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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小不察？ 渣打信用卡爆盜碌潮
料逾萬人中招 有人數分鐘遭狂刷19次 熱線苦等兩句鐘

渣打信用卡疑被人大規模盜用「狂碌」，

大量受影響用戶昨日在社交平台反映，過去

數天內其賬戶出現多筆細額交易重複進行，每次被

碌金額介乎0.23美元至18美元不等，有苦主數分

鐘內被狂碌19次，每次碌9.28美元。有人估計今

次受影響用戶逾萬人。苦主懷疑信用卡資料被黑客

盜取後，再以虛假小額網購方式套現，擔心在卡主

不留意下被「長碌長有」。渣打銀行回應查詢時表

示，留意到近期相關可疑交易增加，已加強監察，

又呼籲用戶如發現未經授權交易，可於網上理財或

SC Mobile即時封鎖信用卡，以及於1個月內為已入

賬的信用卡交易提出爭議請求，若確定並非持卡人

授權的交易，持卡人無須承擔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全港每年發行信用卡總數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截至每年第四季末 資料來源：金管局

張數*
1,888萬張
1,946萬張
1,971萬張
1,937萬張
1,905萬張
—

未經授權交易的投訴
53
76
51
88

329
307（首10個月）

防止信用卡資料洩露小貼士
◆切記保密信用卡資料，尤其是卡背後3位數字的安全碼CVV2（Card Verification Value
2），避免向第三方披露

◆定期留意銀行發出的官方短訊以及每月賬單，發現異常交易時，立即聯絡相關銀行或發卡
公司進行報備

◆為賬號設定高強度的密碼，並且切勿將個人資料透露他人

◆更換相關賬戶的密碼

◆使用信用卡網上交易時，避免使用不安全的WiFi網絡，以避免黑客竊取資料

◆啟用賬戶登入雙重認證功能

◆收到不明來歷或可疑的來電或短訊時，切勿隨意披露個人資料，避免打開可疑電郵的附件
或點擊不明來源的連結

資料來源：渣打銀行／私隱專員公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商戶銷售系統未獲認證 保安漏洞多

使用渣打信用卡手機程式「SC Mobile」立即鎖卡
1. 開啟App後點擊右上角「信用卡／其他信用卡服務」
2. 點擊「暫時封鎖／解鎖信用卡」
3. 選擇暫停信用卡
4. 點擊：Online Banking／View Mailbox
5. 點擊右上角「Compose New Message」
6. 將疑似盜用個案資料遞交給渣打：主題為「信用卡被未經授權盜用」，內容包括：
1.信用卡類型、2.盜用交易之日期及時間、3.該簽賬之店舖、4.被盜用之金額

		
��

多名苦主近日在社交平台投訴渣打信用卡被盜刷事件。其
中一名受影響卡主梁小姐表示，其信用卡於數分鐘內被

同一商戶狂碌19次，每次碌9.28美元。事後，她即時致電渣
打熱線，但都無法接通，且網上銀行也疑「死機」，「上唔到
e-banking（網上銀行）。」

每次十幾美金 沒收到交易短訊
另一名受影響卡主盧小姐說，其信用卡昨日約凌晨2時半左
右，被連續進行兩筆不知名的消費交易，每筆交易為9.17美
元。其後，她試圖致電渣打銀行熱線卻不果。
有苦主則稱其渣打信用卡於本月5日下午三時許首次被盜
用，懷疑因為銀碼太細，沒有即時收到銀行短訊通知相關交
易。翌日下午6時，其信用卡疑再度被盜用簽賬，這次才收到
短訊發現有可疑交易。翻查紀錄發現，其信用卡前後已被盜用
進行4次交易，每次約17至18美元。
大批苦主指發現被盜刷後，立即致電渣打銀行熱線，但由於
線路繁忙無法打通，大部分均無法得到即時協助，「啱啱被人
幾分鐘內連續盜用咗16次，打Hotline（熱線） hold咗1小時都
無人聽。」「電話等到無電過熱，75分鐘，放棄（收線）。」
有苦主等待170分鐘後才成功獲熱線職員接聽，但職員只回答
稱：「我搵返負責信用卡嘅同事覆你。」該苦主嘆道：「好不
容易有人聽，竟講啲廢話，實感無助。」

渣打：非授權交易 卡主免承擔責任
渣打銀行在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一直有監察可疑信用卡的
系統及機制，近日發現相關可疑交易有上升趨勢，因此該行除
了在「無須出示信用卡」交易時向持卡人發出提示信息外，已
立刻加強相關的監察系統及保障客戶的措施，又對客戶致電服
務熱線或需等候較長時間致歉。
渣打呼籲用戶切勿在不安全公共WiFi進行網上交易，以免
信用卡資料被竊取。如發現未經授權交易，用戶可於網上理財
或SC Mobile即時封鎖信用卡，以及於1個月內為已入賬的信
用卡交易提出爭議請求。銀行會按機制調查，如確定並非授權
交易，持卡人無須承擔責任。渣打會聯絡相關客戶跟進，並按
機制進行調查。
私隱專員公署回覆查詢時表示，未有就上述事件收到有關機
構的個人資料外洩通知，但會留意事態發展，又提醒用戶採取
措施保障個人資料私隱（見表）。
消委會則表示，過去兩天共接獲4宗涉及信用卡懷疑被盜用
之投訴個案，現正與相關銀行聯絡，並會盡力調停。
警方在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會跟進事件。

渣打銀行爆出大批信用卡懷疑
被盜用事件，信用卡安全審計師
龐博文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事件曝露出香港商戶的支付及銷
售系統存在保安漏洞。他解釋，
銀行的保安系統較嚴謹，惟不少

商戶採用的銷售系統沒有通過信用卡數據安全標
準PCIDSS，成為安全缺口，讓黑客可輕易進入商
戶銷售系統內盜取卡主資料。他認為香港有必要
提升信用卡保安系統，包括要求商戶的支付及銷

售系統必須通過PCIDSS認證。
龐博文指出，今次出事的是一間航空公司與渣打

銀行合作的信用卡，該款信用卡早前又與不少商戶
提供消費獎賞優惠活動，懷疑是部分商戶的支付及
銷售系統存在保安漏洞，「發卡銀行的系統十分安
全，唔容易俾駭客進入，但商戶尤其一些中小型店
舖，系統可能未通過國際性的PCIDSS認證。」
他呼籲銀行汲取今次教訓後，要求合作的商戶必

須具備一定支付及銷售系統安全水平及認證，避免
再有無辜用戶中招，銀行聲譽也因此受連累。

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相信，今次駭客
重複進行多宗細銀碼的可疑信用卡簽賬，目的是
避開銀行的偵測。「原來這裏買幾元的東西，買
幾次都沒事。例如（銀行）與不同第三方做宣傳
時，會否經第三方而失竊資料，令資料外洩，不
論是電商網、旅遊網，多年來有不同失竊案出
現，很多人的信用卡資料已失竊。」
他估計今次大部分的可疑交易，均無經過電話
短訊等接收一次性密碼的驗證程序，相信持卡人
不用承擔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開啟 App後點擊右上角「信用卡／其他信用卡服
務」。 網上圖片

◆點擊「暫時封鎖／解鎖信用卡」。
網上圖片

◆有網民表示，其渣打信用卡有多筆交易重複進
行。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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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一在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外刺
警然後自殺的梁健輝，被死因庭5名
陪審員一致裁定「死於自殺」。事件
雖然過去一年多，但依然警醒社會，
少數人過去長期受黃媒荼毒，形成一
種仇視社會、仇恨警察的「極端執
念」，有可能發動「孤狼式」襲擊，
嚴重威脅本港社會穩定、公眾安全。
特區政府、社會各界要持續努力鏟除
鼓吹、滋生暴力的土壤，加強遵紀守
法的宣傳教育，從根源上杜絕「孤
狼」襲擊重演。

梁健輝去年在鬧市拔刀刺傷警員後
自刺胸口身亡，震驚社會。這類「孤
狼式」恐襲非常隱蔽，危險性極高，
猶如社會的定時炸彈。死因研訊透露
了更多案件細節，有助社會各界清楚
認識事件真相，從而汲取教訓，及早
「拆彈」。

梁健輝何以走到絕路？他曾在《蘋
果日報》任職資料搜集員，長期通過
單一媒體吸收資訊。《蘋果日報》正
是修例風波、黑暴的幕後鼓動者，長
期散播反中亂港、仇警的信息，美化
暴力行為；《蘋果日報》散播「女生
被強姦」、「831警察打死人」等假
消息，對梁健輝等不明真相的人「洗
腦」。正是因為長期被《蘋果日報》
之流偏頗失實、惡意誤導的報道影
響，將一個正常人變成一個思想偏

激、反社會的人，臨床心理學專家認
為梁可能有「替代性創傷」及「極端
執念」。

「孤狼式」襲擊是嚴重罪行，固
然要嚴厲打擊。但要更有效防範、
制止此類罪行發生，必須引導市民
接收正確資訊，避免陷入非黑即
白、非敵即友的「二元化思維」。
針對本土恐怖主義抬頭，保安局局
長鄧炳強曾指出其背後成因。他指
出，自從修例風波黑暴肆虐後，外
部勢力經過香港的代理人挑撥仇
恨，反政府、反中央、庇暴護暴和
美化暴力，如不打擊這些以各種方
式「洗腦」的黑手，日後或有更多
「孤狼」事件發生。

政府需要從執法和宣傳教育雙管
齊下。一方面警方要加強情報網絡
工作，加大力度打擊利用假新聞、
假消息鼓吹、教唆違法暴力的言
行；另一方面透過學校、社會組織
和家長進行宣傳教育，向青少年灌
輸守法意識。

香港已經迎來由亂到治、由治及
興的關鍵轉折，媒體、教育界都要
珍惜當前穩定繁榮的局面，清除過
往那種顛倒是非、美化犯罪的思想
流毒，致力加強年輕人的守法意
識，向他們灌輸正確觀念，避免再
被有心人利用。

鏟除滋生黑暴土壤 杜絕「孤狼」再現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開會議，分析研究2023年

經濟工作，強調明年經濟工作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
求進，而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昨日公布了《關
於進一步優化落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
（簡稱「新十條」）。中央因時因勢優化完善防疫措
施，釋放出「穩經濟」「促增長」的強烈信號，進一
步增強了市場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內地優化防疫措
施，經濟增長將重新加速，對本港是重大利好，有利
兩地人員、經貿恢復密切往來，為本港重振經濟、社
會復常注入強大動力。

繼較早前實施「二十條」優化措施、取得積極成效
後，根據奧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減弱、疫苗接種的普
及、防控經驗的積累，內地再公布「新十條」優化措
施，更加科學精準防控，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群眾生命
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群眾生產生活
秩序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正如國家衞生健康委員
會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指
出，中國一直在密切關注病毒和疾病的變化，邊防
控、邊調整、邊加強能力建設，一直在研究防控策略
調整的條件，持續因時因勢動態優化防控策略和防控
措施，尋找最佳防控方案。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內地經濟承受巨大下行壓
力，今年第三季的經濟增長率為3.9%，是過去數十
年最疲軟的增長之一，外界擔憂疫情持續衝擊下，內
地經濟恐更低迷。因應疫情的變化發展，內地優化防
疫措施，對經濟復甦具有重大意義。中央政治局會議
就指出，明年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繼續實施
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各類政策協
調配合，優化疫情防控措施，形成共促高質量發展的
合力。

內地近期持續優化防疫措施，傳遞令人鼓舞的信
號。不少外媒和國際金融界人士均看好優化防疫措施
後的中國經濟。彭博社援引高盛集團的報告指，在持
續優化疫情防控措施後，中國 GDP 增速可能會在
2023年下半年加快，並在2024年延續這一勢頭。滙
豐集團行政總裁祈耀年亦認為，中國不斷優化防疫政
策，中國經濟勢必迎來強勁反彈。保銀資本首席經濟
學家張智威則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明年的經
濟政策發出了積極的信息，其中提到要大力提振市場
信心是重要的信息。國際金融協會經濟學家的報告則
指，明年全球經濟的表現將像金融危機後的2009年
一樣疲軟，但「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將是
正在不斷優化疫情防控措施的中國」。

內地開始優化防疫措施，作為經濟「晴雨表」的股
市近期出現明顯上漲，對全球投資者的吸引力不斷增
強。路透社報道，近期全球投資者因為波動加劇而退
出風險較高的股票市場，但中國市場相對來說韌性較
強。數據顯示，自 4 月份以來，全球股票基金流出
1,440億美元，而中國股票基金則流入213億美元。因
為市場憧憬內地放鬆防疫政策，昨日港股一度抽高近
300點。

本港經濟、社會發展與內地密不可分，內地優化防
疫措施，穩步推進經濟復甦，本港熱切期待。國家衞
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昨日表示，這次優化措施主要是
針對國內各地的疫情防控，對於入境人員管理等外防
輸入的措施，亦將依法依規、逐步推進、加快推進，
進一步優化完善。可以預期，內地優化防疫措施、重
振經濟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本港作為聯繫國內
國際市場的橋樑作用更突出，受惠更大，本港經濟的
前景必然更亮麗。

內地優化防疫措施 增強「穩經濟」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