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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洞久咳丸菌超標須回收

人對人促銷電話
規管複雜需諮詢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
署昨日指令
一間持牌中
成藥製造商
太和洞藥廠
回收一款中
成藥太和洞
久咳丸（見
圖）的所有
批次產品，因該中成藥的霉菌及酵母菌數超出香港中醫藥
管理委員會中藥組所制定的註冊限度標準。太和洞於1月2
日亦因相同原因回收同一中成藥的其中一個批次產品。
衛生署公共衛生檢測中心的化驗結果顯示，衛生署於1

月2日調查期間，從太和洞抽取上述中成藥的兩個批次樣
本的霉菌及酵母菌數為註冊限度標準的約1.2倍至1.9倍，
故此指令回收。作為預防措施，太和洞亦自願從消費者全
面回收由太和洞製造的所有中成藥。
該中成藥由太和洞製造，可用於紓緩咳嗽。衛生署的調

查仍在進行中。衛生署至今沒有接獲相關不良事件報告。
太和洞已設立熱線（2896 7575）供市民查詢。衛生署會
密切監察回收情況，發言人呼籲曾服用該中成藥並感到不
適的市民，應徵詢醫護人員的意見，市民亦應立即停止服
用有關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委員
會討論「人對人促銷電話」的規管，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指，這是一個複雜的議題，既涉及個人資料使用
等問題，也可能動搖商界營運者的就業情況，故局方即將
委託顧問進行調查，料今年上半年完成。

或影響推銷者就業及生計
蘇錦樑稱，「人對人促銷電話」當中牽涉個人資料的使

用、促銷電話可能構成的滋擾、限制合法營銷活動及資訊
的自由流通等問題。不過，加強規管措施可能會影響數以
萬計進行合法推銷者的就業及生計，以及眾多企業透過此
推銷手法而促成的商業交易。因此探討任何有關規管「人
對人促銷電話」的未來方向時，必須慎重及透徹地考慮有
關因素，並應採用一套慎重及相稱的方法。
他指出，舉證和促銷定義都需時，一些外地打入的促銷

電話更難以規管。當局即將委託顧問進行一項調查，搜集
公眾、商界及業界對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的意見以及
業界的就業及業務情況，預計調查在今年上半年完成，期
望年底或明年初向立法會交代結果，未來再就是否因應議
題進行諮詢作決定。當局對加強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
的建議維持開放的態度。
多名議員都指曾收過各金融機構的人對人電話滋擾，亦
認為現有的業界自願守則無效，有議員指企業以電話促銷
的效益成疑，即使規管也不會對公司的業務構成多大打
擊。蘇錦樑指調查正希望可從多方面理順問題，減低對商
界的影響及市民的滋擾。個

案

家暴個案僅冰山一角
未反映實況籲增支援團體憂警改變政策難反映嚴重性

王國興約見房署 促換公屋水龍頭

工聯會爭取大圍速建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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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變老是每個人的必經階段，
不過變老卻不代表衰老，更可透過運動預防。香港中文大
學及賽馬會流金匯去年進行社區衰老狀況篩查，發現65歲
或以上的社區人口中，平均每8人便有1位出現衰老，而衰
老狀況則多與所患的慢性疾病及用藥數量有關，然而高運
動量的長者卻較少出現衰老。機構認為及早辨識社區整體
衰老狀況，有助減慢甚至逆轉社區衰老狀況，讓長者能夠
活出老而不衰的晚年生活。
調查於去年4月至10月期間分兩階段進行，訪問816名
65歲或以上的人士，第一階段研究顯示，前期衰老及衰老
人士的比例分別有52.4%及12.5%，反映平均每8人便有1
位出現衰老，年紀愈長，衰老情況愈普遍。
機構抽取上述兩組人士其中255人進行次階段研究，結
果顯示衰老長者比前期衰老長者有較多慢性疾病，用藥數
量較多，較普遍患上缺肌症、輕度認知障礙症及容易跌
倒，日常生活的活動功能缺損亦較為嚴重。較多衰老長者
出現抑鬱症狀，其自評健康程度亦較差。不過，每天持續
運動1小時或以上的長者較少出現衰老情況。

指勤做運動可「老而不衰」
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兼何善衡老年學及老年

病學研究中心總監胡令芳指出，衰老是身體及心理儲備能
力隨着年齡增長而下降的一種臨床症狀。缺肌症、腦退化
症等都是潛在的身體衰老症狀，衰老長者有相對較高的健
康風險，如容易跌倒、殘障、甚至死亡等。不過衰老並非
老化過程的必然結果，只要長者持之以恆地做運動及腦力
訓練活動，也可保持健康和獨立的生活。
她續稱，及早辨識和跟進長者的衰老情況，讓他們可透

過適當的運動及訓練，延緩身體機能進一步衰退，而社福
機構也可為長者提供個人化的介入治療及護理服務，減慢
衰老情況。她建議市民40歲至50歲開始，多進行加強心肺
功能、肌肉的運動，例如每日踏板和舉啞鈴半分鐘，及早
預防衰老。

■中大研究發現，65歲或以上的社區人口中，平均每8人
便有1位出現衰老。 中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聶曉輝)開卷有
益，地區內多一間公立圖書館，能提
升市民素質。工聯會立法議員鄧家彪
昨日聯同沙田社區幹事張國和及居民
代表，約見民政事務局副長許曉暉及
康文署代表，反映居民對區內圖書館
的需求殷切，促請當局顧及社區需
要，盡早選址並規劃興建大圍圖書
館，更建議可設於大圍公立學校的空
置校舍。
工聯會引述當局指出，大圍市中心

附近的土地相當緊絀，大部分都已用作
私人發展用途；大圍公立學校的空置校
舍則因有村民現申請使用該土地，加上
土地本身屬於「鄉式發展」用途，故未
能在該土地上興建圖書館。
當局表示，仍積極在大圍市中心附

近選址興建圖書館，並已聯絡港鐵希
望能預留土地作圖書館之用。
大圍近年多個屋苑相繼落成，加上

大圍是現時東鐵線、馬鐵線以及日後
沙中線的交匯，鄧家彪指區內人口、
人流只會繼續上升。根據《香港規劃
標準與準則》列明，興建分區圖書館
的條件需要達20萬人口，現時沙田區
約有65萬人口，區內亦有瀝源、馬鞍

山及沙田3間圖書館，第14B區(圓洲
角)圖書館亦將於2016年落成。
鄧家彪表示，以人口計算的確符合

「標準」，但區內所有圖書館均集中
在沙田市中心以東北的區域，3部流動
圖書車服務又有限，「只有3個服務
點，每兩周一次」，令圖書館服務一
直未能惠及大圍居民，區內居民的閱
讀需要完全被忽略。

蒐450簽名 盼港鐵讓地
鄧家彪續稱，大圍已是區內公共運

輸的交匯點，區內亦有不少著名食肆
與商場，大大增加了人口流動之密
度，故單以「標準」的要求作為興建
分區圖書館準則，很大機會低估大圍
區內居民的需要。
工聯會上月於區內收集街坊簽

名，力爭在大圍設置圖書館，至今
已收到逾450個簽名，促請當局正視
問題。
鄧家彪表示，稍後會去信港鐵，希

望對方能顧及居民需要，讓出適當土
地作興建圖書館之用。

■■鄧家彪鄧家彪((中中))與張國和及大圍居民代表與張國和及大圍居民代表，，昨昨
日約見許曉暉日約見許曉暉((右二右二))及康文署代表及康文署代表，，促請當促請當
局盡早選址並規劃興建大圍圖書館局盡早選址並規劃興建大圍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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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社署資料顯示，去年首9個月新呈報虐待配
偶及同居情侶數多達3,012宗，按推算將超

越2013年全年3,836宗。然而警方自2009年接獲
舉報後，按案件嚴重性界定為「家庭暴力刑
事」、「家庭暴力雜項」及「家庭事件」，多個
團體昨日在立法會小組會議上，關注警方做法令
新舉報虐待配偶或同居伴侶個案由2008年全年
6,843宗，大幅下跌至2012年 1月至 9月 1,974
宗。有團體質疑，警方改變政策後，無法有效反
映家庭暴力案件的嚴重性，甚至是刻意淡化家暴
嚴重性，希望當局與社工界商討合作方案，正視
家暴性暴問題。

婦團盼當局統一家暴定義
亦有團體批評社署政策沒有區分跨性別性暴
力，令現有呈報數字無法反映同性暴力的情況。
有委員則關注，涉及精神虐待案件，因不屬於肢
體暴力性質，僅會被分類為「家庭事件」，導致
案中受害人無法根據條例申請保護令。
其中和諧之家表示，性暴及家暴新呈報個案只
屬冰山一角，建議當局應有更清晰定義，在醫院
及學校推行普遍篩查以盡早識別。香港婦女中心
協會中心憂慮警方對家暴定義，與社福界不一
致，以致實況未獲如實反映，希望當局有統一定
義。

顏汶羽倡推「一警署一社工」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顏汶羽亦表示，社署數字
只顯示部分事實，當局應加強教育及支援，另因
應過往不少施虐者為男性，港府應宣傳正面的男

女倫理，保障婦女。他續指，當局應評估支援模
式，前線警員未必有足夠訓練處理家暴，建議警
方提供培訓計劃，並推行「一警署一社工」計
劃，協助警方處理家暴個案。

警：所有個案一視同仁處理
警務處總警司 (刑事支援)夏明智回應指，將家

暴定義分為3類，是希望擴大範圍，以容納更多
受虐個案。他強調，所有個案均一視同仁處理，
當前線警方接獲個案時有指引跟隨，若發現個案
有家暴前科，會交由同一隊隊伍跟進。
他續指，由於個案不同，前線警員有時需要自

行下判斷，強調警方相當重視家暴問題，當涉及
恐嚇時會循刑事方向處理。
勞福局副局長蕭偉強表示，當局絕不容忍家暴

及性暴力，過去數年持續投入逾23.4億元財政支
援，以加強對家暴受害人的支援，包括推出各項
培訓及住宿計劃。當局針對情報工作，近年亦有
加強宣傳，及爭取資源。社署助理署長馮民重則
指，去年已為處理家暴個案向逾7,000名同事提
供培訓。
此外，民建聯昨日在政總東翼前地發起請願，

逾30名成員及市民手持標語及橫額，希望當局增
撥資源加強為施虐者提供輔導。民建聯婦女事務
委員會主席葛珮帆表示，相信個案數字只屬冰山
一角，未能反映實際情況。
她指出，除身體和性暴力的行為外，言語侵

犯、精神虐待和經濟封鎖等亦屬於暴力的一種，
認為社會及政府應該正視問題，必須加強有關教
育及支援家庭輔導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兆東） 家庭暴

力及性暴力新呈報個案與日俱增，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轄下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

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昨日舉行聽

證會，就家暴與性暴力定義、識別及評

估，邀請多個關注團體發言。對於有團體

批評警方刻意淡化家暴嚴重性，警方指對

於個案一視同仁處理，當涉及恐嚇時，會

循刑事方向處理。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

主席葛珮帆表示，相信個案數字只屬冰山

一角，未能反映實際情況，呼籲加強有關

教育及支援家庭輔導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民生
無小事，縱然一個小小的水龍頭，亦
關係到市民的福祉。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王國興昨日聯同東區區議員趙資
強、許林慶及葵青區議員梁子穎約見
房屋署代表，要求當局將公屋大廈的
舊式水龍頭全面更換至推杆式冷熱水
龍頭，並加強檢討當局的工作效率，
以確保住戶得到更快、更可靠的維修
服務，提升家居安全及生活質素。
工聯會會後引述房屋署物業管理總
經理何偉廉回應指出，短期內會先在
公屋加強宣傳家居安全的訊息；而現
時大部分新建的公屋都已採用了推杆
式冷熱水龍頭，若要全面更換需要較
長時間研究其可行性，但當局會考慮
優先向長者、獨居住戶以及有小童的
家庭提供更換獨立熱水水龍頭的服
務。

舊設計過時 易燙傷老幼
房屋署資料顯示，現時全港屋邨共

有逾11萬個公屋單位使用獨立冷熱水
水龍頭。工聯會上月發表的一項調查
顯示，24%受訪市民曾在使用獨立冷
熱水水龍頭時不幸燙傷，當中逾70%
屬小童及長者；逾90%受訪者贊成房
屋署將獨立冷熱水水龍頭全面更換成
推杆式冷熱水龍頭。
王國興認為，水龍頭的設計是住戶
燙傷的其中一個主因，「推杆式的設
計能夠讓使用者在開啟水龍頭前先調
效合適的水溫，相比採用獨立冷熱水
水龍頭，可避免高溫的熱水突然湧出
而令到使用者燙傷。」他指出，由於
獨立冷熱水水龍頭是2000年前興建的
公屋之標準裝置，現已不合時宜，且
經過長年使用後亦出現老化；手部活
動不靈活的長者長期使用，更可能造
成勞損及扭傷。
梁子穎表示，部分公屋住戶反映，
過去曾就水龍頭滴水問題向房屋署求
助，惟經常等候多時仍未有人上門維
修。他指出，現時部分住戶選擇自行
將獨立冷熱水水龍頭更換成推杆式冷
熱水龍頭，惟房屋署卻不會再免費維
修自行更換的水龍頭，「其實自行更
換推杆式冷熱水龍頭的費用高達500元
至1,000元不等，對基層市民造成一定
經濟負擔，亦有欠公平。」

■■王國興昨日聯同趙資強王國興昨日聯同趙資強、、許林慶及梁子穎約許林慶及梁子穎約
見房屋署代表見房屋署代表，，要求當局將公屋大廈的舊式水要求當局將公屋大廈的舊式水
龍頭全面更換至推杆式冷熱水龍頭龍頭全面更換至推杆式冷熱水龍頭。。

人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天賦人權，花花（化
名）2008年來港，本以為可以過正常生
活，自力更生工作以供身處內地的兒子上大
學，豈料卻是一個惡夢的開始。花花與港人
前夫共處一室，長期以來，前夫對她時而不

理、時而喝罵，在2012年尾某一晚，其前夫更酒
醉回家，大吵大鬧揚言「要殺死」她。
生命備受威脅，在港無親無故的花花，下意識

只能將自己捲在棉被內報警，逃過前夫以不鏽鋼
晾衣竹揮打，等待警方救援。10分鐘後兩男警拍
門詢問，花花衝出廳表示被打，惟警員登記兩人
身份證後，只單純為花花提供寫有求助機構電話
的紙條，不但沒有詢問花花是否需要庇護，更任
由其前夫逃離現場，從此種下禍根。
花花的前夫翌日凌晨回家繼續大吵大鬧，甚

至變本加厲喝罵花花「家醜不出外傳」。自始
花花每日活在言語及精神的虐待下，有次兒子
回家探望，前夫卻在廚房內無名火起，擲碗擲
碟外，更對花花說「咁多人跳樓唔見你去
死」，加重早已患有抑鬱的花花病情。到2013
年6月頭，花花當晚下班後凌晨回家，赫然發
現前夫為發洩將家徹底搗亂，更將她所有鞋放
在電磁爐中大火煮滾，逼得她再也不敢留在家
中，遂致電團體求助。
花花覺得，如果當初警員願意為她的安危着想

提供協助，而不只是將案件列為「家庭事件」處
理，就不會引發事後連串不幸，更不會令她感到
生命受威脅。她希望警方能正視家暴問題，令悲
劇不會重演在他人身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兆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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