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

「三八婦女節」將至，再次喚起公
眾關注香港媽媽產後欠缺丈夫照料
苦況。調查顯示，高達92.2%受訪

者支持設立男士有薪侍產
假，但有關假期仍未普及，
僅12%受訪者僱主提供侍產
假。明光社認為，侍產假未
普及，與本港是「商業社會」
有關。該社建議政府加強宣
傳及教育，並為中小企提供

資助，鼓勵企業增設侍產假。
一間商場上月6日至20日，訪問

629名市民，逾半為男性。結果顯
示，92.2%受訪者贊成設立有薪侍
產假，但僅12%受訪者僱主提供有
關假期。38.8%人認為，侍產假應
為期2天至3天。29.7%人認為，假
期應為4天至6天。89.7%受訪者認
為，設立有薪侍產假可讓丈夫陪
伴妻子，紓緩妻子分娩前後壓
力。

黃先生與妻子育有1名5個月大女
兒。黃先生表示，僱主沒提供侍產
假，他特地申請年假照顧太太，
「有薪侍產假是必需的，因為太太
產後身體虛弱，相當需要丈夫幫忙
照顧初生嬰兒」。他建議有薪侍產
假至少5天。黃太表示，幸好丈夫
請假照料，不然她或會患產後抑鬱
症。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傅丹梅表

示，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認同
侍產假十分重要，但本港企業仍
未重視，或與香港是「商業社會」
有關，部分企業「金錢掛帥」，忽

略員工福利。她指雖然政府已率
先推行有薪侍產假，但香港整體
企業推行情況尚未樂觀，預料3年
至5年後，香港僅30%跨國企業提
供有薪侍產假。

團體指亞洲各地已推行
傅丹梅認為，歐美地區以至亞洲

各地如台灣、日本、菲律賓等，已
推行有薪侍產假多年。而香港作為
「國際大都會」，應盡快推行相關福
利，建議政府向公眾加強宣傳，並
透過援助計劃資助中小企，為男性
僱員提供有薪侍產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香港
女性地位提升的同時，女性家庭角色定位
卻未有隨之改變，以致婦女投入社會服務
時遇上不少阻礙。有婦女利用工餘時間參
加義工服務，卻被丈夫斥責不顧家庭。基
督教女青年會在「婦女節」前進行調查，
結果顯示逾62%受訪婦女曾參與社會事
務，當中近60%希望擔當帶領者角色，但
礙於要照顧家庭，只有21%人如願，反映
社會不提倡婦女服務社會。團體要求政府
提供「婦女友善」措施，讓婦女有自主時
間參與社會事務。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去年12月至今年2

月，以「便利抽樣方式」成功訪問1,089
名18歲以上婦女，了解她們參與社會服務
狀況。62.6%受訪婦女表示，過去一年曾
參與社會事務，以義工為主，另有小部分
參與社會關注組織事務。44.7%受訪者表
示，每月參與社會服務最少一次，67.9%
參與年期達兩年或以上。
58%受訪者願意擔任帶領者角色，

但只有21.1%人如願。83.5%受訪婦女
認同參與社會事務的同時，女性仍需
兼顧家庭及子女。81.5%人認同家人支
持是女性參與社會事務關鍵。不參與
社會服務的受訪者中，76.4%表示沒有
時間。
參加義務工作22年的陳愛萍表示，婦女

參加社會服務要面對多種心理障礙，「社
會對婦女的肯定，僅在於能否做一頓美味
菜餚、子女管教好不好、婚姻關係是否美
滿等等。」她指婦女參與社會服務最大阻
礙是─放不下家庭，以及照顧長幼責任太
沉重。她曾遭前夫指摘，參加義工服務是
為了「出風頭」，責罵她未有管理好家
事，卻外出關心社會。
女青年會督導主任蘇艷芳表示，香港社

會不太欣賞婦女對社會的貢獻，與「婦女
應留守在家照顧家庭」的傳統觀念有關。
她建議政府提供「婦女友善」措施，如托
兒服務、彈性上班時間等等，鼓勵婦女參
與社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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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雲 有幾陣微雨 初時沿岸有霧
氣溫：19℃-22℃ 濕度：85%-95%
潮漲：17:59 (2.0m) --
潮退：01:30 (0.7m) --
日出：06:42 日落：18:28

6/3(星期二)
氣溫：18℃-21℃

濕度：85%-95%

多雲 間中有雨
及有幾陣雷暴 初時有霧

7/3(星期三)
氣溫：18℃-21℃

濕度：85%-95%

多雲
間中有雨及有霧

8/3(星期四)
氣溫：17℃-20℃

濕度：85%-100%

多雲
有霧及有幾陣雨

氣溫：15℃-19℃

濕度：75%-95%

多雲
有幾陣雨 天氣轉涼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20 - 50
空氣指數：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50 - 85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5℃ 煙霞
河 內 19℃ 25℃ 密雲
雅 加 達 25℃ 30℃ 雷暴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5℃ 32℃ 多雲
新 德 里 17℃ 33℃ 多雲
首 爾 4℃ 10℃ 有雨
新 加 坡 25℃ 32℃ 驟雨
東 京 3℃ 8℃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16℃ 22℃ 驟雨

悉 尼 21℃ 26℃ 驟雨
歐洲

阿姆斯特丹 3℃ 12℃ 有雨
雅 典 5℃ 16℃ 多雲
法蘭克福 6℃ 13℃ 多雲
日 內 瓦 3℃ 13℃ 天晴
里 斯 本 13℃ 19℃ 多雲

倫 敦 3℃ 8℃ 有雨
馬 德 里 6℃ 17℃ 多雲
莫 斯 科 -9℃ -4℃ 有雪
巴 黎 7℃ 12℃ 有雨
羅 馬 6℃ 15℃ 有雨

美洲
芝 加 哥 -3℃ 1℃ 有雪

檀 香 山 21℃ 28℃ 驟雨
洛 杉 磯 9℃ 28℃ 天晴
紐 約 4℃ 8℃ 多雲
三 藩 市 7℃ 21℃ 天晴
多 倫 多 -5℃ -2℃ 多雲
溫 哥 華 6℃ 8℃ 有雨
華 盛 頓 5℃ 10℃ 多雲

查詢天氣：187  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1℃ 5℃ 密雲
長　　春 -7℃ 3℃ 有雪
長　　沙 5℃ 8℃ 密雲
成　　都 6℃ 11℃ 有雨
重　　慶 9℃ 16℃ 密雲

大　　連 0℃ 3℃ 密雲
廣　　州 18℃ 22℃ 有雨
貴　　陽 4℃ 14℃ 多雲
海　　口 23℃ 31℃ 多雲
杭　　州 5℃ 8℃ 有雨
哈 爾 濱 -6℃ 2℃ 有雪
合　　肥 4℃ 8℃ 有雨

呼和浩特 -8℃ 4℃ 天晴
濟　　南 1℃ 9℃ 多雲
昆　　明 7℃ 16℃ 天晴
蘭　　州 -3℃ 4℃ 多雲
拉　　薩 -4℃ 13℃ 多雲
南　　昌 6℃ 8℃ 有雨
南　　京 4℃ 8℃ 有雨

南　　寧 14℃ 20℃ 有雨
上　　海 7℃ 10℃ 有雨
瀋　　陽 -5℃ 5℃ 有雪
石 家 莊 0℃ 5℃ 多雲
台　　北 19℃ 25℃ 密雲
太　　原 -3℃ 5℃ 天晴
天　　津 -3℃ 3℃ 密雲

烏魯木齊 -13℃ -5℃ 天晴
武　　漢 3℃ 9℃ 密雲
西　　安 1℃ 10℃ 多雲
廈　　門 15℃ 21℃ 多雲
西　　寧 -9℃ 4℃ 多雲
銀　　川 -8℃ 3℃ 多雲
鄭　　州 2℃ 10℃ 多雲

9/3(星期五)

正牌接約500投訴 電話推銷扮查鐘騙入屋
冒牌平安鐘 呃長者私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香港人口老化嚴重，長

者緊急呼援服務需求大增。營運「平安鐘」服務的長者

安居協會表示，過去5年接獲近500宗投訴，包括有其他

服務提供者自稱是「平安鐘」職員，致電長者推銷服務

及索取個人資料，或藉口檢查平安鐘要求長者讓他們入

屋，有受騙長者半年後始發現服務與協會無關。協會表

示，「平安鐘」為該會的註冊商標，強調協會從未就

「平安鐘」進行電話推銷，提醒長者提高警覺，不要輕易

向推銷員透露個人資料。

長者安居協會自2008年至今，收到近500宗投
訴，其中40%為投訴人接獲電話滋擾，逾30%屬藉
登記「平安鐘」為名，索取投訴人的個人資料及病
歷等，同時冒認協會職員進行推銷的投訴更有上升
趨勢。該協會行政總裁梁淑儀表示，去年已為「平
安鐘」註冊商標，亦已向香港7間提供類似服務的
機構發信，強調不容許魚目混珠方式的推銷，但情
況至今未有改善。

被游說裝鐘 月費百元
現年約70歲的獨居長者標叔，去年6月在屋 一

個推銷攤位量血壓後，被游說安裝「平安鐘」，月

費100元。他表示，該名職員提及安裝服務後，可
享用協會所提供的全面關顧服務，直至去年與朋友
談及，始發現所安裝的服務並非協會的「平安
鐘」，而是冒牌「平安鐘」。他表示，安裝後從未使
用過，未知服務質素，但已決定稍後取消有關服
務。
義工吳女士一次探訪活動中，有長者透露有自稱

「社署職員」上門替其安裝「平安鐘」，又有人指
「平安鐘」壞機半年仍未有職員進行維修，始發現
有關服務並非協會提供，呼籲長者提高警覺。
梁淑儀表示，曾有投訴人稱，有自稱是「平安鐘」

職員上門推銷，期間從未出示職員證件，部分人更

要求長者提供個人資料，甚至病歷。她重申，協會
從未就「平安鐘」進行電話推銷，市民若對服務有
任何懷疑，應與協會職員聯絡，切勿讓推銷員隨便
入屋，更不應透露個人資料，並應確切了解服務提
供者的背景。

協會：將採法律行動追究
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鄭經翰表示，香港長者人口

大幅增加，不排除有人看中此市場，加入提供長者
緊急呼援服務。協會歡迎良性競爭，但不能冒充
「平安鐘」進行推銷，若日後再有魚目混珠情況，
會採取法律行動追究責任。

4個港男1脫髮 M字額年輕化

李嘉誠贊助「足動」家人心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港人工

作壓力大，每天為生活奔波，家庭成員溝
通或不足。有義工團體獲「李嘉誠基金會」
贊助，在母親節和父親節期間舉辦「足動
心靈」活動，由物理治療師在場指導參加
者，為家人進行足部按摩。該團體表示，
替雙親和家人做足部按摩是「愛的傳
達」，可增進溝通和改善家庭關係。
負責籌劃「足動心靈」的21名熱心義

工，去年5月獲「李嘉誠基金會」贊助2.5
萬元，將在5月13日母親節和6月17日父親
節舉辦合家歡聯歡會，屆時將邀請物理
治療師，指導參加者為父母及家人進行

足部按摩，預料15個家庭可受惠。有意者
即日起至下月30日前，可於網上登記報
名。
「足動心靈」申辦者梁海是全職乒乓球

教練，從事義工服務長達20年。他指港人
生活壓力大，往往忽略家庭，曾有朋友長
期為生活營營役役，連母親腳痛也不知，
因而啟發他舉行有關活動，「家人不介意
為你洗腳，可見家人無微不至」。
昨日有義工家庭到場，參與足部按摩示

範。張先生接受太太按摩期間，感受對方
的愛，「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在於溝
通，按摩提供相處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

香港男性的脫髮問題日趨嚴重，一
項調查發現，本港脫髮男士人口比
例在全球排名第十五，亞洲則排名
第二，平均每4名港男便有1人飽受
脫髮之苦，全港患者人數高達60
萬，且脫髮有年輕化之勢，港男平
均22歲至24歲便面臨脫髮危機，比
其他亞洲地區平均脫髮年齡年輕，
最年輕患者僅18歲，成為他們的社
交障礙，甚至會減低工作機會。有

醫生表示，本港脫髮問題漸嚴重，
可能與飲食西化、生活壓力及空氣
污染有關。
仁安醫院植髮中心總監彭志宏表

示，日本一項脫髮調查的「脫髮世
界地圖」顯示，香港全球排名第十
五，亞洲排名第二，僅次於日本，
24.68%港男有脫髮問題，即平均每
4名港男便有1人是「地中海」或
「M字額」，推斷患者人數高達60
萬。

亞洲第二 僅次於日本
彭志宏表示，本港脫髮患者平均

年齡為22歲至24歲，最年輕患者僅
18歲。從事文職的25歲周先生，3
年前開始有脫髮問題，令他2次求
愛不遂，被女方嫌棄「像拖 叔叔
逛街」，而其特約演員的兼職工
作，亦因頭髮漸稀少而失去演出機
會，其後接受脫髮治療才漸見改
善，回復社交和工作自信。

彭志宏提醒，坊間現有不少聲稱
可治脫髮的療法，但卻沒有科學根
據，甚或有害，如微針生髮，用微
針輕刺頭皮刺激生髮，他指該療法
無效，反而頭皮有機會發炎，建議
服用口服藥「非那甾胺」治療脫
髮。

九成僱主未推行侍產假

婦做義工挨夫批 團體倡提供支援

周一嶽：日食品抽驗結果滿意

90％港木瓜受基因污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

日本福島「311核事故」發生將近
一年，本港對日本受災地區進口的
鮮活食品仍嚴格實施進口禁令，奶
類飲品及奶粉維持100%檢測。日本
當局強調，會致力保障輸港食品安
全。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表
示，去年日本大地震發生至今，香
港共抽驗7萬批次日本食品，除了
初期部分食品驗出核輻射超標外，
近期抽驗結果令人滿意。

香港一向是日本最大食材出口地
之一，約佔日本出口總量約25%。
周一嶽昨日與日本農林水產大臣鹿
野道彥舉行會議，了解日本輸港食
品安全最新發展。鑑於輻射物質能
透過食物鏈持久影響當地出產的鮮
活食品，香港目前繼續對核事故附
近5個縣，包括福島、茨城、櫪木、
千葉及群馬多種鮮活食品實施進口
禁令。鹿野道彥在會議上強調，日
本政府會致力保障輸港食品安全。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廖穎琪)本
地種植的木瓜普遍
受基因改造污染，
漁護署調查顯示，
90%本地鄉村的木
瓜受污染。有專家
指出，木瓜樹極易
傳播基改花粉，須
把基改木瓜徹底清
除，方能令無基因
改變木瓜重現，消
費者才不用被逼食
「基改瓜」。有環保
團體推出「斬一樹換一苗」計劃，
鼓勵農夫全面取締基改木瓜。
老農田有機農場負責人葉子盛指

出，木瓜「粗生」，基改木瓜容易
留種及蔓延，加上花粉傳播，加速
木瓜園受基改污染。
基改食品除了食用安全問題外，

有機會破壞大自然規律，擾亂食物
鏈，造成不可逆轉的影響。

為重建無基改木瓜的「淨土」，
嘉道理農場及老農田推出《正版木
瓜》計劃，粉嶺鶴藪、新屋仔、獅
頭嶺，以及大埔的鳳園定為種植區
試點，去年12月推廣至今，近60農
戶參加計劃，涉及635棵木瓜樹，
覆蓋率近70%，參與農戶需斬除原
來的木瓜樹，以換取一棵無基改木
瓜苗，冀有系統地逐步取替基改狀
況不明的木瓜樹。

■標叔(右)被游說安裝「平安鐘」，後發現是冒

牌。左為義工吳女士。香港文匯報記者嚴敏慧 攝

■張先生（右）表示，足部按摩期間，可感受到太太的愛，

感覺好溫馨。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雅寶 攝

■25歲周先生

3年前開始脫

髮，2次求愛

不遂。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林裕華 攝

■多個團體合推《正版木瓜》試點計劃，盼全面取

締基改木瓜。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