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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鞋毒孩 着鞋着襪
21款含塑化劑最勁超標400倍 有香味更危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消委會

測試市面上28款兒童膠鞋、家居拖鞋及雨

靴，發現21款含塑化劑，其中3款更含可

致癌的化學物BaP，皮膚長時間接觸有可

能引致皮膚癌。消委會呼籲市民在選購兒

童膠鞋時，避免購買散發氣味的款式，以

及盡可能穿襪，減低皮膚與鞋直接接觸的

機會。

消委會昨公布測試結果，28款兒童膠鞋售價介乎
20元至500元，測試發現，3款膠鞋含可致癌

的化學物BaP，當中最嚴重的是一款熊貓拖鞋，驗
出BaP含量達 3.1ppm ，遠高於德國標準上限的
1ppm。皮膚科專科醫生陳厚毅表示，接觸BaP會刺
激皮膚，引致脫皮，長時間接觸更可能引致皮膚
癌。

鞋類化學物含量暫無王管
測試同時發現，有21款膠鞋含有塑化劑，其中12

款更超出土耳其及美國規定上限，單一塑化劑的最
高含量高達15.2%至43.3%，是上限的150多倍至
400多倍。消委會表示，兒童可能透過皮膚接觸，
攝入塑化劑，亦可能透過雙手接觸鞋面後，經口腔
攝取，而塑化劑微粒亦可以黏附在家居塵埃，吸入
人體。實驗顯示，長期攝取塑化劑，可以損害肝
腎，亦會影響生殖及發育，而塑化劑微粒亦會增加
引發哮喘或敏感的機會。有皮膚科醫生提醒，若腳
部有傷口或濕疹，會增加皮膚吸收塑化劑的可能。
目前有8款有問題的鞋已經沒有在市面出售，另
外有8款正被海關抽樣化驗中。消委會表示，現時
本港沒有條例監管鞋類化學物質含量，促請有關部
門盡快立法。消委會又建議，家長選購兒童鞋時，
盡量避免選擇會散發香氣的型號，穿膠鞋前應先
為兒童穿上襪子，減低皮膚與鞋直接接觸的機會，
亦要避免兒童用手及口接觸膠鞋；膠鞋在不穿時
應放入鞋櫃，減少有害化學物質對小朋友的影響。

日產品出事代理換供應商
「日本長明健康拖鞋」的代理商回應表示，已向

日本生產商反映，日本公司方面計劃本月起改用沒
有添加塑化劑的新塑膠原料製造產品。一款迪士尼
拖鞋的品牌授權商則指，該型號產品只供內地銷
售，產品品質符合內地的拖鞋質檢標準，相關標準
並沒有就塑化劑含量設規定。另一款內地製、塑化
劑超標最嚴重的雨靴，代理商則指是由日本進口，
對於產品測試未如理想表示歉意，建議消費者使用
產品時穿上襪子，代理商正尋求新的產品供應商。

■圖中3款膠鞋都含可致癌的化學物BaP，最嚴重
是右上方的熊貓拖鞋，驗出致癌物含量達 3.1
ppm，遠高於德國標準上限的1 ppm。 梁祖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每位新人都渴望擁有
一個完美無瑕的婚禮，能在摯愛親朋的見證和祝福下，
許下莊嚴的結婚誓約。因此，近年來不少人都喜歡將這
個隆重的場合交託給專業的證婚及婚禮統籌服務公司去
籌備。然而，這些公司服務水平參差，消委會昨日表
示，去年就收到29宗有關證婚及婚禮統籌服務的投訴，

較前年激增1.9倍，令新人們留下難以釋懷的回憶。
投訴人苗小姐在2012年11月以5,000多元光顧了一

間公司，指定由一位心儀律師證婚，到結婚前3星
期，公司通知她該名律師沒有空，要改由另一位律師
證婚，新人因為太忙，無可奈何接受。

讀錯新娘名 律師拒重錄
到結婚當日，該律師在監禮時讀錯了新娘的名字，

片段在婚禮播出引來笑話，令苗小姐十分尷尬。新郎
翌日付1,500元，要求律師重新錄音及更改片段，但律
師否認讀錯，不肯重錄，最後經消委會協調後才重新
錄音，更改證婚片段。

訂聚餐食物 竟貨不對辦
投訴人田生為婚禮聚餐訂了100人份量的食物，婚禮

前5日又以2,200元追加20人份量，但到婚禮當日發現
份量嚴重不足，又欠缺了部分揀選了的食物。證婚律師
更在儀式臨開始前一刻才到，沒有足夠時間商討程序，

導致過程錯漏百出：田生原本選擇特別的誓詞表達愛
意，但到儀式進行時，發現沒有該段誓詞，令他被迫採
用一般傳統的誓詞。
另一名投訴人胡小姐則以4萬元，光顧一間提供海外

婚禮註冊服務的公司，並在希臘一個小島舉行婚禮，惟
事主婚後收到的結婚證書和繙譯本上填寫的職業資料出
錯。有關公司拒絕承認出錯，更要求胡小姐繳付3,000
元更改費用，經消委會介入後，雙方最終同意分擔更改
資料費用。
消委會去年共收到29宗有關證婚及婚禮統籌服務的投

訴，主要以價錢及服務質素為主，較前年只有10宗投
訴，激增1.9倍；涉及金額達487,000元，較去年的
348,000元增近四成。
消委會表示，情況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為部分新人

即使遇到不愉快經驗都不會追究。消委會呼籲消費者，
選擇有經驗及口碑好的公司，事先與監禮人溝通，亦應
將服務細節記錄清楚及要求列於合約上，以免遺漏或爭
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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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環保團體早前檢驗全
球82件童裝產品，其中4件購自香港的樣本全被發現殘
留多種有害有毒化學物，即使售價達2,000元的貴價品
牌亦不能倖免。環團指化學物能在環境中長時間殘留或
在體內累積，促請政府和製造商在設計和生產兒童服裝
時應採用更高的安全標準。
綠色和平於去年5月至6月期間，於全球25個國家或
地區，購買了82件童裝和鞋，有61%樣本含有壬基酚聚
氧乙烯醚(NPE)。而全數具防水功能的兒童服飾樣本均驗
出含全氟化合物（PFCs），而36件含「的確涼」的服裝
樣本均含銻。

94.3%熨畫印花樣本含塑化劑
在有熨畫印花的樣本中，有94.3%含有塑化劑鄰苯二

甲酸酯，當中購自德國Primark連鎖店的童裝T-恤，以
及購自美國American Apparel連鎖店的嬰兒連身服的含
量更分別達11%和0.6%，超出中國和歐美在玩具和兒童
產品佔總體重量0.1%的上限標準。而部分童裝鞋和含熨
畫印花的衣服亦有驗出有機錫。

即使選購售價較高昂的品牌也不代表衣服無毒無害。
綠色和平在港購買的4件童裝樣本，全數被驗出殘留
NPE以及其他有毒化學物，其中一件售價高達2,000元
的著名品牌Burberry泰國製深藍色童裝外套，被驗出每
千克含390微克的NPE和47微克銻；而一件售價79元、
購自GAP的T-恤則驗出含每千克2.5微克NPE、14微克
鄰苯二甲酸酯和少於0.1微克的有機錫。

迪園：產品通過安測合法
香港迪士尼回應指，有關產品已通過政府指定的認可

安全測試及檢驗，符合香港相關法例的安全規定及認可
標準，又強調一向注重產品安全和質素。Adidas集團則
表示，被驗的兒童泳裝屬於2013春夏款式，去年秋季起
已不再出售；集團強調，所指的被檢產品全部符合所有
適用的國際法律法規條款，並會將有關材料再次提交給
第三方檢測機構核查。

NPE可影響生殖和免疫系統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連佩怡指，由NPE分解的NP、鄰苯

二甲酸酯和PFCs均為內分泌干擾物，有可能影響生殖和
免疫系統，有機錫對免疫及神經系統有害，已被禁止用於
船底塗層，銻更有潛在致癌風險。這些化學物均能在環境
中長時間殘留或在生物體內累積。而兒童處於成長發育
期，對化學物的影響更為敏感，所以服裝品牌在設計和生
產兒童服裝時應採用更高的安全標準。

港立法未涵蓋童裝宜監管
現時，歐盟已禁止NPE用於紡織品生產上，但對進口

產品則未有規管。而香港現時正就塑化劑安全標準進行
立法，但未見涵蓋童裝，其他有毒有害化學物亦未見會
受管制。連佩怡促請服裝品牌應該盡快實行清潔生產，
不再使用有毒化學物。她亦呼籲政府應改善有毒化學物
的監管政策，從源頭監管整個生產鏈，並最終淘汰所有
有毒物質。
綠色和平又提醒市民要特別留意顏色鮮豔或深層、防

水防油、抗菌除臭和有塑料熨圖的衣服，並可參考
《DETOX無毒時裝指南》，選購已承諾「無毒」生產
的製造商。

貴價童裝被指含毒 迪士尼反駁

購自香港童裝樣本檢測結果
有毒化學物殘留量(mg/kg)

樣本 產地 NPE 鄰苯二甲酸酯 有機錫 全氟化學物 銻
Adidas 童裝波鞋 印尼 16 - 106 499 -
Burberry 外套 泰國 390 - - - 47
Disney 外套 內地 30 - - - 107
GAP T-恤 內地 2.5 14 少於0.1 - -
「-」：沒有進行相關化學物殘留檢測
資料來源：綠色和平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繼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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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會測試市面上消委會測試市面上2828款兒童膠鞋款兒童膠鞋，，
發現發現2121款含塑化劑款含塑化劑，，其中其中33款更含可款更含可
致癌的化學物致癌的化學物BaPBaP，，皮膚長時間接觸皮膚長時間接觸
有可能引致皮膚癌有可能引致皮膚癌。。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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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政府
早在1983年實施「山邊殯葬政策」，設
立「認可殯葬區」供新界原居民身故後
下葬。不過，鑑於政策相關問題及管理
問題相繼浮現，申訴專員昨日宣布展開
主動調查，審研政府對「認可殯葬區」
的管理情況。

准原居民下葬 管理漸生問題
香港政府為保障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和

遏止非法下葬，自1983年起實施「山邊
殯葬政策」，把多幅政府土地劃為「認
可殯葬區」，供新界原居民身故後下
葬。政策同時規定原居民的家屬或代理
人為先人於「認可殯葬區」內進行殮葬
前，須向當局申請「殮葬許可證」，同
意遵守各項有關土地使用、公眾衛生及
保護環境的規定。
不過，申訴專員公署表示，隨政策

實施多年，與「認可殯葬區」有關的管
理問題相繼浮現，引發各類投訴，包括
未經批准的工程，以及非法砍伐樹木的
情況，亦有非原居民涉嫌非法下葬於
「認可殯葬區」。
公署又稱，「認可殯葬區」的管理涉

及多個政府部門，包括民政事務總署、
地政總署、漁農自然護理署、食物環境
衛生署及水務署等，問題錯綜複雜。
申訴專員黎年昨日宣布，就政府對

「認可殯葬區」的管理情況展開主動調
查，以探究現行管理制度以及行政程序
之不足，希望能夠向相關部門提出具體
的改善建議，現邀請市民於2月14日或
之前，以書面提供意見或資料。

胖達人違商品例 簽兩年書面承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海關昨日就一間麵包店早前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海關按條例下的「民事遵從為本」執
法機制，在取得律政司司長的同意後，接受店舖作出書面承
諾，有效期為兩年。

麵包含人工香精非無添加
海關發言人表示，去年8月經調查發現TopPotBakeryLimited

（パン(胖)達人手感烘焙）的麵包產品含有食品工業常用的人工
香精或香料，與其在網頁及宣傳廣告稱其產品為「天然」及
「無添加」的說明不符。
其後，該麵包店主動在店舖貼出道歉啟事，承認其產品確實

有使用人工香料。由於該店在調查期間充分配合及合作，並提
出簽訂書面承諾，不再繼續或重複有關營業行為，並且會採取
改正措施作出補救。海關在充分評估有關的理據，並取得律政
司司長的同意後，按《條例》接受該承諾。
發言人強調，若該店違反承諾的任何條款，海關可根據《條
例》撤回對承諾的接受，並可恢復調查及法律程序。

蠱惑賣花膠 標價欠「斤」「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文鈴）消委會不時接獲有關購買花膠
的投訴，主要是與銷售手法有關，最常見的問題是店舖沒有清
楚說明標示的售價單位，誤導消費者購買。消委會指，這種手
法可能已違反最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建議消費者向海
關舉報。
消委會說，最常見的問題是店舖沒有清楚說明標示的售價是
以「斤」還是「両」為單位，或是只以相當細小的字體寫上
「両」字，再以貨品遮掩；有些消費者誤以為以斤計而選購
後，店方會迅速把花膠切片，隨後才表明是以両計算。消委會
提醒消費者，選購時應注意價格的標示，而且最好不要讓店方
將花膠切片，因較易弄虛作假。

6款光波爐小焗爐易灼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標榜能以「少
油」甚至「免油」就可烹
煮油炸食物的光波爐及氣
炸鍋，近年備受熱捧。消
委會測試市面上10款常見
煮食電器，包括光波爐、
炸鍋及小型焗爐的安全水
平，發現部分型號在升
溫、物料耐熱、耐燃及防
觸電保護等測試表現都有
待改善。
10款型號當中，3款是

光波爐，3 款屬於氣炸
鍋，其餘4款屬於小型焗
爐，售價介乎 400 元至
1,900 元。測試發現，
「德國寳」、「Inno-
ware」的光波爐，「法國
特福」、「貝露」、「樂
信」及「De'Longhi」的
小型焗爐在煮食時，金屬或玻璃表面溫度，高於
歐盟標準安全上限的115度和145度，可能會導致
灼傷，消委會建議市民選用時，避免用過高溫度
煮食。

「Innoware」絕緣差須改善
3款光波爐包括「Innoware」、「寶康達」、

「德國寶」及「Thomson」小型焗爐，個別位置
絕緣距離不足，可能增加短路及漏電風險，其
中「Innoware」光波爐的內部金屬片與發熱管表
面有接觸，但兩者都可被用戶觸摸到而又沒有

可靠接地，其絕緣保護須雙重絕緣設計，但構
造上並未達到。消委會已將報告轉交機電署，
署方指雖然部分電器未符合最新歐洲標準測
試，但仍然通過電氣產品安全規例，署方已敦
促供應商改善。
消委會指， 光波爐和氣炸鍋都是利用熱空氣或

食物脂肪進行乾熱烹煮，會產生較高的溫度，而
高溫烹煮會導致食物主要成分出現化學變化，產
生多種污染物，部分更已有研究證明屬致癌物
質。消委會呼籲無論使用哪種烹煮方式，都不宜
長時間高溫烹煮，並應避免進食燒焦的食物。

■部分煮食電器型號在升溫、物料耐
熱、耐燃及防觸電保護等測試表現有
待改善。 梁祖彝攝

■有光波爐個別位置絕緣距離不
足，或增短路及漏電風險。

梁祖彝攝

消委揭證婚蝦碌 婚禮服務投訴增2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