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疫情急劇惡化，各國均
加強檢疫措施，包括實施

封關令，波蘭要求所有從外地
回國的公民，以及曾與確診者
接觸的人士隔離14日，政府上
周五推出「家居隔離」手機應
用程式，以協助隔離人士遵守
隔離令。程式以地理位置及人
臉辨識，讓隔離人士「自
拍」，向當局證明他們按要求
留在家中。用戶最先需以程式
自拍一次，程式其後每日會隨
機要求用戶再自拍，若用戶未
能在20分鐘內完成，程式便會
自動通知警方。

波蘭隔離者拒使用 警察隨時上門
波蘭數碼事務部發言人指
出，隔離人士只有兩種選擇，
若不下載應用程式，便會由警
方不定時家訪，確保他們逗留
家中。警方表示，上周五發現
一名人士違反隔離令，已向他
罰款500茲羅提。
韓國本月初亦為隔離人士推
出手機應用程式，讓他們透過
程式向當局報告身體狀況，取
代原本由檢疫人員每日致電隔
離人士兩次。程式同時使用全
球定位系統(GPS)監測隔離人士
位置，若他們離開隔離區域，
程式會即時提醒對方，並通知
檢疫人員。
負責研發程式的行政安全部
官員鐘昌玄(譯音)本月 6日提

到，全國多達3萬人需要自我
隔離，地方政府用作監測的人
力資源有限，不過考慮到部分
人下載或使用程式有困難，當
局不強制隔離人士使用手機程
式，GPS追蹤亦會彈性處理，
主要目的是避免有人不小心離
開隔離範圍。

以國反對派憂科技監測侵犯私隱
俄羅斯莫斯科則使用人臉辨
識及其他相關技術，監測違令
外出的人。莫斯科市長索比亞
寧上月21日提到一宗案例，一
名女子從中國返回莫斯科後需
要隔離兩周，但她被閉路電視
拍到離開住所，與朋友聚會，
當局利用該片段尋獲她。此
外，當局亦透過閉路電視片
段，成功找到將她從機場接載
返家的的士司機。
以色列同樣使用科技監測隔
離人士，但遭反對派及憲法專
家批評，除憂慮侵犯個人私隱
外，亦指政府推行時不經國會
監管。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分析指出，新冠肺炎抗
疫工作非常緊急，可能觸發私
隱及安全之間的爭議，史丹福
大學網絡與社會中心的私隱事
務主任珍妮花．金解釋，索取
個人資料前應有合理解釋，包
括為何無法使用其他不影響個
人私隱的方式。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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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國家和地

區為遏止病毒

蔓延，均實施強制隔離令，但基於自我隔離人數眾多

且與日俱增，令當局面對重大挑戰。部分政府因此推

出手機應用程式或採用人臉辨識等技術作監測，確保

隔離人士沒有違令外出，同時可追蹤他們的最新健康

狀況，有助政府減少負責監察的人手。然而當中涉及

不少隔離人士的個人資料，令社會掀起保障個人私隱

的爭論。

馬來西亞在上周三起實施行動管制
令，要求國民只可在必要時離家，但連
日仍有不少人無視禁令外出。大馬國防
部22日宣佈，派出軍隊協助警方設置路
障、巡邏社區和駐守公眾地點，警方則
揚言拘捕不遵守行動管制令的人士，最
多可判處監禁兩年。
馬來西亞全國警察總長阿都哈密指
出，大馬約9成人已配合行動管制令，但
亦有少數人士拒絕遵從，甚至辱罵警
員。他強調若國民拒絕遵守管制，警方
將採取拘捕行動。
怡保等多個城市22日均可見荷槍實彈

的軍人，與警員聯合執勤，逐一查問經
過的駕駛人士，勸告他們盡量留在家
中，市集和超市亦有士兵控制人潮。

首錄醫護死亡個案
大馬22日再錄得123宗確診個案，全

國感染宗數增至1,306宗，大部分新增病
例仍然來自吉隆坡宗教集會群組，亦有
首名醫護人員死亡。
大馬國防部表示，當地疫情持續擴
散，軍方只是按照衛生條例，協助警方
執行管制令，強調並非戒嚴或實行緊急
法。當局亦會先盡量勸導國民，但在迫
不得已下，不排除將來採取更強硬行
動。 ■綜合報道

法國截至21日已錄得逾1.2萬宗新冠肺
炎病例，當局上周二中午起實施全國封
城措施後，法國警方21日起派出直升機
和無人機執勤，在上空監察民眾是否遵
守居家限制令。
警方稱，直升機有助更大範圍地實時
監察街上狀況，以指示市面的執法人員
進行巡邏，首架直升機已於21日出動，
在巴黎各大公園上空盤旋，此外亦會派
出無人機，主要監察塞納河畔一帶的情
況。
法國目前實施的封城措施，僅允許民
眾外出購買食物、求醫和遛狗，聚會活
動一律禁止，除非企業僱主無法安排，
否則僱員均須在家辦公。居民若因其他
理由外出，須申請許可證說明原因，否

則可被罰款135歐元，當局已派出10萬
名警員執法。
居家令目前維持兩周，法衛生部長韋
朗表示，政府科學委員會23宣佈了延長
時限及加強防疫措施。韋朗又稱，醫護
人員尤其缺乏口罩，當局將陸續供應2.5
億個口罩，同時尋求增加供應試劑盒，
一旦居家令解除，便可加強對民眾檢
測。 ■法新社

倫敦市長簡世德21日宣佈，
將安排部分露宿者入住當地酒
店，進行自我隔離，兩間酒店
將在未來12周內提供300個房
間。
簡世德稱，疫情影響所有倫
敦市民，當局必須竭盡所能保
護每個人的健康，包括每晚露
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他們
的生活困苦無依，我將盡力保
護他們及所有市民。」
倫敦目前有1.1萬名露宿者，
簡世德已跟洲際酒店集團合

作，集團旗下兩間酒店將以折
扣價提供300個房間，獲安排入
住的露宿者，將由的士司機義
務接載往酒店。
露宿者因居無定所，難以進
行隔離，加上生活環境惡劣，
成為感染高風險群體。首相約
翰遜聘請的露宿者問題專家凱
西指出，若要安置全國所有露
宿者，必須迅速找到至少4.5萬
個房間，除了空置酒店外，空
置的辦公室亦會緊急改裝成住
宿房間。 ■綜合報道

韓國總理丁世均21日強烈建議宗教場所
及室內體育和娛樂設施暫停營運15天，並
呼籲國民保持社交距離，積極配合防疫工
作。他22日主持政府防疫會議時警告，政
府將對不遵守「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規
定、危害公眾安全的行為，依法嚴懲不
怠。
丁世均表示，政府認為今後半個月是戰
勝疫情的關鍵時期，要求各有關設施貫徹
執行這項行政命令，各地方政府亦需加強

監管有關設施，並視乎具體情況，對補習
班和網吧等人流密集場所實施限制。
丁世均同時稱，22日是韓國首日對從歐
洲入境人士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強調
必須切斷境外輸入病例。韓國中央防疫對
策本部稱，韓國21日新增98宗病例，當中
15人是從國外入境的人士，佔整體個案
15.3%，當局指入境者確診個案持續增加，
建議國民推遲或取消非必要外遊行程，並
多注意個人防護。 ■綜合報道

1成人拒遵從管制令 大馬派軍隊助警執法

法動用直升機無人機 助執行居家令

韓總理：將嚴懲違防疫規定者
倫敦調用酒店隔離露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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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用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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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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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有手持槍械的軍人協助警員執
法。 彭博通訊社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韓婧
英國卡迪夫報道）上周六，Pat-
rick過了一個獨特的45歲生日，夥
伴們都在線為他慶生。
Patrick是在英國威爾斯生活了
26年的香港人，有一位溫柔的法
國妻子。以往每年生日，喜歡熱鬧
的Patrick總會呼朋喚友在家裡熱
鬧一番，今年趕上疫情，英國政府
號召大家保持社交距離，朋友們無
不在家辦公，減少外出了。Patrick
說，一開始，他特別失落，自從在
家辦公以來，Patrick已經有一周沒
有見過夥伴們了，連每周的教堂禮
拜都取消了。他和法國妻子商量一
番，是不是可以通過在線的方式，
邀請朋友們一起玩遊戲，一起唱
歌，得到夥伴們的親口祝福，就算
沒法面對面在一起吃蛋糕，這也足

夠讓人心滿意足了。
他想起之前有一個朋友也曾同樣
舉辦過在線生日派對，有能滿足多
人視頻需求的應用程式(app)。和妻
子商量後，他抱着試一試的態度，
就在生日前三天，在facebook上發
起了「My Virtual Birthday Par-
ty」，「我親愛的朋友們，這是我
第一次舉辦『虛擬生日派對』，這
個想法是從我一個已經舉辦過的朋
友獲得的靈感，虛擬生日派對上，
我會從咖啡店訂購一個蛋糕，作為
在疫情期間對他們生意的支持，我
還會組織大家通過視頻會議的方式
一起玩Bingo的數字遊戲，當然，
我們會一起唱歌，希望在這樣一個
不安穩的時期可以和你們在網上相
見。」
筆者正好也在受邀之列，通過

Patrick發的網絡連結，一點擊，就
進入了在線視頻app。當天下午，
有近10個夥伴參與了在線生日派
對，還包括Patrick在香港的家人，
大家一起玩Bingo遊戲，一起給
Patrick唱歌，看着Patrick吹蠟燭，

從下午2點持續到了4點，儘管沒
能吃到香甜的蛋糕，但是以這種形
式給Patrick過生日，夥伴們能彼此
慰問近來的生活，都給人帶來暖
意。就像Patrick說的「疫情當前，
大家的心在一起才會更強大。」

在英港人線上派對慶生日

■Patrick 在 fb
舉辦虛擬生日
派對。

香港文匯報
特約記者
韓婧攝

■筆者獲邀參加派對。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韓婧攝

■法國動用
無人機監察
塞納河畔一
帶。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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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聞國
際

東南亞版2020年3月24日（星期二）■責任編輯：周文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