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偷拍餵母乳放上網 全城譴責
行家批的哥「業界之恥」警跟進籲市民報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有的士司機涉偷拍女乘客在車內

餵哺母乳，更將照片放上網公

開，事件引起全城譁然，網民群

起譴責，行家更狠批該名司機是

「業界之恥」。事件已引起警方

關注，據悉已交由網絡安全及科

技罪案調查科跟進，並呼籲若市

民就案件有任何資料提供，可與

警方聯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對事件表示遺憾及予以譴

責，認為社會應建立正面看待母

乳餵哺的態度。香港個人資料私

隱專員公署亦密切留意事態發

展，任何人士如懷疑其個人資料

私隱受到侵犯，可向公署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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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哺乳案網民熱議
David Cheung：「雖然個女乘客不嘗試用衣服
或布遮掩一下也有一點問題。但總不代表你可以
完全冇打格咁放上網：試想一下如果個女士是你
老婆或阿女，無打格咁比（俾）全香港市民睇哂
（晒），你會點 ?其實有冇什麼條例監管的士司
機既（嘅）行為？否則好既（嘅）司機都會比
（俾）呢啲敗類映衰哂（晒）！！！」

Lok Ho：「個媽咪信任你先車上哺乳，你就錄影
完放上網。行為極可恥！」

JsJs Man Kit ：「的士司機永遠都唔會得到人家
專（尊）重了，轉行吧。」

Ken Lueng：「我印象中呢位師兄曾都在谷
（group）里（裡）講野（嘢）頭頭是道！如今
做一件甘（咁）樣的事，除累己累人，成個業界
形象跌到落谷低（底）！好sad啊！」

陳富樺：「火都黎（嚟）埋！害群之馬！」

Ricky Leung：「人渣，踢佢出group啦！」

近年年幼子女及時
阻止父母自殺事件

日期

2015年
6月22日

2014年
11月7日

2014年
8月29日

2014年
9月21日

2014年
6月17日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杜法祖

事件

黃大仙樂富邨一名29歲婦人疑因
與夫情變萌死念，向10歲幼子留
下遺言後反鎖廁內燒炭。兒子得
悉欲推門救母不果，通知父親報
警將已昏迷母親救出送院。

土瓜灣馬頭涌道福安大廈一名33
歲單親母危站12樓簷篷，9歲女
兒夢中驚醒見狀立即報警求助，
由消防員將母帶回安全地方。

疑財困中年商人在荃灣象山邨寓
所用刀及玻璃樽碎片「自宮」圖
輕生，其14歲兒子及時發現報警
將父送院。

八鄉元崗村一名30歲村婦疑與男
友感情問題發生爭執，她以摺刀
割左腕企圖自殺，幸其7歲兒子
發現報案，及時將母親送院治
理。

黃大仙下邨龍裕樓一名35歲姓譚
女子，疑夫有外遇，衝上35樓天
台圖跳樓。其9歲女兒見狀報警
將母救回。

5歲童致電阿爸 救返燒炭嫲嫲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胖漢飲半打啤酒不治疑熟人竊雜貨店 婆婆痛失「棺材本」

事緣日前有的士司機在facebook群組「的士司機資訊網 Taxi」，上載
一名外籍女乘客在乘車期間，於車廂內拉低衣領為嬰孩餵哺母乳的

照片，照片中的女士樣貌和胸脯均沒有「打格」，司機並評論「咁都
得？」但其作為迅速引起群情洶湧，網民紛紛留言直斥其非，指責其所
為侵犯女乘客私隱。

網民將司機「起底」貼出容貌
事件惹起公憤後，該名司機雖迅速將照片刪除，並將群組內的個人資

料改頭換面，並作出隱藏。但有網民已將照片截圖，並轉發上載至其他
facebook群組及網上討論區，譴責該名的士司機行為。有的士業行家更留
言怒斥其「賤格」，是「業界之恥」。有人更將司機「起底」，貼出其
容貌，指其為一名姓周的士司機。

行家：不似車cam疑手機偷拍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主席吳坤成估計，相片應不是最近業界安裝的車內
攝錄器所拍，可能是有人用手機拍攝，再上載至互聯網，批評無論任何
形式，都不應該做出這些行為，對業界造成負面影響。
有律師指出，涉事司機或已干犯不誠實使用電腦罪，若罪成最高可判
處監禁5年。律師又建議相中女士可報警，提供更多資料以便警方追查作
出檢控，甚至向法庭申請禁制令，要求該的士司機刪除有關照片。
警方發言人昨日接受傳媒查詢時，透露正了解事件，並呼籲若市民就
案件有任何資料提供，請致電2860 5012與警方聯絡。據悉，警方已指示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負責跟進，追查上載相片人士的身份、拍攝
來源等，並調查是否有人干犯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等罪行。

港府近年積極推動
母乳餵哺，社會接受
度雖有見上升，但最
近卻有的士司機把一

名正以母乳餵哺嬰兒的乘客相片，上傳至
網上，遭到社會炮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以及副局長陳肇始昨日均就事件
表示遺憾及予以譴責，認為社會應建立正
面看待母乳餵哺的態度。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在一公開

活動中回應指，是次事件令人感到不開心
且不應該發生。
他直言，涉事司機未經該名媽媽同
意，就私下攝錄進行母乳哺育的過程，
行為已是不尊重個人私隱，事後更進一
步把相關圖片發放至互聯網，如同踐踏
了個人私隱，行為同時亦反映該司機不
支持、不尊重母乳哺育，應予以譴責。
高永文指出，過去曾聽過不少商場或公

司管理層要求需進行母乳哺育的同事移至
其他地方，甚至洗手間，坦言做法不理
想。他重申整個社會均需有支持母乳哺育

的態度，與母乳哺育媽媽共同使用公共空
間的同時，亦要明白母乳哺育是應該，且
是媽媽的天職。

陳肇始：育嬰室仍供不應求
身兼促進母乳餵哺委員會主席的陳肇始

昨出席另一個公開活動時指出，對涉事司
機不尊重餵哺母乳媽媽私隱感到遺憾，認
為現時部分巴士、渡輪等交通工具、食
肆、商場亦設立育嬰室，社會接受度雖有
見上升，但育嬰室仍供不應求。
她又指，建立市民正面看待母乳餵哺

的態度需時，未來將加強學校教育，希
望從小時就建立正確的母乳餵哺態度。
同時陳肇始透露，最好在嬰兒出生後連

續6個月餵哺母乳，有提高免疫力等多個
好處。雖然約80%媽媽願意母乳餵哺嬰
兒，惟嬰兒兩個月至4個月大後，母乳餵
哺媽媽比例卻跌至不足一半，前後差距
大，她強調日後會盡量做好推廣教育工
作，呼籲社會堅持及支持母乳餵哺。

■記者 文森

一名的士司機日前上
載乘客在車廂內哺乳的
相片至社交網站，引起
公眾廣泛關注。個人資
料私隱專員公署昨日表

示，反對任意上載或公開他人的個人資料
等侵犯個人資料私隱的行為，亦可能有違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等法例，強調在
收到投訴後會接觸有關涉事者，作跟進處
理。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昨日發出新聞稿

回應「的哥事件」，重申若相關收集個人
資料屬故意而非隨意的，且能切實可行地
識辨到個別人士的身份，便屬收集個人資
料，受到條例及公署監管。
公署反對任意上載或公開他人個人資料

等侵犯個人資料私隱的行為，並解釋在互
聯網隨意發放他人資料，從而對該名當事

人構成不利影響，後果深遠，亦可能涉及
有違《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等不同法
例。
公署指出，任何人士如懷疑其個人資料

私隱受到侵犯，又能提供表面證據，均可
向該署作投訴，強調在收到投訴後會接觸
有關涉事人士，作跟進處理，亦會因應情
況調查是否有違反條例規定。
對於有社會人士建議推動的士發展聯會

推行「的士攝錄錄音監控安裝計劃」，公
署認為該計劃屬的士業界自行推出用以優
化行業服務的計劃，有別於是次個別的士
司機的個人操守行為。公署又指會密切留
意事件發展，亦發出《閉路電視監察及使
用航拍機指引》，就應否及如何負責地使
用閉路電視向機構提供建議及協助符合條
例規定。

■記者文森

高永文批不尊重母乳餵哺

私隱專員：收投訴會跟進
0�0�$$

■有的士司機偷拍女乘客哺乳，並上載網上公開，惹來網民斥責。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綜
合外電報道） 來自香
港的一名29歲英籍跑
手，昨越洋參加在新
加坡舉行的渣打馬拉
松半馬比賽時，在距
離終點僅一公里處不
支倒下，送院搶救後
不治。亦是星洲今次
舉辦十五屆渣馬賽事
第二宗跑手猝死意
外。大會事後已通知
死者家人，並設法提
供所需協助。
據新加坡《海峽時

報》報道，死者是在
香港居住的英國男子John Gibson，第十五屆渣
打銀行新加坡馬拉松賽跑於昨清晨4時30分在烏
節路起跑，共有4.6萬名參加者，賽事分全程馬
拉松、半程馬拉松，以及10公里等不同項目，
死者則報名參加其中21公里半程馬拉松比賽。

終點前約一公里倒地
現場消息指當死者跑至萊佛士賽道，距離終

點政府大廈草場約一公里，不知何故突然倒地。
主辦單位見狀馬上派出醫生即場為事主提供心肺
復甦等急救，再用救護車將他送往新加坡中央醫
院接受治療，惟終返魂乏術。

據當地傳媒報道，死者John Gibson為居港英人，畢業
於倫敦大學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今年10月完成倫敦大
學亞非學院國際研究及外交（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Diplomacy）碩士課程後，便來港發展。
有心臟科醫生指出，35歲以下猝死個案通常是先天性

疾病造成。醫生提醒市民注意某些患病徵兆，如運動時
忽然感到胸口疼痛，停止運動後就不痛之類。醫學界指
出，有某類人是不適合跑馬拉松，諸如事前沒有任何鍛
煉、曾因中風或遺傳因素誘發過心臟病，又或是平時運
動時臉色蒼白、患有高血壓或其他心臟疾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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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上
水古洞街市一間雜貨店失竊，七旬女
檔主損失約8萬元「棺材本」，大呻
「好心痛」，有街坊聽聞她失竊，亦
表示「戥佢肉赤，替她難過！」
遇竊雜貨店女東主姓黃、67歲。
昨清晨6時許，黃返回雜貨店準備開
舖營業時，發現舖頂的鐵絲網上蓋
被人剪開一個大洞，懷疑遭人潛入

爆竊於是報警。警方到場調查，經
點算證實損失現金約8萬元，包括6
萬元港幣及約兩萬元人民幣。
黃表示在上址開業三十多年，過

去曾被爆竊，所以將錢放在店內隱
蔽處，料不到仍失去，今次店內無
被搜掠痕跡，賊人似乎一早知悉現
金擺放位置，懷疑會否是熟人所
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尖沙
咀發生懷疑飲酒猝死意外。一名壯漢偕
友人同到酒吧消遣，飲了半打罐裝啤酒
後感到不適，與友人離開步至大廈門外
時突不支暈倒，送院搶救終告不治。警
方初步調查沒有可疑，不排除事主患有
隱疾，死因有待驗屍確定。有醫生不排
除事主因隱性心臟病發猝死，亦有可能
是酒精中毒出事。

死者姓唐、40歲，據悉從事物流業。
現場為尖沙咀山林道4-4A號一間樓上酒
吧，事發昨凌晨約1時27分，唐偕同6
名至7名男女友人到上址酒吧消遣。現
場消息稱，其間唐飲了半打罐裝啤酒，
之後感到不適，於是與友人結賬離去。
惟當行至大廈門外時，唐突然不支暈倒
地上，友人大驚報警求助。救護員接報
到場將事主送院搶救，惜終於不治。

■■機警救回機警救回
祖母一命的祖母一命的
男童男童，，一併一併
送院檢查送院檢查。。

■男跑手在距離終點一
公里處不支倒下，即場
接手心外壓急救。

互聯網

■渣打新加坡馬拉松賽跑，昨日上午在烏節路開跑。
星期天時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石硤尾邨一名機靈
5歲男童，昨晨發現祖母房間冒煙並嗅到燒焦氣味，
叫喚祖母無反應，馬上用手機致電父親表示「嫲嫲想
自殺」結果救回祖母一命。
消防員接報到場破門將已昏迷的事主救出後，為
安全起見將其孫兒一併送院檢查。警方將案暫列虐兒
及企圖自殺處理，正調查事主燒炭輕生原因。
醒目救回祖母一命5歲男童姓徐，與家人同住石硤
尾邨24座一單位，其輕生祖母姓葉、57歲，經救治
後情況嚴重。現場消息指有人數日前曾與丈夫爭執，
事後情緒疑受困擾。
現場消息稱，葉的兒子昨晨7時許已上班，留下母
親與兒子在家。至早上9時許，孫兒發現嫲嫲房間冒
煙以及嗅到味，叫喚嫲嫲無反應，於是用手機致電
父親表示「嫲嫲想自殺」，父親聞言大驚連忙致電鄰
居代為查看。
鄰居查看果發現有人燒炭，立即報警。消防員到

場破門將昏迷女事主救出送院搶救，當時同在家中的
孫兒亦一併送院檢查。

警讚男童機靈臨危不亂
據悉醒目孫兒的手機是父親給他打遊戲機之用，

不料今次發揮救人作用。有資深警務人員指出，事件
中的男童相當機靈，臨危不亂，且懂得及時致電父親
求助，救回祖母寶貴性命。他認為當兒童年屆五六
歲，家長已可教導他們遇上緊急事件時，可以致電
999求救，此舉可直接尋求援助，不用迂迴求助而錯
過救人的寶貴時機。
該名警務人員指出，當然家長亦有責任教導兒童
不能濫用999、或者玩電話。雖然兒童未必能分辨清
楚何謂「緊急」事件，但始終人命關天救人要緊，警
員到場自會依情況處理。
他又提醒家長同時要教兒童記熟自己的住址，但

只可在報警時講出，不可隨便向陌生人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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