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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信顏志人臨終前撤銷遺囑 判6子女平分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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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煞掣場地單車 鬧市暴走撞傷人

神父打人判守行為1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19歲青年剛取得暫准駕駛執照
(ｐ牌)，本代父駕的士往洗車，
卻在途中接載客人，又遇上警方
路障而被揭發無牌載客。他昨於
東區裁判法院承認沒有展示暫停
載客牌、沒有出示ｐ牌、利用的
士載客及沒有購買第三者保險共
4罪，被判罰款8千元，停牌1
年。被告庭上辯稱本不想載客，
但若拒載怕父親被人投訴。
控罪指，被告李俊文於本年7月11日，駕駛載有1名乘客的士，在

香港筲箕灣東喜道附近遭警方截停作酒精呼氣測試。當警方 他出
示駕駛執照時，他只能出示一張暫准駕駛執照(P牌)，而該張執照只
容許他駕駛第一類私家車及輕型貨車。若他駕駛的士則須掛上「暫
停載客」牌，另他亦沒有在車頭及車尾位置掛上「P」牌，及沒備
有一份第三者保險，因而遭到檢控。而該的士為被告母親所有，其
母表示不知道他以的士載客。
裁判官判罰被告首3項控罪各罰款1千元，第4項控罪屬嚴重罪

行，須罰款5千元及停牌12個月。

「P牌」駕的士載客
19歲青年罰停牌

民主黨前地區主任
涉冒地產代理詐騙

■大批長者冒 炎熱及猛烈的陽光，排隊輪候領
平安米。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焯文 攝

■中環蓮香樓。 資料圖片

蓮香樓二代掌舵
人顏志人五子顏令
仍。

▲

▲蓮香樓二代掌
舵人顏志人次女
顏瞻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 民主黨前地區主任謝卓
男(見圖)，涉嫌冒充持牌地
產代理從事樓宇買賣及租賃
服務，被控欺詐等7項罪
名，昨於九龍城裁判法院開
審。辯方表示，初步評估被
告有精神錯亂症狀，要求將
案件押後再審。謝卓男在庭外解釋自己經常被傳
媒抹黑，面對很大的壓力，因而精神受到困擾。

初步評估被告患焦慮症
辯方律師陳銚明指，被告「一時同意，一時又

不同意（案情）」至今仍不能給本案作出清晰指
示。初步評估被告患有焦慮及抑鬱紊亂症，不適
宜審訊。法官應辯方申請先索取2份精神科報
告，以評估被告是否適合答辯，案件押後至下月
2日再審。控罪指被告謝卓男（50歲）在2009年
10月至去年3月期間，以地產代理身份誘使3人聘
用他代為買賣或租賃3個物業單位。謝卓男於
2007年因滋擾單身女業主而被撤銷地產代理牌
照，並於同年退出民主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蔣焯文) 本港續
受一股反氣旋影響，天文台昨連續第5
日發出酷熱天氣警告，普遍地區錄得33
至34度高溫，打鼓嶺氣溫更高達35度。
酷熱之下，在慈雲山 中央遊樂場，一
名排隊領取盂蘭節平安米的8旬老翁，
疑不敵炎熱中暑暈倒，送院幸無大礙；
另一名中年的士司機則在觀塘昏迷車
內，初步不排除亦因酷熱誘發隱疾，送
院性命垂危。
昨晨為領平安米中暑老翁年約80歲，

現場為慈雲山 中央遊樂場，正舉辦每
年一度傳統盂蘭勝會，由本月3日開
始，大會每朝10時會向市民派籌，取得
籌號居民可於當日下午4時後到會場領
取一包1公斤裝白米。
現場消息稱，患有老人病的8旬事

主，昨清晨5時許天未光已到達會場
「霸位」排隊，及至早上8時許，已有逾
百長者輪候，期間事主疑因炎熱加上疲
勞過度，突中暑暈倒，其他排隊長者立
即報警將事主送院救治。據主辦派米活
動的慈雲山潮僑盂蘭勝會會長陳煥儒表
示，大會今年共預備了5千包平安米，
為免區內長者在輪籌及領取平安米時遭

日曬雨淋之苦，大會除準備了帳篷供他們遮蔭擋
雨外，又準備了大量食水供解渴。

的哥昏迷車內 疑酷熱誘隱疾
另外，昨午2時50分，一名55歲姓黃男子駕駛

空載的士，沿觀塘協和街駛至近雲漢街交界交通
燈位，停車等候轉燈時突暈倒伏在 盤上，其他
司機見狀報警。救護員到場將事主送院搶救後情
況危殆。由於事發時天氣炎熱，不排除事主因高
溫誘發隱疾暈倒，幸事發前的士已停車，否則後
果堪虞。
此外在酷熱天氣警告下，長者安居協會由昨凌

晨零時至昨午12時，共收到687人次按「一線通
平安鐘」，其中50人須送院檢查，大部分是頭暈
及全身不適。天文台提醒市民，在酷熱天氣警告
下，應避免長時間戶外活動，慎防中暑。如要在
戶外活動或工作，最好戴寬邊帽，穿淺色、寬鬆
的衣服，盡量留在蔭涼的地方，充分喝水，但避
免喝含咖啡因或酒精的飲品，如感到不舒服，應
盡快求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鐵觀塘線昨
發生列車故障事故，一列往調景嶺方向列車，昨
晨9時半許在鑽石山站發現煞車系統有問題，港
鐵須安排乘客下車轉乘下一班列車，期間，列車
服務受阻約5至6分鐘，至上午10時回復正常，而
有問題列車其後駛回車廠檢查。今次已是港鐵近
23日來至少第8宗列車事故。

江西翁否認侮辱國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7旬內地翁涉上月

22日，在灣仔金紫荊廣場燒五星國旗案，昨於東
區裁判法院提堂。他承認將國旗降下焚毀，但否
認侮辱國旗。裁判官認為案情特殊，暫不擬排期
審理，又指示當值律師考慮行使酌情權，為其提
供法律意見，遂押後至本月19日再訊，被告還柙
小欖看管。
祖籍江西的被告朱榮昌(74歲)，報稱農夫，早

前持雙程證來港。控罪指他當日在灣仔金紫荊廣
場，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方式侮辱國旗，涉嫌違反
《國旗及國徽條例》第7條。昨日朱上庭答辯時操
普通話，但具濃厚鄉音，令人難明其意。法庭遂
安排熟悉江西口音的普通話傳譯員下次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老牌酒樓蓮香樓第二

代掌舵人顏志人於2008年逝世，觸發同居女友韓怡與

顏的6名子女爭奪逾億元遺產。鑑於遺囑正本散佚就會

被假定作廢，法官評估證供後相信顏臨終前5年與韓怡

關係轉差，決定收回原本留給她的25%遺產而毀滅遺

囑，但未能趕及另立新一份。高院昨判子女一方勝

訴，估計全數遺產將由6名子女平分，韓怡不獲分毫。

港鐵觀塘線列車又故障

與顏志人（享年88歲）同居24年的韓怡（55歲），指顏承諾把
四分之一遺產留給她，要求法庭宣告其2003年的遺囑有效，

但顏的6名子女（44至65歲）則認為父親已撤銷遺囑；隨 高院昨
判遺囑無效，相信會視顏為無遺囑人士處理，逾億元遺產由子女平
分，與顏無名無份的韓怡不能繼承遺產。

女友仍享半山豪宅35%業權
儘管如此，顏志人生前曾把部分資產轉予韓名下，她至少仍安享

東半山豪宅玫瑰新村單位35%業權，及神思製衣有限公司的30%股
份。
長房次女瞻華及二房長子令仍昨到庭領取判辭，未有回應判決。

另顏志人早於2007年把蓮香樓股權轉售予姪兒顏尊輝，相信遺產不
包括蓮香樓股份；蓮香樓公關部表示，案件與蓮香樓沒有直接關
係，故不作評論。根據《遺囑條例》13條，立遺囑人可透過將遺囑
燒毀、撕毀或以其他方法毀滅而撤銷遺囑。判辭指出，由於沒有人
提出顏曾把遺囑正本交予第3者保管，故法庭會先假定他已廢除遺
囑，由韓怡去說服法庭推翻這個假設。

指抹黑子女望法庭相信兩人恩愛
判辭指出，韓怡把原本不獲分遺產的長房長子尊彝塑造成自大古

怪的忤逆子、次子尊理生意頭腦差、二房次子令朱與妻子都不時觸
怒顏，但法官認為韓存心抹黑子女一方，寄望法庭相信她與顏一直
恩愛如昔。判辭指出，畢生愛面子及權威的顏，晚年身體轉差，
2006年開始失禁，長女信華及瞻華供稱，不只一次目睹韓怡斥責父
親弄髒地毯及衣服，法官認為那對顏這種男人明顯是不快經歷。顏
2007年跌倒後要撐枴杖，洗澡也要傭人從旁協助，但韓不肯為對方
更改睡房設施，反而專注製衣廠業務，不時返內地工廠。

晚年另覓居所 顯示與女友關係轉差
子女一方指出，父親於2006、2007年間另覓杏花 居所，打算與

韓分居，雖然韓解釋顏只是想避開玫瑰新村大維修的噪音，但法官
發現時間上不吻合，認為子女說法較可信。法官認為若顏當真 緊
韓，就會把遺囑下落告訴她。法官指出，考慮到顏晚年與韓關係轉
差而與子女更密切，其近身女傭供稱顏曾透露會改遺囑，而子女一
方又異口同聲指出父親表明不留資產予韓，裁定顏生前已毀滅遺
囑，判韓怡敗訴。

飽讀詩書投資準 一生擁3紅顏知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生前體重逾

200磅的顏志人，除把蓮香樓打理得有聲有
色外，投資物業及股票的眼光亦獨到，且
對藝術、歷史及文學也有研究，相當博
學；他與長房結婚後未有再婚，惟其後與
長房胞妹生下2子，年屆63歲再與較自己年
輕37載的韓怡相戀。

顏志人於大學修讀文學，操流利中英文，
為當時的知識分子，兼且飽讀詩書，熱愛藝
術、歷史及文學。為人嚴肅及具權威的他，
不愛別人逆其意，屬嚴父、一家之主及成功
商人。顏志人一生中有3位女性，其中朱淑
堅(已歿)及朱兆齡姐妹為他誕下本案6名被
告，顏晚年仍對朱兆齡照顧有加，2007年
購入寶翠園單位給這位紅顏知己。

「韓怡話要榨乾你為止」
至於韓怡則一直無所出，6名子女多年來

只喚她做「韓小姐」，雙方於庭上惡劣關係
更顯白熱化，子女稱亡父曾引述韓怡兄長
說：「韓怡話要榨乾你(指顏志人)為止。」
6名子女在顏志人期望下成長，各在不同領

域成才。長女信華精通多國語言，曾於聯
合國任翻譯；瞻華及令仍皆於銀行金融界
發展；幼子令朱行醫濟世。尊彝與父親同
樣熱愛漢學，而顏志人多年來也銳意栽培
尊理做生意，曾打本讓他開茶餐廳。

投資有道「非一般長者」
顏志人生前投資有道，曾短炒約10個杏

花 單位，另先後持有玫瑰新村、深灣軒
及明珠台等物業，也買賣Accumulator及
ELN等高風險產品，名下製衣廠的年利潤
也有數十萬元，連相熟律師也形容他為

「非一般長者」。
至於顏的本行蓮香樓，則於1889年起源

於廣州，香港蓮香樓於1918年開業，由顏
父顏樂天打理，顏志人於父親1949年死後
繼承。本案正式開審前曾生枝節，信華曾
於2009年興訟，指堂兄弟顏尊輝於上環另
起爐灶開設「蓮香居」，惟顏尊輝出示買賣
協議，揭發原來顏志人早於2007年以7,000
萬元將蓮香樓股權出售，顏尊輝獲判勝
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5名單車發
燒友，前晚深宵疑踏 不設煞掣系統的場
地單車，在油麻地鬧市暴走期間遇上途人
過馬路，其中一人無法及時制停，狂撼路
人後雙雙倒地受傷送院，警方事後扣留5
輛場地單車檢驗。
遭單車撞傷路人姓甄(48歲)，頭部受傷；

至於失事單車發燒友姓姚(21歲)，雙手雙腳
擦傷，2人送院敷治後均已無礙出院。　

涉違交通條例5車全扣檢
事發前晚深夜11時38分，5名青年結伴踏

場地單車於油麻地鬧市飛馳，途至甘肅街
與上海街交界，一名路人橫過馬路，姚無
法即時停車撞向途人，導致雙雙倒地受

傷。警員到場發覺肇事單車屬沒有煞掣系
統的場地單車，在市面行駛涉違反交通條
例，遂將5輛單車全部扣留檢驗。
場地單車是一種在鑊型單車場上競賽用

的單車，特點是沒有煞車掣，須靠停止踩
動腳踏來減慢車速和停車，如同倒煞的原
理。

無掣場地單車不宜戶外踩
香港單車聯會執委陳志強指出，比賽用

的場地單車因沒有制動系統，在鑊型單車
場踩沒有問題，因為不會有路人阻路，但
不少人卻愛挑戰難度，三五成群結伴在戶
外踩場地單車，此舉非常危險而且違法，
該會不鼓勵在戶外踩場地單車，因為在道

路上行駛的單車，必須有良好的手掣等煞
掣系統，如在晚上更要有頭燈照明，車尾
亦需有反光鏡等。
今年3月，一名16歲少年在油麻地踏同類

無煞車系統的梗牙（Fixedgear）單車，疑
因衝紅燈被的士撞傷。

■場地單車手在上海街涉撞倒路人，所
騎單車事後與同伴的單車同被警方扣
查。

■上海街被場地單車撞傷途人送
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天主教香港教區的聖安多尼堂堂
區主任李海龍神父，今年5月21日晚因倒車問題與一名放狗散步
男子爭執，繼而用拳頭推撞該名男子，事後被警方以普通襲擊罪
拘捕，昨於東區裁判法院自簽1千元及守行為12個月了事，不獲
起訴。
83歲的李海龍神父以黑衣裝束到庭，面露笑容，狀甚輕鬆，

事後向傳媒表示，當晚原意「做好心」送教友回家，不料遭人
拍打車頂，落車質問致釀成今次事件。
李海龍神父與陳日君樞機同屬慈幼會，在2006年，李神父曾

公開批評陳日君反對政改方案的做法，認為他過分介入政治。

中年漢踢波昏迷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繼前日大坑東遊樂場發

生16歲「足球小將」熱身期間昏迷事件後，一名中年漢昨
晚8時與波友在海澤街 魚涌公園足球場踢波時，因呼吸
不暢順自行離場，卻在場邊休息期間突然暈倒，波友一度
替其急救，救護員到場發覺事主呼吸和脈搏停頓，懷疑心
臟病發，幸以心臟去纖顫器電擊後恢復心跳，經送院救治
情況危殆。
事主譚×傑（45歲），在東區醫院急症室經醫生搶救半

小時後，被送入深切治療病房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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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罰款
8 千 及 停
牌1年。

■踢波期
間昏迷中
年漢被送
院搶救。

■動粗打
人李海龍
神父獲輕
判守行為
1 年 離 開
法庭。

霸
位
領
平
安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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