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心出行Q&A

會否洩露個人私隱？
「安心出行」 APP無須登記個人資

料便可使用，出行記錄會加密儲存於用
戶的流動電話，31天後自動刪除。至於
對照出行記錄和相關提示功能也只會在
用戶的電話進行，不會備存在任何政府
或其他系統內，程式也不會使用電話的
定位功能或其他資料； 「安心出行」 已
通過獨立第三方進行的保安風險評估及
審計和個人私隱影響評估，符合《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

若收到 「潛在感染通知」
應如何跟進？

收到 「潛在感染通知」 的用戶只
代表與確診者曾於相若時間到訪過同
一場所，並不代表用戶是密切接觸
者。一般而言，用戶如收到潛在感染
通知但沒有收到衞生防護中心的通
知，即表示用戶不是已識別的密切接
觸者。

若用戶中招應如何處理？
當用戶不幸確診，需利用APP上報

個案，系統會因應曾到訪的處所而上報
給其他用戶。

若用戶沒有流動數據可否
使用？

可於沒有連接網絡的手機上使
用，但須在連接WiFi時，上傳並更新
有關資料，以及接收感染風險通知。

如何安裝？
根據手機類型，利用
iOS、Android裝置都
可以在App Store、
Google Play Store、
Huawei AppGallery
上搜尋並下載。

哪些處所須掃二維碼？
•所有體育處所（包括室內及戶外場所）
•健身中心
•美容院及按摩院
•公眾娛樂場所（表演場所、主題公園、博物館、公
眾展覽、電影院、家庭娛樂中心等）

•遊樂場所（桌球室、公眾保齡球場、公眾溜冰場）
•遊戲機中心
•食肆（或可選擇登記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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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店煽抵制安心市民斥黑心

近日疫情受控，特區政府放寬食肆防疫禁令，市民亦
願意配合掃描 「安心出行」 的規定，以便必要時藉行蹤記
錄接受檢測。不過，有傳媒日前就以〈政府強制食肆初七
起用 「安心出行」 「黃店」 變招抗衡〉為題報道，踢爆
「黃店」 的抗衡招數。例如 「開餐Dine inn」 將準備 「卡

仔」 ，進入餐廳的市民可在卡上填寫個人資料，餐廳職員
不會查閱及核對食客的資料； 「壹碗壹碟」 則稱只做外賣
生意，令顧客無需掃描 「安心出行」 或登記資料。此外，
「大渣哥」 於店內設有連結到Google Form的二維碼，食

客在表格中填名字、電話等資料即可。

議員：標奇立異賣廣告
「壹碗壹碟」 昨日於社交媒體平台上列出放棄晚市堂

食的 「黃店 」 食肆名單，包括 「燒房焗The Grill
Station」 、 「One Little Room 壹 小 店 」 、 「365
Deli」 、 「Master Room」 、 「兄弟幫食堂」 、 「鬍鬚
仔 Mustache Chef」 及 「肥仔銘茶餐廳」 等，拒絕使用
「安心出行」 或登記食客個人資料。

此外，有黃絲在社交媒體平台煽動抵制 「安心出
行」 ，其中黃絲專欄作家家明聲稱， 「記得不要貪一時方
便，不要因一下子恐懼，輕易download安心出行，就像打
開Pandora's box，禍害無窮無盡。」 他又指，凡不斷叫
食客嘟 「安心出行」 的餐廳， 「一律視為藍店看待」 。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直言， 「黃店」 搞這些小動
作是為了標奇立異，並在 「黃營」 廣傳，變相在賣廣告。
有市民在網上留言直斥： 「拿700萬香港人健康操弄政
治，黃絲真的沒得救了！」 也有人揶揄說： 「祝（黃店）
早日執笠！」

特區政府今日開始放寬食肆防疫禁
令，包括延長堂食至晚上10時，並容許最
多四人一枱。但顧客入場時須以手機掃描
「安心出行」 二維碼或登記個人資料。攬
炒派與 「黃店」 隨即以 「侵犯個人私隱」
為由，恐嚇市民不要用 「安心出行」 ，不
少 「黃店」 更私下密謀抗衡政府規定。有
市民紛紛在網上留言直斥 「黃店」 黑心：
「拿700萬香港人健康做籌碼，操弄政
治，黃絲真的沒得救了！」

拿700萬港人健康做籌碼 操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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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主題樂園重開 戲院預售熱烈 尖沙咀兩廈120人未強檢 共罰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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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李亞清、吳嘉鈴報
道：限聚令放寬，食肆今起可恢復晚市堂
食至晚上10時，入內的食客須使用 「安心
出行」 應用程式，或登記個人資料以記錄
行蹤。有食肆加緊準備，包括把二維碼張
貼在每一張餐桌上，並準備大量 「聯絡小
卡」 ，供不用 「安心出行」 的食客填寫個
人資料。昨日 「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下載
數字已突破100萬。

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在Facebook表
示，旗下餐廳每間分店把二維碼張貼在每
一張餐桌上，並準備大量 「聯絡小卡」 ，
若食客手機電力不足，或不用 「安心出
行」 應用程式，可在小卡上填寫個人資
料，並自行放進收集箱。

黃傑龍指，每間餐廳均設有31個公文
袋，會把當日收集到的小卡封存保留31
日，因相關資料是 「寫畀衞生防護中心、
唔係畀我」 ，故不會查閱有關內容，以保
障隱私。

用App最快最簡單
他續指，用 「安心出行」 是最快、最

簡單的方法，目的只是有需要時推送通知
讓食客去做檢測，建議不用 「安心出行」
的食客可以自己印定10張聯絡卡放在錢
包，寫上自己的電話號碼，令衞生防護中
心有需要時可以打，姓名可以考慮留花
名，而填寫到訪時間是完全為食客着想，
假設有一個確診者曾下午1點到訪，如食
客有寫時間，衞生防護中心會考慮清楚對
該食客有無影響再打，如未寫時間，就只
能為安全起見無論有無影響都打。他稱如
果人人都準備好張卡，不用在店舖又借筆
又花時間填，大家都方便。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鼓勵市民
使用 「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出入相關處
所，重申程式已經第三方保安風險評估及
私隱專員公署評估，有關處所如需登記個
人資料，只要是合法公平進行，目的是協
助流行病學調查，亦不會違反私隱條例。

【大公報訊】記者李亞清報道：疫情稍緩，
香港兩大樂園將重開，其中海洋公園今日重開，
昨日（17日）下午5時起可網上預約入園；迪士尼
樂園周五重開，今早10時起接受網上預約。多家
戲院今日亦將重新開放，大公報記者發現，截至
昨晚9時今日個別場次已售五成票。

海洋公園昨日表示，所有訪客進入園區前均
須利用手機掃描 「安心出行」 二維碼，或登記姓
名、聯絡電話及到訪的日期及時間；公園所有員
工將於公園重開前及每14天定期進行冠狀病毒病
測試。記者昨晚9時嘗試登入海洋公園網上預約網
頁，顯示今日（18日）可預約，遊客除填寫基本

資料外需勾選健康聲明。迪士尼樂園將於周五重
新開放。樂園表示，會按照政府及衞生部門的最
新規例及指引，繼續謹慎防疫，執行健康及安全
措施。

部分戲院列明，顧客入場前需要先掃描 「安
心出行」 二維碼或登記資料。UA戲院更表示，顧
客進場前，除了需檢查體溫外，更要檢查是否佩
戴檢疫人士的 「監察手帶」 。根據網上購票系
統，多家戲院都已經可以購票，大公報記者發
現，部分電影場次反應熱烈。截至昨晚9時，今日
在百老匯戲院上映的《拆彈專家2》，有個別場次
已售五成座位。

抵制掃碼 就該掃店
今日開始，食肆營業可延至晚上

10點，堂食可增至4人，對飲食界而
言簡直是 「久旱逢甘霖」 。當然，放
寬限聚令有條件，包括市民入場消費
前需掃 「安心出行」 二維碼，以防不
測。掃碼 「嘟」 一聲只是舉手之勞，
受到大部分市民及商戶的支持，但一
些黃店卻揚言變招抵制，根本是破壞
抗疫，不安好心。

一些黃店不打自招，事先張揚有
多種 「玩嘢」 手法，包括：手寫資料
卡；張貼假二維碼；google form填
表；只做場外外賣，所有客人毋須登
記等等。較早前，更有黃店將 「安心
出行」 碼貼在地上，任人踐踏；或公
開在二維碼旁貼上 「我無得揀唔貼，
你有得揀唔掃」 口號，煽動消費者不
掃碼入場消費。

黃店 「玩嘢」 討好 「黃絲」 ，而
藉口是所謂 「保護私隱」 。其實，特
區政府一再澄清，掃碼後的資料只留
存於客人手機中，除非有人事後確
診，才會用來追蹤密切接觸者，否則

這些資料根本就用不上，而且有關訊
息定期會自動銷毀，所謂 「侵犯私
隱」 之說根本是子虛烏有。黃店借題
發揮，生安白造，除了繼續煽動社會
對立情緒，破壞特區政府抗疫工作，
也反映某些人 「心中有鬼」 ：若非幹
下壞事，何必遮遮掩掩，拿 「私隱」
說事？正如當初攬炒派反對特區政府
設立 「禁蒙面法」 ，不就是擔心暴力
真面目曝光嗎？

但必須指出的是，掃碼是政府放
寬限聚令的前提，目的是為了抗疫，
黃店抗拒掃碼，企圖廢掉 「安心出
行」 的武功，最得益的是病毒，最受
害的是市民。攬炒派根本不希望香港
「清零」 ，不希望市民過上正常生

活，用心何其歹毒，這正是香港抗疫
阻力重重的根源。

黃店 「玩嘢」 是助疫為虐，何只
無良，更涉違法。已有網民發起 「掃
黃店大行動」 ，特區政府更需要加強
執法，將黑心 「黃店」
與病毒一齊掃走！ 龍眠山

【大公報訊】政府昨日突擊到尖沙咀華源大
廈和美麗都大廈採取執法行動，要求居民出示公
告期限內，曾接受檢測的結果電話短訊，或相關
證明。行動於兩幢大廈共抽查約710位居民，當中
多達約120人被發現違反強制檢測公告，未強檢比
例達17%。各人被定額罰款5000元，合共被罰60
萬元。

在華源大廈的行動中，政府共檢查了約290名
居民的檢測報告，其中約60名人士違反強制檢測
公告，佔總數約21%；在美麗都大廈的行動中，
政府共檢查了約420名居民的檢測報告，其中超過
60名人士違反強制檢測公告，佔總數約14%。政

府已向涉事人士定額罰款5000元，及發出強制檢
測令，要求他們於指明期間內接受檢測。政府發
言人指出，不遵從強制檢測令即屬犯罪，並可處
罰款2.5萬元及監禁6個月。

◀▲食客入食肆前須掃描 「安心
出行」 二維碼，沒下載 「安心出
行」 的食客需登記個人資料。

大公報記者梁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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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浮出水面 偷渡黑手快現形
多案在身、羈押在赤柱監獄的黎

智英再次被警方國安處拘捕，據稱涉
及兩項罪名，分別是串同他人協助
「12逃犯」 之一的李宇軒偷渡台灣，

及串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種種跡象顯示，黎智英極有可
能是黑暴 「攬炒國際團隊」 的核心成
員兼幕後指揮之一。黎智英落網顯示
警方執法堅定有力，香港總體形勢正
不斷朝好的方向發展。

黎智英前日上午剛就前年 「8．18
非法集結」 案上庭受審，下午又涉新
案被捕。今年29歲的法律助理陳梓華
昨日上庭受審，曝光了案情部分細
節。陳涉於去年7月1日至今年2月15日
期間，與黎智英、黎的助手及目前已
潛逃的 「攬炒巴」 劉祖迪等人串謀，
請求外國或境外組織、人員實施對中
國及香港特區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
取其他敵對行動；陳梓華另被指控在
知悉李宇軒觸犯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後，與李宇軒、黎智
英等串謀，協助李宇軒潛逃台灣，蓄

意妨礙拘捕或檢控李宇軒。
黎智英捲入 「攬炒團隊」 成員李

宇軒偷渡案，可謂既在意料之外，亦
在意料之中，有助解開不少謎團，包
括攬炒團隊如何運作、如何勾結外
力、如何組織逃亡行動；而亂港勢力
對黎智英涉及偷渡案件氣急敗壞，顯
然是因為被戳中 「心病」 。

去年8月10日警方採取執法行動，
在被捕10人中，就包括黎智英及李宇
軒，這是兩人名字首次被公開放在一
起。其後，包括李宇軒在內12人潛逃
台灣事敗，去年底深圳鹽田法院公開
判決此案，判詞指出，各被告 「在共
同 犯 罪 中 系 從 犯 ， 可 依 法 從 輕 處
罰」 。 「從犯」 二字可圈可點，顯示
內地通過對案件的調查及審訊，大致
掌握案情線索，主犯依然在逃，為今
次黎智英落網埋下伏筆。

事實上，組織偷渡涉及複雜操
作，包括聯絡、窩藏、尋找船隻、法
律援助、生活安排等，更需大量金
錢，這決不是12逃犯所能獨立解決

的。12逃犯被捕後，本港警方作出兩
波執法行動，第一次是去年10月，被
捕9人中，陳梓華是其中之一，被指控
涉及提供船隻、資金、安排住宿及前
往碼頭、到台灣後的生活費等。今年1
月警方國安處大舉出動，11人被捕，
當中包括九龍城區議員黃國桐、前學
聯副秘書長何潔泓的母親、音樂人霍
朗齊等。

偷渡案的幕後黑手是否已經一網
打盡，目前言之尚早，但可以肯定的
是，黎智英這條大魚浮出水面，偷渡
案真相也即將水落石出。黎智英是公
認的 「亂港四人幫」 之首，這些年
來，香港所有亂象都與他及旗下壹傳
媒有關，但他一貫深居幕後，加上有
外部勢力撐腰，有恃無恐，並長期逍
遙法外。

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香
港國安法去年落實，成為震懾一切亂
港勢力的利劍、保港安民的柱石，等
待亂港分子的將是法律的嚴懲，維護
國家安全絕不會有任何妥協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