
電郵： ba@tela.gov.hk 
日期: 二零零八年二月二十六日 
廣播事務管理局秘書 
 

資料用途 

本附件所載資料不屬機密，並將會在廣播事務管理局

的網頁，及本港的中文和英文日報上刊登。 
 
 
參考資料 
廣播事務管理局 
http://ba_archives.ofca.gov.hk 
 
《電訊條例》第 106 章下載檔案 
http://ba_archives.ofca.gov.hk/sc/doc/WaveMediaNotice_c.pdf 
 
註碼: 

1 根據<電訊條例>(第 106 章)第 13I 條，任何人除非符合下述條件，否則均屬“不合資格的人＂ 

(a) 他當其時通常居於香港，並曾於任何時間連續居於香港不少於 7 年；或 

(b) 該人是通常居於香港的公司。 

法團須在以下情況下視為通常居於香港的公司 

(a) 當其時過半數積極參與該法團的管理的人均屬當其時通常居於香港，並曾於任何時間連續居於 

香港不少於 7 年；並且 

(b) 當其時該法團的管理是真正在香港作出的。 



2 根據<電訊條例>第 13A(1)條“喪失資格的人＂指  

(a) 廣告宣傳代理商； 

(b) 在業務運作中供應材料予聲音廣播牌照持牌人進行廣播的人； 

(c) 聲音廣播牌照持牌人； 

(d) 不論在香港以內或以外在業務運作中發送聲音或電視材料的人； 

(da) (i) 《廣播條例》(第 562 章)所指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或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 

人；或 

(ii) 第(i)節所提述持牌人的相聯者； 

(e) 對某法團作出控制的人，而該法團屬(a)、(b)、(c)、(d)或(da)(i)段所提述的人。 

3 雄濤廣播呈述，A 組股東已承諾提供合共港幣一億五百萬元的股東貸款。雄濤廣播預計，可從 B 組

股東 

籌集港幣三千五百萬元的股東貸款。 

4   810 千赫是目前唯一一條可用的調幅頻道以提供覆蓋全港的聲音廣播服務， 另外 

一條空置的調幅頻道( 1251 千赫)則可以為石崗地區提供地區性的聲音廣播服務。 

 

 
730 建議書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t7307s2017 
 
730 WordPress 
https://heung730.wordpress.com 
 
Ida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Vita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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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24 日誌分享_曾蔭權案主審法官陳慶偉曾屢插嘴損中立影響陪審團決定 
 
基本法第 54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在行會間作出批准雄濤廣播牌照申請, 是履行行政長官職責之

一, 當中行會人員協助特首決策結果, 制度客觀公平, 行政長官不是在沒有和行會人

員商議, 便作出批准牌牌事宜 
 
基本法第 56 條 
香港特別行政會議由行政長官主持。 
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 須徵

詢行政會議的意見, 但人事任免、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採取措施除外。 
行政長官如不探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 應將具體理由紀錄在案。 
 
2017/-2-17 
***曾蔭權案 陪審團退庭商議 主審法官指需盡量達一致裁決 
主審法官陳慶偉說話干擾陪審員必須「盡量達一致裁決」 , 影響公平裁決, 以致出現

8:1 罪成的結果, 建議更換主審法官重審此案, 原因主審法官陳慶偉過往形象及言行

影響香港司法專業形象 
 
法官陳慶偉昨早完成指引陪審團及總結證人證供，8 女 1 男組成的陪審團約 10 時 50
分開始退庭商議。 
 
***法官並提醒陪審團，根據陪審團誓詞，他們必須根據證據作出真確的裁決，各人

商議時應運用自己的個人經驗及智慧，考慮自身及他人的意見。 
 
***法官並向陪審團表示，9 人組成的陪審團應盡量達至一致裁決，若未能達一致決定， 
亦至少要達至 7 比 2 或 8 比 1 的裁決，而 6 比 3 或 5 比 4 的裁決均無效，若出現上述

情況，陪審團可以書面通知法官，法官將進一步引導陪審團。 
 
及至昨午 3 時許，***陪審團就控罪三有些疑問，他們要求法官以日常例子解釋控罪

三中的控罪元素，包括何謂故意作為或遺漏、以及是否構成合理辯解，以及沒有直接

證據的情況下應如何作出裁決。 
 
要求法官解釋控罪元素 
 
另一項疑問是控罪一「是否要證明曾蔭權所收的利益，是作為所指曾作出各批准的報

酬，或是根本不用證明是實質報酬是甚麼。」法官需時與控辯雙方商討，押後今日回

應。 
 
曾蔭權租深圳複式住宅以備退休居住，被揭發該物業發展商是雄濤主要股東黃楚標，

被質疑租務安排涉及利益輸送，亦即本案的關。廉政公署經過調查後，於 2015 年正



式起訴曾蔭權，他是本港歷來遭刑事檢控的最高級官員。 
 
案件於上月 3 日在高等法院正式開審，經 28 日審訊，其間控方傳召多名前高官出庭

作供。辯方則沒有傳召任何證人，曾蔭權亦選擇不作供自辯。 
 
資料來源 
http://www.metrodaily.hk/metro_news/%E6%9B%BE%E8%94%AD%E6%AC%8A%E6
%A1%88-%E9%99%AA%E5%AF%A9%E5%9C%98%E9%80%80%E5%BA%AD%E5
%95%86%E8%AD%B0-%E5%AE%98%E6%8C%87%E9%9C%80%E7%9B%A1%E9%
87%8F%E9%81%94%E4%B8%80%E8%87%B4%E8%A3%81%E6%B1%BA/ 
 
 
 
2017-2-17 法官陳慶偉裁決結果, 前特首曾蔭權案被控以下 3 項罪名: 
第一項控罪「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陪審團不能達致裁決。 
指他接受深圳東海花園三層複式單位的裝修工程，作為行政會議處理三項有關雄濤廣

播牌照申請的回報； 
第二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指他在處理三項有關雄濤廣播牌照申請時無申報利

益； 
第三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指他決定向何周禮授勳時，隱暪何周禮為深圳物業

做室內設計，並以授勳作為回報。 
資料來源 
https://www.881903.com/Page/ZH-TW/newsdetail.aspx?ItemId=923905&csid=261_341 
 
2016-10-12  
主審法官陳慶偉准許加控曾蔭權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罪 
星島環球網消息：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被控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案，昨第三度在

高院提訊，主審法官陳慶偉批准律政司首次引用《防止賄賂條例》第四條，加控一項

“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名，成為香港回歸以來，首宗特首卸任後涉《防止賄賂條例》

罪行被起訴的個案。 
 
香港《大公報》報導，現年七十一歲的曾蔭權面對的新增“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名，

是依據《防止賄賂條例》第四條，控方在舉證方面，必須同時證明“有收受，也同時

承諾會行使其身為行政長官及行會主席的權力，作出或不作出一些決定，以方便或令

對方得益”始能入罪。 
 
新增的“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名，指曾蔭權於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間，無合法許可權或合理辯解而接受利益，即一個位於深圳福田東海花園的三聯



式住宅物業的整修及裝修工程，作為曾蔭權以下行為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曾蔭權的

下述行為而接受該利益，該行為是憑其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主席的身分，即考慮和決

定雄濤廣播有限公司（其後改名為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提交的申請，特別是： 
 
（一）雄濤於 2010 年 4 月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為提供數碼聲音廣播服務而提交的聲

音廣播牌照申請，該申請獲曾蔭權憑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主席身分，於 2010 年

11 月 2 日及 2011 年 3 月 22 日舉行的行會中原則上批准和正式批給； 
 
（二）雄濤於 2010 年 9 月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為交還用於提供調幅（ＡＭ）電臺服

務的聲音廣播牌照而提交的申請，該申請獲曾蔭權憑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身分，

於 2010 年 11 月 2 日及 2011 年 3 月 22 日舉行的行會中原則上批准和正式批給； 
 
（三）數碼廣播公司於 2011 年 7 月至 11 月期間，為使李國章以該公司董事兼主席身

分，對數碼廣播公司作出控制而提交的申請，該申請獲曾蔭權以其行政長官及行會主

席身分，在 2012 年 1 月 20 日舉行的會議中批准。 
 
至於曾蔭權兩項經修訂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分別為：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間，擔任公職即行政長官及行會主席，於履行其公職過程中或在與其

公職有關的事上，無合理辯解或理由下而故意作出失當行為，即參與決定雄濤（其後

更名為數碼廣播公司）提交的上述申請時，沒有向行會申報或披露，或向行會隱瞞他

與雄濤主要股東黃楚標就該物業所進行的事務往來及商議； 
 
另一項經修訂控罪為：2010 年 12 月 1 日至 2011 年 7 月 31 日期間，擔任公職即行政

長官，於履行其公職過程中或在與其公職有關的事上，無合理辯解或理由下而故意作

出失當行為，即當何周禮為該物業進行室內設計工程時，建議何周禮在香港特區授勳

及嘉獎制度下獲授勳及嘉獎的提名；及沒有向時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常任秘書長、發展

局及授勳與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披露，或向有關人士隱瞞（i）何周禮獲聘用

在該物業進行室內設計工程；（ii）進行該室內設計工程是令曾蔭權受惠，而工程費用

由東海聯合（集團）有限公司支付；（iii）曾蔭權擁有該物業的利益，而該物業是曾

蔭權與黃楚標之間事務往來及商議的事項；及（iv）曾蔭權利用授勳及嘉獎制度以回

饋何周禮進行該室內設計工程。 
 
主審法官陳慶偉早前已應控方英國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 的要求，下令傳媒不准報

導任何對曾蔭權構成不公或偏頗的內容，只准傳媒記者報導以下六項事實，分別為：

一、法院及法官名稱；二、被告姓名年齡及職業；三、被告面對的控罪包括修訂內容；

四、控辯雙方大狀及律師姓名；五、案件押後至何日、及六、被告的保釋安排。 
 
資料來源 



http://ny.stgloballink.com/hk/2016/1012/3624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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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tes.google.com/site/st7307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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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編號：CACC265/14 
2016 年 05 月 18 日 
原審法官屢插嘴損中立 
匯豐女主任涉盜客 1,550 萬重審 
 
前匯豐銀行女銀行業務主任疑為 150 萬元報酬，將兩名內地客戶資料售予犯罪集團，

令他們被偽冒身份盜取 1,550 萬元，經審訊後遭陪審團一致裁定兩項串謀盜竊罪成，

被囚 10 年。女主任不服上訴，認為原審法官多次插嘴，甚至在陪審團面前取笑和質

疑她的證供，對造成審訊不公。上訴庭昨指原審法官的行為有如第二名檢控官，判女

主任上訴得直，案件發還重審。 
記者：歐陽聯發 
 
上訴人黎靄欣（27 歲）投訴原審法官陳慶偉在審訊中欠中立，包括在陪審團面前取笑

和質疑其證供，又打斷辯方大律師盤問及與上訴人爭辯，影響陪審團對黎印象。 
 
官被指錯誤引導陪審團 
上訴庭於判詞中認為，陳官多次干預控辯雙方盤問及主問，任何人也會覺得法官失去

中立性，審訊欠公平，故撤銷所有定罪及判刑。上訴庭舉例指，控方盤問黎時指出她

不會僅僅因方便工作，而冒被炒風險將文件帶離辦公室，法官突然打斷盤問，直接問

黎記不記得前律政司長梁愛詩病歷外洩案，再問黎知否未經許可取用電腦可被刑事檢

控。 
 
上訴庭認為黎不是被控以不誠實取用電腦罪，陳官討論與案無關之餘，還令陪審團有

錯誤印象，但無論怎樣辯解，黎擁有相關文件已是失德和不誠實，陪審團或對黎的誠

信大打節扣。 
 
黎及後自辯作供，代表大律師逐步鋪陳證供時，陳官突然打斷，七度盤問黎，令大律

師無法自由陳述被告證供。上訴庭指陳官插嘴之餘，還反指證供不合理。陳官又曾問



黎，為何男友不給她附屬信用卡，黎答男友不想額外支付年費，又怕致電取消會很尷

尬，陳官突然說：「如果為咗 1,000 元……我可以處理到，唔會尷尬」。 
 
法官陳慶偉審案風格以往也曾被上訴庭質疑，其中一宗是內地廣告人藏毒案，因陳官

發問次數超越應有限度，甚至用上不信任意味的用字和語氣，案件要發還重審。他早

前獲特首梁振英委任，在去年就鉛水事件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擔任主席。 
 
案件編號：CACC265/14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0518/1961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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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24 日誌分享_分析曾蔭權案_裁判須審慎處理, 控方資深大律師郭棟明曾嚴重

失職錯判中原營運總監潘志明坐監 14 個月 
 
疑點 1 
前特首曾蔭權在處理雄濤廣播的數碼牌照時，未有申報東海物業租務事宜，2 月 17
日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被判入獄 20 月 
 
財產定義不包括租務事宜 
 
疑點 2 
東海花園室內設計工程, 300 萬工程及顧問費由業主黃楚標支付 
室內設計工程及顧問費用是業主投資物業增值服務, 有助提升出租單位價值, 毋須由

租者支付 
 
疑點 3 
曾蔭權妻子收取 35 萬元是回佣, 當買主或租者完成交易後所收回的介紹費, 控方認為

該筆款項包含在東海花園 80 萬元租金之內, 第一, 這是假設事項, 不是事實, 第二, 
此為地產行業的既有制度, 不能視為「行政長宫接受利益」罪, 
 
疑點 4 
控方資深大律師郭棟明曾經嚴重失職, 令中原營運總監潘志明坐冤獄 14 個月, 由於事

件涉及香港最高級的行政長官聲譽, 事件嚴重影響日後案件處理, 須審慎給予公平公

正的裁決 
 



疑點 5 
雄濤廣播有限公司申請 1 個數碼聲音廣播牌照, 並沒有嚴重影響公眾利益, 根據非官

方統計數字, 現時香港沒有監管的網上電台逾 600 多個, 任何市民都可成為網上電台

主持/聽眾。 
 
其次, 雄濤廣播有限公司主要股東(如下), 黃楚標先生佔 20% 
 
雄濤廣播有限公司(“雄濤廣播”)由九位 A 組股東創立， 他們是商人、銀行家、投資

者、專業人士和傳媒人。他們一共持有雄濤廣播的 100%股權。他們是夏佳理先生

(10%)、鄭經翰先生(13.33%)、何國輝先生(6.66%)、胡漢清資深大律師(10%)、李國章

教授(10%)、李國寶博士(10%)、蒙民偉博士(10%)、黃子 
欣博士(10%)及黃楚標先生(20%)。 
 
雄濤廣播計劃配發沒有表決權的 B 組股票給一群少數股東。B 組股票最多佔雄濤廣

播的 25%股權。B 組股東將包括管理層、主要節目主持人及合作伙伴。 
 
雄濤廣播有限公司符合電訊條例第 106 章規定申請事宜 
 
雄濤廣播有限公司所提交有關此項申請的詳情列明於下， 以供參考 
符合法定要求 
雄濤廣播呈述了以下數點: 
• 雄濤廣播是於二零零六年根據<公司條例>(第 32 章)在香港註冊及成立的公司。 
• 雄濤廣播並非<公司條例>定義所指的附屬公司。 
• 雄濤廣播根據其組織章程大綱獲賦權全面遵從<電訊條例>(第 106 章)的條文及其

牌照的條款及條件。 
• 沒有不合資格的人 1 持有雄濤廣播有表決權的股份。 
1 根據<電訊條例>(第 106 章)第 13I 條，任何人除非符合下述條件，否則均屬“不合資格的人 
• 沒有喪失資格的人 2 對雄濤廣播作出控制。蒙民偉博士現為信興廣告有限公司的

董事局主席及高級董事總經理。根據電訊條例第 IIIA 部，信興廣告有限公司可被視

為一個“ 廣告宣傳代理商”。但是，蒙博士並沒有在雄濤廣播擔任任何職位，亦不

是一位持有多於 15%有表決權股份的實益擁有人。因此，雄濤廣播呈述， 蒙博士並

沒有對雄濤廣播作出控制。 
《電訊條例》第 106 章連結 
http://ba_archives.ofca.gov.hk/sc/doc/WaveMediaNotice_c.pdf 
 
 
 
疑點 6 



行政長官授頒榮譽動章予何周禮, 和沒有申報不是財產的租務無關 
 
律師嚴重失職事例 
2004-11-19 徐兆華大律師被法庭批評疏忽無能嚴重失職被前客戶民事索償 
案件編號： HCA2626/04 
2013-11-17 日中原高層脫付回佣罪 控原審代表律師失職 
案件編號：HCA2221/13 
2013-11-21 黃冠豪上訴 指原審律師嚴重失職 
案件編號：HCMA366/13 
 
 
2017-2-22 曾蔭權被判罪成過程 
2010 年 雄濤廣播有限公司, 即 DBC, 向政府提出數碼聲音廣播牌照申請 
2010 年 根據廉署調查, 曾蔭權與雄濤主要股東黃楚標商議, 在退任特首後, 租用深

圳東海花園 3 層式單位 
2010 年 7 月 16 日  
上午 9:20 李國寶在東亞銀行總行開出 35 萬元現金支票, 並叫下屬前往提取現金 
上午 9:53 曾鮑笑薇在同銀行將現金 35 萬元, 存入她的私人戶口 
***控方認為該筆款項包含在東海花園 80 萬元租金之內 
2010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 月 
曾蔭權被指時任行政長官及行會主席, 原則上通過批准雄濤廣播申請時, 沒有申報利

益 
2010 年 11 月 
曾氏夫婦、李國寶、黃楚標往內地渡假。當時港府正召開批出數碼廣播牌照的記者會 

2011 年 2 月 

建築設計師何周禮負責曾蔭權租住的東海花園單位室內設計工程。300 萬元的工程及

顧問費, 由黃楚標的公司代為支付 

2011 年 7 月至 10 月 

曾蔭權疑為回饋何周禮, 未有申報下推薦他授勳。何周禮於 2011 年 7 月獲頒榮譽勳章 

2012 年 1 月 

曾太帶風水師到東海花園單位 

2012 年 2 月 

曾蔭權首度披露他租用深圳東海花園 3 層單位作退休居所 

2015 年 10 月 5 日、2016 年 10 月 11 日 

廉署起訴曾蔭權 2 項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1 項「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上述控罪

最高判囚 7 年 

資料來源 
https://www.hk01.com/issue/201 



 
 
參考資料 
廣播事務管理局 
http://ba_archives.ofca.gov.hk 
 
發表於 2016-10-8 03:48 AM 
徐兆華大律師被法庭批評疏忽無能嚴重失職被前客戶民事索償 
2004 - 徐兆華大律師被法庭批評疏忽無能嚴重失職被前客戶民事索償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41119/4451524 
 
 
涉嫌串謀行賄罪成的一名前公司董事，因代表大律師徐兆華失職上訴得直，成為終審

法院以此理據推翻定罪的首宗案件。該名前董事昨入稟高等法院，向被終院批評「無

能之至」（ flagrantly incompetent）的徐兆華大律師追討上訴時所花的逾十八萬元訴訟

費，及就枉坐八十七天刑期所帶來的壓力及不安，追討賠償。 五十三歲的原告莊清

淵於○二年五月，因涉嫌在九四年至九六年，向一名銀行副經理行賄，藉以取得貸款，

在區院被裁定一項串謀提供利益罪成，連同他承認的一項使用虛假文書控罪，共判監

三年。案件編號： HCA2626/04 
http://www.scmp.com/article/478675/incompetent-barrister-sued 
 
 
我個人認為徐兆華大律師 (Lawyer Counsel Barrister Raymond Tsui Shiu Wah) 既然已

被法庭批評疏忽無能嚴重失職應該被大律師公會永久除牌先啱。 
 
http://www.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id=26149605 
 
2013 年 11 月 17 日 
中原高層脫付回佣罪 控原審代表律師失職 
 
中原地產多名高層之前被廉政公署刑事檢控，指他們涉嫌支付非法回佣予交易客戶，

眾被告○八年在區院被裁定串謀詐騙等罪成立及判囚；其中一名總經理潘志明被判囚

廿二個月，他在服刑十四個月後於高院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後重返中原工作。他昨日

入稟高院民事指控在原審時代表他的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及律師行失職、疏忽及違反聘

約，要求對方賠償他損失，但未有透露金額。 
 
原告潘志明（四十九歲），事發時是中原（工商舖）商舖部總經理，現時擔任中原（工

商舖）營運總監；三名被告依次是翁宗榮律師行、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及大律師何慧嫻。 



 
上訴庭：令原告得不到公平審訊 
原告於○八年受審時，控方指他涉嫌在兩宗物業交易中詐騙中原，指其私人公司是交

易介紹人，向中原申領約六十萬元介紹費後，將錢交予買家羅家寶的職員作回佣。惟

上訴庭判他脫罪時指，羅家寶曾向廉署錄口供指其職員毋須批准便收取回佣；另外，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亦曾供稱，指若知收回佣者是獲僱主同意，就算同事填報的介紹

人是虛假也會照批介紹費，不認為這是詐騙。 
 
雖然原審法官在判決時批評中原此種做法，是鼓勵貪污風氣及對旗下員工的監察未夠

嚴謹；惟上訴庭指，原審時若原告律師有向施永青提出羅家寶的供詞，便會成為原告

沒有詐騙的有力證據；但原告律師並沒這樣做，這屬嚴重失職令原告得不到公平審

訊，因此撤銷原告的定罪。 
 
原告在入稟狀指，原審時控方在案件開審前大半年，已表明有羅家寶的供詞但不會呈

堂；但被告一方卻告訴原告，羅家寶的供詞「無足輕重」而無向控方索取。另外在施

永青作供後，被告一方亦無向原告解釋施的供詞對其抗辯有關鍵幫助，亦無傳召羅做

辯方證人等，原告認為被告此舉屬失職。 
 
案件編號： HCA 2221/2013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31117/00176_041.html 
 
 
 
 
 
 
2013 年 11 月 21 日 
黃冠豪上訴 指原審律師嚴重失職 
 
曾兩度出任警務處長副官的警司黃冠豪，因貪圖無牌賣酒食肆 4500 元折扣及一瓶威

士忌，早前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判囚 1 年。他不服上訴原定昨審理，惟辯

方表示原審時代表黃的大律師疑嚴重失職，把「輸梗」的證據列入「不爭議事實」內，

法官認為指控嚴重，將案押後至明年審理，以待原審大律師提交誓章回應。 
 
 
現正停職的前灣仔分區指揮官黃冠豪（51 歲），代表他的資深大律師駱應淦表示，黃

原審時的代表大律師陸偉雄疑把提及食物價錢等的傳聞證供，列入控辯雙方同意事實



之中，但黃並不同意該些內容。 
指律師加入必輸證供 
法官亦說，若「一餐飯幾千元，結果只付幾百元」，黃基本上是「輸梗」，不明為何陸

會將相關文件列入同意事實內。但由於指控或影響陸的專業聲譽，必須小心處理。辯

方又稱，原審裁判官謝沈智慧疑過分干預審訊及偏袒控方。 
原審律師﹕早向裁判官交代 
陸早前在誓章中解釋，審訊時已向裁判官交代被告不承認該些事實，但駱應淦指找不

到相關謄本紀錄。 
法官將案押後，以待原審的控辯代表提交誓章，進一步回應相關證物處理事宜等，預

計審訊在明年 3 月底展開。 
【案件編號：HCMA366/13】 
 
http://news.mingpao.com/pns/%E9%BB%83%E5%86%A0%E8%B1%AA%E4%B8%8A
%E8%A8%B4%20%20%E6%8C%87%E5%8E%9F%E5%AF%A9%E5%BE%8B%E5%
B8%AB%E5%9A%B4%E9%87%8D%E5%A4%B1%E8%81%B7/web_tc/article/2013112
1/s00002/1384969748961 
 
 
730 建議書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t7307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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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A2221/13 中原 
 
2013 年 11 月 17 日 
蒙冤經紀向律師團索償 
 
中原工商舖營運總監潘志明，因涉提供非法回佣，08 年被判監 22 個月。潘其後就定

罪提出上訴，上訴庭當時批評原審辯方律師嚴重失職，故判他上訴得直推翻定罪，但

潘已白坐冤獄 14 個月。潘志明指控原審時代表他的資深大律師等律師團疏忽失職，

日前入稟高等法院向他們索償。 
 



涉疏忽失職累事主判囚 
於案發時任職中原工商舖總經理的潘志明（50 歲），昨表示案件已進入法律程序，不

便作出回應。而三名被告則為翁宗榮律師行、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及大律師何慧嫻。

郭昨表示不予回應。 
入稟狀指，三名被告代表潘志明在該宗串謀詐騙案進行辯護，但他們疏忽失職，未有

留意證人羅家寶的供詞，對潘的辯護起關鍵作用，在審訊中沒有引用羅的供詞，或傳

召羅作辯方證人。 
潘志明涉嫌在兩宗物業交易中，騙取中原向買家代表發放 60 多萬元佣金。 
上訴庭曾指，辯方代表律師嚴重失職，未有提及買家代表的僱主羅家寶，曾表示准許

員工收取回佣的證供，即收回佣行為是合法的。而中原主席施永青，在原審時亦表示

只要是對公司有利，而買家的僱主是容許收回佣，亦不算詐騙中原。 
案件編號：HCA2221/13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1117/1851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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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17 日 
中原高層脫付回佣罪 控原審代表律師失職 
 
中原地產多名高層之前被廉政公署刑事檢控，指他們涉嫌支付非法回佣予交易客戶，

眾被告○八年在區院被裁定串謀詐騙等罪成立及判囚；其中一名總經理潘志明被判囚

廿二個月，他在服刑十四個月後於高院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後重返中原工作。他昨日

入稟高院民事指控在原審時代表他的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及律師行失職、疏忽及違反聘

約，要求對方賠償他損失，但未有透露金額。 
 
原告潘志明（四十九歲），事發時是中原（工商舖）商舖部總經理，現時擔任中原（工

商舖）營運總監；三名被告依次是翁宗榮律師行、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及大律師何慧嫻。 
 
上訴庭：令原告得不到公平審訊 
原告於○八年受審時，控方指他涉嫌在兩宗物業交易中詐騙中原，指其私人公司是交

易介紹人，向中原申領約六十萬元介紹費後，將錢交予買家羅家寶的職員作回佣。惟

上訴庭判他脫罪時指，羅家寶曾向廉署錄口供指其職員毋須批准便收取回佣；另外，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亦曾供稱，指若知收回佣者是獲僱主同意，就算同事填報的介紹

人是虛假也會照批介紹費，不認為這是詐騙。 
 
雖然原審法官在判決時批評中原此種做法，是鼓勵貪污風氣及對旗下員工的監察未夠

嚴謹；惟上訴庭指，原審時若原告律師有向施永青提出羅家寶的供詞，便會成為原告



沒有詐騙的有力證據；但原告律師並沒這樣做，這屬嚴重失職令原告得不到公平審

訊，因此撤銷原告的定罪。 
 
原告在入稟狀指，原審時控方在案件開審前大半年，已表明有羅家寶的供詞但不會呈

堂；但被告一方卻告訴原告，羅家寶的供詞「無足輕重」而無向控方索取。另外在施

永青作供後，被告一方亦無向原告解釋施的供詞對其抗辯有關鍵幫助，亦無傳召羅做

辯方證人等，原告認為被告此舉屬失職。 
 
案件編號： HCA 2221/2013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31117/00176_0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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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3-11 02:13 AM 
2013 - 郭棟明資深大律師及何慧嫻大律師被控嚴重失職及疏忽 
 
Senior Counsel Eric Kwok SC and Lawyer Counsel Barrister Vivian Ho Sued for Serious 
Misconduct and Negligence - 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及大律師何慧嫻被控嚴重失職及疏忽 
 
中原地產多名高層之前被廉政公署刑事檢控，指他們涉嫌支付非法回佣予交易客戶，

眾被告○八年在區院被裁定串謀詐騙等罪成立及判囚；其中一名總經理潘志明被判囚

廿二個月，他在服刑十四個月後於高院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後重返中原工作。他昨日

入稟高院民事指控在原審時代表他的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及律師行失職、疏忽及違反聘

約，要求對方賠償他損失，但未有透露金額。 
 
原告潘志明（四十九歲），事發時是中原（工商舖）商舖部總經理，現時擔任中原（工

商舖）營運總監；三名被告依次是翁宗榮律師行、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及大律師何慧嫻。 
 
上訴庭：令原告得不到公平審訊原告於○八年受審時，控方指他涉嫌在兩宗物業交易

中詐騙中原，指其私人公司是交易介紹人，向中原申領約六十萬元介紹費後，將錢交

予買家羅家寶的職員作回佣。惟上訴庭判他脫罪時指，羅家寶曾向廉署錄口供指其職

員毋須批准便收取回佣；另外，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亦曾供稱，指若知收回佣者是獲

僱主同意，就算同事填報的介紹人是虛假也會照批介紹費，不認為這是詐騙。 
 
雖然原審法官在判決時批評中原此種做法，是鼓勵貪污風氣及對旗下員工的監察未夠

嚴謹；惟上訴庭指，原審時若原告律師有向施永青提出羅家寶的供詞，便會成為原告

沒有詐騙的有力證據；但原告律師並沒這樣做，這屬嚴重失職令原告得不到公平審



訊，因此撤銷原告的定罪。 
 
原告在入稟狀指，原審時控方在案件開審前大半年，已表明有羅家寶的供詞但不會呈

堂；但被告一方卻告訴原告，羅家寶的供詞「無足輕重」而無向控方索取。另外在施

永青作供後，被告一方亦無向原告解釋施的供詞對其抗辯有關鍵幫助，亦無傳召羅做

辯方證人等，原告認為被告此舉屬失職。 
 
案件編號： HCA 2221/2013 
-------------------------------------------------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358092/centaline-property-agent-sues-law-
firm-barristers-who-represented-him 
 
A property agency manager has sued a law firm and two of its barristers (Senior Counsel 
Eric Kwok SC and Barrister Vivian Ho), claiming they failed in their duty to defend him 
against allegations that he paid kickbacks to secure a deal. 
 
Poon Chi-ming, formerly a general manager at Centaline Commercial, was convicted in 
June 2008 of two counts of conspiracy to defraud in the District Court and jailed for 22 
months. 
 
The ruling was overturned on appeal and he was released after spending 14 months in jail. 
 
Poon, now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of Centaline Commercial, filed the High Court writ on 
Friday against the law firm, Simon C.W. Yung & Co, and the barristers, Eric Kwok SC and 
Vivian Ho. 
 
Poon and two other agents were found guilty of conspiring to deceive Centaline into paying 
HK$600,000 in kickbacks to a private company in two transactions between 2005 and 2006. 
They had claimed the money was paid as referral fees to an employee of a company buying 
a commercial property. 
 
Lawyers Counsel Barristers Eric Kwok SC and Vivian Ho represented Poon in the District 
Court trial. 
 
Poon hired another legal team to represent him on appeal. The Court of Appeal ruled in his 
favour and quashed his conviction in March 2010. Poon was released after spending 14 
months in jail. 



 
The appeal court judges found that the Barristers Eric Kwok SC and Vivian Ho had failed 
to make good use of a witness statement, meaning Poon missed out on a fair trial. 
 
The statement was made by billionaire Law Kar-po, the boss of the company which was 
buying the property. Law told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that he had 
known about the deal and allowed his employee to accept the referral fees from the 
property agent. 
 
The statement had been given to Poon's lawyers before the trial. 
 
The appeal court found the defence counsel Barristers Eric Kwok SC and Vivian Ho had 
failed to use the statement when questioning Centaline chairman Shih Wing-ching. Shih 
was a witness in the trial and testified that if he knew the firm had agreed to the employee 
receiving referral fees, it would have paid the commission and not felt it had been deceived. 
 
In the writ, Poon claims that Lawyers Counsel Barristers Eric Kwok SC and Vivian Ho, 
and the law firm Simon C Y Yung & Co Solicitors, failed to appreciate that Law's statement 
contained crucial evidence. 
 
He also says they failed to instruct Poon to call Law and other related parties as defence 
witnesses. 
 
--------------------------------------------------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1117/18511708 
 
中原工商舖營運總監潘志明，因涉提供非法回佣，08 年被判監 22 個月。潘其後就定

罪提出上訴，上訴庭當時批評原審辯方律師嚴重失職，故判他上訴得直推翻定罪，但

潘已白坐冤獄 14 個月。潘志明指控原審時代表他的資深大律師等律師團疏忽失職，

日前入稟高等法院向他們索償。 
 
涉疏忽失職累事主判囚 
 
於案發時任職中原工商舖總經理的潘志明（50 歲），昨表示案件已進入法律程序，不

便作出回應。而三名被告則為翁宗榮律師行、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及大律師何慧嫻。

郭昨表示不予回應。 
 
入稟狀指，三名被告代表潘志明在該宗串謀詐騙案進行辯護，但他們疏忽失職，未有



留意證人羅家寶的供詞，對潘的辯護起關鍵作用，在審訊中沒有引用羅的供詞，或傳

召羅作辯方證人。 
 
潘志明涉嫌在兩宗物業交易中，騙取中原向買家代表發放 60 多萬元佣金。 
 
上訴庭曾指，辯方代表律師嚴重失職，未有提及買家代表的僱主羅家寶，曾表示准許

員工收取回佣的證供，即收回佣行為是合法的。而中原主席施永青，在原審時亦表示

只要是對公司有利，而買家的僱主是容許收回佣，亦不算詐騙中原。 
 
案件編號：HCA2221/13 
 
http://news.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id=24427805 
 
 
 
/ 
Thursday, January 29, 2015 
Lawyers Counsel Barristers Eric Kwok SC and Vivian Ho Sued for Serious Misconduct 
and Negligence - 郭棟明資深大律師及何慧嫻大律師被控嚴重失職及疏忽 
Senior Counsel Eric Kwok SC and Lawyer Counsel Barrister Vivian Ho Sued for Serious 
Misconduct and Negligence - 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及大律師何慧嫻被控嚴重失職及疏忽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31117/00176_041.html 
 
中原地產多名高層之前被廉政公署刑事檢控，指他們涉嫌支付非法回佣予交易客戶，

眾被告○八年在區院被裁定串謀詐騙等罪成立及判囚；其中一名總經理潘志明被判囚

廿二個月，他在服刑十四個月後於高院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後重返中原工作。他昨日

入稟高院民事指控在原審時代表他的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及律師行失職、疏忽及違反聘

約，要求對方賠償他損失，但未有透露金額。 
 
原告潘志明（四十九歲），事發時是中原（工商舖）商舖部總經理，現時擔任中原（工

商舖）營運總監；三名被告依次是翁宗榮律師行、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及大律師何慧嫻。 
 
上訴庭：令原告得不到公平審訊 
原告於○八年受審時，控方指他涉嫌在兩宗物業交易中詐騙中原，指其私人公司是交

易介紹人，向中原申領約六十萬元介紹費後，將錢交予買家羅家寶的職員作回佣。惟

上訴庭判他脫罪時指，羅家寶曾向廉署錄口供指其職員毋須批准便收取回佣；另外，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亦曾供稱，指若知收回佣者是獲僱主同意，就算同事填報的介紹



人是虛假也會照批介紹費，不認為這是詐騙。 
 
雖然原審法官在判決時批評中原此種做法，是鼓勵貪污風氣及對旗下員工的監察未夠

嚴謹；惟上訴庭指，原審時若原告律師有向施永青提出羅家寶的供詞，便會成為原告

沒有詐騙的有力證據；但原告律師並沒這樣做，這屬嚴重失職令原告得不到公平審

訊，因此撤銷原告的定罪。 
 
原告在入稟狀指，原審時控方在案件開審前大半年，已表明有羅家寶的供詞但不會呈

堂；但被告一方卻告訴原告，羅家寶的供詞「無足輕重」而無向控方索取。另外在施

永青作供後，被告一方亦無向原告解釋施的供詞對其抗辯有關鍵幫助，亦無傳召羅做

辯方證人等，原告認為被告此舉屬失職。 
 
案件編號： HCA 2221/2013 
-------------------------------------------------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358092/centaline-property-agent-sues-law-
firm-barristers-who-represented-him 
 
A property agency manager has sued a law firm and two of its barristers (Senior Counsel 
Eric Kwok SC and Barrister Vivian Ho), claiming they failed in their duty to defend him 
against allegations that he paid kickbacks to secure a deal. 
 
Poon Chi-ming, formerly a general manager at Centaline Commercial, was convicted in 
June 2008 of two counts of conspiracy to defraud in the District Court and jailed for 22 
months. 
 
The ruling was overturned on appeal and he was released after spending 14 months in jail. 
 
Poon, now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of Centaline Commercial, filed the High Court writ on 
Friday against the law firm, Simon C.W. Yung & Co, and the barristers, Eric Kwok SC and 
Vivian Ho. 
 
Poon and two other agents were found guilty of conspiring to deceive Centaline into paying 
HK$600,000 in kickbacks to a private company in two transactions between 2005 and 2006. 
They had claimed the money was paid as referral fees to an employee of a company buying 
a commercial property. 
 
Lawyers Counsel Barristers Eric Kwok SC and Vivian Ho represented Poon in the District 



Court trial. 
 
Poon hired another legal team to represent him on appeal. The Court of Appeal ruled in his 
favour and quashed his conviction in March 2010. Poon was released after spending 14 
months in jail. 
 
The appeal court judges found that the Barristers Eric Kwok SC and Vivian Ho had failed 
to make good use of a witness statement, meaning Poon missed out on a fair trial. 
 
The statement was made by billionaire Law Kar-po, the boss of the company which was 
buying the property. Law told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that he had 
known about the deal and allowed his employee to accept the referral fees from the 
property agent. 
 
The statement had been given to Poon's lawyers before the trial. 
 
The appeal court found the defence counsel Barristers Eric Kwok SC and Vivian Ho had 
failed to use the statement when questioning Centaline chairman Shih Wing-ching. Shih 
was a witness in the trial and testified that if he knew the firm had agreed to the employee 
receiving referral fees, it would have paid the commission and not felt it had been deceived. 
 
In the writ, Poon claims that Lawyers Counsel Barristers Eric Kwok SC and Vivian Ho, 
and the law firm Simon C Y Yung & Co Solicitors, failed to appreciate that Law's statement 
contained crucial evidence. 
 
He also says they failed to instruct Poon to call Law and other related parties as defence 
witnesses. 
 
--------------------------------------------------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1117/18511708 
 
中原工商舖營運總監潘志明，因涉提供非法回佣，08 年被判監 22 個月。潘其後就定

罪提出上訴，上訴庭當時批評原審辯方律師嚴重失職，故判他上訴得直推翻定罪，但

潘已白坐冤獄 14 個月。潘志明指控原審時代表他的資深大律師等律師團疏忽失職，

日前入稟高等法院向他們索償。 
 
涉疏忽失職累事主判囚 
 



於案發時任職中原工商舖總經理的潘志明（50 歲），昨表示案件已進入法律程序，不

便作出回應。而三名被告則為翁宗榮律師行、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及大律師何慧嫻。

郭昨表示不予回應。 
 
入稟狀指，三名被告代表潘志明在該宗串謀詐騙案進行辯護，但他們疏忽失職，未有

留意證人羅家寶的供詞，對潘的辯護起關鍵作用，在審訊中沒有引用羅的供詞，或傳

召羅作辯方證人。 
 
潘志明涉嫌在兩宗物業交易中，騙取中原向買家代表發放 60 多萬元佣金。 
 
上訴庭曾指，辯方代表律師嚴重失職，未有提及買家代表的僱主羅家寶，曾表示准許

員工收取回佣的證供，即收回佣行為是合法的。而中原主席施永青，在原審時亦表示

只要是對公司有利，而買家的僱主是容許收回佣，亦不算詐騙中原。 
 
案件編號：HCA2221/13 
Posted by News of HKSAR at 5:35 AM 
 
http://newsofhksar.blogspot.hk/2015/01/lawyers-counsel-barristers-eric-kwok-sc-and-vivia
n-ho-sued-for-gross-misconduct-and-neglige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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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嚴重失職事例 
2004-11-19 徐兆華大律師被法庭批評疏忽無能嚴重失職被前客戶民事索償 
 
2013-11-17 日中原高層脫付回佣罪 控原審代表律師失職 



 
2013-11-21 黃冠豪上訴 指原審律師嚴重失職 
案件編號：HCMA366/13 
 
 
 
 
Reference 
發表於 2016-10-8 03:48 AM 
徐兆華大律師被法庭批評疏忽無能嚴重失職被前客戶民事索償 
2004 - 徐兆華大律師被法庭批評疏忽無能嚴重失職被前客戶民事索償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41119/4451524 
 
涉嫌串謀行賄罪成的一名前公司董事，因代表大律師徐兆華失職上訴得直，成為終審

法院以此理據推翻定罪的首宗案件。該名前董事昨入稟高等法院，向被終院批評「無

能之至」（ flagrantly incompetent）的徐兆華大律師追討上訴時所花的逾十八萬元訴訟

費，及就枉坐八十七天刑期所帶來的壓力及不安，追討賠償。 五十三歲的原告莊清

淵於○二年五月，因涉嫌在九四年至九六年，向一名銀行副經理行賄，藉以取得貸款，

在區院被裁定一項串謀提供利益罪成，連同他承認的一項使用虛假文書控罪，共判監

三年。案件編號： HCA2626/04 
http://www.scmp.com/article/478675/incompetent-barrister-su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個人認為徐兆華大律師 (Lawyer Counsel Barrister Raymond Tsui Shiu Wah) 既然已

被法庭批評疏忽無能嚴重失職應該被大律師公會永久除牌先啱。 
 
http://www.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id=26149605 
 
 
2013 年 11 月 21 日 
黃冠豪上訴 指原審律師嚴重失職 
 
曾兩度出任警務處長副官的警司黃冠豪，因貪圖無牌賣酒食肆 4500 元折扣及一瓶威

士忌，早前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判囚 1 年。他不服上訴原定昨審理，惟辯

方表示原審時代表黃的大律師疑嚴重失職，把「輸梗」的證據列入「不爭議事實」內，

法官認為指控嚴重，將案押後至明年審理，以待原審大律師提交誓章回應。 
 
 



現正停職的前灣仔分區指揮官黃冠豪（51 歲），代表他的資深大律師駱應淦表示，黃

原審時的代表大律師陸偉雄疑把提及食物價錢等的傳聞證供，列入控辯雙方同意事實

之中，但黃並不同意該些內容。 
指律師加入必輸證供 
法官亦說，若「一餐飯幾千元，結果只付幾百元」，黃基本上是「輸梗」，不明為何陸

會將相關文件列入同意事實內。但由於指控或影響陸的專業聲譽，必須小心處理。辯

方又稱，原審裁判官謝沈智慧疑過分干預審訊及偏袒控方。 
原審律師﹕早向裁判官交代 
陸早前在誓章中解釋，審訊時已向裁判官交代被告不承認該些事實，但駱應淦指找不

到相關謄本紀錄。 
法官將案押後，以待原審的控辯代表提交誓章，進一步回應相關證物處理事宜等，預

計審訊在明年 3 月底展開。 
【案件編號：HCMA366/13】 
 
http://news.mingpao.com/pns/%E9%BB%83%E5%86%A0%E8%B1%AA%E4%B8%8A
%E8%A8%B4%20%20%E6%8C%87%E5%8E%9F%E5%AF%A9%E5%BE%8B%E5%
B8%AB%E5%9A%B4%E9%87%8D%E5%A4%B1%E8%81%B7/web_tc/article/2013112
1/s00002/1384969748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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