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電腦保安事故不時發生，

連政府部門亦成為受害者。衛生署於過去約半個月內接

連發生3宗電腦感染勒索軟件事件，警方網絡安全及科

技罪案調查科正跟進調查。衛生署發言人強調，事件未

有引致資料外洩，員工亦可以從備份中的拷貝取回所需

檔案，該署發現事件後已提醒員工必須嚴格遵守政府所

有資訊保安政策及指引。

衛生署電腦感染勒索軟件
兩周3次中病毒 署方強調無外洩資料

衛生署發言人證實，轄下感染
控制處、醫學遺傳服務及藥

物辦公室接連發生電腦感染勒索
軟件事件，該署於上月15日起的
兩星期內先後接獲3宗相關事件
的報告。香港文匯報記者就事件
向衛生署查詢，發言人回覆指，
勒索軟件將電腦內的檔案加密，
僅留下聯絡電郵以取得解密鑰
匙，但並未提出勒索金額。

可從備份中取回檔案
發言人強調，該署平日有根據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提出的
防禦勒索軟件建議，定期為電腦
內的檔案作出備份，員工有需要
時可從備份中的拷貝取回所需檔
案。
感染勒索軟件成因除了是電
腦未有安裝防毒軟件增加被黑
客入侵的可能外，亦可能是出
於人為因素，例如使用者在電
子郵箱中打開了含病毒的連
結。
衛生署發言人表示，該署於
事件後已提醒包括外判電腦服
務供應商在內的所有員工，必
須嚴格遵守政府所有資訊保安

政策及指引，例如不應瀏覽不
安全網站，或將未經電腦病毒
掃描的USB閃存盤連接衛生署
電腦等。衛生署在接獲電腦感
染勒索軟件報告後已向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政府資訊
保安事故應變辦事處匯報事
件，並向警方報案。

警：黑客無直接入侵
衛生署發言人透露，3部感染

勒索軟件的電腦沒有儲存機密個
人資料。警方初步調查顯示黑客
未有直接入侵，事件暫時未有引
致資料外洩問題。
警方發言人回覆查詢時表示，

分別於上月16日及25日接獲衛
生署報案，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
調查科正跟進調查，暫未有人被
捕。
衛生署發言人補充，該署將

於警方完成調查後與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辦公室跟進調查結果
及研究改善措施，強調該署非
常重視電腦系統保安，將一如
既往嚴格遵守及跟進任何有關
資訊保安建議及改善措施以保
障市民資訊安全。

衛生署昨日證實有
電腦感染勒索軟件，
有立法會議員對事件

表示驚訝，質疑特區政府欠缺足夠網絡安全
意識，令黑客有機可乘。
資訊科技界則建議政府投放資源建立政

府內部專用的軟件，減少員工需要下載文件
的機會，盡量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葛珮帆表示，多間旅行社早前接連被黑客入
侵令社會關注電腦保安的問題，她過往多次
提醒政府要做足防護措施，例如安裝防毒軟
件，對衛生署有多部電腦感染勒索軟件一事
感到驚訝。

葛珮帆：反映保安意識不足
她指，發生是次事件雖未必是政府的防

護措施出現問題，亦可能涉及人為因素，
如有員工打開含病毒的連結令電腦受感染
等，但強調不論事件起因為何也不能接
受，「這類事件可大可小，黑客甚至可將

其他未有受感染的電腦鎖死。」
葛珮帆認為，今次事件反映公務員資訊

保安意識仍然不足，要求政府調查「中招」
原因、提出改善措施並加強公務員有關資訊
保安的培訓。

IT人也中招：須增公眾教育
互聯網專業協會副會長洪文正認為，電
腦感染勒索軟件的事件其實可以避免，建
議政府投放資源建立供部門內部使用的專
門軟件，供部門內人員共同使用，令他們
交換文件時不用經過下載程序，並可減低
公務員因下載文件而錯誤打開含病毒郵件
而令電腦受病毒感染的機會。
他同時提醒市民，上網時要保持警覺，
「我雖然是IT人，但可疑網頁做得十分
真，我也會『中招』，要即時更改社交網頁
密碼。」特區政府應加強公眾教育，提醒市
民遇上可疑網頁時應小心求證再登入，以減
低電腦被入侵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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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促徹查免再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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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演員都係
演員，就算請願只
係做個 show，都
唔好亂咁嚟吖。反
對派葵青區區議員
黃潤達噚日同 30
幾人去政府總部請
願，「要求政府引
入新一代精神科藥
物」，但咁簡短嘅一句話，佢哋擺喺橫額
都會寫錯，將「精神」寫為「神精」，唔
知道仲以為佢想鬧人。
有網民就恥笑話︰「因為『泛民』都要

食『神精藥』。」
其實錯字又有乜好怕？黃潤達噚日照將
自己拎住錯字橫額嘅相擺上facebook，可
能博人冇注意睇相入面嘅字啦。不過，佢
呢種連霞姨個飯盒都未必拎到嘅請願態
度，網民當然好快就發現啦。
fb專頁「泛民可恥行為事件簿」噚日就
上載咗張相去恥笑佢︰「『泛民』區議員

黃潤達連字都唔識，到底佢係點選到議
員。」再加埋「到底係神精科定精神
科」、「媽我好亂呀」嘅標籤（hashtag）
去潤佢。
「Alvin Chan」加入揶揄︰「哪哪哪，

咁樣講係咪歧視唔識字同埋有病嘅『犯
民』先？」「Alex Chiu」話︰「因為
『 泛 民 』 都 要 食 『 神 精 藥 』 。 」
「Chung Ming Yeung」就公道表示︰
「所以咪話，自己都會錯啦！唔好成話別
的黨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文盲都做區議員 黃潤達請願寫錯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警方前日起
於全港試行利用攝錄機打擊車輛違例等情
況，惟有社交網站群組上載一份警方文
件，詳細列出13個西九龍執法地點。警方
已展開調查，如證實有人員違規，定必嚴
肅處理。

圖文並茂 詳列警力部署
警方周三在全港各交通阻塞黑點試行以

攝錄機拍攝阻塞交通的違例情況，翻看片
段後，聯絡車主確認司機，再發出告票。
惟執法首日，facebook群組即上載一份名
為《西九龍總區流動錄影執法》的文件，
詳細列出油尖旺、九龍城、深水埗區13個
執法地點，圖文並茂，更有地圖指示何處
擺放攝錄機並會拍攝哪處及列明具體怎樣
算是違例等。

文件所列出的地點，包括旺角亞皆老街及染布房街
交界，文件指會在火車橋擺放攝錄機，向對出的十字
路口拍攝，並留意車輛有否非法停在黃格。
尖沙咀彌敦道及海防道交界亦是對着十字路口的黃

格，在港鐵站A1出口的平台擺放了攝錄機。連接尖
東及紅磡站的天橋，則由高位拍攝尖東科學館道兩段
避車處及禁區有否車輛違例上落客貨。油麻地窩打老
道近渡船街果欄對出兩邊馬路，亦是執法地點之一。

警：不涉機密 屬參考資料
警方發言人證實，有關文件屬西九龍總區內部參考

資料，協助警務人員理解新推行的執法行動，並不涉
警隊機密資料，亦不涉任何案件或個人資料。
文件列載的部分交通執法地點，警方會因應實際情

況作調整，事件不影響相關執法行動。
發言人表示，西九龍總區交通部已展開調查，如證

實有人員違規，定必嚴肅處理，並已提醒人員在個人
使用社交媒體方面應遵守的責任及紀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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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約70
名彩虹邨保安工人於外判公司易手前
被迫「自願離職」，舊承判商康年警
衛有限公司藉此逃避支付遣散費，涉
及款項約20萬元。一班工聯會成員昨
日到厚德邨請願，惟多名答應出席的
工人卻不敵新公司施壓而缺席。協助
他們的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何啟
明批評房屋署「卸責變幫兇」，並促
請康年公司盡早發還遣散費。

何啟明指房署卸責無幫手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聯同黃大仙區議員
莫健榮及工聯會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
業員總會代表，昨日到坑口厚德邨物業
服務辦事處門外請願，促請康年公司盡
快支付保安工人的遣散費。
何啟明批評房屋署作為「大判」，在
是次事件上責無旁貸，卻一直以「勞資
糾紛」為由推卸責任。他指厚德邨的外
判物業管理服務由領先管理有限公司負
責，該公司再把保安工作外判予康年，
故房屋署有能力向康年施壓，回應工人
的合理訴求。

據悉，彩虹邨護衛服務合約於今年6
月易手，改由香港護衛有限公司承辦。
康年警衛有限公司曾召開兩次員工過渡
諮詢會，會上印有大量「自願離職
信」，並向工人表明若不簽署將不能過
渡至新公司工作。
最終，60名至70名工人無奈簽署，本

應獲發的遣散費不翼而飛。 有工人透
露，房署職員曾「提醒」他們不要就工
潮事件亂說話，營造無形壓力。

受新公司施壓 工人啞忍
一直與受影響工人密切聯繫的莫健榮

表示，上月曾與他們開會討論事件，當
時有3名至 4名工人答應出席請願活
動，惟他們近日卻遭新公司施壓，擔心
飯碗不保，昨日缺席請願行動。
他直斥康年公司蒙騙工人簽署「自願

離職信」，被揭發後更依然一再拖延，
採取逃避的態度，做法無恥。
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代表陳

霆峰指出，工會曾透過勞工處了解康年公
司的取態，惟對方反稱，除非工會表示誠
意及心平氣和，否則不會重啟會談。

他強調，工會一直以和平、理性的方
式代表工人積極地進行溝通，並特意到
厚德邨表達「誠意」。
他續說指，同類型事件於香港屢見不

鮮，特區政府作為許多外判服務的最大

僱主，理應盡好僱主的責任，改善整個
制度，例如在標準合約加上「約滿酬
金」的條款，改善及檢討整個政府外判
的扣分制甚至取消被外判商剝削的機
會。

工聯助彩虹邨保安追遣散費

想炒未炒「旺角勞
工組」 3 個幹事一
事，令大家得知聲稱
為工人發聲嘅街工白

頭忠（梁耀忠）原來係無良僱主，件事拖
吓拖吓又幾個月，「勞工組」3個幹事近日
接受訪網訪問嘅時候話，自己俾人要求喺
星期日開始要返去葵芳做嘢，等同摺埋咗
旺角部分，質疑白頭忠係想用「行政安
排」去取消「旺角勞工組」。街工執委蘇
耀昌就話，呢個係要「重建團隊」喎，呢
個解釋同白頭忠之前啲「冇糧出唔等於遣
散」一樣，令人覺得真係學到好多嘢。
呢件想炒未炒嘅事，已經先後令幾十個
街工執委同會員退會表示不滿，但白頭忠
等人依然堅持自己「冇話要炒人」，但白
頭忠啲金句，包括「冇糧出唔等於遣
散」、「唔出人工，咁係咪大家可以做義
工呢？」、「如果有捐款咪出糧囉」，已
經喺網上風行。

3幹事：做好被遣散心理準備
「旺角勞工組」3個幹事譚亮英、王曉

君和黎治甫日前接受《香港獨立媒體》訪

問，話街工人事委員會喺上月初已經發咗
信畀佢哋，話「因應機構緊縮經濟開支及
人手安排作重新分配」，要佢哋星期日開
始返到位於葵芳嘅白頭忠議員辦事處做
嘢，佢哋3個就話，已經做好被遣散嘅心
理準備喎。
佢哋質疑，所謂返葵芳做嘢，其實只係

用「行政安排」去取消「旺角勞工組」。
3人仲坦言，自己同葵芳辦事處嘅人唔

啱，所以先喺旺角另立門戶，再加上白頭
忠曾經同葵芳辦事處高調開記招話佢哋，
要佢哋返去等於「睇佢哋點死」。
蘇耀昌就回應，話3個人搬去旺角時已

經講咗要佢哋一年內自負盈虧，既然做唔
到，即係要街工畀錢，咁就不如嚟「重建
團隊」。
佢仲話︰「遣散唔係我哋嘅原意。你知

啦，之前咁樣搞，已經搞到好無癮。」
網民「Sky Kim」就話︰「跟住梁耀忠

呢種廢柴，早走早著（着）都係好事，佢
政治生涯都玩完，撈左（咗）咁多年嘅議
員，一啲承擔都無！」「Joanne Ng」就質
疑街工方面嘅講法自相矛盾，「一直都係
話冇錢就出唔到糧俾（畀）你地（哋）。

唔遣散嘅話，即係唔係冇錢？」3個幹事之
一嘅王曉君就擺明博炒咁回覆︰「有五萬
幾蚊人工唔慳，但慳二千蚊租，財困
喎！」

前街工爆料：開會玩文字遊戲
白頭忠加元老級嘅蘇耀昌咁睇，咁日前

新選出嚟嘅主席，只得25歲嘅盧藝賢會唔
會好啲呢？已經退出咗街工嘅尤思聰就爆
料︰「新任街工主席盧藝賢，在4月街工
會員大會上，浪費會眾30分鐘，狡辯『要
求保留勞工組』議程定義不清，旺角有勞
工組，葵芳都有勞工工作，『要求保留勞
工組』包唔包括『葵芳勞工組』。」
唔少人都覺得似乎唔使再對街工有期

望。「Martin Chan」話︰「街工可以收
檔。」「On Chan」直斥︰「衰多兩
成，落入呢 D（啲）廢青手，實死冇
生 。 」 「Dicky Lee」 狠 批 ︰ 「 呢 D
（啲）人都唔知打過工未？點會識爭取
工人權益，只會搞事！」
「Rublev Andrei」就話︰「唔明仲提嚟

做乜。一個點嘅會咪會選到個點嘅主席
囉，咁簡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白頭忠耍「行政手段」摺埋「勞工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四電一腦」生產者責
任計劃正式實施，截至昨日下午4時，環保署共巡查了
逾90個零售點，整體循規情況良好，惟在跟進市民投
訴時發現了一宗懷疑違規個案，涉案的銷售商懷疑在未
備有經環保署批註的除舊服務方案情況下分發受管制電
器，環保署正進行調查，並會採取所需的執法行動。
環保署昨日指，「四電一腦」首兩天運作大致暢

順，而在檢視營辦商未來多天的預約時間空檔後，認
為它有充裕能力履行「T+3」承諾。
環保署指，會一直密切監察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

回收設施政府營辦商的運作情況，營辦商亦會善用已
增加的額外人手，回應市民的回收需求。按照現時的
預約情況，市民通過熱線提出回收要求，營辦商可安
排約一周內上門回收舊件。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則表示，觀察首日狀況，如

要最快進行「T+3」（交易日後3天同時有新電器及
除舊），基本上沒有問題，市民就算沒有購買新電
器，也可致電相關熱線預約免費取走舊電器。
他補充，一旦發現有一些舊電器被棄置於食環署的

垃圾站，環保署及食環署會把舊電器適當地放在一
旁，及後再聯絡屯門環保園WEEE．PARK的承辦商
在適當的時候運走，轉廢為材，強調不會被送往堆填
區或者垃圾轉運站。
被問到小型回收商因計劃少了生意，是否變相扼殺

「收賣佬」時，黃錦星稱，不能肯定是有關計劃令價
錢上升，而外地推行相關法規時，各持份者都會有不
同程度的分擔，而政策要時間發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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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一腦」首兩天運作暢順

■衛生署於過去約半個月內接連發生3宗電腦感染勒索軟件事件，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
案調查科正跟進調查。 資料圖片

■ 網 上 流
傳 的 警 方
內 部 文 件
詳 細 列 出
13 個西九
龍 執 法 地
點。

fb圖片

■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昨日代表彩虹邨保安工友請願，要求康年公司盡
早發還遣散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黃潤達請願的橫額都寫錯，將「精神」寫為「神精」，唔知道仲
以為佢想鬧人。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