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機確認酒駕 不排除「自焚」
鑑測酒精濃度四倍於標準 車輛無人操控行千米

屏東人的南海漁事

香港文匯報

訊 據中通社、

中央社、中新

社報道，陸客團火

燒車釀26死事故29日有新

進展。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當日表示，經法務部門法醫研究所鑑

識，司機血液、尿液與胃分泌物都檢驗出

酒精成分，確認酒後駕車。關於媒體詢問

駕駛員是否有自殺、自焚意圖而釀禍，檢

方表示，不排除各種可能性，偵辦也朝

「人為自焚」方向調查，並研判司機在事

故發生瞬間被大火燒灼，立即失去意識或

來不及應變，遊覽車在「無人操控」狀態

下，行駛一千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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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旅巴慘劇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遊覽車司機的血液、尿液、
胃分泌物，均檢驗出「高量酒精成分」，一般

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mg已經違反公共危險
罪，而司機竟高達1.075mg，屬嚴重超標。而當天
於桃園地檢署舉行的「火燒遊覽車案記者會」上，
桃園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王以文表示，該數值四
倍於法定標準，整個人可能出現「失能」現象，已
是醉態駕駛的犯罪行為。事故中的司機「製造了讓
自己陷於不能安全駕駛的狀態」。

喝完不久就駕車
桃園地檢署29日表示，根據司機遺體解剖的鑑定
報告，確認他血液、尿液和胃內都有酒精反應，
「應該是喝酒不久就駕車」，在確認酒後駕車後，
偵辦開始朝「人為自焚」方向調查。但由於日前查
出駕駛艙有2瓶汽油、下層行李層有3瓶汽油，前門
口被燒熔的地毯也有汽油殘留跡象，因此也不排除
電線走火引燃汽油。
桃檢襄閱主任檢察官王以文說，經法醫研究所鑑
驗酒精及毒藥反應，結果包括血液檢出酒精215mg/
dL（換成吐氣酒精濃度達1.075mg/L），尿液檢出
酒精207mg/dL，胃內容物檢出酒精3,708mg/dL。
王以文表示，經釐清司機生前行蹤、用餐處及服用
酒類，確認有酒後駕車情形。依照警方取締酒駕、
違反公共危險罪嫌標準，只要吐氣酒精濃度達
0.25mg，就已經超標；但遊覽車司機竟高達
1.075mg，警方表示，「這已經是非常嚴重的酒駕
肇事標準」。

乘客無法接近駕駛處
檢方先前解剖司機遺體，因嚴重碳化，初步認定

活活被燒死、陳屍駕駛座附近，檢警消在確認有汽
油助燃之後，如今又查出他酒後駕車，研判他在事
故發生瞬間被大火燒灼，立即失去意識或來不及應
變，遊覽車在「無人操控」狀態下，行駛一千多公
尺。且司機無法打開前、後車門讓乘客逃生，車上
乘客因前方起火，不敢接近、也無法跳車。而遊覽
車先擦撞內側護欄，車速才減緩，直到撞上外側護
欄才停下，而右後門又被護欄堵住，造成全車罹
難。
7月19日，一輛搭載24名大陸遊客、1名台灣導
遊、1名台灣司機的遊覽車，距桃園機場約3公里處
衝撞高速公路護欄後起火燃燒，26人全部葬身火
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台辦發言
人安峰山29日表示，台灣有關方面昨日公佈了
「7．19」重大車輛火災事故的最新調查情況，
我們對此高度關注。
安峰山說，這起重大事故發生後，我們多次

要求台灣有關方面儘快查明事故原因和責任，
以告慰罹難者及其家屬。昨日海旅會再次通過
台旅會表達嚴重關切，要求台方儘快通報事故
調查進展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中通社
報道，由於火燒車事故司機體內檢出胃
中酒精濃度比血液高出逾17倍，檢警研
判他沒吃午餐就喝酒，「酒在胃內還沒
分解」，可能在休息時偷跑去「灌
酒」。但由於停車地點很偏僻，沒監視
器，到底在何處喝酒，還要再查。獲悉
消息後，台公路總局相當驚訝地表示，
司機出發前必須通過酒測才能上路。不
過該趟旅程的酒測記錄，已隨車燒毀。
涉事遊覽車所屬的玫瑰石通運公司稱，
僅保留出車第1天的記錄，結果顯示正
常。
涉事遊覽車所屬玫瑰石通運總經理林

靖樺稱，未聽過蘇姓司機會喝酒，應該
是滴酒未沾的人，而司機出團前都會進
行酒測，得知司機體內被驗出酒精反
應，「嚇了一大跳」。對於外傳蘇姓司
機跟鄭姓導遊有紛爭，林說「未接過這
樣的訊息」。
林靖樺私下透露，蘇姓司機載運陸客到
免稅店下車後，一度失聯20分鐘，導遊打
電話到公司協助尋覓，其他同事猛打電話
聯絡，卻一直打不進去，公司不清楚他這
段時間內的行蹤，也不清楚在這段時間有
無喝酒。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遼寧省大連市29日舉行祭
奠「7．19事故」罹難市民儀式，沉痛悼念在台灣火燒車事
故中罹難的市民。大連市各級領導、罹難市民親屬代表以及
社會各界人士等百餘人參加儀式。
當日上午9時整，大連市殯儀館告別廳內，哀樂低沉，蒼

松肅立。台灣「7．19」遊覽車起火事故罹難者的遺像依次
排列在靈堂前的鮮花叢中，罹難者家屬站在告別廳的左側。
參加祭奠活動的各界人士神情肅穆，向罹難市民遺像鞠躬默
哀。
遼寧省委、省政府發來唁電表示沉痛哀悼，向罹難市民家

人和親屬致以慰問。同時要求大連市委、市政府切實做好罹
難人員善後工作，協助罹難者家屬妥善處理好後續事宜。
大陸的24名罹難者中，21人來自遼寧省大連市。事故發

生後，大連市官方立即啟動應急處理機制，成立事故應急工
作領導小組，迅速開展善後工作。7月21日下午，罹難者家
屬和相關工作人員乘坐包機赴台處理善後事宜，並已於28
日中午全數離台。

台官員解析車禍疑點
■疑點1：為何10天後才公佈酒測結
果？

回應：需要檢測的東西很多，包括胃裡
的分泌物、尿液以及其他毒藥物的檢
測。檢方要非常確認才可以發佈。司機
毒藥物檢測是由法務部門法醫研究所負
責，要送到醫院去做。在台灣這樣的結
果鑑定報告要一個月，因此目前司機遺
體整個解剖的鑑定報告還沒有出來，只
有毒藥物和酒精的部分是確定的，所以
趕緊把這部分拿出來公佈。

■疑點2：車內汽油來源？
回應：遊覽車用的是柴油，卻在車上檢
出汽油，且量大，確實異常。檢方正通
過行車的GPS軌跡，詢問沿途的加油
站。「很可能是在旅途的8天過程中買
的，或者之前買了擺在車上，只能回溯
去查。」 資料來源：新華社

大陸高度關注後續調查 遼寧辦祭奠儀式悼罹難者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道，陸客團火燒車燒出
遊覽車管理漏洞。台灣遊覽車公會全聯會日前批評「交
通部」，對於車上加裝音響、卡拉OK等設備法規鬆散。
又礙於高關稅、法規而無法與國際接軌，導致難以進口
一體成型原裝遊覽車。同時公會又呼籲司機在新當局修
法前，絕不可同時開啟各種電器設備，「否則是在玩
命。」

憂事件令旅業雪上加霜
上周「立法院」已要求「交通部」與「經濟部」、「財政

部」協商降低原裝進口遊覽車關稅。「交通部長」賀陳旦表
示，有關關稅事宜，院方會有更正式的決定，但更重要的改
進應該在於台灣車體廠商自身的品質監管，「交通部」也會
加強這方面的管理。

公路總局回應稱，將持續輔導落實自主安全管理。同時，
公路總局已提升抽查率、並將在三個月內正面表列電器設
備。台灣遊覽車公會全聯會表示，台灣有一萬七千多輛遊覽
車，今年因政黨輪替上半年出車率已衰退七成、損失逾四十
億元，火燒車後恐雪上加霜。
另外，遊覽車同業公會聯合會針對遊覽車火燒車事件舉行

記者會。理事長魯孝亞表示，台灣的遊覽車是「組裝」而非
「拼裝」，公會會要求業者自律，也將拜會「交通部」溝通
討論提升安全的做法。
理事長魯孝亞表示，台灣尚無打造一體成型車的能力，若

政府認為應進口（全車），是否應考慮降稅？魯孝亞也指
出，原裝進口遊覽車安全門數量與台灣法規要求的數量不
符，就算進口也無法上路。「這是法規使然」，稅務、法
規、市場需求都讓台灣難以進口原裝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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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旅巴電器齊開「是玩命」

捕魚看天氣。眼下這個季節，如果沒有颱風，風浪
不大，最適合出海。

44歲的屏東漁民王丁財，嚼着檳榔，在東港鹽埔漁
港補給完，就出港。一船六七個人，三四天就可抵達
太平島附近經濟海域，捕魚作業10天左右，往返一趟
經常超過半個月。

王丁財所在的屏東縣位於台灣最南端。他出生長大
的東港鎮漁業歷史悠久，而王丁財16歲就成為「捕魚
郎」，經常到太平島附近海域捕魚，對這一帶非常熟
悉。最忙時，他一天在這片海域捕釣10個小時。有時
漁撈機械佈置妥當，一下子能打上100多尾魚，平均
每尾魚40多公斤。

每次滿載着一船漁獲往家的方向走時，王丁財總是非
常高興。與台灣上班族平均每月3萬元（新台幣，下

同）的薪資相比，他覺得每月有四五萬元收入還不錯。
自己天生適合當船員，周圍親戚朋友也幾乎都是如此。

缺補給 太平島取水
「50後」鄭春忠也從小就和海洋結緣，七八歲時就

開始學習捕魚。鄭春忠喜歡海上生活，也癡迷於南海
一帶的蔚藍景致。十多歲時，他第一次和父親登上太
平島。那時漁船馬力小，到達太平島要六七天。船上
缺乏補給，他們就到太平島上汲取淡水。

20多歲時，他二度登島，那次是為了躲避颱風。
「碰到颱風天，我們習慣到太平島上去。颱風過後魚
比較多，我們再到附近海域捕撈，收穫更大。」鄭春
忠說。太平島附近海域，每年有台灣漁船200多艘進
行作業，其中約150艘來自屏東。這個漁場對台灣漁

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屏東人陳富盛捕魚40多年，當船長30多年，他也對

太平島附近海域的豐富漁業饋贈心懷感激。14歲時，
陳富盛跑船經過太平島，就認定那是個島。他聽說有
漁友受傷後到島上接受醫生治療後，就一直想登島看
看。本月20日，5艘台灣漁船從東港鹽埔漁港出發，
前往太平島，陳富盛是船長之一。

「那個島嶼是我們的，我就想到島上取一些淡
水。」陳富盛說，「未來我們的子子孫孫還要在這片
海域繼續捕撈下去。」26日，陳富
盛和 9 名船員完成了「登島」心
願，現正在返航途中。而船上，滿
載着太平島上的淡水。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萬事達卡（台灣）29日表示，統計
顯示，每刷卡消費100美元，就有
0.06美元因為詐欺而出現損失。根
據台灣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統
計，近年信用卡盜刷金額集中在網
絡盜刷。去年一年網絡盜刷金額超
過2.44億元（新台幣，下同），增
幅超過五成。
截至2015年底，台灣銀行業通

報的網絡盜刷信用卡詐欺金額已達
7.6億元，包括網購、網拍、郵購
等各式未經持卡人授權之「非面對
面」交易，較 2010 年的 7,333 萬
元，五年成長近十倍，網絡信用卡
詐欺也高居所有信用卡詐欺型態之
首，比重高達86%；第二大詐欺類
型則是偽卡，比重亦有8.27%，其
他則以遺失卡、被竊卡等為主。
銀行業者指出，以往持卡臨櫃按

鍵詐財的手法，漸被「開計算
機」、「點鼠標」、「手機掃碼」
等方式取代。這類網絡詐騙盜刷模
式，大多是傳輸信用卡卡號等資料
時遭攔截，後再到商店盜刷。
根據各大國際信用卡組織規定，

目前包括網購在內的「非面對面」
刷卡交易詐騙損失，只要持卡人能
證明並非自己刷的，損失全由發卡
銀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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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經濟研究院29日
公佈，6月台灣製造業景氣燈號亮出第15顆藍燈，續創
史上最長紀錄。
綜合台灣媒體消息，由於全球經濟回溫速度仍然緩
慢，6月台灣外銷訂單與出口金額尚呈現衰退的狀態。
製造業景氣信號值由5月的10.08分減少至6月的9.79
分，燈號維持衰退藍燈，續創15個月藍燈紀錄。

就各產業來看，石化橡膠大類中，由於國際油價仍相對
去年較低，石油及煤製品業維持衰退的藍燈；化學製品受
惠於美國的需求帶動，對輪胎的進口需求提升，使得橡、
塑膠製品業景氣燈號由衰退的藍燈轉為低迷的黃藍燈；電
子產業方面，蘋果新手機銷售難以大幅增長，整體市場需
求動能有限，6月的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表現轉為
低迷的黃藍燈，電子零組件則維持衰退的藍燈。

此外，台「主計總處」公佈概估今年台灣經濟第2季
度增長率為0.69%，為連續3季負成長後首次轉正，主
因是商品出口優於預測。上半年經濟增長率為正值
0.01%，景氣狀態為緩步回溫。
台灣當局發展委員會副主委高仙桂29日表示，台灣出

口及工業生產回溫帶動下半年的經濟增長態勢漸入佳
境，今年要全力「保1」。近期台灣出口跌幅有回溫趨
勢。工業生產及零售餐飲也略為好轉，加上製造業採購
經理人指數（PMI）數據轉好，逐季復甦的態勢非常明
顯。今年經濟增長速度可望朝全力「保1」邁進。

製造業連15月景氣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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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大連市昨日舉行祭奠「7．19事故」罹難市民儀
式，有親屬手持罹難者遺像傷心痛哭。 中新社

■■台灣方面公佈台灣方面公佈，，遊覽車遊覽車
司機已確認酒駕司機已確認酒駕。。圖為桃圖為桃
園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園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
王以文王以文（（中中））公佈毒藥物公佈毒藥物
反應報告反應報告。。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