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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20

●9月9日晚上7時半左右，Yuki
匆匆離開長沙灣的辦公室。去邊
呀咁急？

●不足半分鐘，周小龍也前後
腳離開長沙灣辦公室。

●Yuki直接到停車場，好熟練地
打開車門坐在前左邊乘客位。

●周小龍稍後抵達，只見他急
急腳衝上車，坐在司機位，好
像生怕被人見到。

●晚上20時24分，汽車抵達Yuki的元朗家附近，但Yuki並沒有
即刻下車。

●只見汽車卻轉到另一個方向，並停埋一邊，但無人走出車。在
一小時左右的時間，兩人在車上究竟做了什麼呢？

文 匯 要 聞

周小龍時常以「公事」為名創造與Yuki的獨處機會。但有時「工
作」太晚，難免引來口舌。他在社交媒體上刻意曝光與Yuki的合影，
並高調稱讚女方是「得力助手」，令人有欲蓋彌彰的感覺。周小龍更
高調實施「月事假」，企圖博個「良心老闆」的名聲。然而，有員工
則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月事假」表面上是「員工福利」，但初
衷則是為了「某人」。
去年12月中旬，周小龍在港島天后的一間

「藝術生活百貨」開業，為了顯示自己是正義
黃絲形象，他在該店舖門面的設計上，大量使
用美化黑暴文宣圖案，而在店舖另一側鐵閘
上，更是噴上一副巨大的黑暴「女魔頭」圖
案，供「黃絲」前來「打卡」。其間，周小龍
以此「女魔頭」像為背景，與「佔中三丑」之
一的戴耀廷等多位攬炒派頭目合影，並高調公
布在其多個社交平台上。

扮良心僱主搞「月事假」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除了撐暴分子能「登

上」周小龍的社交平台外，作為公司人力資源部員工的Yuki亦有此「殊
榮」，在去年12月18日，周就以北角店為背景上載了一張他與Yuki的
合影，更稱Yuki為「得力助手」、「幕後功臣」，表示對方「呢個禮拜
晚晚都做到好夜，無法與丈夫和女兒吃飯」云云，好像是刻意要向各自
的家庭「表白」。有員工指出，當時看到平台的講法甚為奇怪，因為

「兩人其實共處機會頗多」，而作為人力資源部員工
的Yuki，「其實根本毋須經常工作到咁夜。」
在公司實施「月事假」政策後，周小龍接受「黃
媒」採訪，而Yuki則陪伴在側，周在訪問時宣稱此
舉是以「人性化」手法進行公司管理。而訪談結束
後，更授權媒體刊登兩人「一起工作」的相片。該
員工指出，「Yuki與老闆（周小龍）關係密切早是
公司內的公開秘密，而事實上，有段時間Yuki的身
體非常差，但未說明原因。月事假好似都係嗰段時
間實施。」

周小龍一向以「正義黃絲」的形象高調撐暴，趁機向支持者掠水
（賺錢），其中，以在其店舖內擺放「黑暴女神」塑像、店舖外噴
塗「女黑魔」宣傳畫、高調宣稱考慮收購攬炒工會「香港言語治療
師總工會」屬下兒童繪本《羊村》版權等行為最出位。

引合夥人不滿買斷股權
周小龍原本只是個普通商人，在香港及內地均有商業往來。

1999年，周小龍買下香港童裝品牌Chickeeduck，成為該公司行政
總裁（CEO）。2007年他創立溜冰場公司The Rink Limited，也
成為該公司CEO，其後將業務拓展到內地市場。惟2020年5月，
他突然宣稱放棄所有內地生意，只專注香港市場。而在一個月
後，周小龍在位於荃灣愉景新城的Chickeeduck分店內擺放兩米高
的所謂「黑暴女神像」，並設置「連儂牆」供來者寫下所謂的
「抗爭」口號，引起社會譁然。隨後，商場以他違反合約為由拒
絕續約。
據悉，周小龍的撐暴行為引來Chickeeduck的其他合夥人的不滿，

周隨後購買該公司的全部股權，成為全資持有者。在2020年6月30
日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周小龍撐暴行徑不僅未有消停，反而變本加
厲，在去年8月，他於屯門市廣場的Chickeeduck分店繼續展示「黑
暴女神像」，被商場以違反租約為由，入稟高院要求強制移走。周
小龍先後再將此塑像移至沙田新城市廣場及尖沙咀K11 Musea分

店，惟均被商場以相同方式要求移除。而原有十多家分店的Chick-
eeduck，現在僅剩 5家。據媒體報道，位於崇光百貨的Chick-
eeduck，被商場通知提早完約，需於明年遷出。

公開展示售賣宣暴產品
仍不死心的他在去年12月和今年5月，再分別於港島天后及荃灣

開設所謂「藝術生活百貨」，店內依舊圍繞「黑暴」主題，企圖繼
續靠煽暴播「獨」掠水。天后分店的「藝術生活百貨」門面有着大
量「黑暴」圖案，其中店舖門口則放置符號形象來展示「光時」口
號，而門閘更被噴上巨大且誇張的「女黑魔」頭像。
此外，他邀請一眾攬炒派幫手宣傳店舖，博盡眼球。而店內，除

了有售賣宣暴產品外，還利用即時印刷機為顧客所購得的衣物上印
刷黑暴圖案的方式，吸引「黃絲」幫襯。至於面積近千呎的荃灣享
成街分店，則放有「黑暴女神像」及多款「光時」公仔、黑暴明信
片、書籍、茶葉等物。
在今年7月，攬炒工會「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透過《羊村》

系列3本兒童繪本刻意美化暴徒的違法行為，以及煽動挑起對政府
及司法的仇恨，5名骨幹成員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被落案起
訴。而周小龍其後在社交媒體宣布考慮收購《羊村》的版權。昨
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到其北角店觀察，發現店內牆上依舊貼有大量
充滿暗示性的「政治數字」符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直擊，9月上旬某個傍晚的7時半左右， Chick-
eeduck公司職員Yuki獨自一人匆匆離開長沙灣香港紗廠大廈，但

她沒有在門口等車或走去附近的地鐵站，而是直接走進鄰近的羅氏廣場
停車場。大約半分鐘後，身為公司行政總裁（老闆）的周小龍也離開大
廈，並走進該停車場。只見先到的Yuki自行打開電動車門，並側身坐在
前座左邊，顯然，她擁有該車的車匙，大約十來秒後，周小龍也抵達並
開門坐上司機位。兩人一前一後到，好像生怕別人見到一樣。
大約在晚上8點25分左右，汽車抵達元朗某處村屋附近，這裏是女

方的住址，過往，周送女方到此時，Yuki會自行落車回家，但此時汽
車卻拐進附近一個偏僻暗角停泊，夜幕之下，汽車不時出現「晃
動」，大約過了一小時左右，女方才依依不捨地離開汽車。

員工：假下屬，真情人
有自稱是Chickeeduck公司的員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揭露，周與Yu-

ki的親密關係其實在公司內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佢哋喺公司內好高
調，雖然知老闆（周小龍）有老婆，Yuki也有老公，但都當Yuki係半
個『事頭婆』，可以咁話，佢哋係『假下屬，真情人』。」
該員工並透露，今年57歲的周小龍是有家室之人，太太姓余，是一

名醫生，由於本身工作忙碌，平時甚少來公司；而今年31歲Yuki也是
有夫之婦，丈夫姓楊，兩人並育有一個女兒，她曾經當過幼稚園老
師，由於相貌姣好，大約兩年前一個偶然機會被周小龍看中，直接聘

請她當「私人助理」，公開的身份則是公司人力資源部職員。

借「巡舖」逛街食甜品
「佢雖然喺人力資源部工作，但經常要陪老闆外出巡舖，明眼人一
睇就知道佢哋乜嘢關係啦！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名員工以
同情的口吻說，Yuki最初進公司並不知道有人對她早已打起壞主意，
但可能為了這份「高薪」，也可能有其他誘惑，就發展出這段不倫關
係。「其實最衰就係周小龍，佢明知Yuki係有夫之婦，仍利用老闆身
份，假借公事之名與Yuki私下來往，包括多次以省時便捷為由接送女
方上下班，以『巡舖』等借口製造與兩人共處機會。」
在9月中旬某一天上班時間的下午3時許，香港文匯報記者再次目
擊周小龍與Yuki一起離開長沙灣的辦公室，駕車去東涌東薈城「巡
舖」。不過當兩人到了東薈城後，卻不急於去分店巡舖，而是在商場
內閒逛，可能感覺離開了公司少人認識的原因，只見兩人在商場內很
自然地牽起手來，而在乘扶手電梯時，Yuki也很自然地挽着周小龍的
手並側身輕依在他身旁，周小龍並拿出手機大家一起看，逛過了十多
二十分鐘，兩人可能感覺逛累了，再走進商場內一家甜品店，此時，
Yuki一臉笑意，而在吃甜品時，也不時向男方低語說着什麼，偶爾還
會主動拿甜品給周小龍吃，十分肉麻。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到周小龍
可能出現的場合向他求證與Yuki的關係，但一直沒有見到他的蹤影，
記者昨日再發短訊向他求證，但直至截稿前，也沒有收到他的回覆。

甜蜜歎Tea

疑搞車震

送
禮
氹
女

周小龍假扮正義
偷食女下屬斷正

記者追蹤兩人疑似車震 員工爆不倫關係屬公開秘密
童裝品牌 Chickeeduck 公司老闆周小龍早前在

其社交平台高調宣稱會穿着寫有挑釁字句的服裝周日

到渣馬比賽的終點「打卡」，不過直至昨午渣馬結束

也不見其蹤影。不過，有 Chickeeduck公司員工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透露，這個表面上「正義凛然」的童裝

店老闆，內心卻是齷齪不堪，長期與一名已婚的公司

女下屬搞婚外情，包括兩人在上班期間不時以「巡

舖」等借口離開公司數小時「共聚」，更經常以工作

太夜為由親自駕車送女方回元朗家。香港文匯報記者

發現，周小龍上個月某天晚上駕車送女方回家時，當

汽車抵達女方元朗家附近停泊時，一直沒有人落車，

而是在車上「逗留」了約一小時。記者更發現，

周小龍與該女員工逛商場時如同情侶，手挽

手旁若無人，而男方似乎為了討女方歡心，

早前一起到中環某錶店選購了一隻價值

逾6萬元的瑞士名錶送給女方。

●責任編輯：楊 洋 ●版面設計：張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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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曝光合影欲蓋彌彰

播「獨」劣跡斑斑 高調撐暴掠水

▲ 9月14日下午3時半
左右，周小龍又與Yuki
出外拍拖兼「巡舖」。

▼▼大約兩個小時左右大約兩個小時左右，，兩人到了兩人到了
東涌東薈城東涌東薈城，，但兩人似乎沒有興但兩人似乎沒有興
趣巡舖趣巡舖，，而是在商場內閒逛而是在商場內閒逛。。

▲Yuki▲Yuki可能感覺沒有人認識他們可能感覺沒有人認識他們，，在在
乘電梯時乘電梯時，，大膽地側身依偎在周小龍大膽地側身依偎在周小龍
的身邊的身邊。。 ◀就算下了電梯，兩人也旁若無人緊靠一起。

▲可能感覺有些累，兩人找了一個餐廳偏僻處食
甜品，舒服晒！

●9月16日上午10時許，Yuki如常到長沙
灣辦公室返工。

●不過返工不足兩個鐘，Yuki就離開公
司，坐地鐵前往中環的IFC二期。

●原來是去 IFC的一間錶店買手
錶。

●大約10分鐘左右，周小龍也趕到
錶店，兩人一起選購手錶。

▲收到禮物，Yuki心情顯
得特別好，在餐廳裏你一
啖我一啖，全程爽歪歪。

●差不多兩小時後，兩人才施施然
返回長沙灣辦公室。

●9月20日，Yuki如常返抵長沙灣
辦公室，左手已戴了一隻新錶。

●睇真啲，原
來係瑞士名表
Luminor
Marina
PAM01314。

◀根據官網， Luminor
Marina 44mm PAM1314
要成6萬幾港紙，而且全
球限量2,500隻。

「Yuki成日喺收工時間跟住周生周圍走，我哋都覺得奇怪。因為
佢只係一個HR（人力資源部）。」一個工作日的6時許，周小龍與
Yuki一同四處「巡舖」，在此期間，Yuki一路在旁聽着周小龍的所
謂「偉論」，偶有附和幾句。只見他們之間談話輕鬆，有說有笑。
有Chickeeduck員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Yuki時常陪伴在周小龍
身邊，經常在下班時間見兩人一同出入，「佢哋話有公事喎。」

新店開張扮女主人迎賓
今年5月初，位於荃灣享成街的Chickeeduck「藝術生活百貨」開
業。現場放有大量黑暴文宣及商品，由於有攬炒派頭目的撐場，引
來不少路過的市民圍觀，也有各路媒體前來爭相採訪。香港文匯報
記者在現場觀察，發現周小龍始終將一位年輕女子帶在身旁，四處
「應酬」，高調迎賓。該女子一身黑衣，陪伴在周小龍左右，一副
怡然自得的女主人模樣。記者經過圖片對比，確認該女子正是Yu-
ki。
「周生經常帶佢一齊，有時晚上都會見到佢哋返公司。」該員工

表示，Yuki入職一段時間後，就成為周小龍身邊的「紅人」，二人
經常一同在下班時間「巡舖」。周小龍和Yuki日漸緊密的行為開始
逐漸被其他員工懷疑，也成為員工私下的話題，「唔知點解，有次
半夜，我經過公司樓下，見到佢哋兩個由公司出嚟。」
香港文匯報記者連續多月觀察發現，周小龍經常與Yuki一起外

出，而有員工向記者表示，他們兩人也常常在晚上其他員工離開
後，又再一同回到公司，直至半夜才共同離開，「可以咁講，公司
內嘅公開秘密係：有人在晚上無人之際，將公司辦公室，甚至分店
舖頭都當作私人密會之地。」

上下班成雙成對 分店全變約會地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呢隻錶真係好靚，我好鍾意呀！」9月
中旬的某天下午，在中環IFC二期一間名牌
錶店內，傳出一把又高興又甜嗲的聲音，發
出此聲的正是Yuki，只見她輕靠在周小龍身
旁，抬起戴着一隻新錶的手比畫着。

特意選擇1314型號
當日上午10時左右，一身T恤牛仔褲打

扮的Yuki如常返回長沙灣公司，但不足兩
小時，她就離開並乘地鐵抵達中環IFC二
期，並直奔商場內的一間名錶店，不時要店
員拿出櫃中名錶看看，大約在10分後，也
是一身輕鬆打扮的周小龍也抵達錶店。原
來，「老闆」親自陪她來買手錶，此時錶店
顧客只有他們兩人。只見Yuki不時指着櫃
內一些手錶，而周小龍似乎也很肉緊，不時
手指指提供意見，店員見有「豪客」到來，
也不停拿出多隻手錶供他們選擇。大約一小

時左右，Yuki終於看中了一隻名錶，而周小
龍為了博女友一笑，也大方地簽卡付款。當
收下禮物後，Yuki明顯心情靚靚，高興地拖
着周小龍的手到IFC食嘢。只見他們坐在一
間西式餐廳的一角，你一啖，我一啖，不時
開心笑低聲講。
在幾天後的早上，香港文匯報記者見到

Yuki返回公司，只見她氣色頗佳，頗為叫人
矚目的是，她的左手上戴了一隻白色新錶。
記者翻查資料所知，該款手錶是名為Lumi-
nor Marina 的 瑞 士 名 錶 ， 其 型 號 為
「PAM01314」，取其「一生一世」諧音，
根據其官網介紹，該型號標價逾6萬港元，
全球限量僅生產2,500隻。看來，周老闆為
了討女友開心，確實很下本錢。有公司員工
透露，有人寄情於物，而Yuki擔心戴該名
錶會引起丈夫懷疑，只在離家時尤其是和周
相處時才會佩戴。

博女一臉笑 碌卡六萬元��

●●今年今年55月月44日日，，ChickeeduckChickeeduck荃灣新店開荃灣新店開
幕幕，，本身是公司人力資料部員工的本身是公司人力資料部員工的YukiYuki
（（右二右二））儼如女主人般緊靠在老闆周小龍儼如女主人般緊靠在老闆周小龍
（（右一右一））身旁在店舖門口接待來賓身旁在店舖門口接待來賓。。

◀周小龍在fb上貼出與Yuki合影，刻意稱對方「無
法與丈夫和女兒吃飯」云云。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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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6144 今日出紙3疊9大張 港售10元

2021年10月
星
期
一25 大致天晴 日間乾燥

氣溫21-26℃ 濕度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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