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責任編輯：趙雪浛 ■版面設計：美術部

受限人權兩公約 殺小燈泡兇手判無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殺害女童小燈泡的王姓被告昨日
被台灣士林地方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士院發言人黃潔茹指出，被告再犯風
險高，犯後沒有絲毫罪惡感、同理心
及悔意，但受限「立法院」制定的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暨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人權
兩公約）等規定，判其無期徒刑。
黃潔茹指出，合議庭認定的犯罪事

實是王姓被告在去年3月28日，在台
北巿內湖區環山路一段，當街持菜刀

砍殺4歲女童小燈泡，導致女童身首
異處，當場死亡。依成年人故意對兒
童犯殺人罪，處王姓被告無期徒刑，
褫奪公權終身，扣案菜刀沒收，且其
可上訴。

法院：有辨認能力 不適用減刑
合議庭判處王姓被告無期徒刑的理

由是，被告雖經台北榮民總醫院鑑定
患有思覺失調症，本案殺人行為也是
因該症狀而引起，但是合議庭調查
後，綜合判斷結果認為，被告行為

時，明知殺人違法，也知要躲避他人
監督，且選擇最佳時機及對象來實施
犯罪，因此認定被告行為時的辨識能
力、控制能力跟常人無差別，因此不
能適用台灣「刑法」第19條的不罰或
減輕其刑的規定。
黃潔茹說，雖然殺人罪的法定刑度，

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但是人權兩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施行法」的解釋意旨是限制對精
神障礙者科處死刑，因此本院無從對有
精神障礙的本案被告判處死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中檢調日前偵破個資外洩案，

以梁姓主嫌為首的不法集團，存有1.7億筆民眾個人資料，以每套

20萬新台幣（約合港幣5.2萬元）賣給房屋中介。調查局表示，不

排除包括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首富郭台銘與藝人蔡依林等人的

資料在內。

台1.7億筆民眾個資外洩
不法集團售予房產中介 受害人不排除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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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泰聯手搗電騙集團
上百大陸人遭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包
括梁姓金主、鄭
男、周男為首的電
信詐騙集團，在泰
國曼谷成立詐騙機
房，並專騙大陸
人。刑事警察局聯
手泰國警方破案，
粗估有上百人受

騙，不法所得高達上百萬元人民幣。
台灣刑事局偵四大隊調查，鄭、周兩人僱傭大陸籍、

泰國籍民眾，成立詐騙集團，並專騙大陸人，詐欺手法
為一線話務人員以某位大陸居民遭人冒用其身份證件為
由，申辦其手機號，在騙取該大陸居民個人資料成功
後，再假冒公安人員告知其涉嫌洗錢，要監管其賬戶，
要求領其現金。
刑事局粗估，從今年3月初至5月9日，大陸民眾遭

騙金額達上百萬元。警方歷經6個月偵查，發現境外詐
欺話務機房在東南亞各國均有分佈，梁嫌於農曆年後，
把詐欺話務機房設立於泰國曼谷市郊。
台灣警方與泰國移民總局合作，於9日前往曼谷市邦

納區詐騙機房，開展攻堅行動，查獲機房管理台籍幹部
鄭男、周男，大陸籍機手及泰國人共9人，查扣詐騙教
戰手冊、iPhone手機11台、筆電4台等贓證物，專案小
組也於10日同步將幕後梁姓金主拘提到案。經審訊，
該案依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被移送台北地檢署。

WHO：無計劃邀台出席WHA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世界衛生組織

（WHO）昨日表示，無計劃邀請台灣派團參加今年即
將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WHA）。這是WHO 2009年
以來首次表示此一態度。
對於WHO表態不邀請台灣參加一事，台「衛福部」

回應表示「很遺憾」，也「非常不滿、不理解」。但同
時也稱，台灣方面還是會如期前往。
大陸國台辦新聞發言人安峰山在日前回應，WHO是

聯合國專門機構，按照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和
WHO第25.1號決議確認的「一個中國」原則，處理
WHA涉台問題是理所應當的。
安峰山續指，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

原則的「九二共識」，使得台參會的前提和基礎不復存
在，不能參會的責任完全在民進黨當局，「民進黨當局
需要捫心自問的是，為什麼過去8年台灣能夠參加
WHA，而今年卻不行」？

調查局今年3月間接獲檢舉，指有不
法集團涉嫌販售大量個資牟利。

台中地檢署日前指揮200多名調查官搜
索多處，查扣電腦及設備共25件，經
鑑識，發現電腦儲存的民眾個資容量高
達200GB以上，內含個人資料逾1.7億
筆。

可破解公家網站關卡
據報道，梁姓主嫌曾擔任過房屋中
介，因行業競爭大，通過網絡竊取個
資，並於2016年間，撰寫客戶開發搜
尋系統，再把系統賣給其他房屋中介。
使用者只要進入系統搜尋，就能迅速查
出屋主資料，進而聯絡屋主搶先一步做

生意。
調查局指出，該系統最可怕的是「圖

形驗證碼破解程式」，可用內掛程式登
入公務機關伺服器，自動辨識破解圖形
驗證碼，就連公家機關網站驗證碼的關
卡都能一一破解。台媒稱，此次個資外
洩，可說是全台史上最嚴重的個資外洩
案，因為從一般民眾、名人至政府高官
都無一倖免，只要在搜尋系統輸入姓
名，就可以比對出身份證件號碼、住
址、電話及任職單位等。

民眾網頁輸入須加密
根據查扣到的事證，梁嫌等人幾乎可

以替各行業客製化不同程式，目前這個系

統只提供給房產中介從業者。警方日前已
約談梁姓主嫌等62人到案，訊後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移送台中地檢署，並向法院聲
押獲准。調查局也將持續追查資料外洩來
源，同時也提醒民眾，利用網頁輸入個資
要注意加密，防止個資外流。
台灣資料安全一直存有隱憂，消基會

今年3月曾表示，近1年有4宗公務機
關重大資安事件，包括郵政商城1.7萬
筆消費者個資遭竊、勞動部3.4萬筆資
料外洩、台北市7萬筆公職人員銀行賬
號流出、領務局1.5萬筆資料外流，且
部分外洩資料被詐騙集團購買，以作詐
財之用。

■電信詐騙集團嫌犯日前在泰國曼
谷落網。 中央社

■■台灣最大個資販賣案告破台灣最大個資販賣案告破，，檢調部門在查扣的電檢調部門在查扣的電
腦中發現共存有腦中發現共存有11..77億筆民眾個人資料億筆民眾個人資料。。 中央社中央社

■殺害小燈泡兇手（戴頭盔者）被判無期徒
刑。 資料圖片

■哈薩克斯坦青年魯斯蘭表示，
「幫助別人感覺很幸福」。網上圖片

在浙江省樂清市樂成街道岩前新
村的一條小巷裡，一個小女孩藉着
傍晚時分工廠車間射出的燈光，在
路邊駐足閱讀。有心人黃大伯將此
「鑿壁偷光」的一幕拍下後上傳至
網絡，引起了網民的廣泛關注。
5月9日晚上7時許，黃大伯看
見隔壁女孩小月（化名）正蹲在一
棵樹下，藉着工廠車間透出的一點
昏暗燈光讀書。黃大伯便向小月詢
問情況，原來她的父母因事還沒回
家，她進不了家門，只能蹲在路邊
看書。看到燈光如此灰暗，黃大伯
心生憐憫，於是提出讓小月到自己
家中看書，等待父母歸來，懂事的
小月婉拒了黃大伯的邀請。

孜孜求知欲感動他人
工廠車間的燈光只亮了一盞，僅

能照亮工人的作業範圍，因此透過
窗戶射到車間外的燈光非常昏暗。
黃大伯琢磨，如果工廠裡面的燈開
得明亮些，小月看書就能更清楚。
於是，他和工廠工作人員進行溝
通，工人很爽快地答應將車間的燈
全部打開，射到外面的光比之前明
朗許多。小月遂起身，將書傾向窗
戶一側，繼續遨遊在知識的海洋
中。離開之前，黃大伯用手機記錄
下了這一幕——工廠窗戶射出的光
亮打在書上，一個小女孩正低頭認
真閱讀。
據悉，小月的父母從重慶到樂清

務工，平時在學習方面對小月管束
較少。小月學習成績雖然一般，但
很喜歡閱讀。小月父親表示，小月
每天都從學校借書回來，家裡常堆
積大量書籍。小月的班主任劉老師
在學校也經常看到她拿着課外書
讀。劉老師說，小月的文筆非常優
美，引用的典故十分恰當，這些都
得益於她熱愛閱讀的習慣。

■溫州網

RH陰性血型，不同於常見的
A、B、O等血型，在中國人口的
佔比十分稀少，約為1‰至3‰，
因此被稱為「熊貓血」。擁有
「熊貓血」的哈薩克斯坦「90
後」青年魯斯蘭，在來中國留學
的八年間一直堅持無償獻血，累
積的獻血量已經超過 5,000 毫
升，相當於把全身的血液都換了
一遍。
2009年，17歲的魯斯蘭從哈薩
克斯坦來到中國學習漢語。因為受
電視劇《西遊記》的影響，他對中
國文化產生了興趣。來中國前，魯
斯蘭的母親再三叮囑：「要做一
個能夠幫助別人的人」。在海南
大學讀書時，魯斯蘭諮詢了一位

從獻血車上下來的中國同學，該
同學說他每年都會參加兩次無償
獻血，他便決定開始無償獻血。
他表示，「幫助別人對我來說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第一次獻血，魯斯蘭知道
了自己是稀少的RH陰性血型，
為了能夠幫助更多的人，他主動
給血站工作人員留下自己的電
話，方便急需「熊貓血」的患者
聯繫。
2016年，魯斯蘭開始攻讀北京

科技大學碩士，他無償獻血的足
跡也由海南轉移到北京。他表
示，每年兩次獻血已成為了他雷
打不動的習慣，「我肯定會繼續
獻血，繼續用我的資源幫助別
人，因為幫助別人感覺很幸
福」。正是「熊貓血」連結了魯
斯蘭與中國的深厚情感，他的無
償獻血行動也見證了中哈兩國的
友誼。 ■央視新聞

該女生被翁建忠救回到站台之後，一直坐在
地上大哭，幾分鐘之後被鐵路工作人員帶

離了現場。翁建忠介紹，該女生早前在檢票口拿
着身份證想要刷票進站，但一直無法通過。他詢
問之後發現，該女生並沒有取票，身上也沒帶手
機，且不知道自己的乘車班次。

察覺女生情緒低落
通過身份證查驗，翁建忠得知她訂的動車票是

下午4點57分發車的D6529次動車。因為察覺
到女生的情緒有點低落，他讓女生先坐在候車大
廳的椅子上休息，同時重點關注其動向。
該女生進站後，翁建忠提醒站台上的客運員照

看她，自己也跟隨她進站。翁建忠發現，該女生
在進了站台大門之後並不往外走，這引起了翁建
忠的警覺。女生進站後就站在1號車廂位置，翁

建忠就站在她邊上。

危急時刻速施援手
當D6529次動車進站時，女生突然衝向駛來的動

車，危急時刻，翁建忠一把將她拉回，滑倒並磕傷
後腦。該女生情緒穩定後，仙遊火車站工作人員通
知了她的家人。由於事發突然，翁建忠救人時頭部
磕到地板，腰部在倒地時壓到了掛在腰間的對講
機，狀態甚是痛苦，所幸經檢查已無大礙。
此事引起網民熱議，不少網友為翁建忠的反應

速度點讚。根據《福州車務段發現安全突出隱患
和防止嚴重事故獎勵辦法》第六條規定，車務段
決定對翁建忠盡職盡責、防止傷亡事故發生的行
為獎勵6,000元人民幣，並將對翁建忠按照發現
和防止嚴重事故信息上報福州鐵路分局，待審核
通過後，按照要求再次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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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莆田市仙遊站日

前發生驚險一幕，一名

女大學生趁D6529次動

車將駛進站時，突然越

過月台黃線，準備跳軌

輕生。所幸月台客運員

翁建忠冒死相救，及時

拉住該女生，當時，列

車剛好從他們面前掠

過。由於該女生反抗過

猛，翁建忠滑倒並磕傷

後腦。 ■中國網

女大生欲跳軌女大生欲跳軌
客運員冒死相救客運員冒死相救

留華哈族「熊貓血」青年
8年捐血逾5000毫升

「絲綢
之路」開
拓者張騫
的 故
里——陝
西漢中，
自古以來
被 譽 為
「天府之國」
和 「 魚 米 之
鄉」，是海內
外遊客的嚮往
之地。日前，
在陝西漢中市
城固縣張騫紀
念館內，一群
小學生穿着漢
服進行表演，
充分展現「千
年古城」的韻
味。■圖/文：

新華社

漢

中

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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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車進站時動車進站時，，客運人員翁客運人員翁
建忠拚盡全力拉回跳軌女生建忠拚盡全力拉回跳軌女生
（（紅圈所示紅圈所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跳軌女跳軌女生生（（前排右三前排右三））獲救後獲救後
一直坐在地上大哭一直坐在地上大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小月正藉着工廠燈小月正藉着工廠燈
光閱讀光閱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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