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勢，政府此前表示，

(

若疫情沒有重大變
化，可望於年初七有

條件放寬對餐飲及表列處所限制，但規定市民進入有關場所時
須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或登記個人資料。攬炒派即以所謂
「侵犯個人私隱」，恐嚇市民不去使用「安心出行」二維碼程
式。有醫學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程式有助記錄
個人行蹤，在有需要時及早進行檢測，對防控疫情有一定作
用，而所謂「監控」市民的指控全屬無中生有。有資訊科技界
人士亦指，「安心出行」相關的個人資料只會存在個人手機
內，完全不涉及私隱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高俊威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此前表示，近期疫情有緩和趨勢，如沒有重大
變化，將於年初七（18 日）有條件放寬 599F 下對餐飲業務及表列處所

有限度運作或重開，食肆堂食延長至晚上 10 時，可容許最多 4 人一枱。其他
處所亦可以有條件重開，包括要求市民進入時須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
所有重開處所的員工，亦須每14天檢測病毒一次等。
一直阻撓抗疫工作的攬炒派區議員即肆意抹黑，聲言安裝「安心出行」二
維碼會「犧牲」個人自由、權利、隱私，甚至導致黃店被「清算」等，更抹
黑成特區政府濫權，更煽動食肆及其他處所堅持拒用「安心出行」二維碼，
更在fb發起所謂「我不會裝安心出行challenge」。

醫生：程式有助防控疫情
民間智庫「香江智匯」會長周伯展醫生指出，內地
防控疫情十分成功，其中防疫最重要的原則「外防輸
入、內防擴散」，內地實施全民檢測，推行健康碼
等，都收到非常良好的效果。香港亦必須做到早發
現、早隔離，才可保障社區安全，達到個案清零的目
標。
●資料圖片
他續說，「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有助記錄個人行蹤，且當
有確診者在相若時間曾到過同一場所，程式會發出通知，讓程式使用者可及
早進行檢測，有助防控疫情；且政府已清楚解釋，程式不會追蹤市民的行
蹤，行蹤只會記錄在使用者的手機內，使用者實在毋須擔心。
至於攬炒派炒作「安心出行」程式「監控」市民陰謀論，周伯展直指全屬
無中生有，因為政府並沒有必要這樣做，且香港是法治之區，如果政府真的
利用相關資料作其他不適合的用途，令市民受損，市民也可循法律途徑追
究。他並認為，在疫情嚴峻時刻，市民應同心合力抗疫。

記錄不會轉到大數據伺服器

●資料圖片

互聯網專業協會（iProA）會長冼漢迪表示，抗疫持
續多時，市民都希望重回正常生活，「安心出行」二維
碼是從抗疫及出行之間取得平衡。市民到設有「安心出
行」二維碼處所時，用手機程式掃描，有關記錄只存在
自己的手機內，不會轉到大數據的伺服器上，行程亦只
有當事人才知，不涉及私隱被侵犯的問題。

攬炒派勿拿市民安全
「較飛」
天旭科技投資集團聯合創辦人暨行政總裁、數碼港董
事楊全盛表示，「安心出行」二維碼程式毋須填寫個
人資料，不存在個人私隱被洩的問題，且掃描記錄亦
只留在自己的手機內，只有在發現曾到過染疫處所時才
獲通知。
他直言，目前有不少食肆、屋苑也需要登記個人資料，
●資料圖片
甚至要登記身份證資料，質疑攬炒派為何不擔心私隱被外
洩，又批評攬炒派不要拿抗疫工作、市民的安全來「較飛」。

料政府已詳細考慮會否涉私隱

●資料圖片

智慧城市聯盟會長楊文銳表示，「安心出行」二維
碼程式只會將出行數據存在手機內，再定時更新有沒
有處所受到感染，而通知的內容只涉及目標處所，而
非詳列曾在該處所出現者資料，故攬炒派不應惡意抹
黑，又相信政府已詳細考慮過會否涉及個人私隱的問
題，才作出目前的安排。

﹁
﹂

一、盲反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誣DNA
「被送中」

深喉唾液樣本，精準程度不及政府普檢，更要共用議辦提
供的耳機話筒與醫生視像通話，有播疫嫌疑，而檢測報告
中更有錯別字，稱陰性結果「不代表未收（受）感染」，
過程兒戲。
滋擾檢測中心
去年 8 月 31 日，攬炒派大埔區議員何偉霖夥同多名區議
員到被設為檢測中心的大埔墟體育館示威，反對在該區設檢
測中心，聲稱「此檢疫政策的意義並不大」，煽動「杯葛一
個另有目的檢測」，並質疑化驗人員的專業資格，抹黑普及
社區檢測「為健康碼鋪路，隨時監控香港人行蹤記錄」。
去年 9 月 1 日，「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開展，民主黨元
朗區議員吳玉英與伍軒宏等攬炒派區議員到天水圍官立中
學檢測中心門外示威，抹黑檢測「風險高」，煽動市民
「拒絕參與檢測」、「避免把自己的基因資料交給專業信
用成疑的內地檢測機構」，並向參與檢測的市民展示其示
威標語，其間更向途人叫囂。
去年 9 月，東區攬炒派區議員曾因瑩、陳榮泰、李鳳
琼、黎梓欣的宣傳隊到東區多個檢測中心門外派發單張，
鼓吹「杯葛全民檢測」，並憑空稱參與檢測將令自己人身
自由被限制。

事實：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在為期 14 天的檢測期內，為逾
178萬名市民檢測，成功找出42宗確診個案，截斷12條傳
播鏈。若以港大早前研究結果推算，每名患者最多可傳播
4 人，並引發二代、三代傳播，普檢計劃已經阻止近 200
人受感染，並為香港累積豐富病毒檢測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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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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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區員過去妖魔化政府抗疫行動
侮辱內地醫護人員
去年 8 月 2 日，「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7 名支援隊先遣
成員抵港協助檢測，攬炒派「新民主同盟」范國威、譚凱邦
等多名區議員當日到醫管局總部抗議，質疑支援隊「帶入病
毒」、「無香港專業資歷」、檢測試劑質素及市民DNA資
料等私隱「被送中」。去年8月5日，他們更到支援隊下榻
的九龍維景酒店外抗議，舉起「香港自己搞得掂」等罔顧事
實的標語，抹黑特區政府「政治凌駕人命安全」。其後，他
們更以擺街站、舉行記者會鼓動市民杯葛參與檢測。范國威
稱，市民的DNA被特區政府採集後，「有機會」用來「監
控市民」，鼓動市民「必須杯葛」。
滋擾火眼實驗室
去年 8 月初，特區政府徵用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設置
「氣膜火眼實驗室」。8月7日上午，中西區區議會主席、
民主黨鄭麗琼等多名攬炒派中西區區議員到體育館外非法
聚集，聲稱進行「視察」及舉行「中西區區議會第五次特
別會議」，干擾實驗室設立，又宣稱安全標準「不符合要
求」，抗議特區政府沒有諮詢社區及區議會意見。其間，
在場警員多次根據限聚令警告他們離開無效，最終 5 名攬
炒派區議員獲發告票，但5人隨即將告票撕毀。
自設兒戲檢測
去年 8 月底，由屯門區議會副主席黃丹晴、屯門區議員
潘智鍵、張可森等組成的「屯門社區網絡」，自行於其議
辦推出收費 350 元的所謂「民間檢測」，聲稱為釋除市民
對「DNA 送中」憂慮。香港文匯報記者放蛇實測發現，該
「民間檢測」不僅防疫措施不足，只收取市民自行採集的

●責任編輯：簡 旼

醫界 界駁斥攬炒派抹黑 強調記錄僅存手機不涉私隱問題

本港疫情有緩和趨

安心碼不會 監控 市民行蹤

文匯要聞

A3

1

程式毋須登記

2

不會記錄姓名等個人資料

3

衞生防護中心僅透過程
式通知用家有關感染風
險情況

4

有關資料不會備存在政
府或任何其他系統中，
31 天內會自動刪除

●資料圖片

5

程式不具備追蹤功能，不會讀取用戶手機內的個
人資料和 GPS 位置

6

假如有確診者到訪同一場所，或在相若時間乘搭
同一部的士，程式就會發出通知和健康建議供用
家參考
資料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巿民：程式易用 幾秒搞掂
●華先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葉先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芙
釵）政府容許晚巿堂食及重開部分處
所後，巿民須使用「安心出行」程式
掃描二維碼才可入內，而不少巿民都
期待可放寬有關防疫措施，並表示支
持使用「安心出行」程式，認為安裝
程式和使用均十分方便。
市民華先生對年初七後部分處所及
食肆限令放寬表示期待，並非常支持
這些處所使用「安心出行」程式，
「既然政府有要求，肯定證明有必
要，所以我肯定會使用，好快咁掃描
下，都唔使幾秒。」
葉先生也道：「疫情有好轉，放寬
係必然嘅，但始終市民都係要注意防
範，唔好要求政府做晒全部嘢，為自

己好嘅事，一定要自覺、要信任、要配合
政府措施，呢個唔係話為政府好，係為市
民自己健康着想。」
李小姐是餐廳員工，由於疫情影響，餐
廳人手大減，去年只工作了三個月，限令
放寬對她來講無疑是好消息，亦非常支持
使用「安心出行」程式，「身體健康係第
一位，冇咗健康你乜都冇，更加冇得享
受。就算放寬限制都要有配套措施，唔可
以鬆懈，只有疫情長期處於受控狀態，大
家先可以安心出門，我哋先可以長久有工
開。」
昨日到車公廟參拜的賴先生表示，「安心
出行」程式安裝和使用都十分方便，而他在
到車公廟時已為父母安裝程式，相信這對有
智能手機的長者來說並非難事。

政界批攬炒派不顧百姓死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攬炒派區議
員借機大肆抹黑「安心出行」二維碼，政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面對疫情
攬炒派仍以政見掛帥，不清楚有關運作就肆意
抹黑，煽動市民拒用阻礙抗疫工作，令市民難
以恢復正常生活，做法可恥。

某處有感染 程式助取最新訊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安心出
行」應用程式主要為防疫抗疫之用，當某處所
發現有感染個案時，大家可以取得最新訊息，
盡速找出源頭，有助抗疫工作，且政府已表明
不會記下使用者的名字及電話等個人資料，故
根本沒有侵犯私隱之理。她批評攬炒派區議員
為爭政治本錢，凡事以政治掛帥，不顧市民死
活，沒有資格擔任議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表示，日前仍看到

二、盲反「安心出行」
誣侵私隱
政府日前宣布由本月18日起，重開晚
市堂食，並規定食肆必須要求顧客使用
「安心出行」或登記個人資料，多名攬
炒派區議員再次污衊政府以程式「監
控」市民行蹤，發起杯葛，更在fb發起
所謂「我不會裝安心出行challenge」。
本月 10 日，攬炒派葵青區議員、民
主黨的尹兆堅在 fb 稱「『魔鬼』細節
在背後！出去食餐飯都要『安心出
行』，話俾（畀）政府聽你去過邊」。
本月 11 日，由伍健偉、林進等攬炒
派元朗區議員組成的「天水連線」，在
fb以「安心出行？香港人準備『安心上
路』！」為題發文，聲稱「靠個信字將
自己私隱送畀政府，傻的嗎？」「集體
杯葛係唯一可行嘅方法」。同日，黃埔
區區議員鄺葆賢發帖稱「裝咩啫裝，唔
用咪唔用囉，夠多人堅持就得」。

事實：
「安心出行」推行旨在鼓勵市民養成
記錄出行習慣，減低疫情擴散風險，應
用程式以保障個人私隱原則設計，用戶
毋須登記，亦不會使用手機定位功能，
出行記錄只會加密存放於個人手機內，
不會備存到任何政府或其他系統，出行
記錄在31天後會自動刪除。

有攬炒派區議員公開各種逃避使用「安心出
行」的方法，如只舉起手機扮掃條碼等，反映
他們中「獨」甚深，一切以攬炒政府、破壞社
會為優先。
他強調，大家正朝着疫情個案清零，重啟經
濟而努力，但攬炒派區議員只懂搞破壞，不斷
拖特區政府後腿，目的就是要疫情繼續，再挑
起市民對特區政府不滿的情緒，以爭取一己政
治利益。
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表示，業界
與政府有關部門多次研討使用「安心出行」二
維碼的安排，並得悉該系統只作防疫抗疫的用
途，讓大家知悉有否到過出現疫情的處所，不
涉及任何侵犯私隱問題。當所有防疫工作做妥
後，目前正陷於困難中的業界就可以復業，重
啟經濟，希望攬炒派放下成見，讓社會盡快回
復正常。

三、詆毀封區強檢
佐敦上月曾實施封區強檢，成功找出 13 宗陽性個案，
截斷多條傳播鏈，然而攬炒派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公
民黨余德寶卻稱，政府封區強制檢測安排令居民不便，
並稱只找到 13 宗陽性個案是「成效低」、「浪費資源」
及「勞民傷財」，更宣稱要為商戶追討賠償。
深水埗區議會21名攬炒派區議員上月發聯署聲明反對封區
強檢，聲言有關做法令社區「無故被標籤」尤（猶）如死
城」，不想政府「有機會將某些深水埗位置變成禁區」云云。

事實：
佐敦「受限區域」約7,000名居民在上月先後接受病毒
檢測，找到 13 名無病徵確診者， 而日前在鰂魚涌惠利大
廈封區強檢再有成效，檢出兩宗確診個案，該大廈累計
有5個單位共9人染疫。

四、抹黑
「銅芯抗疫口罩」
令使用率大降
攬炒派觀塘區議員張敏峯去年拍攝短片介紹銅芯口
罩，稱口罩「有異味」，並以「底褲」詆毀口罩，呼籲
街坊到辦事處「瞻仰」。
攬炒派觀塘區議員潘任惠珍去年 5 月亦在 fb 稱銅芯口
罩「疑點重重」，又稱「特別是長者或有呼吸道敏感的
街坊，請慎重考慮」。

事實：
口罩經國際認可實驗室證實，過濾效率符合美國材料與試
驗協會一級標準，並可重複使用約60次，口罩中的「微銅
粒」不含「納米銅」，市民佩戴時不會吸入相關物質。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資料來源：文匯網、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