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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投特首」洩私隱 認衰跪低
本報連日踢爆 私隱署調查 提名收集終煞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報揭發及連日

報道「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發動的所謂「民間

公投選特首」，系統存在嚴重保安問題，侵犯參與

投票者的私隱，更已令部分市民的個人資料外洩。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日前指有關人等違反了《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下公平收集個人資料的原則

及資料保安原則，強烈要求有關機構立即停止不公

平收集個人資料及使用有關的Telegram通訊程式

並展開調查。「公民聯合行動」昨日終於認衰跪

低，稱會暫停「PopVote 」的提名收集，以減低對

公眾的困擾。

由戴妖牽頭組成的「公民聯合行動」，在網絡上舉行所謂
「特首選舉民間全民投票」，但有關的「PopVote」系統

剛開始運作，即被同路人踢爆有嚴重的保安漏洞，侵犯投票者
私隱，更可能讓有關個人資料外洩。有個別用戶投訴自己在使
用該系統後「被登入」、「被開戶」。
多個親反對派的資訊科技組織也發出警告，指由於用戶的
Telegram數據有洩露的安全風險，建議公眾不要使用該系統。
不過，戴妖在小修小補後，繼續推銷該系統（見另稿）。

私隱署：誤導公眾違例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前日回應表示，留意到最近傳媒報道
及相關討論，批評有關「公投」收集個人資料的透明度不足，
有誤導公眾和損害公眾利益之嫌，違反了《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下公平收集個人資料的原則及資料保安原則。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更指出：「任何人藉現行法律或機

制的名義或性質，進行法律或機制外的活動，期（其）間收集
個人資料，但沒有清楚說明收集目的和用途的合法理據，尤其
是活動擬定的目的和後果涉及公眾關注和受影響的重大議題，
因而誤導參與活動的人士（或部分參與者），及資料和數據有
被誤用或濫用之嫌，我認為這是違反了《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下公平收集個人資料的原則。」

強烈要求有關機構即停
公署強烈要求有關機構立即停止不公平收集個人資料及使用
有關的Telegram通訊程式，並提醒一般市民應在參與活動前
清楚了解所帶來的私隱風險和相關後果，又強調「公署並已就
事件展開循規審查」。
在公署發出聲明後，「公民聯合行動」前晚發表聲明，避重

就輕地稱知悉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關注。他們將會於日內
主動約見私隱公署，「清楚說明」他們透過是項活動收集個人
資料的一切情況，包括收集目的、使用、保障個人私隱措施及
資料保安的安排，「以釋除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及公眾
的疑慮。」
不過，大概知道事態嚴重，「公民聯合行動」終於昨日再發

表聲明，稱「為了減低對公眾的困擾，我們會先暫停PopVote
的提名收集，直至和私隱專員取得聯絡，說明我們收集數據的
用途，並明白私隱專員的要求後，才將系統重新開放」。

戴妖惱羞成怒賴同道
戴妖其後在fb發文，惱羞成怒地將系統是次停用，歸咎在揭
發其系統有問題的其他反對派組織身上：「在開發民主科技
時，當然要用盡方法保護使用者私隱，才能取信於民。沒有人
民信任，這以人民為基礎的科技應用，是不能發揮效果。但個
別民間組織的力量是有限的，大家都是義工，用盡個人資源，
也不能保證沒有缺漏。這不是為自己的不足尋開脫，而是希望
同路人能一起去構建更完善及更安全的民主科技」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
戴妖牽頭組成的「公民聯合行動」，
在網絡上舉行所謂「特首選舉民間全
民投票」，當中的「PopVote」系統
可謂保安漏洞百出，嚴重侵犯投票者
私隱，更可能讓有關個人資料外洩，
有個別用戶在 fb抱怨「被登入」、
「被開戶」。多個資訊科技組織早已
發出警告，指由於用戶的Telegram數
據有洩露的安全風險，建議公眾不要
使用該系統。

「自己友」都籲民勿投票
反對派組織「前線科技人員」在

「民間特首投票」於2月7日開始的
首日即發帖，「呼籲大家暫時不要參
與 PopVote 投票」指「有關系統需要
取得投票者的 Telegram 認證碼。如
果投票者有開啟雙重認證，系統更要
求取得密碼。理論上，相關人士可以
讀取投票者的 Telegram 內所有mes-
sage。我們認為這是很嚴重的保安漏

洞，在我們取得進一步的澄清之前，
我們呼籲各位市民暫時不要參與投
票。已參與投票的人，請立即進入
Telegram 並 clear sessions。」
其後，與戴耀廷合作設計該系統的

「公民數據」，當時拒絕認錯，聲稱
「主辦單位在《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中，已經詳列了 PopVote 系統和主辦
單位處理個人資料的範圍和用
法。……PopVote 系統絕對不會傳送
任何和投票無關的資料至任何地
方。」有個別用戶也在fb抱怨，自己
的Telegram戶口「被登入」，甚至有
沒有戶口者也「被開戶」。
不過，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也發出聲明，指「由於用戶的Tele-
gram數據有洩露的安全風險，建議公
眾不要使用該系統，直到安全漏洞被
修復」。

資訊專家：安全底線以下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資訊保安召集

人范健文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也指，
由於該系統要求用戶輸入Telegram
「雙重認證碼」，而「雙重認證
碼」是保安「最後防線」，不應交
予第三者，「（安全程度）是在底
線以下。」因此，他不建議市民使
用有關系統。
為此，「公民數據」不得不小修小

補，包括每晚暫停一次系統，從可靠
程式碼來源重新灌製程式，確保在系
統上程式碼的可靠，及在當眼地方提
供資訊，教育用家如何保護自己的
Telegram 戶口免受盜用等。
這種小修小補的動作被包括同路人

等鬧爆。「前線科技人員」日前更揭
發該系統有新的保安漏洞，指
「PopVote」會把用戶的Telegram登
入憑證儲存在瀏覽器的本地儲存內，
即使重啟電腦亦不會被清除，故有人
倘在公用電腦上使用「PopVote」，
其他用戶亦可取得有關憑證，登入其
Telegram賬戶，存取其通話記錄和收

發訊息。
該組織續指，「該系統在客戶端

所用的散列算法（hash function）是
單純的 SHA256。SHA256 本身是安
全的，可是 PopVote 在使用該算法
時未有留意輸入的資料本身的組合
有限。我們的實驗顯示，根本無需
破解散列算法，只需十分鐘就能製
作所有香港身份證和電話號碼「散
列」的對照表。任何人（包括
PopVote）只須持有該對照表，便能
即時解讀任何『散列』所代表的個
人資料。」
「前線科技人員」又指，後者
「並非安全漏洞」，「可是從
PopVote 的系統設計，以至團隊的
對外宣傳當中，顯示出團隊對加密
算法的特性以及資訊安全缺乏認
知，使我們對 PopVote 團隊是否有
能力合理地保障用戶的敏感訊息抱
有疑問。」他們再次呼籲市民立即
停用該投票系統。

IT界早警告 小修補被鬧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
「佔領中環」和「雷動計劃」後，戴
耀廷推出所謂「2017特首選舉民間全
民投票」計劃，這「民間投票」，其
實是「公民提名」、「電子公投」借
屍還魂，企圖捧出反對派所屬的「精
神領袖」，干擾特首選舉。「前線科
技人員」facebook專頁踢爆，由於該

「PopVote」系統亦可讓人用其他國
家和地區的電話號碼註冊並投票，方
便「種票」，影響投票的公正性，故
減低投票結果的可信性。
「前線科技人員」facebook專頁日

前發帖，大爆PopVote系統設計漏洞
處處。該帖指，新的PopVote系統改
為以 Telegram 登入後，取消了只限

本地網絡的規定。雖然系統已要求用
戶填寫本地電話號碼登入 Telegram，
但「前線科技人員」卻發現 PopVote
存在明顯的設計漏洞，以致未能有效
防止其他國家的電話登入投票。「前
線科技人員」亦曾利用這個漏洞，成
功在海外以外國電話「種票」投票，
「這個漏洞令種票成本下降，減低投

票結果的可信性。」
因此，雖然該系統要求用戶填寫本

地電話號碼和通過短訊確認，但未能
保證投票人持有或控制一個本地電話
號碼，故呼籲對於所有依PopVote普
及投票結果或對結果進行分析的市
民，應留意投票結果的可信性可能受
影響。

海外「種票」可信度零

■本報連日報道戴耀廷發動的所謂「民間公投選特首」，系統存嚴重保安問題，侵犯投票者私隱，已令部分市民資料外洩。

房委會昨日通過新一期居屋出售安排，並提
高了申請家庭的入息限額和資產限額，讓更多
家庭可以申請。置業是港人的最大願望之一，
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在政綱中提出以置業為核
心的房屋政策，方向正確，把握港人訴求。不
過當前最核心的問題，是土地供應無法滿足建
屋的巨大需求。社會各界必須對填海、棕地、
郊野公園邊陲土地等各種方法認真考慮，理性
探討，凝聚共識，共同解決困擾香港的難題。

新一期居屋全面提升了申請家庭的入息限額
和資產限額，2-9人家庭月入52000元以內，
資產限額170萬元以內，都符合申請資格，無
疑令更多家庭有機會享受政府資助的公營房
屋。新一期居屋單位7折定價，售價139萬元
至385萬元，並維持綠白表一比一的比例。不
過參考過去幾年居屋開售的盛況，在僧多粥少
的情況下，白表家庭要圓置業夢，機會如同中
六合彩頭獎。當前市民居住問題日益突出，一
方面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增至4.7年，預料未來
兩三年將繼續上升；另一方面購買私樓的入場
費動輒五六百萬元，供樓負擔比率連續7年全
球最高。

房屋問題是本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亦是
新一屆特首選舉的焦點議題，是各參選人政綱
的重點。林鄭月娥最新公佈的政綱，在房屋問
題提出「以置業為主導」，打造環環相扣的置
業階梯，在現有的居屋之下增加「綠置居」供
應，在居屋之上新增「港人首置上車盤」，重

燃無殼蝸牛的置業希望，得到社會各界的認
同。

不過，要落實幫助市民置業「上車」的大
計，土地供應是核心，覓地建屋是王道。無論
是「綠置居」，還是「首置上車盤」，歸根到
底要面對地從何來的問題。現時唯一的「綠置
居」項目新蒲崗景泰苑，是從原來用作公屋
「撥出來」的單位。在土地供應捉襟見肘的情
況下，拿原有公營房屋土地興建新項目，難免
顧此失彼。情況就如現有麵粉不足以讓所有人
食飽肚，即使整再多款式的麵包，亦不能讓大
家變飽。對此，林鄭月娥明確提出，要與社會
各界宏觀檢視土地來源，從填海、棕地、郊野
公園邊陲土地等等，全面討論開拓土地的可能
方案，讓社會作出抉擇。

事實上，要滿足建屋需要，關鍵要有土地。
香港僅郊野公園就佔了近4成土地，是住宅用
地總面積的6倍，加上遍佈新界的棕地和在維
港以外填海，多管齊下，其實香港土地資源不
能算匱乏。至於增加資助房屋供應需要的資
金，港府9千億元的財政儲備，相信可以有所
支撐。因此，目前最需要的，是在相關問題上
的社會共識和政府執行力。

社會各界需要直面房屋問題的根源，開放思
路，更希望新特首和新政府要有堅強的意志和
洪荒之力解決。在現時幾位特首參選人當中，
誰最有執行力，提出的房屋政策最切實可行，
相信市民和選委心中有數。

全面開拓土地 圓港人置業夢
2017年特首選舉提名期昨日展開。特首梁振英認

為，現時無跡象顯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會修改「8．31」
決定對香港政改的要求，坦言任何認真、有誠意的
特首參選人，不能隨便排除中央對香港的權力和責
任。中央是特首選舉的重要持份者，對特首有最終
的實質任命權，因此對特首人選提出準則和要求，
並關注考察參選人的忠誠、能力、品格和實際表
現，是盡職盡責。排除中央對港的憲制權力和責
任、散播「欽點論」，完全是別有用心干擾特首選
舉依法順利進行。

政改議題是此次特首選舉的焦點之一。人大「8
．31」決定是香港政改的憲制基礎，因此如果未來
重啟政改，也必須遵循人大「8．31」決定的框架。
因為重啟政改關乎產生特首辦法的嚴肅問題，涉及
香港的憲制安排，是否堅持人大「8．31」決定，是
不可迴避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特首參選人
對具有憲制地位的「8．31」決定，採取了極不嚴肅
的態度。特首參選人曾俊華把重啟政改放在其已公
佈政綱的重要位置，但對待「8．31」決定的態度卻
搖擺不定、朝三暮四，既想獲得中央信任，又想滿
足反對派選委提名的「要價」，試圖「左右逢
源」。這是既喪原則底線，又失政治品格的行為。

特首職責神聖，肩負着向中央和香港雙重負責的
重大使命，唯有政治品格高尚、政治立場堅定者才
能勝任。如果連人大「8．31」決定這個重大原則都
不能態度鮮明地堅守，不惜拿原則立場來作「魔鬼
交易」，換取提名和選票，這樣的政治品格，如何
能獲得中央和港人的信任，如何能擔負起特首的重

任，如何令人相信這樣的人能捍衛「一國兩制」、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特首選舉提名期昨日正式展開，各參選人正積極
向選委拜票，爭取成功入閘。根據「一國兩制」原
則和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要按基本法
和香港有關法律，經過法定選舉程序產生行政長官
人選，最後要由中央任命。中央對特首的任命是實
質性任命，對特首人選的實際情況不可能不聞不
問，閉着眼睛任命。中央必定要在競選過程中認真
考察參選人的政綱，考慮參選人的實際表現，從忠
誠、能力、品格等各個方面，評估其是否能夠擔當
特首重任。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早前列出中央對下屆特首人選
的四大標準，即：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中央信
任、港人支持。中央會按照這些標準，觀察各位參
選人，認真研判各位參選人的施政理念和取向。同
時，中央不會干涉投票過程，更不會干涉選委的判
斷和決定。可以說，中央在香港特首選舉中盡職盡
責，做法合法合理合情、天經地義。

但本港有些人刻意把中央關注特首選舉與干預混
為一談，聲稱要排除中央對香港的權力和責任，更
不斷炒作「欽點論」，企圖打擊獲中央信任、主流
民意認同的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炮製中央和港人
對立的假象，繼而拖低林鄭月娥的民望，干擾正常
選舉。這種選舉炒作，既無視甚至污名化中央憲制
權力，也對候選人施加無端壓力，不公義也不公
道。相信市民大眾和選委們會明辨是非，看清真
相，不受誤導，對新一任特首人選作出明智抉擇。

中央考察特首參選人忠誠能力品格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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