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回收行貨 Note7港首爆
用半個月手機熱熔如炭 三星指因「外來熱力」肇禍

在外地多次發生

爆炸事故的三星

Note7 手機，懷疑

在香港特區首次發生同類事件。有

網民指稱於本月2日在一間電器連

鎖店購買一部全新型號的64GB三

星Note7手機，使用半個月後，於

前日突然發生爆炸，整部機燒熔如

黑炭，幸無人受傷。三星回應指

出，該產品損壞是因外來熱力導

致，會聯絡該名身在外地顧客，以

便詳細了解事發經過。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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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Christy Wong」昨日在facebook發帖，劈頭
即說：「我唔知我係咪第一個香港人爆Note7

呢？」她解釋，其丈夫早前送了一部三星Note7手機給
她，手機是於本月2日即香港行貨開售日，於本港一間
大型電器連鎖店購買。由於之後新聞報道不斷指有關型
號手機出現問題，又曾在各地發生爆炸事故，她取機翌
日已向連鎖店查詢情況，獲告知沒問題，毋須回收。
她續說，前日下午在家中休息時，拿起手機使用，竟
然「用用下，聽到吱吱吱，我即刻掉都掉唔切」，之後
手機即冒煙，更開始熱熔。待手機「爆完」冷卻後，她

將手機殘骸交回電器連鎖店，該店表示需送交三星跟進
處理。

網傳炸後照 事主：唔知點解爆
事主在帖中上載了多張手機爆炸前後的相片，可見爆

炸後的手機，背面及熒幕都燒成大片黑色，有如黑炭，
手機邊框更爆開，旁邊有一堆黑色物體，估計是燒熔的
手機零件。她坦言：「唔知點解會爆囉！」又無奈說手
機是丈夫送贈，現在損壞了甚感心痛。
資料顯示，香港三星早前曾指，在行貨開售日之前推

出的500部Note7「早鳥機」電池才需要更換，而事主
在開售日買機，其手機不在官方宣佈會作回收之列，惟
發生事故後，令人關注有問題手機數目不止500部。
三星發言人最初表示，公司正跟進及了解事件。其後
再於昨晚指，已收到肇事的Note7手機，並進行詳細分
析，初步檢測結果顯示，該產品損壞的原因，是因外來
熱力導致，三星已聯絡該名身在外地顧客，以便詳細了
解事發經過。

網民：好似放咗炸彈喺身

不少網民對事件議論紛紛，主要是對手機的安全性感
到擔憂。「Bossini888」直言：「好危險，好易火
災」。「我要真發達復活」說：「如果煲電話竹（粥）
個（嗰）陣爆，唔知會唔會炸甩隻耳朵呢？」「Prudy
Ngai」更形容：「好似放左（咗）個炸彈係（喺）身
咁……又怕燒左（咗）間屋……好恐怖。」
亦有不少網民認為三星應回收手機。「Henry Ip」表

示：「應該停售，全面回收。」「陳偉忠」亦留言說：
「其實咁樣用部機都會感到壓力好大，唔明點解唔全面
回收，係咪要等到炸親人先回收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沉寂一時的
「快閃爆竊黨」重出江湖？法國名牌「CHA-
NEL」位於銅鑼灣利園商場的分店，昨凌晨遭
賊人打爆玻璃門闖入，不足分半鐘即閃電掠去
一批名錶、珠寶及手袋，總值約200萬元，警
方港島總區重案組已接手追緝4名賊人歸案。
遭爆竊的「CHANEL」分店位於希慎道33
號至37號利園商場地下，4名賊人年齡約25歲
至30歲，中等身材，犯案時均穿黑色衫褲及戴
口罩手套，其中兩人分別戴黑粗框眼鏡及黑色
鴨舌帽等。
昨凌晨約4時30分，上址商場保安員巡邏期

間，赫見「CHANEL」專門店其中一扇約2米
高、1米寬的玻璃門粉碎，出現一個大窿，除
一地玻璃碎外，店內更有被搜掠痕跡，相信已
遭賊人爆竊，立即報警。
警員到場發現店內一片凌亂，多個飾櫃空空
如也，遂聯絡負責人返回助查。經點算相信有
一批名錶、珠寶及手袋被掠去，損失總值約
200萬元。

「天眼」證4賊80秒犯案
由於店內裝有多部閉路電視鏡頭，警員翻看

「天眼」片段後，證實早前共有4名男子以硬
物擊毀玻璃門進入犯案，得手後迅速逃走，由
於犯案過程僅短短約80秒，不排除是沉寂一時
的「快閃爆竊黨」所為。
遇竊「CHANEL」分店昨晨未能如常在早上
10時半開門營業，職員要用木板臨時圍封損毀
的玻璃門。
重案組探員稍後在店內蒐證，又向附近店舖

索取「天眼」記錄，冀能從中得到破案線索，
另有探員到附近街頭檢視路邊垃圾桶，搜尋是
否有可疑物品。
「CHANEL」發言人回應稱，正協助警方調
查案件，詳情不便透露。
名牌手袋、鑽飾有價有市，過往屢成為「快

閃爆竊黨」的作案目標，其中「玩具大王」蔡
志明女兒蔡加敏在利園山道經營的店舖，3年
前亦曾遇竊。

「快閃黨」利園爆竊 CHANEL失財2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天水圍嘉湖山
莊附近一幅私人土地，今年2月被發現有近10米
高的泥頭山，其後短短一個月泥頭範圍不斷擴
大，經調查發現有分判商在該處堆放泥頭、建築
廢料及枯萎樹木，涉嫌違反《廢物處置條例》。
被告「佳信創建有限公司」的代表昨在粉嶺裁

判法院承認一項「無有效許可而在私人地段擺放
建築廢物」的傳票控罪，判罰款5萬元，限一個
月繳交。

認堆嘉湖「泥頭山」
分判商罰5萬

已婚漢搭上女學護，結果演變
成一段血淋淋孽緣，男方登門探
望已分手情人時，胸背遭人連插7
刀送院。女學護事後被控蓄意傷
人及刑事恐嚇共5項罪名，她否認
指控，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續

審，男事主庭上供稱，分手後被告曾透
露懷了身孕，他雖懷疑經手人不是自
己，但出於朋友般的關心，仍如常到醫
院探望她。
37歲已婚漢鄭柏堯作供稱，他2000
年畢業於中大，主修化學。去年6月他
和被告簡媛茌（29歲）分手後，再沒有
性行為。

短訊「Love you」稱愛有好多種
惟辯方向鄭出示他和被告之間的

WhatsApp對話，質疑鄭為何在分手後
仍 發 出 「you are important I love
you」親密口訊。事主解釋，大家對文
字理解不同，上述說話是出於朋友關
心，他稱：「人世間嘅愛唔止男女之
間，朋友同親情都係，I love 爸爸 I
love 媽媽。」
鄭在盤問下承認，被告曾向他透露有
了BB，但他卻懷疑過BB不是他經手。
但他沒有在意BB是誰人經手。直至去
年10月，當被告去醫院墮胎，他有前往
探她，並為被告買M巾（衛生巾）。
辯方立時質疑，倘若BB不是鄭，為

何鄭在WhatsApp中會問女方「pain唔
pain」，甚至幫忙買M巾，鄭解釋他和
被告相處時，得悉被告過往曾有自殺念
頭，而且有不快經歷，所以他基於憐愛
才去探被告。
鄭又稱，自他和被告分手後，彼此仍

有行街、睇戲及吃飯，亦會駕車接她返
回古洞住所，平均每周會有一趟到被告
家中協助執屋。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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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009年因
威逼15歲少年跨境販毒而被判監30年的囚
犯黃得煒，去年入稟高等法院，挑戰懲教署
要乘坐囚車的犯人鎖上雙手的新措施。他昨
日在高院申請司法覆核許可，法官在聽罷其
陳詞後拒絕受理其案件，稍後將頒下書面判
詞交代理由。
無律師代表的申請人黃得煒，昨日在庭上
陳詞指出，要犯人雙手鎖上押解手銬，即使
身旁有扶手也未能保障安全，只有安全帶才
可取代作為安全措施。
黃並申請引理工大學前機械工程學系工程
師盧覺強的專家報告，建議囚車需加裝安全
帶，惟申請未獲法官接納。
黃認為法官是因報告寫錯字而拒絕接納報
告，又稱：「法庭對我有偏見，因為我係囚
犯！」雖然法官表明「唔關事」，惟黃重複
指控，更稱：「我覺得你蝦緊囚犯！」

乘囚車須鎖手銬
犯人申覆核遭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新加坡註
冊貨輪「萬海307」（WAN HAI 307），前
日由台灣高雄來港途中發生火警，大火焚燒
逾一天至昨晚受控，但仍未撲熄，猶幸無人
受傷。
長近200米的「萬海307」號現仍停泊南丫

島對開海面，海事處指該船並無下沉危險，
已要求其香港代理安排移走受事件影響的貨
櫃。據悉，船上貨櫃載有國際海運危險貨物
規例之下的第九類物質和物品，即雜類危險
品。
消防處共動用了7條喉，包括貨船上3條
喉，以及兩部高度膨脹製泡機和兩條座地中
攻喉筆救火。

星貨輪燒一天未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油
麻地一名初為人母婦人，昨凌晨在
家中躺床為出生僅26天的初生男嬰
餵哺母乳後，疑倦極睡着，她醒來
驚見愛兒已昏迷，送院搶救不治。
警方正調查男嬰是否意外被母親身
體所壓致窒息，將驗屍確定死因。
今次已是10天內第二宗嬰兒不幸猝
死意外，有陪月員指出餵哺母乳的
母親極易疲倦，最好坐着抱起嬰兒
哺乳，如採用躺臥式餵哺容易睡
着，應有家人陪同確保嬰兒安全。
現場為渡船街7號仁賢大廈一單

位，昨凌晨4時許，上址一名僅26
天大姓黃男嬰，被母親發現昏迷床
上，報警送院搶救約1小時後，終
返魂乏術。
男嬰雙親在醫院驚聞噩耗傷心痛

哭，其中母親離開醫院時，手上仍
攬着兒子生前所用的被。

消息稱，男嬰父親40歲，35歲姓
鄭母親是澳門人，夫婦均任文職，
男嬰是他們的第一胎，出生時由於
不足磅，曾須留院觀察多天，至近
日才被接回家。

疑哺乳後熟睡壓男嬰肇禍
昨凌晨事發前，男嬰在房內床上

由母親側臥餵哺母乳，父則在廳
中，其間母親疑倦極入睡，醒來時
已發現男嬰昏迷。不排除有人熟睡
時不慎壓住男嬰出事，夫婦其後一
度被帶署助查事件是否涉及刑事成
份，警方其後將案列作「有人昏
迷—送院時死亡」跟進。
據資深陪月員指出，無論嬰兒多

大，都不建議母親以側臥姿勢哺
乳，因為如母親在餵奶期間睡着，
有機會壓着嬰兒，嬰兒因承受力弱
亦無力反抗，一旦被壓着會有受傷

危險，甚至會窒息。母親應坐着抱
起嬰兒哺乳，最好有家人陪同，以
免發生意外。她又提醒餵母乳後要
為嬰兒「掃風」，否則嬰兒嘔奶或
會阻塞氣道，同樣有窒息風險。
本月11日清晨，大埔泮涌村亦有

一名3個月大女嬰，懷疑睡覺時遭
被鋪蓋過頭窒息，送院不治。

嬰兒猝死 10天第二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祖）曾於2011年區議會
選舉深水埗南昌南選區落
選、自稱是「神州青年服
務社」成員的方鏗強，涉
嫌於去年12月至今年8月
間，用氣槍射毀西環般咸
道解放軍駐港部隊宿舍及
九龍塘歌和老街解放軍駐
港部隊高級軍官官邸的玻
璃窗。警方其後在方半山
區寓所內，檢獲一支氣槍
連彈匣。案件昨日於九龍

城法院提訊，方暫毋須答
辯，案件延至11月15日，
其間方獲准保釋。
報稱無業的39歲被告方

鏗強，被控兩項刑事損壞
及一項無牌管有槍械罪，
暫毋須答辯，以待警方進
一步調查及化驗涉案氣
槍。
控方透露，涉案氣槍可

發射鋼珠，被告疑用此槍
犯案。控方不反對被告保
釋，但要求被告不可進入

涉案的100米範圍。
主任裁判官批准被告以2

萬元保釋，除10月16日至
11月7日離港到澳洲醫病
外，其餘時間不可離港，
及須於報稱地址居住。而
在離港期間保釋金加至5萬
元。
被告昨日在親友陪同離

開法院時，其父疑不滿傳
媒拍攝，涉損毀一名報章
記者的攝錄機，記者其後
報警求助。

氣槍射駐軍宿舍案 無業漢准保釋

■涉槍擊解放軍宿舍窗
戶的被告方鏗強准保釋
候審。 資料圖片

■猝死男嬰的親友傷心離開醫院，
由警員陪同返署助查。

■■利園商場一名牌店遭爆竊利園商場一名牌店遭爆竊，，損毀的大門事後須圍封調查損毀的大門事後須圍封調查。。

■事主在
網上發佈
其手機包
裝盒上的
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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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主的三星事主的三星NoteNote77手機手機，，在在
爆炸前沒有異樣爆炸前沒有異樣。。 fbfb圖片圖片

■■事主的三星事主的三星NoteNote77手手
機突機突「「自爆自爆」，」，熒幕燒熒幕燒
成如黑炭成如黑炭，，手機邊框更手機邊框更
爆開爆開。。 fbfb圖片圖片

■事主手
機底部亦
被燒熔。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