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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拍藍店食客 黑衣青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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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餐便衣警出手 帶返警署調查

泛暴派為了搗亂香港，
泛暴派為了搗亂香港
，不
惜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仍大搞所謂
的藍店，
的藍店
，泛暴派將矛頭轉向幫襯藍店的食客
泛暴派將矛頭轉向幫襯藍店的食客，
，捲
動網民在各區藍店偷拍食客，
動網民在各區藍店偷拍食客
， 然後放上網將食客起

氣正不斷蔓延升級，更不斷出現糾紛，嚴重影響社會和
諧。昨日網上流傳片段顯示，深水埗西九龍中心美食廣
場的「神戶食堂──空姐牛肉飯」，兩名便衣警的食客
光顧，突然發現身邊一名黑衣青年偷拍他們，該黑衣青
惡人先告狀大叫：「影張相都唔得呀？」「我影相有咩
錯先？」便衣警男子回應：「你做乜影我相呀？法庭已
經頒佈咗(禁制令)，你如果影我相係侵犯我私隱！」
學生拿出手機並問：「我影緊你咩？」便衣警說：
「你影到我！」馬上將青年制服。
另一警員即出示委任證，並向在場人士表示他們正在執
行職務，要求在場人士不要拍攝委任證等，然後將青年帶
返警署調查。

底 ， 企圖向全港市民發放
企圖向全港市民發放「
「 黑色恐怖
黑色恐怖」。
」。昨日在藍店
昨日在藍店
空姐牛肉飯，
空姐牛肉飯
，一名黑衣人偷拍任職警員的食客
一名黑衣人偷拍任職警員的食客，
，一度
發生糾紛。
發生糾紛
。私隱專員公署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表示，
表示
， 若網民取得他人的個人資料以收起底
若網民取得他人的個人資料以收起底、
、
欺凌、
欺凌
、 具煽動性和恫嚇的效用
具煽動性和恫嚇的效用，
， 必定違反
《私隱條例
私隱條例》（
》（見另稿
見另稿）。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東主：抵制行徑十分無聊
據了解，被捕青年是23歲公開大學的學生。警方發言人則表
示，一名便衣警昨午約3時被一名男子以電筒照射，在場兩名當
值警員遂表明身份，帶走涉案23歲何姓男子助查。警員在該男子
身上檢獲一支長約18厘米的電筒及電筒零件，何涉「普通襲擊」
及「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他正被拘查，其後報稱不適，清醒
送往明愛醫院檢查。案件交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
事件中的食肆「神戶食堂──空姐牛肉飯」東主郭德英表
示，網民抵制藍店的行徑十分無聊，並表態支持警察，指示威
者手法破壞法治，又認為若非暴徒犯法，警隊就不用出手等。

上載照片供
「人肉搜查」

■黃絲在藍店拍下食客的外貌作起底威嚇。
網上截圖

■警員在空姐牛肉飯內將一名擬偷拍的公大
學生（舉手者）帶返警署調查。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發現，網上的「和你影」攝影比賽愈見猖獗，根
據「比賽賽規」，網民要到各區藍店拍下食客消費或進食之容
貌，然後放上網供網民「人肉搜查」，起食客底。發起「比
賽」的帖文更表明，比賽目的為「經濟攬炒，希望大家略盡綿
力，多多宣傳……俾（畀）藍絲知道當日光顧藍店有機會被起
底、報復。」帖文一方面「溫馨提示」手足盡量避免逗留藍
店，以免發生誤會，同時又警告其他黃絲，若光顧藍店，一律
被視作拍攝對象。
連日來已有多名食客中招，連泛暴派林卓廷也遭殃，被人發
現光顧美心集團旗下的食肆，被人質疑是偷食、違反誠信。
帖文「提醒」網民，香港雖然沒有肖像權，但影相時都要小
心別太明目張膽，最好別讓人發現，發現即閃。帖文亦歡迎網
民發揮創意，投票選出「我最喜愛男/女藍絲」、「我最喜歡
藍絲組合」及「最滋味藍絲大獎」等獎項云云。

發動
「和你影」起底無辜食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齊正
之）煽暴派大肆鼓吹的所謂「黃色經濟
圈」受到社會民眾的譴責，但有煽暴者
不但不虛心接受，反而變本加厲，企圖
逼迫無辜市民就範。近期，有人在「連
登」發起「和你影」行動，內容是煽動
支持者到藍店的餐廳拍下正在就餐的食
客照片，然後放到網上起底公審，就連
老人家甚至小童也難以倖免。香港文匯
報記者曾到這些被煽暴派標籤為藍店的
食肆觀察，有食客直言毫不知情，並對
黃絲這種傷害無辜市民的行為感到憤
怒，亦擔心私隱外傳。

子女會遭到網絡公審和欺凌，表示日後可
能要叫外賣，以保障子女安全。
食客梁伯表示，他得知「和你影」活
動後感到詫異，「我又冇惹過你，但係
呢班友（黃絲）搞嘅嘢實在令人匪夷所
思。」梁伯明言自己一直支持示威者和
平表達訴求，更笑言自己算是「淺
黃」，但並不清楚所謂「黃色經濟
圈」，「冇必要去得咁盡，咁樣直情係
網絡欺凌。」
早在 12 月初，發起人在連登發起「和
你影」活動，活動內容是「拍下藍絲開
心消費或進食之容貌」，再放上連登
「起底及批鬥」。據悉，「和你影」活
動多次與暴力的「和你 shop」活動一起
舉行，當時，暴徒肆意衝進商場食肆，
除惡意挑釁及趕走食客外，也肆無忌憚
地進行破壞。

片中包括男女老少，甚至連幾歲的小朋
友也不放過。黃絲把照片上傳到連登
後，發動成員「認人」起底，企圖將藍
店的食客趕盡殺絕。
這種嚴重侵犯個人私隱的行為，受到
越來越多網民的譴責。除高登一面倒反
對外，就連連登仔也指責發起人，指
「和你影」不應針對普通市民，並指示

威者過往經常以被拍大頭相為由「私
了」路人，但調轉頭卻以拍攝無辜市民
的相片進行「網絡公審」，完全突破了
社會的基本道德底線。不過，發起人似
乎不以為恥，反而洋洋得意，指行動非
常成功，大大減少了藍店食客，變相幫
助了黃店。他更以一句「各自爬山」作
擋箭牌，堅稱會繼續搞「和你影」。

■被標籤為藍店的吉野家
在繁忙時間門可羅雀。
在繁忙時間門可羅雀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連登仔不滿針對普通人
在連登上可見，仍有人將在藍店拍得
的食客大頭照貼出，圖片顯示， 他們主
要針對的目標是某幾間大型連鎖店，相

私隱例擬授權 專員刑事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在過去
大半年受到修例風波衝擊，社會上出現網
上欺凌或起底的情況日趨猖獗，私隱專員
公署自去年6月中至今共接獲及主動發現超
過 4,700 宗 相 關 起 底 個 案 ， 並 已 將 超 過
1,400宗交由警方調查。政府正研究如何修
訂私隱條例，包括賦予專員刑事調查和提
出檢控權力，以便更有效遏止起底行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提
到，政府非常關注在過去一段時間社會上
的起底事件，在私隱專員公署接獲的逾
4,700宗相關個案，被起底者涉及不同意見
取向的人、各行各業的從業員，包括警務
人員及其家屬、政府官員及公職人員、曾
表態支持或反對政府或警方的人等。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一共有 8 人因
涉嫌違反該條文被警方拘捕。

針對社會上出現網上欺凌或起底的情況日
益猖獗，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正研究如何修訂
私隱條例，以便更有效遏止起底行為，包括
建議修訂條文以更針對處理與「起底」有關
行為；賦予私隱專員法定權力，要求社交平
台或網站移除涉及「起底」的內容；以及賦
予專員刑事調查和提出檢控權力。

資料使用者責任加大
另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建議強制資料
使用者在指定時限內，向公眾和資料當事人
通報資料外洩的事故；規定資料使用者交
代保留個人資料的時限。當局亦考慮提高
違反法例的罰則，正研究與資料使用者全
年營業額掛鈎等。局方會在聽取委員會的意
見後，會與私隱專員公署進一步深入研究具
體修例建議，並會適時諮詢相關持份者。

私隱署：作適當跟進

「和你影」攝影比賽其實早在
上月已有網民提出，但被網民潑
冷水，響應者寥寥可數，更有多
"
人留言批評其用心。「改改改乜
名」認為，藍絲只是政見不同，
不應該拍下他們的照片放上網而激發民眾「批
鬥」，「影人大頭我唔認為係打擊經濟嘅手段，
我睇唔到可以令到藍絲唔消費藍店，偷拍斷正仲
好易俾人打……到時都係call 999。」
「收野呀」直言：「幫襯藍店就係藍絲係咩邏
輯？藍絲都會幫襯黃店，唔通佢哋立即變黃？」
「和你影」不成氣候下，一度胎死腹中。但最近
因為泛暴派鼓吹的「黃色經濟圈」，頻頻有「黃
店」不敵自由市場的力量，接連有「黃店」結
業，以致泛暴派「救市」手段更「哪渣」，使該
「比賽」鹹魚翻生，泛暴派再搞「比賽」企圖打
壓「藍店」搶救「黃色經濟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泛暴派為恐嚇市民惠顧藍店而發起所謂的「和你影」
攝影比賽，企圖阻嚇消費者光顧藍店。這種不良風

土重來於連登討論區發起「
土重來於連登討論區發起
「 和你影
和你影」
」 攝影比賽
攝影比賽，
，煽

香港文匯報記者一連數日到北區幾間被
黃絲稱為藍店的連鎖快餐店觀察，下午放
學時間，餐廳內主要食客都是長者或家長
帶着小朋友。記者與一名帶着子女吃下午
茶的家長陳太交談，並把「和你影」的內
容展示給陳太瀏覽。陳太即時感到非常緊
張，追問記者詳情，得知黃絲連小童也會
不放過，陳太感到非常震驚，擔心自己的

曾胎死腹中 又鹹魚翻生

■有網民發起「和你影」，企圖用壓力迫使市民罷食被標籤的
藍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色經濟圈
黃色經濟圈」。
」。為了打擊不願向暴力低頭
為了打擊不願向暴力低頭

家長憂子女曝光遭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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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就藍店食客被
偷拍及相片被放上社交平台，香港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公署表示，一般而言，即使只是相
片，只要資料使用者有意圖或嘗試去識辨該
資料當事人的身份，而該當事人的身份對資
料使用者來說是重要的，那些相片已可能構
成「個人資料」，資料使用者需要遵守《私
隱條例》及保障資料。公署會按既定處理投
訴政策就個案作出適當跟進，並嚴格遵從保
密原則。
若網民取得他人的個人資料以收起底、欺
凌、具煽動性和恫嚇的效用，肯定屬不公平、
不合法及違反《私隱條例》。未經資料使用者
同意下，如任何人披露取自該資料使用者的某
資料當事人的任何個人資料，而該項披露導致
該資料當事人蒙受心理傷害，不論其意圖如
何，該人亦屬犯罪，最高刑罰是罰款 100 萬元
及監禁5年。
任何人士如懷疑其個人資料私隱受到侵
犯，而又能提供表面證據，可以向私隱署作
出投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