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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拳」莫桂蘭徒孫
勇擒搶金鏈賊

2匪街市持鐵鉗剪婆婆飾物 被制服跪地求饒

蒙民偉兩妻爭產 受託人李國寶求助法庭

「黑人牙膏」夫婦 坐車墮山受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焯文、杜法祖）「女拳」徒孫勇擒搶匪！洪拳宗師黃飛

鴻妻子莫桂蘭的一名徒孫，昨在黃大仙樂富街市開設的豆品檔外，巧遇2名以鐵

鉗剪奪老婦金手鏈的搶匪，見義勇為偕胞弟將2名匪徒制服交警查辦。老婦金鏈

失而復得，惟因手腕受傷須送院敷治。警方不排除2匪與上月另一

宗同類劫手鏈案有關，正深入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大埔沙埔仔村50歲男村民
林榮益，去年7月22日黑色暴雨期間被洪水沖走淹死，死
因庭昨裁決他死於意外。死因裁判官建議渠務署，應就
全港有人居住的河流地方作危險程度的評估，並在雨季
緊密監察，將水浸危險通知村民，以防再有人命傷亡的
意外發生。

死者子不滿法庭裁決
死者的兒子林泳佳昨在庭外表明，非常不滿意法庭裁

決，並指負責獨立審查調查報告的李行偉教授，所說的
非事實全部，因有人在李教授抵現場前，已搬走淤塞過
河橋的大石，將環境恢復至水浸前景貌。

裁決內容指，由工程顧問公司負責是次意外的調查報
告是「自己人查自己人」，但發展局委託李教授獨立審核
調查報告，其結果可靠，意見亦合理，故接受其報告
指，水浸跟沙田及大埔雨水改善系統工程無關。

死因裁判官陳碧橋明言，了解死者親屬和村民認為水
浸因工程引起的想法，但他們這套想法，並無證據和專
家意見支持。

陳官又指，不知道渠務署如何界定水浸黑點，但沙埔
仔村在意外前，因沒有發生過嚴重水浸，不在水浸黑點
之列，但據顧問工程公司和獨立審核負責的2份報告所
指，大埔河在連續降雨數天，泥土飽和，再遇上大雨
時，無可避免的會發生極嚴重水浸，意外前沒有發生如
此情形，純屬幸運。

渠務署就裁決回應，該署尊重死因裁判法庭就事故所
作出的裁斷，並會仔細研究法庭就事故對渠務署所作的
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政府醫生協會前會長、
中九龍醫院聯網診所普通科醫生何鴻鈞(45歲)，涉嫌16次
利用電腦虛假顯示其父母及兒子到中九龍醫院求診，以
及開出12張藥方予他們，但其父母當時不在港，其子則
正上學。前否認欺詐等27項罪名的被告，昨被法庭裁定
表證成立，他自辯時解釋，為病人在家中診症及電話診
症後，根據程序為病人取藥並無問題，且根據醫務委員
會守則，只要是適當診症然後出藥便可。他表示自己必
定不會因有病人取消預約而「蛇王」。

家中診症當返工「蛇王」醫表證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土瓜灣馬頭圍道去年導致
4死2傷的塌樓事件，涉案承辦商負責人昨於九龍城裁判
法院再提訊，被告暫時毋須答辯，裁判官應控方要求，
將案件押後6星期再提訊，以待法律意見，及考慮是否加
控其他罪名。74歲被告朱偉榮為「偉榮建造裝飾公司」
負責人，他被控於去年1月29日，身為與土瓜灣馬頭圍道
45號J一項違例拆卸工程直接有關的人，進行或已進行該
項建築工程，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物損失，被控違反《建
築物條例》。

馬頭圍塌樓案 判頭或加控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公民黨成員及前立
法會會計界議員譚香文，涉在2008年立法會選舉前2
天，為選民提供免費講座，並獲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
生到場「站台」，過程被競爭對手助選團成員妻子錄
音。譚香文早前被裁定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罪表證成立，代表譚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指，本案
牽涉違憲問題，若條例中「利益」一詞包含候選人向
選民提供公共服務，定義便太廣泛，亦不合理，更令
被告無法得到憲法保障。案件押後至下月26日裁決。

控方陳詞指，控方毋須證明有選民被被告利誘，而
只須證明被告有利誘的意圖；辯方則指，立法會議員
或候選人參與選舉，只為人民服務，所以他們為公眾
提供公共服務是應該的，他們亦有自由提供服務來爭
取選民支持，當中無可能不包含利益，但如法例所訂
的利益包含公共服務，定義未免太廣泛、不合理和不
相稱，而基本法賦予被告的被選舉權利，亦不再受憲
法所保障。

官質疑譚研討會叫人投票
裁判官林嘉欣質疑，被告舉辦研討會時叫人投票，

應想到「瓜田李下」，但李大狀認為被告提供公共服務
是好事，並無問題，更指其他國家的選舉條例都不存
在上述限制。

控罪指，報稱稅務顧問的被告譚香文(53歲)於2008年
9月5日以免費講座形式提供服務，作為在2008年立法
會選舉中投票給她的誘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瑞麟）憑獨特配方生產黑人
牙膏雄霸兩岸逾70年的好來化工集團家族成員嚴×芳，
昨午偕妻乘坐由司機駕駛的平治房車途經跑馬地大潭水
塘道時，疑6旬司機突告休克，房車頓在「無人駕駛」情
況下失動力溜後，與妻安坐房車後座的嚴圖拉手掣救車
不果，房車越過對面行車線衝落5米下山坡，3人當場受
傷被困，消防到場時司機一度甦醒，惟不久又再昏迷，
送院搶救後情況危殆，而嚴氏夫婦則扭傷腰、頸。

平治溜後圖拉手掣停不果
現場為跑馬地大潭水塘道12號，目前已空置的水務署

舊職工宿舍對開。事發昨午3時50分，現年70歲的嚴×芳
與68歲妻子陳×莉，乘坐一輛平治房車，由62歲司機周

×文駕駛，沿大潭水塘道上斜往陽明山莊方向行駛，至
上址對開司機突休克，房車頓失動力溜後，嚴見形勢危
急，急忙鬆開安全帶俯身向前圖拉手掣制停座駕不果，
房車續溜後越過對面行車線，剷上行人路撞毀4米長鐵絲
網，再墮5米下斜坡，車身打橫撞向宿舍外牆始停下。

手機報警 消防游繩救人
現場消息稱，此時一度休克司機已清醒，僅頸部扭

傷，而嚴氏夫婦亦扭傷腰及頸，3人同被困車內，夫婦忙
以手機報警及通知家人，嚴一名女兒迅速趕至，大批消
防員到場兵分兩路，一隊人迅由斜坡游繩而下，另一隊
人則破開宿舍閘門進入現場斜坡，合力拯救傷者。

其間消防員先將被困嚴妻救出，再小心扶出司機協助
其步行上路面，最後再用擔架床救出嚴，花約半小時始
完成拯救，惟司機情況其後又急轉直下陷昏迷，由救護
車急送律敦治醫院搶救，情況危殆。嚴氏夫婦則被送往
瑪麗醫院進一步治療，嚴情況穩定，其妻則無礙出院。

事後，命危周姓司機一名兒子趕到醫院，得悉父親情
況後情緒激動，透露其父平日身體健康並無大病痛，不
知何故會突休克出事。

具70多年歷史的黑人牙膏，在上世紀1930年代由來自
寧波的嚴柏林與嚴中立兄弟研發，嚴氏兄弟在上海英租
界時期創立好來藥物(好來化工的前身)，由於調出符合華
人口味的黑人牙膏，從此熱銷。嚴家到香港定居後，同
時在港、台設廠生產黑人牙膏。黑人牙膏在1990年代重
返內地。嚴家第二、三代大都在香港，目前家族生意已
由第二代掌管。

譚香文涉選舉舞弊
下月26日裁決

警反恐隊增人手
護港400地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譚靜雯) 全球恐怖襲擊威脅

持續，香港警務處反恐特勤隊的隊員今年底將增至
141人，日後反恐工作將會覆蓋全港5大總警區。警
務處反恐怖活動及內部保安警司蔡玉光表示，反恐
特勤隊首要工作是執行反恐巡邏，保護全港約400處
重要基建設施或地標建築物，包括機場、水電煤
廠、政府建築物、駐港領事館及銀行等。另外，反
恐特勤隊計劃投放約720萬元，購置14輛高性能越野
車，加強到較偏僻的保護地點，以及攜帶如防彈盾
牌、防生化保護衣等裝備。

年底將增至141人
反恐特勤隊於2009年正式成立，主要工作包括執

行反恐巡邏，保護香港重要基建設施，或容易引起
恐怖分子襲擊的建築物；參與外國元首訪港或舉行
國際性活動的保護工作，一旦香港發生恐怖襲擊，
反恐特勤隊將會出動。

警務處反恐怖活動及內部保安警司蔡玉光接受訪
問時表示，反恐特勤隊成立初期只有35名隊員，去年
增至101人，今年底更會增至141人。他說，反恐特勤
隊成員需經過兩次嚴格的遴選及訓練，包括體能、
射擊能力、反恐知識、爆炸品處理等測試。他說，
反恐特勤隊所的主要裝備是Glock 17半自動手槍，有
別於一般警員配備的點38左輪手槍。據悉，Glock 17
半自動手槍可發射的子彈數目較點38多一倍。

蔡玉光透露，反恐特勤隊成立以來曾參與東亞運動
會、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訪港保護的工作，平日會
執行反恐巡邏，保護全港約400處重要基建設施或地
標建築物，包括機場、水電煤廠、政府建築物、駐港
領事館及銀行等。但他指警隊有既定機制評估各處的
風險，故建築物數目會隨 風險增加或下降而改變。
他又強調，香港目前受恐襲的威脅維持在中度，屬於
安全水平，暫時沒有計劃再擴充反恐特勤隊。

非全男班 有10女將
反恐特勤隊總督察黎家智則表示，隊員並非「全

男班」，現時101名隊員中，有10人是女性，強調在
遴選過程會維持公平。他又說，去年6月該隊在警隊
進行招募工作，接獲逾110份申請，認為反應理想，
最終逾半能成功通過兩輪考試，投身反恐特勤隊。

■死者林榮
益的兒子林
泳佳(左)及
親友對裁決
表示不滿。

■平治房車飛墮山坡，3人被困車廂，消防游繩而下拯
救。 香港文匯報記者溫瑞麟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信興集團創辦人蒙民偉去
年病逝，留下50億元電器王國。原來蒙民偉晚年立下遺
囑，將遺產至少留給妻子王蓓芬及前妻長女蒙倩兒2人，
並拜託莫逆之交、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肩負起分配遺產
重責；但面對蒙的前妻楊雪姬去年先發制人興訟、蒙妻
王蓓芬亦自稱有權獨享聯名戶口資產，李國寶似乎也束
手無策，日前以遺產執行人身份入稟高院，要求法庭作
出定奪以解決難題。

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以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為登
記公司的執業律師蔡奮強，日前以蒙民偉遺產執行人身
份入稟，將蒙的前妻楊雪姬，由前妻所生、現為信興董
事的長女蒙倩兒，與楊雪姬有關的海外註冊公司
Timmerton Company Inc., Liberia，及蒙妻王蓓芬列為被
告。李國寶昨被問及此宗官非時稱：「我不可以說給你
聽，什麼都不說得。」

蒙民偉受前列腺癌纏繞10多年，去年7月21日去世後，
昨日長4頁的入稟狀，首次披露蒙民偉早於2007年6月13
日立下最後一份遺囑，並於2008年4月14日簽立遺囑修訂
附件，委任李國寶及蔡奮強擔任遺囑執行人及受託人。

前妻去年先發制人興訟
入稟狀未有披露蒙氏遺產如何分配，只透露至少有蒙

倩兒及王蓓芬獲列作遺產受益人。早於蒙民偉去世未過
百日之時，楊雪姬已率先聯同2子3女及Timmerton於去年
10月入稟，要求2間信託公司交出信託基金「The Huge
Surplus Trust」的資產，案件尚未開庭審理。面對楊及
Timmerton的申索，遺產執行人於入稟狀要求法官決定究
竟應該抗辯抑或妥協。

王蓓芬稱有權獨享戶口資產
另一邊廂，雖然蒙妻王蓓芬未有法律行動，但原來她

與蒙民偉於東京三菱銀行及敬威證券有限公司持有聯名
戶口，王認為她可以成為2個戶口的唯一受益人；遺產執
行人希望法庭裁斷，2個戶口的資產是否屬於遺產一部
分，這決定將與各人最終可取得多少遺產有直接影響。

此外，本身持有信興集團有限公司近一成股份的
Timmerton，聲稱蒙生前拖欠其債務；遺產管理人向法庭
求救，希望知道上述申索有最終定案前，是否應該先分
配部分家產。據悉，有人向李國寶表示希望可盡快從遺
產中支取生活費。至於傳聞於2002年獲分10億元贍養費
的前妻楊雪姬，未獲列為遺產受益人，入稟狀指出，楊
表明會視乎事態發展，考慮提出申索遺產。入稟狀又要
求遺產案訟費由遺產支付。

法律界人士稱，遺產執行人有2類，一是死者生前已立

遺囑委任其管理遺產，另一類是沒有遺囑，遺產承辦處
按條例指派遺產最大受益人擔當。遺囑執行人可以是個
人或公司，立遺囑者通常會找親人或最信賴的人擔任。
但遺產執行人並非遺產受益人，故沒有酬勞，除非遺囑
上列明。遺產執行人主要職責，是要按死者生前的意願
去處理和分配遺產，若執行人未有依遺囑指示，遺產受
益人可以控告其未有盡責，如當中牽涉中飽私囊等不法
行為，更要負上刑事責任。

■李國寶與
蒙 民 偉 合
照。

資料圖片

被「女拳」徒孫制服拘捕的2名搶匪，分別姓
呂(43歲)及姓古(49歲)，2人均身材瘦削狀似癮君
子，被制服時一度跪地求饒：「放過我們吧！
以後都不敢！」並狡辯：「我們見阿婆的金鏈
跌在地上，幫她撿起而已。」2人涉嫌盜竊罪被
扣查。而一度被搶去金手鏈的老婦姓黃，73
歲，右腕疑被賊匪鐵鉗所傷，須送院敷治。

豆品檔兄弟 哥哥19歲拜師
現場為黃大仙橫頭磡南道樂富街市，勇擒2名

鐵鉗賊的兄弟，分別為兄長翁和亮(約50歲)及胞
弟翁和明(42歲)，2人在街市經營一間豆品檔。
據悉，兄長翁和亮是洪拳宗師黃飛鴻妻子莫桂
蘭之徒孫，他19歲拜於莫桂蘭徒弟王蘇門下，
在深水 大南街王的拳館習拳8年，21歲時曾隨
師父到灣仔莫桂蘭開設的拳館參加「先師誕」，
有幸與當年已年近90歲的師太莫桂蘭有一面之
緣。

小鐵鉗剪手鏈 同黨即拾起
事發昨晨9時25分，右手戴 一條金手鏈的黃

姓老婦，在人多擠迫的街市內準備買菜，冷不防
被2名男子走近身邊，其中一人暗中以小鐵鉗剪
斷老婦手上金鏈，同黨隨即在地上將金鏈拾起，
之後同拔足狂奔，此時黃婦亦察覺金鏈被盜，右
腕且被鐵鉗刮傷，尾隨2匪追截並大叫救助。

正在豆品檔內營業的翁氏兄弟，聞聲走出檔
口查看，趁第一名疑人走過時，翁兄出其不意
伸出右臂，向其箍頸再順勢絆倒地上制服，翁
弟亦合力迅將另一名疑匪制服。

2名疑人被制服後隨即跪地求饒，未幾警員接
報到場，在2疑人身上分別搜出一把小鐵鉗及一
條已被鉗斷的金手鏈，人贓並獲，遂將2人拘捕
帶署。女事主因手部受傷，須由救護車送院敷
治。

警疑與上月同類案有關
有街坊指上月街市亦發生一宗類似的搶金鏈

案，幸被剪斷的手鏈跌回女事主手上，未有損
失，黃大仙警區刑事調隊第2隊已接手跟進2宗
案件是否同一幫人所為。

莫桂蘭生於1892年，童年時父母雙亡，隨廣
州開武館的叔伯公生活，從小練習莫家拳。莫
少女時十分任性，19歲時不理世俗眼光下嫁年
長45歲的一代宗師黃飛鴻，並協助打理寶芝
林，又組建女子舞獅團表演，成為女子舞獅先
驅者。1925年黃飛鴻於廣州病逝後，莫與2名非
親生兒子到港定居，並開設國術館廣納徒眾，
將中華武術發揚光大，至1980年代才因年邁停
止授武，並於1982年病逝，享年90歲。早前無

電視將其生平事蹟拍成電視劇《女拳》，由體
操天后劉璇飾演莫桂蘭。

■勇擒搶匪「女拳」徒孫翁和亮（左）偕弟和明（右）在樂富 街市內
經營豆品檔。

■在街市搶阿婆金手鏈的2名疑犯，
被「女拳」徒孫拘捕，帶署扣查。

■樂富街市被搶金手鏈受傷老婦
送院救治。

黑雨沖走村民
裁定死於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