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磡警署爆巨爐 炸冧成間屋

Uber車暗藏「針攝」對正女客大髀
警嚴打醉駕意外揭發 司機手提存多條不雅短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保險及法律性問題一直備

受關注的Uber出租車，揭發

有司機夥伴車廂偷拍事件。警

方昨凌晨在新界南區進行打擊

酒後駕駛行動，意外揭發一輛

正接載女乘客的 Uber 七人

車，前座椅背低位暗中裝置兩

部針孔攝錄機，可以偷拍後座

女乘客大腿春光，並在車內兩

部智能電話內檢獲多條不雅短

片，不排除有多名女乘客「中

招」，司機涉嫌「三宗罪」被

捕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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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Uber車男司機姓黃，44歲，
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非

法駕駛汽車作出租或載客取酬用途」
及「駕駛汽車時沒有第三者保險」罪
名，案件交由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第
三隊跟進。

兩鏡頭位置隱匿難見
據悉，警方檢獲的兩部針孔攝錄
機，鏡頭分別藏在七人車前座司機及
乘客座椅背擺放物件的袋口邊位，鏡
頭角度對正後座乘客大腿之間部位，
由於鏡頭細小、顏色與座椅皮同為黑
色，加上車廂內光線昏暗，令乘客難
以察覺，必須要在充足光線或有光線
照中鏡頭造成反光才能發現。
消息稱，新界南總區交通執行及管
制組特遣隊人員，昨凌晨起在區內多

處地點進行打擊酒後駕駛行動，其間
截查一輛載有兩男女的七人車，黃姓
男司機在接受預檢酒精呼氣測試未能
通過。
警員向車上女乘客查詢期間，發現

她與司機不認識，經調查相信涉事車
輛為「Uber車」。

不排除多名女客中招
當警員在車廂內搜查時，分別在前座

司機及乘客椅背下方發現針孔攝錄機，
懷疑兩部攝錄機用作偷拍後座乘客大腿
位置。
警員進一步調查，再在兩部智能電話

內發現多條不雅短片，不排除已有多名
女乘客「中招」，涉以相關罪名拘捕司
機，並將涉案七人車拖走進一步檢驗；
其後司機被捕帶署再作酒精呼氣測試，
讀數未有超標。
Uber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

非常關注事件，會與警方就本事件合
作，公司對該名女乘客遭遇感到十分
抱歉，已與對方聯絡提供適當協助。
發言人重申，Uber十分重視安全，

絕不容許任何用戶違反訂下的社群守
則，已即時進行內部調查，若證實該
名司機夥伴嚴重違規，將即時失去使
用Uber的權利。
警方昨晨在新界南區打擊酒後駕駛

行動中，共向288名司機進行酒精呼
氣測試，其中3名年齡介乎23歲至66
歲本地男司機，未能通過酒精呼氣測
試，涉嫌「酒後駕駛」被捕，已暫准
保釋，須於10月上旬返警署報到。
警方重申，將會繼續加強執法，打

擊酒後和藥後駕駛及其他相關違法行
為，以保障市民安全，呼籲駕駛人士
切勿以身試法。

對於揭發有Uber 車
司機涉嫌安裝針孔攝錄
機偷拍女乘客案件，法

律界人士指案件性質及情節，較前年一名的
士司機在社交網站貼出女乘客在的士車廂餵
哺母乳照片更為嚴重，行為已可構成「有違
公德」罪，最高可被判入獄7年。
大律師陸偉雄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這宗案件與前年12月發生之的士司機
於網上貼出女乘客車廂餵哺母乳照片比較，
雖然涉案車輛不是公共交通工具的士，但
Uber車同樣屬於提供運輸服務，並非私人
家用車輛，所拍攝目標有可能是顧客，故個
人認為屬同一類車輛，而且案情甚為嚴重。

陸偉雄：較偷拍哺乳事件嚴重
陸偉雄指出，前年的士車廂餵哺母乳照

事件，相片是公然安裝車內倒後鏡監察車廂

的攝錄機所拍，司機可以攝錄機本身是防盜
目的作求情理由。但Uber車司機的針孔攝
錄機是裝在椅背暗處，目的明顯是偷拍別
人，案件情節更為嚴重。
雖然近期「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

腦」罪的立法原意引起法律爭議，律政司就
判決上訴至終審法院，其間部分同類案件受
到影響，但這宗案件情節，司機行為足以構
成「有違公德」罪，無需以「有犯罪或不誠
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作檢控。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二一章《刑事訴訟程序條

例》，任何人作出嚴重違反公德的行為，屬刑
事罪行，最高刑罰為監禁7年。香港法例第二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一六一條「有犯罪
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一經循公訴程
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有違公德」較「有犯
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刑期更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近年Uber車

出事事件簿
2018年9月8日

警方在新界南區進行打擊酒後駕
駛行動其間揭發一輛正接載女乘客
的Uber七人車，前座椅背暗中裝置
兩部針孔攝錄機，懷疑偷拍後座女
乘客大腿位置，並在車內兩部智能
電話內檢獲多條不雅短片，拘捕涉
案司機帶署。

2018年4月19日
一輛Uber車載同女乘客途經亞皆

老街天橋失控越線與的士迎頭相
撞，尾隨的士、七人車及電單車相
繼撞上，釀成4車連環相撞意外；
Uber司機重傷不治、的士司機及女
乘客重傷、七人車女乘客及電單車
男司機受輕傷。

2017年9月29日
一輛Uber混能車接載乘客駛經紅隧

往港島方向管道期間冒煙起火，幸司機
及乘客及時跳車逃生，未有受傷。

2017年5月至6月
警方針對Uber車展開代號「破

繭」行動，派員「放蛇」蒐集證據
及根據市民投訴下，共拘捕28名
Uber司機，經審訊全部罪名成立，
被判罰款3,800元至4,500元不等。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可控「有違公德」罪 最高囚7年

紅磡警署發生儲水式電熱
水爐大爆炸意外，令人擔憂
同類熱水爐所存在安全問

題。有電器專家提醒，儲水式電熱水爐不應該
「無間」長期運作，避免加速熱水爐內的恒溫器
損耗，並根據恒溫器使用壽命計算定期更換零件
及檢查維修，以策安全。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會長溫冠新表

示，儲水式電熱水爐發生爆炸原因，多與恒溫
器損壞有關。熱水爐恒溫器的功用，是測量水
缸的儲水溫度，當水溫冷卻至低於設定溫度時
便會自動加熱，直至水溫回升至設定最高溫度
便停止。
他續說，恒溫器內感應溫度的金屬片有使用

壽命，一旦損毀水缸內的儲水便會不斷加熱，
令水缸內充斥蒸氣，如果水缸內蒸氣過多，便
會透過氣閥排出蒸氣減壓。

若恒溫器及氣閥同時發生故障，水缸內儲水
在不斷加熱及無法宣洩下，當水缸無法承受蒸
氣壓力，便會發生爆炸。
溫冠新指出，以恒溫器每次測得水溫不夠熱
而啟動加熱的次數計，恒溫器壽命約為7,000次
至1萬次，若長開熱水爐會使恒溫器持續感測水
溫反覆加熱，令恒溫器損耗更快、更易壞。
他表示，一般家庭不會長開電熱水爐，但不
少酒樓、食肆或寫字樓的儲水式電熱水爐卻長期
運作，存在一定危險，並提醒市民倘察覺電熱水
爐長時間不停煲水及排出大量蒸氣，就可能是恒
溫器損毁，應即時關掣及盡快請專業技工檢查維
修。
同時，市民可以根據電熱水爐的使用頻率計

算更換年期，一般最少10年便應更換，並每隔
兩三年聘專業技工檢查及維修。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鄧偉明）紅磡警署前晚發生驚險
大爆炸意外，一個已用10多年的
巨型座地儲水式電熱水爐，疑長
期運作致零件故障，引致水缸內
充斥過量蒸氣發生爆炸，爆炸威
力巨大，廁所連浴室被炸至一片
頹垣敗瓦，碎片炸飛10多米外擊
中兩車。大批消防員趕至調查，
初步無人受傷；政府多個部門正
聯合調查意外原因。

事發樓層幸無人
紅磡分區指揮官鍾雅倫表示，初
步調查事件無可疑，相信是一宗意
外，原因有待進一步調查。事件
中，警署內疑犯被安全疏散到其他
警署繼續扣查，秩序良好。因警署
內仍有數個同類型電熱水爐，警方
會聯同機電署等部門盡快進行檢
查。昨晨機電署人員到場調查，初
步估計因熱水爐組件有故障，導致
爐內壓力過大引致爆炸，但確實原
因有待進一步確定，人員檢走熱水
爐碎片帶署檢驗。
據悉，肇事熱水爐為一個約1.5
米高及1米直徑的座地式圓桶形低
壓電熱水爐，已使用10多年，置
放於警署11樓一個面積約5米乘5
米廁所連浴室之內，長期處於運
作狀態。警署11樓主要為交通隊
及職員關係組辦公室，事發時樓
層已經無人，否則不堪設想。

70人緊急疏散
消息稱，前晚近11時，紅磡警

署11樓一廁所連浴室內突然發生
大爆炸，爆炸威力強大，震耳欲
聾，樓層多個窗戶玻璃被震碎、
有抽氣扇連窗框鬆脫墜下，更有
碎片飛彈至10多米外油站，有兩
車沿公主道駛經警署對開時遭碎
片擊中車身，幸未有造成交通意
外或受傷。
另一方面，紅磡警署內人員聞

爆炸巨響後，紛紛走出警署外從
地面望上爆炸樓層視察。
為安全起見，警署內人員及疑

犯共約70人需要緊急疏散，另因
有大量碎片飛墜警署對開公主
道，警員需要暫時封鎖現場一段
公主道。
警方及消防員趕往警署11樓進

行調查，發現廁所連浴室在爆炸
中嚴重損毁，一片頹垣敗瓦，多
幅牆壁及大門倒塌、水管爆裂噴
水、磚塊及石屎碎散滿一地，消
防員進行氣體測試及搜索，證實
無氣體洩漏及無人受傷。
初步調查，相信是廁所連浴室

內座地式圓桶形低壓電熱水爐故
障發生爆炸，案件無可疑，但爆
炸原因有待進一步調查確定。

專家料威力達1噸以上
理大前機械工程學系工程師盧

覺強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以面積5米乘5米的廁所連浴
室所在爆炸中嚴重損毁程度，估
計爆炸威力可達到1噸以上，若當
時有人置身在廁所或浴室內，恐
怕九死一生。

熱水爐常開 隨時出事
��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灣仔
發生野豬大鬧公立醫院事件。昨凌晨零
時許，一頭約1.5米長的雄性大野豬，
疑沿叢林往山下覓食誤闖進律敦治醫院
範圍，其間不斷在急症室外及停車場附
近一帶徘徊，由保安發現報警。
警員趕至持盾牌及警棍戒備下，等
候通知漁謢署及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
場展開圍捕，其間大野豬一度衝入職
員宿舍花槽內匿藏。
事件擾攘約2小時，最後人員以食

物作餌引大野豬走進堀頭路，再用蘋
果引大野豬入鐵籠運走。

野豬夜闖律敦治醫院被擒
上月30日在大埔林錦公路交匯處發生的

警員開槍追截偷車案有新發展，警方前日
再在上水拘捕一名36姓溫男子，相信為案
發當日駕駛被偷客貨車疑犯，另與上月落
馬洲一宗爆竊案有關，涉嫌企圖傷人、瘋
狂駕駛、藏毒、擅自取去交通工具、盜
竊、沒有第三者保險下駕駛及藏有工具可
作吸食毒品用途「七宗罪」，警方正追緝
涉案在逃同黨。
昨午4時許，溫被押返開槍案現場的林
錦公路交匯處進行案件重組；約逗留1小

時被押離去。另本月1日同案一名涉嫌企
傷人被捕42歲姓吳女子，暫准保釋，10月
上旬返警署報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疑犯押返現場組案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有56年歷史的深井嘉頓麵
包廠房，昨晨一部生產鬆餅的麵
包機突然失火，消防趕至將火警
升為三級，出動近200名消防撲
救，約3小時半將火救熄，其間
約400名廠房員工緊急疏散，幸
未釀成傷亡，火警無可疑，但起
因仍待調查。嘉頓表示，公司仍
有4日存貨，火警對鬆餅產品供
應未有影響。
三級火現場為深慈街1號嘉頓

麵包廠房，上址設有2幢廠房，
起火的為A座7樓主要生產鬆餅
的生產線，據悉部分產品供應給
麥當勞快餐店。昨晨8時48分，
現場一條生產線機器突然失火，
職員撲救不果後報警及疏散。
消防接報趕至灌救，由於火場

面積大、加上大煙及高溫，遂於
9時51分將火警升為3級，增派
人手到場，並疏散廠房約400名
職員。
消防處署理消防區長(新界南)

呂已才表示，火場面積約5米乘
50米，其間出動17輛消防車、4
輛救護車及183名消防員，動用

3條喉及12隊煙帽隊撲救，於早上11時
29分將火救熄，上址一部麵包機焚毀，
初步相信火警無可疑，但起火原因仍待調
查。
嘉頓有限公司執行總裁唐立基表示，涉

事鬆餅生產線接近24小時運作，每日生
產約1萬件鬆餅，主要供應給連鎖快餐店
及各大客戶，事發時剛停產準備清理機
器。火警未有影響鬆餅供應，公司仍有約
4日存貨可用，火警後其他生產線已局部
重投運作。
資料顯示，嘉頓的深井麵包廠房於

1962年建成，1992年完成重建，總面積
超過5萬平方米，分別生產麵包、蛋糕、
餅乾及糖果等。2001年2月廠房亦曾發生
4級大火，焚燒近7小時才救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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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意外揭發一輛Uber七人車暗中裝置兩部針孔攝錄機
(圖)偷拍女乘客。 警方供圖

■涉案七人車。 警方供圖

■警員持盾牌防大野豬四處亂闖。

■警員押疑犯
進行案件重
組。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鄧偉明 攝

■紅磡警署
發生熱水爐
爆炸意外現
場 一 片 混
亂。

網上圖片

▲針孔攝錄機分別安裝在前座司機位及乘客椅背擺放物件的
袋口邊。(紅圈示) 警方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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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第18/102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574,870 （2注中）
三獎：$78,490 （107注中）
多寶：$49,786,990

下次攪珠日期：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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