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早前公佈有關
本港活家禽業未來路

向顧問研究的結果，建議保留銷售活雞。食物
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表示，當局對報告持開
放態度，指正展開兩個月諮詢，現時初步計劃
諮詢完結，收回建議及分析後，將在現屆政府
任期完結前向相關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報告結
果。
陳肇始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政府
作任何決定，都需要諮詢不同的持份者，當然
局方立場除了解市民喜好及意見之外，一定要
看公共衛生這方面，而且必然是把公共衛生、
健康及安全放在第一位，而現時報告的建議是
一個較為平衡公共衛生與市民喜好的建議，希
望於現時的供應鏈上再作加強。

陳肇始：食雞人數少難中央屠宰
被問到多年前政府曾提出中央屠宰，陳肇始

指，據當年的理解，香港地方不大，食雞人數
亦不足以在商業角度上提供中央屠宰的足夠誘
因。
她續說，有疫苗並不代表零風險，因為疫苗

只作預防。不過她也指出如果有新病毒，又有
新疫苗仍然應該使用。對於市民進食注射疫苗
的活雞有沒有問題，她指活雞接種疫苗前會先
由政府相關人士檢查。
對於部分舊式街市難以改善街市設備，陳肇

始指部分街市的確易進行改善措施，部分則有
困難。她表示收到顧問建議只是一段短時間，
希望可以蒐集多點意見，同時會探討顧問建議
的可行性。
陳肇始透露，當局會研究將長沙灣臨時家禽

批發市場搬遷到上水虎地坳的可行性，並會與
發展局再商討，亦需要作諮詢及溝通，如與當
地居民及區議會商討。 ■記者 文森

諮詢活家禽去留
換屆前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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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巴西早前爆發
「黑心肉」事件，本港食物安全中心上月21
日禁止所有巴西肉類入口，其後於28日將範
圍縮窄至21間涉事廠房，立法會食物安全及
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昨日召開特別會議討論事
件，食安中心助理處長蔡美儀稱，中心至今抽
查了180個市面的凍肉樣本化驗致癌物質，結
果全部合格。
蔡美儀又表示，政府上月24日收到巴西駐港

總領事資料，當晚決定回收該21間廠房的冰鮮
肉及禽肉，至本月6日已回收8.9萬公斤。
食物安全專員譚麗芬補充指，32個巴西肉

入口貨櫃中，只有1個涉7,000公斤肉的貨櫃
拆封並流入市面，食安中心回收到當中4,000
公斤，連同另外4個未拆封的貨櫃，合共封存
8.9萬公斤，其餘27個貨櫃已從香港轉口到其
他地方。
民建聯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在會上指，

入口商在事件中是無辜受害者，有貨櫃要滯留
在碼頭內，要繳交逾期費用，期望政府考慮與
船公司商討減低收費。
飲食界議員張宇人就質疑，政府何時會解封

有關巴西凍肉，讓業界出售。譚麗芬回應指，
當局已經完成回收懷疑有問題的肉類，現時仍
有待將有關衛生證明書送回巴西檢驗，證實無
偽造後，才可再出售已封存的肉類。

食安未來「特別招呼」巴西肉
她補充指，食安中心每年抽取6.5萬個各類

的食物樣本做分析，部分是過往曾出事的產
品，相信今次出事的巴西肉在未來一段日子會
成為中心的警告名單，中心會「特別招呼」。
公民黨議員郭家麒質疑政府的行動後知後

覺，有關涉事21間廠房的資料未能傳遞給市
民，對整個行業亦造成重大影響。譚麗芬回應
指，中心已在事件發生後採取適時行動，包括
暫停進口及與巴西駐港總領事館溝通，中心當
時無法與巴西當局直接溝通，只能透過領事館
聯絡，又指食物中心完成抽驗180個樣本，化
學、防腐劑等測試全部合格。

巴西肉抽查
180樣本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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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家庭暴力是刑

事罪行，有婦女組織就婦女受家庭暴力進行

調查，發現家暴受害者有年輕化趨勢，而虐

待類別以身體虐待為主，其次為精神虐待。

調查並發現，有六成半人曾報警求助，當中

僅兩成半的個案施虐者被警方檢控。有家暴

受害的婦女形容，報警得不到警方清晰的交

代，前線警員處理家暴案件多是「勸交」，

多數會叫事主息事寧人。他們建議警方前線

檢討現行制度及指引，加強與社署社工的聯

繫，及增設針對受精神虐待的家暴受害人驗

傷的機制。

家暴年輕化 施虐者被控率低
報警後多被勸息事寧人 婦團倡檢討制度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地一項
調查顯示，逾70%少數族裔及新來港兒
童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缺乏發展資源及
機會。新家園協會針對少數族裔及新來
港兒童及青少年需要設計一項名為「童
夢同行創明天」兒童及青少年發展計
劃，協助少數族裔及新來港等基層兒童
圓夢成長，體現多元共融精神。計劃獲
兒童發展基金的接納並資助，於昨日正
式舉行啟動禮。
新家園協會服務總監(香港) 陳義飛致
辭時表示，「童夢同行創明天」計劃極
具意義，一方面能凝聚少數族裔及新來
港等基層兒童及青少年參與，一方面推
動社會跨界別的合作，共同為兒童及青
少年成長及發展提供多元化的培訓及機
會，協助他們把握學習機遇，持續自我
增值，為將來發展作好準備。
計劃有逾100名新來港、少數族裔、
低收入家庭兒童參與。其中1名少數族
裔學員表示自小熱愛音樂，希望運用儲

蓄學習音樂及參加表演交流，自我增
值，達成夢想。
另一名新來港中學生表示希望能升讀

大學，改善家庭生活，透過計劃一方面
可以從友師身上學習，同時可運用儲蓄
學習英語，促進升學發展。

為強化對基層兒童及青少年支援，協
會與香港調解仲裁中心、社區調解服務
協會、省善真堂社會服務及兒童發展配
對基金合作推行計劃，透過跨界別合
作，匯聚資源推動兒童及青少年圓夢成
長。

新家園同行創明天 助貧童圓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長者
享受含飴弄孫的樂趣，不少幼童享受「隔
代親」的溫馨，但祖父母在照顧幼童的過
程中亦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項。香港聖公
會福利協會去年9月推出「甜心祖父母」
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為40名祖
父母提供實用課程培訓，其中37名學員
於昨日順利畢業，獲協會服務總監姜彩燕
頒發畢業證書。
其中一名畢業學員65歲的葉玉蘭分享

時表示，報讀課程是希望協助兒子與媳婦
照顧一對剛出生的孖生孫兒，一對孫兒剛

8個月大。她感到現時做父母的壓力很
大，她希望減輕兒媳的擔憂，令他們安心
工作。她報讀課程後，明白更多與嬰兒父
母溝通的技巧，與媳婦有更好的交流，感
到自己與時並進，是意外收穫。
她續說，現在很多新穎的育兒技巧和新
的育兒工具，上課後令她充分掌握，媳婦
亦都對她更信任。

學員讚課程內容實用
退休夫婦林簡佑（65歲）及楊順彩（62

歲）在女兒鼓勵下一起報讀課程，期望為

照顧孫兒作準備。報讀課程前兩人擔心照
顧嬰兒時出錯，例如替BB沖涼時手忙腳
亂，令女兒擔心。完成課程後夫妻二人照
顧幼兒得心應手。林先生笑言：「年輕時
為口奔馳，沒有照顧子女，但在退休後可
幫手湊孫，享受育兒樂。」他又讚課程內
容實用，令他有信心照顧好孫兒。
姜彩燕致辭時表示，協會去年獲獎券基

金資助，舉辦首期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
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甜心祖父母」課
程，協助新手祖父母照顧孫兒孫女，享受
親情。她感謝參與者的家人對家中祖父母

的支持，未來在肯定祖父母對家庭付出及
努力的基礎上，更加信任、接納、欣賞及
彼此包容，共同為家庭的新生命付出愛與
關懷，建立充滿愛而和諧的家庭關係，達
至跨代共融。
大會還邀請資深演藝人鄧英敏分享「湊
孫」喜樂。鄧英敏為3名小朋友的祖父，
年紀最小的外孫今年1月剛剛出生，他對
照顧幼兒及如何與小朋友溝通相當有心
得。大會還安排多個攤位包括：「甜心影
樓」、「有機有營」及「慢慢皂」等，讓
來賓在參與中輕輕鬆鬆掌握育兒知識。

上堂學湊孫 37「甜心祖父母」畢業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過去5年間共接獲
11,016個求助電話，其中913個涉及

家庭暴力，求助人更有年輕化趨勢：由
2011年38.3%的求助個案為40歲至49歲
人士，到2015年的求助人中有48.2%為
30歲至39歲的年輕婦女。

近九成求助者被身體虐待
協會昨日公佈在去年的3月至今年3月
期間，訪問了39名因家庭暴力而主動致
電求助的婦女，發現87.2%受訪者稱被身
體虐待，56.4%受精神虐待，10.26%遭受

性虐待，更有近半數人曾遭超過一種形式
的虐待。
在該 39名受訪者中，有六成半（26

人）的婦女曾報警求助，逾半人(13人)多
次報警，最嚴重的個案更報警5次。不
過，只有7名施虐者被檢控，4名被成功
起訴的人均被判較輕的守行為。
與丈夫結婚20多年、40多歲的受害人

阿英（化名）表示，在剛結婚的兩年間，
她已被丈夫身體及精神虐待，對方習慣以
掌摑、腳踢及以言語恐嚇，並曾虐打子
女，更在子女面前拿出菜刀。

被虐者：報警結果很無助
阿英去年因丈夫拿出菜刀恐嚇而報警，

但警方以未有傷及任何人為由，僅登記身
分證及轉介社工跟進，「我報警是想警方
能夠幫我，會收到阻嚇作用，但結果令人
很痛苦、很無助。」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指，不少求助人反映
前線警務人員沒有向她們提供積極協助，
部分人指警員到場後會「勸交」或指證據
不足，甚至以起訴會影響家人為由，建議
受虐者銷案。

有警員曾向受虐者指「告不入」，要求
原諒施暴者銷案了事。
協會質疑，求助人報警時經常得不到

執法人員的清晰交代，沒有按程序指引
向施虐者發出「家庭暴力事件通知書」
或向受害人提供「家庭援助服務資料
卡」，擔心令部分家暴案件變成隱性家
暴個案。
協會建議警方前線檢討現行制度及指

引，嚴肅對待家庭暴力個案，加強與社署
社工的聯繫，並增設針對受精神虐待的家
暴受害人驗傷的機制。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蕭偉強昨日發表網

誌，討論傷健共融。他說，政府致力建構傷健
共融的社會，只要有適當的支持，殘障人士可
以在不同的領域，包括音樂、藝術創作，及不
同行業的職場上大放異彩，前提是社會上要減
少製造不必要的障礙，摒棄有色眼鏡。
蕭偉強指，日前出席香港國際七人欖球

賽，有感該活動是「與眾同樂的大型嘉年
華」，殘疾人士、弱勢社群及基層青少年均能
共融參與。他讚揚香港欖球總會舉辦的「運動
無障礙」社區活動的啟動禮，參與者有聽障人
士、肢體殘障人士、智障人士及少數族裔等，
均能「打成一片」，享受打欖球的樂趣。
他引用來自英國的欖球員巴路的經歷。巴路
17歲時因意外傷及脊椎，從一個青年欖球員變
成下半身癱瘓者，但他沒有因此灰心喪志，翌
年參加輪椅欖球隊，更成為全職運動員。
蕭偉強續說，同樣的例子在香港亦有很
多，近年較為人熟悉的包括「原來他跑得比別
人快」的蘇樺偉、在里約2016殘疾人奧運會

（殘奧）以破殘奧紀錄為香港隊勇奪第一金的
游泳代表鄧韋樂、榮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的攀
石好手黎志偉、勇闖南極的視障馬拉松跑手梁
小偉等等。

蕭偉強：適當支持殘障能放異彩
他說，只要有適當的支持，殘障人士在不
同的領域，包括音樂、藝術創作，及不同行業
的職場，都能大放異彩。大前提是社會上要減
少製造不必要的障礙，摒棄有色眼鏡，真正擁
抱和實踐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宗旨，
就是促進、保護和確保所有殘疾人士能充分和
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並促進對殘
疾人士固有尊嚴的尊重。
特區政府致力構建傷健共融的社會，5年來

的社會福利經常開支大增七成。而在康復服務
方面，整體的經常性開支亦由2007/08年度的
166億元大幅增至2016/17年度的307億元，
增幅達八成半。蕭偉強表示，政府已預留300
億元用以加強安老和殘疾人士康復服務。

■記者 文森

摒棄有色眼鏡 建構傷健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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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名學員結束
「甜心祖父母」幼兒
照顧訓練課程，順利
畢業。

■■畢業學員葉玉蘭畢業學員葉玉蘭

■■新家園協
會「童夢同
行創明天」
計劃啟動，
協助少數族
裔及新來港
等基層兒童
圓夢成長。

■名人嘉賓鄧英敏
(前排右7)與一眾畢
業學員合照。 ■■林簡佑及楊順彩林簡佑及楊順彩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過去香港婦女中心協會過去55年間年間，，接獲接獲1111,,016016個求助電話個求助電話，，
913913個涉及家庭暴力個涉及家庭暴力，，求助人有年輕化趨勢求助人有年輕化趨勢。。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