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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傳奇夫婦人生經歷異同

哈同羅迦陵夫婦與王德輝龔如心夫婦，雖屬不同時代

和社會的傳奇人物，但他們的人生故事卻有不少驚人的相

似之處。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各種與遺囑和官司訴訟有關的

事件，因內容奇特、關係複雜，而轟動了中外社會，亦因

牽涉問題眾多、層面極廣，且觸及包括血脈延續、家族傳

奇、繼承安排與女性角色和地位嬗變等重要課題，而吸引

遺
囑
與
官
司
的
啟
示

第
六
章

金的能力與視財如命的特質，並因此而積聚了巨額財富，

但他們同樣面對無後的問題，這很可能成為他們延續傳奇

的重大變數與困擾。最後二人先後去世，留下來的巨額遺

產究竟花落誰家？終演變成轟動中外社會且曠日持久的爭

產案。

值得注意的是，若只從繼承問題來思考，則會發現，

各方律師在法院中的爭辯，以及最後判決的考慮要點，明

顯只著眼於與遺囑有關的法律條文及法律程序的詮釋與理

解，對於父系社會的繼承邏輯，以及其背後的文化傳統及

價值觀念，則著墨不多、關注極少。這樣的爭辯和結局，

除了給那些家財萬貫的富翁上了寶貴的一課，讓他們知道

若不想子孫後代和親朋好友在自己死後為其遺產「爭餐

死」，最好還是在有生之年將財產分配好之外，對於我們

理解人類社會如何考慮延續的問題—尤其是女性繼承安

排的嬗變，以及其行為模式、思想脈絡背後的社會道德及

文化價值制約，似乎沒有甚麼幫助。至於上文從社會學角

度所作的系統性探討，則希望能取得突破，加深我們對家

族結構、親屬關係及繼承制度等在社會急速變遷的環境下

所呈現出的各種問題彼此糾纏、互為因果的認識和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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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學術界的注意。在本書的總結部分，讓我們針對這兩個

系列案件所帶出的各個重大而獨特的問題，與繼承制度在

中華大地上的嬗變過程等，提出一些初步觀察與分析，作

為日後進一步研究和探討的鋪墊與基礎。

首先，我們來看哈同羅迦陵夫婦與王德輝龔如心夫婦

人生遭遇的異同，再思考他們在遺囑中作出特殊安排的因

由，然後再探討親友對其遺產分配的看法，以及因出現歧

見所引起的官司訴訟問題。雖然生活於不同年代與社會，

哈同與王德輝的發跡過程、積累財富和經營方法，乃至在

面對沒有親生血脈的繼承問題和思考方式，頗有不少有趣

的同中有異之處。

（一）哈同與王德輝都是「移民企業家」的類別。1 哈同

青年時期隻身飄洋過海，由孟買移居上海，目的為尋金發

財，經歷一輪單人匹馬胼手胝足的奮鬥，最後如願以償，

富甲一方。王德輝青年時期隨父由上海移居香港，同樣出

於對營商致富的渴求，其創業初期明顯得力於父親與家人

協助，創業路可說並不孤單力弱，最後終在香港一展所

長，成為億萬富豪。由於哈同和王德輝的移民與創業過程

略有不同，兩人與父母及親人的關係亦明顯不同。

1	 有關「移民企業家」的具體內涵，可參考黃紹倫在 Emigrant Entrepreneurs: The 

Shanghai Industrialists一書中的討論（Wong,	1988）。

（二）雖然兩人的創業過程及得到的親人支援略有不

同，但財富的最大積累點則一樣。哈同是先「打工」，積

累經驗與資本，之後才自立門戶，其財富的最大組成部分

在地產，為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的大地主。王德輝則是先

在父親的企業工作以積累經驗，日後在父親手中接過企

業，將之發揚光大，並因注意到地產（尤其是新界地皮）

的巨大潛力而趁市道低迷時不斷吸納廉價地皮，最後把父

業發展成一個沒有上市卻財力雄厚的地產發展公司。

（三）投資地產的經營模式別樹一幟。哈同專挑黃金地

段，然後將之包裝，使地皮及物業價值倍升，其次則借力

打力，利用租戶的資金在自己的地皮起樓建屋出租，租約

期滿後既收回地皮又兼得建築物，一舉兩得，因而能在地

產投資中「豬籠入水」，令財富不斷膨脹。王德輝著眼於

香港新界農地，原因是他早已察覺當時的地價極為低廉，

但發展潛力極為巨大，因為地少人稠的香港在城市化過程

中勢必向邊緣地區（新界）發展。因此王德輝不斷趁地價

低廉時向新界村民收購農地，最後造就了華懋的傳奇。他

起樓時會盡量壓低成本，充分利用地積比率，讓旗下樓宇

的出售價格降低，吸引買家。

（四）經商風格大同小異。雖然哈同乃猶太人而王德輝

為華人，但兩人在待人接物及經商方法方面，均表現出驚

人的相似特質。二人均數口精明，對工作充滿狂熱，視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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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為人生的最大目標，甚少娛樂及物質消費，生活極為節

儉。但過於節儉、追逐利潤及減少開支等行為，則令他們

的營商及個人形象予人錙銖必較、一毛不拔、視財如命的

守財奴印象。

作為兩人終生不二的妻子，於丈夫去世後繼承其遺

產，並在管理龐大生意與投資上表現得一點不遜其夫的羅

迦陵與龔如心，她們的人生遭遇又有不少值得比較之處。

（一）羅迦陵年幼時父母已不在身邊，幾乎是舉目無

親，所以日後沒有甚麼親屬網絡。龔如心則自幼得到父母

的關愛，與弟妹們亦保持良好的關係，所以日後仍能彼此

提攜、互相照料，可見兩人的成長環境及親屬關係，實有

巨大差異。

（二）雖然成長環境及家屬感情支援網絡不同，但二人

年輕時即能令哈同和王德輝為之傾心，似乎在邂逅的一刻

即被認定為終生伴侶，而最後亦被娶為妻，顯示二人應有

自身的吸引力。就算二人日後發現無法生育子女，亦沒動

搖其妻子地位，可見她們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極高。2 

（三）二人均具有突出的才幹，既是賢內助，同時表現

出獨立的人格。丈夫在生時，她們經常在其身邊，做他們

2	 有關不育的問題，哈同及王德輝很可能知悉問題源自他們，所以沒有休妻另娶

或納妾。

生意上的左右手，又表現得小鳥依人，惟丈夫馬首是瞻。

到丈夫去世或失踪後，二人披甲上陣，領導龐大企業、主

導投資和生意，令其身家財富保持增長，絲毫不比丈夫領

導時遜色。

（四）二人身邊均曾出現另一身份引起爭議的男子，

這兩名男子給予她們不同形式的支援，不但獲得她們交託

重任，依傍有加，同時獲貺贈財富，在日後同樣捲入官司

訴訟。

（五）丈夫去世後，遺產出現爭議，二人都曾與不同人

對簿公堂，全力爭取，最後才取得遺產的繼承權。

（六）二人在其遺囑中的重要安排，是並非將全部財產

分配給親屬朋友，而是將其最大部分撥作慈善基金，用於

慈善事業，造福社會。

哈同羅迦陵夫婦與王德輝龔如心夫婦最為傳奇之處，

並非他們生前叱咤商場、點石成金，或是生活儉樸、全情

投入工作，從而創造並積累龐大財富，而是在他們死後因

其巨額財富所激發的連串官司訴訟，相信這並非死者生前

所能料到的，至於由此引申出來有關血脈延續、女性繼承

權利和家族傳奇發展等令社會及學術界極為重視的問題，相

信可啟發社會認真思考。綜合而言，哈同羅迦陵夫婦與王德

輝龔如心夫婦的傳奇及因其遺囑所牽扯出來的官司訴訟，帶

出以下各項值得深思，且有待日後加以考察的學術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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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都市的興起與社會變遷

除卻案情內容，最重要一點莫過於這兩個系列的案

件，均發生在有相似社會背景和特質的兩個城市裡—殖

民輸入、中西文化碰撞且逐步走向城市化，因而產生了中

國傳統鄉土社會價值觀念在城市中難以適應的問題。進一

步說，上海和香港自開埠後即受西方文化影響，而大量移

民持續湧入，則形成了所謂「陌生人社會」，令傳統鄉村

日常所見均為熟人，並依靠家族血緣關係的社會網絡出現

撕裂。

簡而言之，移民遠離故鄉，切斷了與家鄉宗族的關

係，而城市化、現代化和工業化又使移民從工作獲取報

酬，不再靠祖父輩留下的土地來耕種過活，女性在城市中

亦逐漸能夠找到工作機會，賺取報酬來維持生活，加上受

教育程度的提升和生活接觸面的擴大，使女性開始從「家

庭世界」進入「公共世界」，見識大增，並從勞動或投資

獲得私人財產，從而增強其自主自立的能力與提升其社會

地位。

必須指出的是，在城市中，當個人財產來源出現重大

改變而沒有傳統宗法的束縛，這樣的背景很自然地給女性

的繼承權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彈性或空間。在哈同羅迦陵

與王德輝龔如心兩個系列的爭產官司中，法官在處理家族

男系親屬與寡妻之間的訴訟時，都支持寡妻獲取丈夫財產

的行動，這種法律的判決，不僅僅是按照普通法系先前的

判例，更是基於當時社會財產結構改變的現實，使法官作

出了自由心證的決定，令丈夫的遺產全數落入妻子手中，

而非其他血脈親屬。

當然，若細看哈同羅迦陵的案件，我們不難察覺此案

具有更大的進步與突破，因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華

大地上，這種變化可被視作女性取得平等繼承權的發軔或

萌芽。自 1840年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國門後，殖民主義帶來

的西方文化，不斷衝擊中國的傳統社會，之後引致辛亥革

命推翻帝制，然後又有北洋政府時期的動盪復辟和「五四

運動」，到 1928年國民黨北伐成功，政治局勢才趨向穩

定，並可系統化地推出現代化改造計劃，比如修訂法律、

「新生活運動」等，當中尤以中國民法的改造值得稱道。

如果說社會變遷是自下而上的話，則政府主導的現代

化改革是自上而下地將舊有公權力管理的原則和方式，根

據社會變遷所做的相應改變。哈同羅迦陵系列案件，以普

通法系的判例為依歸，經由法官的自由心證作出判決，足

以體現作為社會中人的法官及陪審團人員，對某些行為在

當時社會環境下的評價。由此則又可看到大陸法系的法

律，需要以修訂的方式來證明這種變化已得到官方認同。

但是，如第三章中所述，代表「五四運動」之後的新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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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能夠在中國社會真正貫徹與實施的標誌性案例，是

發生在哈同遺產案之前三年的「盛愛頤訴盛宣懷遺產案」。

該案是民國以來第一例按民國新修訂的民法審判的案件，

並因案件涉及豪門，又關係到傳統與現代價值的碰撞，因

而轟動全國。

必須指出的是，盛愛頤的維權官司得到了致力於婦女

解放的宋慶齡和宋美齡等人鼎力支持（白凱，2003），社

會輿論和道義支持也傾向盛愛頤一方，最後盛愛頤一方取

得了全勝，令女性的社會地位和財產繼承權利從此出現重

大突破，所以此案具有極大的社會意義。由是之故，在

1931年哈同遺產訴訟案中，我們不難理解，在面對來自巴

格達的哈同血脈親屬爭奪遺產的挑戰時，羅迦陵成竹在胸

的原因。而她最後可以獲勝，是由於當時的社會同樣出現

了媒體廣為報道，且給予其較大支持的情況；另外，哈同

的巴格達親屬過去一直沒與哈同聯繫，在哈同去世後才突

然出現，這種「認親認戚」、爭奪遺產的形象，相信更是

影響訴訟結果、不容低估的因素。

這兩個大案的結果都是女方大獲全勝，又可以進一步

啟發民智，使民眾感受到無論是作為女兒還是妻子，女性

均享有繼承權利，這一觀念已經得到東西方世界的認同。

而有關女性繼承權的意識，也已逐漸滲透進普羅大眾的意

識形態之中。大約一個甲子後的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

初，王德輝遺產的爭奪戰，發生在配偶繼承權制度已完全

確立的高度現代化城市香港，媒體和大眾明顯亦對女性可

以獲得財產繼承的問題，給予了極大的肯定和支援。即便

是身為長輩的家翁，想從媳婦手上搶過繼承權，明顯也不

獲法官的認同。這再次說明原本在農村或傳統社會中較為

普遍的以父子繼承為主軸的做法，在現代城市中已轉為以

夫妻為核心，而法律及社會也給予了肯定和背書。

 ❍ 滬港社會的現代性

上海和香港發展成世界級都市的過程，不僅影響了

兩地人民的家庭、婚姻和繼承概念，同時帶出現代性

（modernity，早期譯為「摩登」）與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

兩個重要課題。這裡讓我們先談談何謂現代性的問題，下

一節再談文化涵化問題。「現代性」在當下依然是個流行術

語，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學與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說起現

代性，人們往往想到世俗化、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等

問題及趨勢，或者現代科技、現代教育、自由主義、個人

主義、社會主義等意識和現象。如果光從字面意思上說，

現代性是指現代社會的性質或特徵；如果從結構和文化層

面上說，社會結構主要由技術基礎、產業形態和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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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而一個社會的文化，則包括其思想體系、道德規

範、文藝知識等領域（夏光，2005）。

根據上述解釋，現代性似乎意味著西方化。事實上，

由於工業革命與歷次重大政治運動均源於西方社會，並

自西向東傳播，所以我們可以輕易地發現，幾乎所有現

代物質與精神文明，基本上都是西方的產物。現代社會

學宗師韋伯（Max Weber）便認為，鼓勵追逐金錢利益，

並且提倡節儉的清教徒（新教）精神，最終孕育了現代

資本主義—雖然追求利益的想法不是西方獨有，但只

有當這種想法為人們普遍接受，最終才能促成現代資本

主義發展。

當然，導致這種情況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因，就是西方

社會對基督教的普遍信仰，尤其在宗教改革之後，新教更

是解除了人們追求財富的束縛，調和了追求財富與虔誠信

仰之間的矛盾，使基督教新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最

終能「水乳交融」。相對而言，包括中國文化（包括儒教、

道教和佛教）、印度教、回教及神道教等在內的其他宗教

和文化則相對缺乏追求財富的世俗精神，所以無法孕育出

現代資本主義（Weber, 1951; 1985; 2005）。

儒家文化的核心強調孝道、禮法、家庭倫理，十分重

視教育和自我完善的價值觀念與原則，主張平靜無爭、反

對激烈，其目標是為了獲得受人尊崇的文化地位。相形之

下，新教文化卻是大相徑庭，其最終的目標是希望將每個

人塑造成虔誠服侍上帝的工具，這種抱有強烈熱情的信仰

與行為，與儒家傳統的價值觀並不相容（Bendix, 1966: 135-

141），所以儒家文化被指無法孕育出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

精神。這結論曾被奉為圭臬，直到東亞經濟騰飛，之後中

國大陸經濟又持續高速發展，甚至一度與西方世界分庭抗

禮，具有東亞文化特色的現代性變遷，方成為韋伯理論的

重要反例，挑戰其關於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經典命題。所

以究竟該如何看待東亞的現代性，至今依然是個頗有爭議

的話題。

在對東亞現代性進行研究時，會發現其與西方現代性

有頗大的不同。東亞現代性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在傳統東

亞與現代東亞之間保有相當程度的連續性，或者說傳統東

亞文化仍或多或少存在於現代東亞社會之中。這種連續

性，意味著傳統東亞社會已經以某種方式融入現代東亞社

會之中，從而令東亞現代性在許多方面不同於西方現代性

（孔令仁，1991；張德勝，1991；黃紹倫，1991）。

對於傳統與現代的界定，西方社會學慣常用二分法區

分，韋伯的社會行動學，對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

區分，也是他對現代西方社會與傳統社會（非西方社會）

的主要區分—即現代西方社會以形式合理性為基本特

徵，傳統社會則以實質合理性為基本特徵（Weber,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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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換句話說，前者被認為更強調手段或工具的合理

化和理性化，後者則強調目的或價值的合理化和理性化

（夏光，2005：15）。

但是，這樣的二分法基礎並不可靠，所得出的結果亦

必須小心解讀。簡單來說，價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為本

質，價值理性必須以工具理性為前提，同時工具理性也為

價值理性服務，二者不可分割。比如法律必須先有程序正

義，才能走向實質正義，而程序法則先於實體法。在經濟

學中，必須先有效率追求，才能為公平追求奠定基礎。所

以一個人合目的與規律的社會實踐活動的成功，即可視為

個人精神價值向社會價值的轉化，並取決於價值理性與工

具理性的統一。這個過程雖是一個漫長的動態演變，卻可

反映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方方面面。中國的現代化歷程，至

今仍反映了工具理性滲透在社會之中，可見具有傳統文化

內核的價值理性，依舊在發揮重要的作用，進而決定何種

移植自西方的工具理性，能夠真正融入中國社會之中。

如果再深入挖掘，則不難發現，西方現代性之中的核

心精華，其實始於歐洲啟蒙運動所倡導，並影響至今的理

性主義和人道主義。相對而言，作為中國和東亞傳統文化

核心的儒家文化，其實也有以理性主義和人道主義為基本

的內容。在此層面上，儒家文化按照西方的標準來說，其

實也具有現代意味，或者說儒家文化本身，就已具有成為

東亞社會現代精神的潛力（夏光，2005：51）。因此，正

如前文提及，屬於東方的現代性，其實具有強烈的文化延

續與調適功能，並且一直伴隨社會前進和發展。

事實上，即使是當下西方的現代化，也同樣有著對其

原本傳統的揚棄。所以，在全球的現代化過程中，無論是

西方的還是非西方的，其文化和傳統的調適，其實大同小

異，都是傳統與後傳統（現代）的互動，也是全球化和地方

化的互動。正是在這一複雜的多方互動過程中，我們可以

看到，某部分的行為、制度或價值，與其他部分的行為、

制度或價值呈現了重疊或矛盾的狀態，或是不同的現代性

模式之間，呈現出同中有異的狀態（夏光，2005：22）。

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封建時期的財產制度是以家族

血脈為主要依托，家產的分配本就無需過問個人意願，只

是聽從長輩意見，按照儒家的禮法宗法，在父系家族成員

之間流轉，所以西方概念的遺囑，其實沒有太多的存在

空間。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所謂「遺囑」，很多只能稱之

為「家訓」，主要內容是對日後子孫品行和習性的要求與

勸導，真正的家產分配內容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隨著商

品經濟的日漸發達，遺囑的內容才逐漸與財產有了更多關

係。但是，由於中國傳統社會缺乏契約和法治精神，宗法

禮教凌駕於個人意志，所以官府審訊時較多依據宗法禮教

來裁決，遺囑作為表達死者意願的文字檔案，在爭奪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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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中素來不是一個重要憑據。

由是之故，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古代的遺囑其實無

足輕重，甚至沒有實質的存在意義。直至近代中國，在半

殖民地的上海租界及殖民地的香港，因受西方文化與法律

觀念的影響，才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遺

囑。在律師見證之下的遺囑，或許一開始只有西方人使

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長期華洋雜處的環境，使西

方的現代性內涵逐漸滲透並影響華人世界的各種生活習慣

與規律；之後，華人也從實用的角度引為己用，令遺囑逐

漸出現變化，接受了這種現代性的滲透。

也即是說，具有鮮明西方特色的遺囑，與之前所謂的

傳統家訓，或是分家析產文書，其實性質迥異。因為後者

不依照任何財產所有人的意願，而現代遺囑則完全依據立

遺囑人的個人想法，「我手寫我心」，不過問立遺囑人和受

益人的道德品行以及因緣好惡，使他們的權利均可獲得法

律保障，遺囑的內容得以被執行。由此，我們可以看到，

現代概念的遺囑，還是集中體現了工具理性的特點。當

然，遺囑的形式、具體安排及其他不同內容亦反映出家庭結

構、親友關係、產權理念、法律文化及意識形態上的變化，

而不同時代因為爭奪遺產而爆發的大案，則既見證了現代性

在滬港的植入，亦更為具體和深刻地反映了前文提及的婚

姻、家庭結構、繼承制度、性別平等和血脈觀念的變遷。

 ❍ 文化互動中的涵化進程

由西方文化東漸，與東方文化發生互動，並帶動東方

文化的調適，豐富其內涵的過程或問題，可帶出文化「涵

化」的概念。到底何謂文化涵化呢？這個學術概念可以怎

樣加深我們對宗法傳統瓦解下現代中國女性繼承權的構建

與再造呢？在上文所述的西方文化東來的過程中，我們可

以看到，西方文化之所以表現強勢，是因為其具有前文提

及的現代性，而這種現代性在中華大地逐漸被接納的過

程，其實便是現實意義或具體意義上的涵化。

對於涵化一詞，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在 1954年的《美

國人類學家》雜誌上下了這樣的定義：涵化是指兩個或多

個獨立的文化體系相接觸所產生的文化變遷。首先，這種

變遷可以是直接文化傳播的結果，也可以是由非文化原因

所引起，比如由文化接觸而產生的生態或人口結構變化，

它可以表現為逐漸接受外部價值、制度或模式，令內部出

現變化與調適，也可以表現為對傳統生活方式的反適應，

進行變革。其次，涵化的層次其實很廣，簡單來說可分為

群體涵化（文化、社會和體制）與個體涵化（個人的行為

特徵）兩大類別。在殖民化狀態下，個人對異文化的接

受，是強制性和單方面的，人們對新文化一無所知，然而

當涵化過程一開始，個人和群體在對待涵化影響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