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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業冀強制掃描安心碼
防食客「亂填紙仔」堵防疫漏洞 專家指坐公共交通亦應掃碼

繼特區政府宣布，下月1日起

所有進入政府處所，包括圖書

館、體育館、街市和博物館等的

市民強制使用「安心出行」應用

程式，不得以「寫紙仔」取代後，醫管局昨日亦宣布於下月1日起強制

使用「安心出行」。有飲食業界人士大讚政府的行動起帶頭作用，業界

表示過去食客「亂填紙仔」情況普遍，防疫存在漏洞，認為應進一步強

制所有食肆，以至其他處所也須掃描「安心碼」，更需要加入追蹤功

能，便利與內地恢復免檢疫正常通關。有專家則認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也應記錄行蹤，惟港鐵等人流眾多，難以逐一掃描「安心碼」，應研發

新功能自動記錄行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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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皇家加勒比
國際遊輪旗下郵輪「海洋光譜號」一名40
歲船員，日前被通知兩天前採樣的檢測樣本
呈初步陽性，該次「公海遊」行程告吹，約
千名已登船的乘客一度滯留啟德碼頭幾小
時，等待衞生署公布是否需要檢疫或檢測。
最後，該名船員被列為疑似「復陽」個案，
傳染風險微，乘客獲放行。多名專家認為，
事件曝露「公海遊」防疫安排三大盲點，包
括檢測結果滯後兩天、未出檢測結果即讓乘
客登船玩耍，以及乘客毋須通過檢測即獲放
行，建議特區政府優先為船員接種第三針新
冠疫苗，以及堵塞有關漏洞。

千二旅客獲准分批落船離開
該名船員於本周二（19日）已採集樣本

進行定期的病毒檢測，但延至前日才出結
果，船公司亦未等結果出爐就安排該名船
員及1,200名乘客登船。後來獲通知該名船
員初步陽性，儘管他送院後的檢測結果一
度屬「不確定」再轉為陰性，加上他今年7
月曾在外國確診感染新冠肺炎，與「復
陽」情況吻合，但「海洋光譜號」的行程
仍被取消，1,200名旅客滯留啟德郵輪碼頭
數小時後，始獲准分批落船離開。
衞生防護中心將該艘郵輪納入強制檢測公

告，受檢人士須於今日（23日）或之前完
成檢測，即使已完成疫苗接種的人士亦須接
受強制檢測。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昨日表
示，按照衞生署的建議，安排該名船員再次
於公立醫院進行檢測，檢測結果為陰性。

梁子超：檢測滯後絕不理想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質疑，何以該
名船員的檢測結果延遲兩天才通知，「以
現在的檢測技術，採樣後一般幾小時就有
結果，這名船員要兩天才知道結果是絕對
不理想的情況。」他認為，最佳的檢測安
排是全體船員上午採樣，即日下午有結
果，才讓所有船員及乘客登船。
他亦批評船公司未確定所有船員通過檢

測，就讓乘客登船，「今次好彩係虛驚，但無
咁多好彩，萬一船員真確診，你又批准逾千名
乘客登船自由活動，與船員近距離接觸，以及
在餐廳內進食玩耍，爆疫風險就大。」最後，
政府在得悉該名船員入院檢測結果呈陰性後，
批准乘客毋須通過檢測便能自行離開，「其實
可以做快速測試或檢測程序，以免萬一有確診
個案，就有防疫漏洞。」
據了解，目前郵輪公司要求職員每14天

進行一次病毒檢測，梁子超認為，雖然船
員已經接種疫苗，但仍有染疫風險，建議
改為每7天一次檢測。

何栢良：應調節船員檢測周期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則認

為，如果該名船員屬復陽個案，傳染他人
風險低。但他亦認為，船公司應檢討船員
檢測時間，「船員們的當值時間不同，檢
測周期未必配合船期，但問題係上船的乘
客就要在登船前48小時內有陰性檢測結
果，其實船公司可因應船期，調節船員檢
測周期。」政府專家下周將討論為市民接
種第三針新冠疫苗，何栢良指，如相關船
員符合條件，即使其非港人，政府都應開
放讓他們接種第三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海洋光譜號」郵輪出
現爆疫疑雲後，啟德郵輪碼
頭表示，事件未有影響其他
郵輪昨日的行程。另一郵輪
公司星夢郵輪營辦的「雲頂
夢號」，昨日按原定行程出
發，登船的乘客都表示，對
防疫安排有信心，「唔怕被
滯留」。
昨日出發的「雲頂夢

號」，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
張樂怡是其中一名乘客，她
說：「這次事件反而讓我們見
到，防疫措施、應變機制其
實發揮了作用，郵輪上的防
疫措施其實比疫情初期、去
年年初，已經改善了很多，所
以我是有一定信心。」她表
示，「海洋光譜號」旅客滯
留事件，旅議會沒有收到查
詢或投訴，也未見有其他
「公海遊」旅客大批退款。
星夢郵輪表示，「雲頂夢
號」自今年7月30日開展香
港母港航次以來，已成功復
航接近3個月，其間一直保
持零新冠確診的紀錄，部分
防疫措施更超越香港特區政
府的檢疫要求，包括全體船
員必須每隔14天接受新冠
病毒核酸檢測、船上進行高
頻次的消毒及清潔等。

「公海遊」防疫存三盲點 專家倡船員優先第三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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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昨日表示下月1日起，進入醫管
局總部及公立醫院行政大樓人士須使

用「安心出行」掃描場所二維碼，而在運
作可行及不影響緊急服務提供的情況下，
到訪公立醫院其他範圍，如急症室人士亦
同樣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而12歲以下及65歲以上人士，以及使用
「安心出行」有困難的殘疾人士等可獲豁
免，與政府的安排一樣。另外，警方回應
傳媒查詢時表示，若報案人士遺失手機，
將因應實際情況豁免個別人士「掃碼」進
入警署及警察總部的要求。
警方近期加強巡查食肆，不少客人未有使
用「安心出行」或胡亂填寫個人資料遭定額
罰款，涉及的食肆也因此被罰，不能在晚巿
提供堂食。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部分食客未
有使用「安心出行」，更「亂填紙仔」，
「有些人亂填電話號碼是123456，不少名
字一欄更填（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真的很
無謂。食肆並沒有人手逐一核對食客的資
料，被牽連受罰是其次，最重要是會影響本
港整體防疫的效果。」

「安心」無追蹤 難與內地正常通關
對於政府帶頭強制使用「安心出行」進

入政府處所，他極為贊成，「其實我早在
兩三個月前已提出所有食肆、商場、醫院
及其他機構等，都應該要強制使用『安心
出行』，而不再讓進入的人再『填紙
仔』，以免他們填不正確的資料。」他承
認，有意見擔憂若強制執行會影響食肆生
意，但認為影響短暫，很快會恢復正常。
他更認為，現時「安心出行」沒有自動追
蹤功能，只讓市民自行記錄行蹤，不利於防
疫，對本港與內地恢復免檢疫通關造成障

礙，「長時間與內地未能恢復正常通關，對
社會同經濟都有影響，應該要做到內地健康
碼這樣，才能夠加快與內地通關。那些以為
讓政府記錄行蹤便沒有私隱的人，要知道其
實打從使用手機開始已沒有私隱，你的資料
都已被電訊供應商掌握。」
至於部分長者仍使用非智能手機，他認

為政府已給予12歲以下兒童和65歲以上長
者等豁免，相信不影響他們到食肆用膳，
「隨着科技發展，絕大部分巿民也擁有智
能電話，不能用『安心出行』的只佔極少
數，食肆強制使用並無問題。」

梁子超：政府收緊規限合適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亦對香港文匯

報表示，政府收緊規限合適，完善「安心
出行」的覆蓋情況，以免有曾與確診者同
時段到同一處所的人士「走漏」、未獲通
知進行新冠病毒檢測，並認為政府以外其
他處所亦同樣應強制掃「安心碼」。
至於每日有大量巿民乘搭的公共交通工

具如港鐵和巴士等，梁子超認為應同樣掃
碼，「如港鐵等人流太多，難以要他們逐
一掃描『安心碼』，因此要考慮如何自動
記錄，也並非所有人手機開啟藍牙，要開
發系統將他們搭車的信息傳入其手機作記
錄，或者由網絡供應商透過網絡傳送，這
些可以研究。」
不過，他指出現時在沒有手機實名制和政
府未有大數據配合下，「安心出行」要加入
追蹤功能亦未能發揮作用，但相信本港巿民
有防疫意識，倘程式發出感染風險通知，也
會進行檢測。而巿民若要到內地，其中一個
做法是將「安心出行」內記錄的過去21天
行蹤，上傳到「過關碼」內，結合內地的大
數據，有需要時能夠作出追蹤。

◀有飲食業界表示食客「亂填紙仔」情況普
遍，認為應強制所有食肆須掃描「安心碼」。
圖為市民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進入食肆。

資料圖片

▲「海洋光譜號」船員被列為疑似「復陽」個
案，傳染風險微，船上乘客獲放行。圖為「海
洋光譜號」。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規定下月 1 日起，進入政府
處所包括圖書館、泳池、體育館等，都
必須使用「安心出行」記錄行蹤。這是
朝着完善防疫追蹤系統邁出重要一步，
得到各行各業和市民支持，有利本港疫
情防控和推進與內地免檢疫通關的進
度。既然開發了「安心出行」，就應該
認真執行，做好病毒溯源追蹤；既然訂
立了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的目標，就應
該一步到位落實可追蹤的「健康碼」，
不應再拖拖拉拉。有人將擴大「安心出
行」範圍妖魔化，都是阻礙防疫、不利
香港恢復正常經濟生活秩序的歪理。

特區政府自去年 11 月推出「安心出
行」應用程式，至今下載量已突破 450
萬；政府計劃新增儲存電子針卡，不斷
完善其功能。如今政府規定，日後進入
各政府處所均須使用「安心出行」，為
推廣「安心出行」起帶頭作用，是本港
構建有效防疫系統的重要一環，值得支
持。

內地成功的防疫經驗證明，嚴密的行
程追蹤功能，對排查密切接觸者、盡快
切斷病毒傳播鏈尤為重要。近日，內地
出現自駕遊群組穿州過省，多個省份都
是依靠「健康碼」的追蹤功能，及時發
現群組的密切接觸者，防止了疫情大規
模擴散。

必須看到，現在特區政府規定進入食
肆必須記錄行蹤，才有較多市民使用
「安心出行」，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不
少市民選擇用「填紙仔」代替。據飲食
業界反映，「填紙仔」存在明顯漏洞，

不少人亂填個人資料和電話號碼，令記
錄行蹤機制形同虛設。飲食業界歡迎、
支持政府強制食肆使用「安心出行」，
取締「填紙仔」，堵塞防疫漏洞。

特區政府已經將「通關碼」的行程記
錄方案通報內地，其中一個做法就是將
「安心出行」記錄的過去21天行蹤，上
傳到「過關碼」。因此，擴大「安心出
行」的強制使用範圍十分必要，從政府
處所使用「安心出行」開始，進一步拓
展至餐廳、商場、公共交通等，將更有
效追蹤病毒傳播軌跡。

冬季即將重臨，疫情可能反彈。如今
擴大「安心出行」使用範圍，並與「健
康碼」銜接，亦有利於本地防疫追蹤工
作，即使不打算通關後去內地的市民，
也應該積極使用「安心出行」，為本港
構築更嚴密的防疫網。

要達至與內地銜接本港「健康碼」，
更有必要為「安心出行」加入追蹤功
能，確保行程不會漏報誤報，才能盡快
讓兩地恢復通關水到渠成。有個別媒體
及人士又用有色眼鏡看待「安心出行」
擴大使用範圍，不但不批評有市民用假
程式、胡亂「填紙仔」破壞防抗疫的行
為，反而指稱強制使用「安心出行」令
市民「不便」，是為強制追蹤、通關
「鋪路」。這種說法明顯顛倒是非，將
歪理當真理，難道為所謂保障私隱，就
可亂報行蹤、給防疫添煩添亂，這是害
己害人。市民不能被歪理誤導，必須齊
心支持更大範圍使用「安心出行」，令
香港早日擺脫疫情、重振經濟民生。

完善防疫追蹤 穩控疫利通關
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提出完善法律

援助制度。法援制度被濫用，不僅浪費公帑，
阻礙施政、挑戰法治日趨嚴重，改革法援制度
早被視為刻不容緩，唯有革除法援制度存在的
私相授受、黑箱壟斷流弊，令法援撥亂反正，
重回協助弱勢的初心，彰顯法治的公平公正。

法援原意是確保窮人打得起官司，不因欠缺
經濟能力而沒法尋求公義。可惜法援制度長期
遭別有用心的政棍、訟棍利用，藉以狙擊特區
政府、阻撓施政，甚至淪為違法暴力之徒逃避
刑責的工具。「長洲覆核王」郭卓堅自2006年就
不同範疇的事項，包括要求禁止執行廣深港高
鐵「一地兩檢」在內，申請超過 30 次司法覆
核。今年他更申請司法覆核，聲稱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向立法會提交《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
合修訂）條例草案》的決定有違人權法。港珠澳
大橋、中環繞道填海工程亦因遭司法覆核，導
致造價大幅飆升，最後都由納稅人「埋單」。

修例風波令本港法治遭受前所未遇的衝擊，逾
萬人被捕，部分被告由於未能承擔訟費而申請法
援。數據顯示，截至今年8月，法援署就修例風
波的刑事案件共發出1,056張法援證書，所支付
的總法律費用約為4,290萬元，在涉及共311宗
法援個案中，支出最高法律費用的單一受助人法
援金額約為130萬元。最令人詫異的，「爆眼
女」竟獲批法援打官司，代表她的則是抹黑香港
國安法的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

法援制度之所以遭人濫用，其中一個重要原
因，是有人利用民事法援案件中受助人可自行
提名律師的機制，形成默契的利益關係，一方
面利用法律專業知識挑戰管治和司法制度，另
一方面將法援當成提款機，涉嫌從中牟取厚
利，並長期壟斷相關法援案。其實，由法援受

助人自行提名律師的機制，並非《刑事案件法
律援助規則》所規定，但習非成是，讓公眾產
生錯覺，以為在刑事案件亦可由受助人自行提
名律師，造成「爆眼女」由夏博義作為法律代
表的不正常現象日益普遍。有「資深大狀」
「教路」撐腰，脫罪輕判的機會大增，違法暴
力更有恃無恐、變本加厲。

如今特區政府提出「三招」改革法援，包括
刑事案件中，法援署不准許申請人自選律師代
表，改由署方指派；削減大律師、事務律師每
年接下涉法援案件數目；以及提供更多相關大
律師、律師每年接下涉法援案件數目，以增加
法援審批透明度。有關改革首先可制止備受詬
病的申請人與相熟律師私相授受問題，避免某
些勢力或律師「坐大」，更顯公道公平，同時
可讓更多大律師或律師有機會接手處理涉法援
案，累積經驗，防止壟斷，並透過增加公眾監
察，提升法援透明度。法律界有言：「公義須看
得見！」改革法援的建議，正是讓法援重新體現
法治公義不但必須彰顯，而且還須人所共見。

改革法援制度，杜絕濫用，回應了公眾訴求。
不過，作為本港法律界重要團體的大律師公會，
聲稱任何涉及在刑事案件中選擇法律代表權的改
動，應該考慮基本法第三十五條。基本法第三十
五條第一款指，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
詢、向法院提起訴訟、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
合法權益或在法庭上為其代理和獲得司法補救。
事實上，有關改革法援的建議與基本法第三十五
條並無衝突。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基本法第三十
五條保障市民出庭時要有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
法權益，並非保障當事人享有指定律師的權利，
只要當事人得到適當的法律援助，已經符合基本
法及人權法案的要求。

改革法援撥亂反正 重回初心彰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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