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面臨第五波疫情的威脅，有幸
得到中央的全力援助，內地專家近日
已迅速分成多個小組展開支援抗疫工
作，廣東省政府亦正組建第三批醫療
工作隊支援香港，報道指人數或達到
過千人甚至數千人，並以核酸檢測人
員為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23
日在深圳主持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五
次協調會時，指出要加快推進方艙醫
院和應急醫院建設，協助本港做好開
展全民核酸檢測各項準備工作。這些
都是有針對性地對本港的抗疫短板作
出補強。與此同時，香港大眾必須同
心一致，社會各界迅速行動起來，特
區政府必須加強統籌協調各方力量，
打破機制局限，才能讓抗疫行動迅速
見效，早日遏止疫情。

日前，香港中聯辦在線上舉辦香港
社會同心抗疫行動會。中聯辦駱惠寧
主任在會上指出，中聯辦按照中央統
一部署，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擔當好疫
情防控的主體責任，全力協助中央有
關部門和地方做好援港抗疫工作，全
力推動愛國愛港陣營和社會各界，凝
聚同心抗疫的強大力量。

面對疫情危局，有發展商願意借出
土地興建方艙醫院，酒店業界紛紛借
出數以千計的酒店房間供隔離之用，
各政黨、社團紛紛組織義工，參與各

項抗疫工作。由於大批
確診人士需要隔離，一
方面需要數以萬呎計的
地方安置病人，政府現
在擬將更多的酒店、空
置房屋、校舍、體育
館，甚至遊輪碼頭改裝成隔離設施，
無疑是正確決定。另一方面，有大批
支援物資要配送到位，保障被隔離者
的日常生活。對此，各社團組織和義
工們應要積極發揮作用，在抗疫和生
活物資的運送、派發上積極行動起
來，利用本地的物流網絡，為物資流
通發揮作用。

由於香港和深圳的口岸貨運受疫情
影響，春節後本港蔬菜等食物供應一
度短缺。在中央政府的關懷下，鮮活
食品的供應現已回復至日常的七八成
左右，預料很快可以回復正常，深圳
近日已增設三條「海上快線」，保障
香港物資供應，市民無須恐慌搶購。

隨着內地專家到港提供意見，內地
物資也陸續抵達，香港的抗疫工作將
會由統一思想行動進入集體行動的階
段。當局要盡快隔離滯留在社區的確
診者，組織多次全民核酸檢測，借助
內地力量照顧和治療好確診者，只有
用好用足中央支援和本港資源，才能
盡快穩控疫情。

善用「疫苗通行證」攜手戰勝疫情
隨着傳播力極強的新型冠狀變種病毒 Omicron 肆虐全球，各地政府一直加緊努力應對疫情帶

來的新挑戰。自 2022 年初，香港受到 Omicron 的衝擊。因應疫情嚴峻，香港特區政府採取新

措施遏制病毒傳播。「疫苗通行證」計劃已於昨日起實施，市民需至少接種一劑疫苗（或持有

醫學豁免證明書），方可進入餐廳、商場和超級市場等指明處所。

鍾麗玲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研究顯示，接種疫苗為戰勝疫情和降低傳播
率的基石。在過去一年多，世界各地政府已逐步
推出具備接觸追蹤功能的「健康碼」、「疫苗通
行證」、「新冠病毒健康護照」等措施，作為恢
復跨境往來和日常活動的第一步。 在內地，雖然
不同省份的做法各有不同，但民眾一般在進入大
部分公眾處所前都必須展示或掃描分別載有與感
染風險相關的個人資訊及個人旅遊史的「健康
碼」及/或「行程碼」。歐盟亦推出了「電子新冠
病毒證書」(Digital COVID Certificate)以促進
歐盟國家之間的跨境旅遊。在法國，十六歲以上
的人士必須出示「疫苗通行證」才能進入指定的
公共處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同樣，新加坡的民眾在到訪高風險公共處所
時，必須使用儲存在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式(Tr-
aceTogether)內的「疫苗通行證」，透過全國
電子登記系統(SafeEntry)「打卡」，記錄民眾
的到訪紀錄，並用於接觸追蹤的工作上。

求取合理平衡
儘管「疫苗通行證」是統一展示及驗證民眾

疫苗接種紀錄的有效工具，亦有助公共衞生官

員進行接觸者追蹤的工作，但鑑於通行證往往
載有使用者的個人識別碼、新冠病毒疫苗接種
紀錄或康復紀錄等個人資料，使用者對私隱和
資料保安方面有所疑慮，是可以理解的。

「疫苗通行證」保障私隱
眾所周知，在保障公共健康及保護個人私隱

之間取得合理平衡的同時，私隱權與眾多權利
一樣，並非絕對的權利。疫情危機當前，在維
護公眾利益的大前提下，必須作出取捨。為了
保護生命，為了保障公共健康，生存的權利有
凌駕性。雖然私隱權受到基本法和《香港人權
法案條例》（第383 章）的保障，但如《香港
人權法案條例》的第5條所述，在公共緊急情
況下，私隱權與眾多權利一樣可在「絕對必要
之限度內」受到限制。這項限制亦反映在《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簡稱
「《私隱條例》」）的條文之中。根據《私隱
條例》第59條，如為了保障資料當事人或其他
人的身體或精神健康而必須使用關乎資料當事
人的健康、身份或所在地的個人資料，相關用
途豁免於使用個人資料的限制。

我和我的團隊審視了「疫苗通行證」的設計和
功能。我想在這裏指出，「疫苗通行證」符合
《私隱條例》的相關規定。 事實上，「疫苗通
行證」採用了貫徹私隱保障的設計，而我們也留
意到，「疫苗通行證」的相關應用程式亦有經過
獨立第三方進行保安及私隱評估和審計。

為澄清大家的疑慮，我將在下文重點解釋
「疫苗通行證」的幾項特點。

首先，「疫苗通行證」採取了貫徹私隱保障的
設計。當訪客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掃描場
所的「安心出行」二維碼時，熒幕上只會展示載
有疫苗接種紀錄或豁免證明書的二維碼，不會顯
示任何個人資料。 而處所負責人使用「驗證二
維碼掃描器」應用程式驗證訪客的「疫苗通行
證」過程中也不會顯示任何個人資料。

其次，雖然處所會透過驗證訪客的「疫苗通
行證」收集到訪紀錄，所有包含個人資料的紀
錄（包括來自疫苗接種紀錄的資料）均會經過
遮蓋(masked)和雜湊(hashed)處理，成為不可辨
識的資料儲存在處所負責人的流動裝置上。另
外，這些資料會被加密，即使處所人員亦無法
查閱。因此，實質上沒有任何屬《私隱條例》

定義下的個人資料會被儲存在處所負責人的流
動裝置上。

只有在不幸有確診病人曾到訪某處所的情況
下，該處所的負責人才須按有關部門的要求將
相關的到訪紀錄上傳至政府的專有雲端。亦只
有政府的授權人員才可通過加密管道查閱和進
一步處理該等紀錄，以進行接觸追蹤等的流行
病學調查。由此可見，資料保安的風險已顯著
降低。

最後，到訪紀錄只會在處所負責人的「驗證
二維碼掃描器」應用程式中暫存31天作防疫
抗疫相關用途，而我們亦得悉有關紀錄在31
天之後將會被自動刪除。

隨着單日確診人數屢創新高，為了保障公
共健康，採取更強硬的防疫抗疫措施以遏止
Omicron病毒的傳播和加強接觸者追蹤的工作
無可厚非，亦屬合情合法合理。香港的「疫
苗通行證」安排亦與內地和世界各地採取的
類似措施一致，並不違反《私隱條例》的任
何規定。現時香港正面對前所未見的公共衞
生危機，讓我們一同善用「疫苗通行證」，
攜手戰勝疫情！

近日，香港疫情急轉直下，單日新增確診數字每天
都在節節上升。在疫情嚴峻下，本地醫護疲於奔命，
醫管局主席范鴻齡表示，希望中央除了派專家來港支
援外，同時也派醫護相助，另病人組織亦支持此建
議。醫委會委員、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也同意此
舉可解目前困境，並相信內地來港醫護的資歷和操
守。香港即將於3月份舉行全民強制檢測，由於香港
各區現時傳播鏈甚多，在全民強制檢測展開後，可以
預期屆時找到的感染人數肯定數量極多。要有效地為
數以萬計的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提供治療服務，單靠
香港目前的醫護人手，肯定難以負荷。

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香港是法治社會，特區政
府施行的一切措施，都必須依法而行。香港特區作為
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一國兩制」下實行「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並有國家作為堅實的後盾。香
港疫情嚴峻，國家迅速援助，如協助特區設立新的臨
時隔離及治療設施，籌建臨時醫院，並積極協助香港
於3月份進行全民檢測等，支持特區政府打好眼前應
對新冠疫情的「硬仗」。

特區政府昨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因應現時
的公共衞生緊急情況，已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以下簡稱「緊急法」），訂立《緊急情況（豁免法
定規定）（2019冠狀病毒病）規例》(以下簡稱「《規
例》」)，並已安排刊憲。據悉，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於2月23日正式通過了訂立《規例》，容許特區政
府豁免某些人士或項目的相關許可、註冊及申請等法

定要求，以便特區政府能夠在有需要時更靈活迅速地
善用內地的支援及資源，全速開展關鍵的防疫抗疫項
目，以期在短時間內提升香港的疫情防控能力以控制
第五波疫情。

緊急法是一把「尚方寶劍」，賦予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在「緊急及危害公眾安全情況」下，可擁有特
別權力，去「特事特辦」，果斷地以緊急立法的方
式，去應對香港當前面對的重大問題。目前，香港的
醫療系統、人力資源、抗疫設備及物資等，已難以應
付每天數目龐大的新增確診個案，故屬於緊急法下的
「緊急及危害公眾安全情況」。

緊急法賦權政務司司長可以書面方式批予豁免，容
許人士或項目無須符合成文法則的若干規定（包括牌
照、權限、批准、豁免、許可證、註冊、標準或規格
的規定），用於預防、抵禦、阻延或以其他方式控制
指明疾病的個案或傳播，或治療感染指明疾病的病
人。可以預料的，是《規例》將有效地令援港的內地
醫護可盡速投入協助處理香港嚴峻的疫情，及為中央
政府更有效地、迅速地為香港提供必要緊急支援等方
面，提供法律依據 。

迎戰第五波疫情，香港各界務必共同努力、上下一
心、團結一致。內地及澳門等外援是外力，本地動員
起來是內力；內外合力，事半功倍，每一位港人也該
繼續發揚獅子山下精神，克服眼前香港開埠以來最大
的困境，只要成功撥開雲霧見青天，東方之珠在未來
的日子定會散發更耀眼的光芒！

緊急法為內地援港抗疫奠定堅實法律基礎
龔靜儀 執業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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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疫情告急，全國政協副主席、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深圳主持
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五次協調
會。夏寶龍強調，近期要加快推進方
艙醫院和應急醫院建設，協助特區政
府做好開展全民核酸檢測各項準備工
作，以工作實效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
府履行好主體責任、團結香港社會各
界打贏防疫抗疫戰。

中央援港措施連日來不斷迅速落
實，內地援港的四個方艙醫院已動工
建設，其中青衣方艙醫院將於開工後
約一周率先交付使用。香港有求，祖
國必應。此次內地支援香港抗疫，體
現得淋漓盡致。針對香港檢測、隔
離、治療等抗疫環節的樽頸，內地有
針對性的支援也緊急動員、火速落實
到具體行動，建方艙、派專家、供物
資，短期內協助香港增加數以萬計隔
離設施，逾千人的內地援港抗疫醫療
防疫工作隊陸續到港，大大彌補了本
港抗疫資源不足，為即將進行的全民
強檢提供必要的準備，有利本港按照
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的原則穩控
疫情，更有效保障港人生命安全健
康，也充分反映了中央支援急港人所
急，是香港抗疫的最堅強後盾。

抗疫最寶貴的是信心，最重要的是
團結，最迫切的是行動。如今有內地

和香港各界的堅定支
援，香港抗疫信心和
能力明顯提升，團結
合作抗疫的社會氣氛
日益高漲，關鍵是要
迅速行動、提升抗疫
效能。內地援建香港抗疫的方艙醫院
能在開工後一周時間交付使用，本港
自己的公私營合作抗疫、私家醫生支
援公院抗疫，更不能停留在協商討論
階段，政府必須簡化審批程序，有關
各方也要多作承擔，為抗疫救人多出
一分力。

香港是我家，同一屋檐下，人人有
責任守護、建設好這個共同家園。中
央迅速伸出有力援手，堅定支持香港
穩控疫情，香港各界也要積極行動起
來，社會各界共同謀劃的16項支持特
區政府防疫抗疫的舉措全面落實，包
括專屬的士車隊免費接送染疫人士的
服務已經展開，地區社團關懷社區、
為基層送贈抗疫物資、生活用品的行
動持續進行，各方為抗疫出心出力，
守望相助。未來政府落實全民強檢，
地區社團有熟悉地區、服務市民的豐
富經驗，完全可為政府提供支援、助
一臂之力。政府、商界、醫護人士及
廣大市民團結協作，沒有控制不了的
疫情，香港一定否極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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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莉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採取特別軍事行動，以保護
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據外媒報道，烏克蘭首都
基輔及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等地都發生爆炸。較早
前，普京簽署命令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
國獨立。

烏克蘭為什麼會陷入戰火燃起的危機？說到底是被
西方忽悠瘸了，被「顏色革命」徹底搞廢了。一句
話，「顏色革命」害死了烏克蘭。

從烏克蘭前領導人尤先科開始，一味被美國等少數
西方國家蠱惑，非要一意孤行修憲來加入北約和歐
盟，非要成為美國等北約積極對抗俄羅斯的馬前卒，
非要在烏克蘭國內大搞「去俄羅斯化」，非要對俄羅
斯族裔區別對待，這一切只能讓這個脆弱的國家失去
本就沒有的凝聚力，結果就是偷雞不成蝕把米，賠了
夫人又折兵。

烏克蘭從昔日的軍工重鎮、重工業基地、世界「糧
倉」，已變成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這就是烏
克蘭少數精英追求西方民主價值觀的結果。毫無疑問
的是，肥了少數腐敗的精英，害慘了烏克蘭的廣大百
姓，這些精英分子可以一跑了之，但底層百姓就慘
了。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就是自愛自尊，要懂
得自立，要有國家觀念、大局意識，更要明白落後就
要挨打的淺顯道理。一味替別人賣命換施捨，結果必
然是慘痛的。烏克蘭就是過分相信美國等這些「善
意」的國家能真心幫自己，但結果是這些國家不懷好
意地害了自己。不僅烏克蘭被玩殘了，國際社會的例
子比比皆是，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哪一個國

家享受到西方價值觀帶來的實惠？民不聊生、社會動
盪才是這些國家的真實寫照。

實際上，美國只想在全球範圍內製造混亂，在對手
國家周邊製造更多麻煩，如中國、俄羅斯等，藉此鞏
固美國全球霸權的地位、保住美國的利益，至於那些
「棋子」的死活，並不在美國人的考慮範疇。一句
話，美國主子不靠譜，靠不住。

還記得在香港修例風波「黑暴」橫行期間，當時有
外媒訪問街頭暴力活動的支持者，有人認為烏克蘭與
香港很像，因為香港也在選擇「自由和尊嚴」，更有
支持街頭暴力活動的女孩激動落淚，說「希望香港能
像烏克蘭一樣有這麼好的結局。」

不知道這些香港人、尤其是希望「香港和烏克蘭一
樣」的女孩，如今有什麼感想，希望香港像烏克蘭一
樣窮困潦倒、四分五裂、戰火紛飛？像烏克蘭一樣戰
亂精英外逃、難民外溢？

烏克蘭悲劇近在眼前。事實勝於雄辯，希望那位女
孩能深刻認識到，西方「顏色革命」送來的是死神戰
亂，絕不是自由和尊嚴，要感恩祖國果斷出手遏制
「顏色革命」在香港蔓延；希望女孩要明白，西方國
家不想看到香港繁榮穩定，只有中央政府才是香港繁
榮穩定的最堅強靠山；希望女孩深刻領悟到，如今香
港疫情不容樂觀，西方國家不負責任建議香港「躺
平」，只有中央政府傾盡全力支援香港抗疫，這才是
真心為香港好！

看看烏克蘭的遭遇，更反映香港的教育需要改革，
香港的國家意識需要加強，這是「一國兩制」的必修
課。

烏克蘭危機對香港的警示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