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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旗下的《忽然1周》及《FACE》周刊曾多次以
公眾利益去偷拍藝人，並以藝人私隱作賣點，以下為部
分事件簿：
2006年8月藝人鍾欣潼（阿嬌）在馬來西亞雲頂登

台，在後台換衫時被偷拍，相片刊於《壹本便利》封
面，阿嬌獲悉後激動落淚。事件引起全城公憤，影視處
收過百宗投訴，演藝人協會發起聲討壹傳媒大會。

2008年6月 《忽然1周》偷拍李嘉欣與許晉亨遊澳
洲的照片，許晉亨慘被偷拍在酒店僅穿內褲；李嘉欣事
後稱，許晉亨對事件感到尷尬，又指若發生在自己身
上，肯定會大哭。

2011年6月《FACE》偷拍藝人王浩信及陳自瑤在家
居的生活照及親熱照，亦拍下王浩信僅穿內褲，陳自瑤
怒斥偷拍者可恥，猶如強姦人後拍人裸照再公諸於世。
2011年6月 《忽然1周》偷拍藝人黃宗澤及胡杏兒

的家居生活
照，甚至拍
得黃宗澤全
身赤裸，黃
宗澤其後聯
同王浩信及
陳自瑤到私
隱專員公署
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許志
安與黃心穎被拍到車廂偷情，而事發前
兩人一同出席友人生日派對，心穎更公
開當日的照片，同場的尚有梁漢文、方
力申、劉浩龍及丁子高等。
丁子高昨日出席活動，被問到當日
的生日派對，他坦言當晚有一起吃飯，
主要是為朋友慶祝生日。問到安仔與心
穎這組合是否經常一齊？他表示自己周
圍飛比較忙，但二人是否很close？丁
子高答謂：「無回應，不是常見面，有
時見劉浩龍多，有時見到安仔，之前我
們都一起滑雪！」問心穎如何融入到他
們圈子？丁子高坦言不清楚，因為大家
不熟絡。看到新聞有否驚訝？他說：

「人家的事我沒什麼可回應。」自己有
否飛來蜢？他表示暫時不回應關於假設
性問題，還是交回給當事人。
袁詠儀（靚靚）昨晚穿性感透視裙

亮相活動，被問到許志安與黃心穎的士
上偷情，靚靚說：「人家的事不想講，
兩個都是我朋友，係朋友就收聲！」提
到心穎是港姐師妹，靚靚坦言跟Sam-
mi比較熟，所以是朋友就少講說話，
內心真的有點擔心。問到老公有否飛來
蜢埋身？靚靚說：「其實不一定娛樂
圈，社會上也會有這些事發生，所以很
難說的，不是𥄫 住就可以，老公經常說
世界不一定要有自己，所以我會要去自
強充實自己！」

藝人私隱被侵事件簿

丁子高坦言不熟心穎 袁詠儀「封嘴」護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陳川）許志
安黃心穎「偷吻
片」網上瘋傳，引

起網絡熱烈討論，唔少人都乘機
抽水，但唔該，抽水都唔好抽得
咁弱智吖！民主黨太古城區西議
員、「民主動力」召集人趙家
賢，就巧叻叻咁喺自己fb出帖，
爆響口話事件的「受害人」馬國
明住喺太古城，仲話自己已叫管
理公司加強保安咁話，結果俾網
民鬧爆。抽水抽火水，趙家賢
事後就刪帖，仲話自己被人「網
絡欺凌」喎！
話說「安心」短片網絡瘋傳

後，唔少人即時抽水，包括九巴
以至廉政公署經營嘅fb專頁「全
城．傳誠」（見圖）。可能因為
區議會選舉臨近，趙家賢覺得要
「做吓嘢」抽埋一份，即刻發帖
話自己已提醒管理公司加強馬國
明居住大廈的保安措施。
佢呢個帖，即係話俾人聽馬國

明住喺趙家賢個選區－即係太
古城西啦。唔少網民鬧爆趙家賢
洩露馬國明嘅私隱，仲鬧佢唔用
腦，唔怪得由佢主事嘅「民主動
力」咁失敗，等等（見表）。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就抽
水，話「多謝趙博士才知馬國明
住喺邊」。

抽水抽火水，趙家賢隨即刪
帖，但又似乎唔多忿氣，所以隨
後再用「區務報告」嘅名義發
帖，話有大量娛樂記者出現在太
古城並「發生滋擾居民情況」，
並重申已通知管理公司跟進，要
求加強大廈保安及協助「被娛記
滋擾的居民解圍」喎。
佢仲喺標註度話「其實有關藝

人的物業資料傳媒早已報導
（道）」、「網絡發達自己上網
都搜尋到啦」、「唔知頭唔知路
就喜歡網絡欺凌」咁話。不過，
網民就批評佢衰咗就衰咗啦，何
必死雞撐飯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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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抽着火水 趙家賢被鬧爆 網民鬧爆
Marco Luk：你唔講，我都

唔知可以去太古城搵馬國明。

Thomas Choi：又想抽水又
怕比（俾）人話抽水，就要包裝
到懶係區務咁。

Ann Chan：馬國明住邊頭
雖然唔係機密，但係作為公職
人員唔應該當新聞咁匯報啦。

Ivan C. Y. Lo：你可以要求
管理公司保安加緊注意，但有
必要Facebook 唱通街比（俾）
人知你做左（咗）野（嘢）嗎？會
唔會理下（吓）邊樣損害大d
（啲）而選擇做左（咗）而唔公
佈？

Mavis Kong：廢人平時無
嘢做，人抽佢又抽，抽都抽得
弱智過人！

Yeung YinHung：咁樣都
做到區議員，發文之前都唔用
個腦諗野（嘢）！抽水就叻。

Dennis Wong：難怪民主
動力搞成咁。

昨日有港媒曝光的士車cam片段，「安心偷
食」事件因而被揭，片段中，許志安與戴上

黑色口罩的黃心穎以及一名男友人登上的士後座，
本來男友人稱要先送心穎回家，卻遭心穎爆粗回應
拒絕，其間更脫下口罩，與男友人爭論。心穎又親
暱搣安仔耳仔，又整個人挨到安仔身上撒嬌、不時
摸手仔。

安仔認醜惡暫停工
安仔和心穎異口同聲堅持送完男友人回家後，二

人齊向的士司機說出心穎的住址。隨後，二人更是
旁若無人，心穎更脫下口罩如樹熊般主動攬住安仔
咀嘴，十多分鐘的車程中，在車上不停咀嘴逾二十
次。抵埗後，二人一起落車。
昨晚，身穿黑色外套的安仔在經理人黃柏高及公
司工作人員陪同下現身，記者會時長7分鐘，不設
提問，逾百傳媒到場採訪。眼紅紅的他先企定讓傳
媒拍照，再九十度鞠躬，之後坐下深呼吸一下就讀
出聲明：「首先就今日記者會目的係好想親口衷心
同大家講聲對唔住，我要為家人、Sammi家人、朋
友、錫我嘅人致萬二分歉意，因為自己做咗一件不
可彌補、不被原諒嘅事，而呢一個錯誤深深去反思
自己，我係一個醜惡嘅人，所以今日嚟到呢度想承
擔我嘅責任。」

安仔再三向妻道歉
他邊流淚邊說：「我嗰晚的確飲咗好多好多酒，

但咁樣絕對唔係一個藉口去犯呢啲咁錯嘅事，我非
常之後悔，同埋好難面對及接受唔到自己，睇到報

道之後，我覺得自己好丟臉、好錯、好討厭、好嘔
心、好陌生，我有好深刻反思，點解唔可以控制自
己去犯呢個錯誤、起咗呢個色心！我覺得喺承擔責
任嗰度要分兩個部分，第一由現在開始暫停所有自
己嘅工作，直至搵返一個真正嘅自己同正確嘅自
己，去重新檢視自己點學做人。第二部分係心靈
上，我覺得自己不知所謂，因為我嘅錯誤同行為，
令到身邊所有愛惜我嘅人，承受一種咁大嘅壓力而
痛苦，我希望嚟緊嘅日子裡面，所有被我傷害過、
整痛過嘅人都可以好好。呢一個報道令我深刻反
思，我最錯嘅地方係迷失咗我自己，最後我要再一
次對愛我嘅人講一聲，令你哋難堪，我做錯咗，對
唔住，對唔住Sammi。」
說到這裡，安仔突然停下數秒才繼續說：「我唔

知點樣去走以後嘅路，我呢刻係冇咗
靈魂，我係一個壞咗嘅人，希望大家
可以畀時間我搵返我自己。最後再一
次同所有朋友講聲對唔住。」說畢起
身走到講台邊，再次躬鞠道歉。其間
記者問到他，Sammi可有原諒他？如
何向她解釋？演唱會可會取消？等問
題，他一概沒有回答就走了。
問到安仔將於7月舉行的演唱會會

否取消，工作人員回應指現階段是暫
停所有工作。之後，安仔的 Insta-

gram亦有貼出全黑圖及貼上道歉文章「最後
作為一個丈夫，我要向Sammi說對不起，這是
一個徹頭徹尾的錯誤，我感到慚愧及痛心。請
大家給予時間和空間我去學習怎樣去改過及重
新去做一個人。」

馬國明發文稱努力工作
面對女友黃心穎的不忠，近來正忙於拍攝劇集

《降魔的2.0》的馬國明（馬明），昨日中午在社
交網上載劇集花絮照，相中他與同劇演員黃智
雯、謝雪心和胡鴻鈞開心合照，並留言：「努力
工作」，無獨有偶，貼文時間與「安心偷食」事
件曝光相若，不少網民留言向馬明打氣，有網民表
示：「你會有更好的女主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許志安

（安仔）跟鄭秀文結婚5年，昨日被爆

「偷食」，「偷食」女主角竟是馬國明女

友黃心穎，二人在的士車廂內纏綿的片段

曝光，「安心偷食」事件全城矚目！安仔

昨晚舉行記者會交代事件，並公開向太太

鄭秀文道歉。不過，在的士車廂內安裝攝

影和錄音裝置以收集乘客影像或聲音，的

士司機及的士公司作為資料使用者，須遵

守《私隱條例》規定及其6項資料保障原

則，及告知乘客已啟動閉路電視攝錄功

能，如超出目的於互聯網公開披露，有關

做法本質上已屬侵犯乘客個人資料私隱，

亦有可能違反《私隱條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有藝人疑在的士車
廂內被偷拍的片段於網上瘋傳，有市民關注乘搭的
士等商用車時私隱被侵犯。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公署指出，若於的士車廂內安裝攝影和錄音裝置以
收集乘客影像或聲音，並能辨識個別乘客身份，及
用於收集資料目的以外用途，或會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運輸署則表示，注意到市民對在
的士車廂內安裝閉路電視系統存有疑慮，正草擬有
關指引，供業界參考。
私隱專員公署昨日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
由於的士屬「半私人空間」，在的士車廂內安裝攝
影和錄音裝置以收集乘客影像或聲音，若所攝錄的
影像可能會用作辨識個別人士，的士司機及的士公
司作為資料使用者，必須遵守《私隱條例》規定及

其6項資料保障原則，包括確保所收集個人資料必
須與收集之目的是有實際需要而不超乎適度，以切
實可行方式告知乘客已啟動閉路電視攝錄功能等。
公署強調，若由此收集的個人資料被用於收集資

料目的以外的用途，如於互聯網披露等，有關做法
本質上已屬侵犯乘客個人資料私隱，亦有可能違反
《私隱條例》下的資料收集及使用原則。違法者一
經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罰款5萬元和監禁兩年。如
罪行持續，可處每日罰款1,000元。若有人認為其
個人資料私隱受侵犯而蒙受損失，包括情感傷害，
可向相關的資料使用者申索，以彌補損失。
運輸署則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一般而言，在不影

響車輛結構及行車安全的前提下，在的士車廂內安
裝閉路電視系統，無須向該署申請，但安裝該系統

的資料使用者，須遵從《私隱條例》規定及保障資
料原則。
運輸署強調，注意到安裝閉路電視系統會牽涉保

障私隱問題，市民對此亦存有疑慮，故運輸署正草
擬自願在的士車廂內安裝閉路電視系統的指引，供
業界參考，現正諮詢相關政府部門及團體，期望在
今年內完成制訂。
律師梁永鏗接受訪問時指，若司機只將影片用

作保障自己、以及作行車記錄，應不構成侵犯私
隱；若司機將影片作私人用途，就構成侵犯私隱。
若在車上被偷拍，市民可向私隱專員公署投訴，亦
可透過民事訴訟，控告司機違反《私隱條例》，最
終或可申請禁制令，要求司機將影片刪除和停止
發佈。

裝閉路電視涉私隱 運輸署擬訂指引

■心穎(左二)與安仔(右三)當日有
不少合照。 網上圖片

■■馬國明上載與同劇演員馬國明上載與同劇演員
黃智雯的合照黃智雯的合照。。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心穎與許志安去年
黃心穎與許志安去年1010月為慈善合唱月為慈善合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SammiSammi曾與心穎一同健身曾與心穎一同健身。。
■安仔曾現身賀心穎生日飯局，
Sammi也留言送上生日賀語。

■■「「安心安心」」一同出席生日派對一同出席生日派對，，丁子丁子
高高((後排右二後排右二))也在場也在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昨晚記者會上許志安躬鞠道歉昨晚記者會上許志安躬鞠道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攝

■■說到中段說到中段，，
許志安要用紙許志安要用紙
巾拭淚巾拭淚。。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曾慶威曾慶威攝攝

■■許志安稱許志安稱
會深刻反思會深刻反思
自 己 的 過自 己 的 過
錯錯。。

■2011年，黃宗澤聯同王浩信及陳自瑤
到私隱專員公署投訴。

■趙家賢此舉無形間洩露
馬國明私隱。 網上圖片

■廉政公署經營的fb專頁「全城‧傳
誠」也「抽水」。

■九巴借「安心偷食」一事來宣
傳。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