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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要求償債書
根據《破產條例》（香港法例第6章）第6A(1)(a)條作出的法定要求償債書
緊隨法院的一項判決或命令而須立即償付的經算定款項的債項

致：李兆峰(LEE SIU FUNG SIEGFRIED)
地址(1)：香港九龍海輝道10號龍璽2座32樓A室
地址(2)：c/o香港新界上水新豐路107號閣樓馮元鉞律師行

現特通知，債權人鄧忠華及侯頌雯（即已獲解除破產令的破產人李兆峰的財產各別及共同受託
人），其地址為香港銅鑼灣希慎道33號利園一期43樓，已於2021年2月8日向台端發出「法定要
求償債書」。

債權人要求你償付港幣$134,436.21元，此筆款項須立即償付。該款項是根據在高等法院破產
案件2001年第345號一案，黎達祥聆案官於2020年6月9日發出之命令而要求償付的，法院判
定債務人須向債權人支付港幣$127,600元及相關之利息，利息（按法院許可利率以每日港幣
$27.89元計算）自2020年6月9日截至2021年2月8日為港幣$6,836.21。

債權人要求你償付港幣$7,662,577.59元，此筆款項須立即償付。該款項是根據在高等法院破
產案件2001年第345號一案，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林雲浩法官於2016年9月28日及2016年11
月18日發出之命令而要求償付的，經許家灝聆案官於於2020年8月17日評定訟費，債務人須向
債權人支付港幣$5,673,123.33元及相關之利息，利息（按法院許可利率以每日港幣$1,240.03元
計算）自2016年9月28日截至2021年2月8日為港幣$1,989,454.26。

債權人聲稱以上債項，並須立即償付。此外，就所要求的款項而言，該債項是無抵押的。

本法定要求償債書是重要的文檔，本法定要求償債書在報章刊登之首日，須視作本法定要求
償債書送達給你的日期。你必須在本法定要求償債書送達給你起計的21天內處理本法定要求
償債書，你可全額償付所列債項，或嘗試與債權人達成和解，否則你可被（再次）宣告破產，
而你的財產及貨品亦可被取走。如你認為有令本法定要求償債書作廢的理由，應在本法定要
求償債書送達給你起計18天內，向法庭申請將本法定要求償債書作廢。如你對自己的處境有
任何疑問，應立即徵求律師的意見。

本法定要求償債書，可於下述地點索取或查閱。

債權人之代表律師： 柯伍陳律師事務所
位址為香港中環康樂廣場8號交易廣場第三期19樓
電話號碼：2107 0376 傳真號碼：2804 6311 檔案編號：150407/GCC/C/2/LN/LN/FMT/MWL

自本法定要求償債書首次在報章刊登之日起計，你祗有21天的時間，之後債權人可提出破產
呈請。如欲向法庭申請把本要求償債書作廢，你必須在本要求償債書首次在報章刊登之日起
計18天內，向法庭提出申請。

法定要求償債書日期：2021年3月19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台灣女藝人林心如與
霍建華於2016年結婚，翌年誕下女兒「小海豚」，
她平日專心相夫教女以外，仍有發展自己的演藝事
業。但疫情之下，林心如也多出了時間，於是就去學
整蛋糕和甜品，近日她便於社交平台分享了學整公主
鳳梨酥，送給女兒吃，而整出來的製成品每個都相
當精緻可愛，她也留言：「忙了一整個早上，終
於捏出了這6個公主加雪寶，也太有成就感了
吧！」她更
表示真的捨
不得吃掉。
至於網民則
大讚她可以
開店賣餅，
一定會好生
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黎耀
祥（祥仔）在主持的最新一輯的清
談節目中，話題談及藝人的造
型。祥仔覺得要是在服裝造
型上跟模仿對象相似，便
省回不少功夫，他更
大爆當年《西遊
記》中豬八戒造
型的鼻子本
來模仿真

豬一樣為倒三角，後來試出來
發現令整個造型不好看，於
是化妝師便嘗試用圓形的鼻
子代替，結果出乎意料地滿
意，非常可愛，也從此改變
了大家對豬八戒的觀感。
說到兒時的性感女神，祥仔大

方分享：「自己的第一位女神是外國
劇集《神探俏嬌娃》中的其中一位俏嬌娃
花拉科茜。除了美麗的尖面配上一頭金髮
之外，她在劇內也經常不戴胸圍，原來可
以這麼開放。」提到現時會覺得有哪位明
星是性感？他感覺現代「性感」二字已被
濫用，不少新人入行為吸引目光故意做出
性感行為，無疑是容易令觀眾印象深
刻，加上若被封為性感女神，更會

增加不少工作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前日是「豹哥」單立文62歲生
日，但他仍要開工拍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而劇中一家

人包括劉丹、滕麗名、呂慧儀、周嘉洛及蘇韻姿等齊齊為豹哥慶生。
當晚於拍攝現場，他們趁豹哥在埋位，

滕麗名與呂慧儀兩個劇中「姪
女」，負責靜靜拿出兩個蛋糕，插
上自製生日名牌「Pal」，並點
上蠟燭，周嘉洛和蘇韻姿就負
責「睇水」，當豹哥一埋
完位即攔截着他，齊齊送
上蛋糕並唱生日歌為
「阿叔」祝賀，壽星當
然驚喜又感動，還
拿着手機反拍大
家，留下這美好

又溫馨的片
段。

綜合中央社報道台灣藝人明道（本名
林朝章）將參演音樂劇《趙氏孤兒》，
並在劇中飾演大反派角色屠岸賈，這也
是他演藝生涯首次演出音樂劇。
《趙氏孤兒》的戲劇IP原型是中國

經典故事、元雜劇四大悲劇之一同名
作品。特別的是，全劇以英國皇家莎
士比亞劇團的同名話劇劇本作為結構
框架，以西方的現代戲劇呈現東方故
事的新穎形式呈現，更採用搖滾音樂

風格作為基調。
明道表示，他為音樂劇《趙氏孤

兒》排練近一年，對於要在舞台上一
展歌喉，他更透露獨門的護嗓方式，
就是在排練與演出當天，起床後喝熱
水與圍上圍巾，讓喉嚨暖起來，提早
開嗓。
這齣音樂劇更禮聘林青霞為藝術總

監，林青霞邀請曾以《一代宗師》入
圍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的服裝設計

師張叔平，
操 刀 全 劇 造
型，替明道設計戲
服。
《趙氏孤兒》將於5月

27日起在中國上海文化廣場
演出14場，隨後前往北京、香
港、英國倫敦西區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前日
華納正式公布許廷鏗（Alfred）已約
滿，雙方合作告一段落。當晚夜
深時分，Alfred終蒲頭在社交
平台發長文交代去向，但
就沒有提及跟華納
「不歡而散」一
事，並暗示離
開 Comfort

Zone後，似有意自組公司繼續在樂壇發
展。
Alfred以「加油」做開場白，坦言近日
聽到最多的就是大家跟他說「加油」，
亦感激華納在這4年的合作為他達成多個
目標，說到和華納約滿引來的「風
波」，他謂：「原本以為完成合約只是
工作上的一件小事，就好像大家轉新工
一樣普遍，不需要煞有介事地交代，想
不到大家對我的關心都超乎了我能想
像，所以還是覺得需要跟大家交代一
下。一個合約期的完結，代表又完成了
一個階段，容許我都為自己打一個氣，
好好說一聲：『加油』！而另一個階段
的開始，其實我腦海中是充滿着很多
的期待的，期待着自己有更多的

可能性，就好像大學畢業一樣，對未來
帶點戰戰兢兢卻又充滿期待。」
關於未來動向，Alfred似有意自組公

司：「接下來的日子會面對新挑戰，首先
就是要跟自己的團隊好好打拚，沒有既定
的公式，也沒有大規模公司的完善系統支
援，就好像香港的小店一樣，努力發掘自
己的空間，跟隨自己的步伐走出屬於自己
的路，為香港樂壇找出更多的可能性，一
直以來的音樂路上，命運驅使我要不停跳
出自己的Comfort Zone，而我亦選擇欣然
接受，大概人生就是要學習活在當下，才
能開展自己獨有的神奇之旅。」他要趁自
己還有追夢的任性和衝動，想好好燃點起
這團火，更相信總有同路人會同行，總有
有心人會好好善待自己的。

單立文
開工度62歲生日

林心如製鳳梨酥
賣相精緻可愛

明道挑戰音樂劇飾演大反派 黎耀祥兒時性感女神－花拉科茜

許廷鏗擬自組團隊續闖樂壇

譚俊彥表示早前在網上試過唱歌，
見反應不錯就獻醜用唱歌來做宣

傳，並稱拍檔王君馨才是專業歌手，
他只是業餘性質，笑指綵排時大家
都未有狀態，但到正式表演時就
會龍精虎猛。提到劇集中的王君
馨去向未明，君馨表示很期待結
局來臨，譚俊彥就笑稱一直被
親友追問劇情，他說：「我們
真的忍了好耐，阿姨已經經常追
問我，我又真的不講得，搞到阿
媽都被阿姨鬧什麼都不知道。」
譚俊彥表示最難忘拍攝大結局的

場面，記得當時外景大風大雨，他與
君馨都淋到全身濕透。君馨就稱為結局

拍攝多個不同版本，結局篇會比較沉重和催
淚。正為《十八年後的終極告白2.0》開工的譚
俊彥，笑稱現在有點精神分裂，因兩劇的太太譚凱
琪和王君馨同時在場，他也要一段時間才分辨出
來。
新手媽媽譚凱琪表示女兒已有5個月大，見她身

材愈來愈好，她笑稱現在仍有餵母乳，現在拍《十
八年後的終極告白2.0》也不算辛苦，也有時間泵
奶。她說：「如果有十個小時沒有處理，自己就有

少少痛，所以都有自備冰袋，公司也
有雪櫃提供，暫時未需要老公來做運
送。」問到開工時有沒有不捨女兒，譚凱琪
說：「都有的，習慣每朝起身會向她說早晨，但
她開始變得冷淡，對住我媽媽反而笑得更燦爛，可
能她這年紀開始認人，我都要花多些時間陪她，或
者整一個自己的紙板公仔給女兒看。」

陳展鵬拍劇撲朔迷離
另外，陳展鵬近月都在忙於為無綫警匪劇《黯夜

守護者》拍攝，劇中展鵬飾演警員，因為做卧底時
發生意外導致整個人非常失意。日前展鵬為新劇拍
外景，他表示劇集已拍了逾兩個多月，但仍未真正
知道自己角色的底細。
已不是首次飾演警員的展鵬，今次被角色考起，

他說：「因為套劇玩好多flashback（倒敘）技巧，
之後至知角色同角色之間嘅關係，同埋我嘅感情線
係同邊個，可能監製特登將每個角色都咁樣做，今
次唔知點解佢哋唔肯講，我跟住嘅感情線係同邊
個，因為影響到角色同角色之間嘅火花同感情流
露，可能套劇有20集，觀眾要睇到第18、19集至知
發生咩事，所以覺得好特別。」雖然如此，但他就
大讚導演拍攝手法大有進步。
有份演出的方紹聰在劇中飾演賣毒品的黑幫成

員，他表示事前睇了很多紀錄片是關於不同毒品類
型，以及學習了一些黑社會術語。劇中他有爬水渠
場面，他笑言入行接近11年，還是首次吊威吔，他
多謝監製給他這個機會：「好彩事前監製畀我拍咗
個《野外步出》節目，裏面有啲游繩鏡頭，關於高
空工作都略有認識，所以今次相對冇咁緊張。」

祖藍正式上任首席創意官
此外，向來創意無限的王祖

藍年初獲無綫欽點出任首席創
意官，協助副總經理曾志偉在
綜藝節目上大革新，而原先他
答應回巢參演於4月開拍的古
裝喜劇，亦要辭演，先專注做
好首席創意官一職。祖藍昨日
向傳媒披露，今日便正式履
新：「很高興告知大家，本人
正式到職履新TVB任『首席
創意官』，服務香港觀眾！」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達里、梁靜

儀、阿祖）由譚俊彥、王

君馨、譚凱琪、江欣燕等

人演出的劇集《失憶24

小時》將播放大結局，

眾人昨日返電視城作

最後一次宣傳，譚俊

彥自備結他與同劇演

員合唱主題曲，歌喉不

俗的譚俊彥被鼓勵可以

勇闖樂壇。但由於不能

劇透，譚俊彥表示

累到阿媽俾阿姨

罵什麼都不

知道。

●● 林心如整林心如整
公主鳳梨酥公主鳳梨酥
氹女兒氹女兒。。

●● 譚俊彥表示最難忘譚俊彥表示最難忘
拍攝大結局時拍攝大結局時，，他與君他與君
馨都淋到全身濕透馨都淋到全身濕透。。

●●黎耀祥覺得現黎耀祥覺得現
代代「「性感性感」」二字二字
已被濫用已被濫用。。

●●花拉科茜花拉科茜

●●單立文於拍攝單立文於拍攝
現場慶生現場慶生。。

●●譚凱琪表示譚凱琪表示
女兒女兒55個月大個月大
開始認人開始認人。。

●● 陳展鵬在陳展鵬在
新劇中飾演警新劇中飾演警
員員。。

●● 明道將於音樂明道將於音樂
劇大展歌喉劇大展歌喉。。

●● 許廷鏗在社交許廷鏗在社交
平台上載長文為自平台上載長文為自
己己「「打氣打氣」。」。

●● 王祖藍向來創王祖藍向來創
意無限意無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