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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消委會點名的兩所學校昨日
分別發出家長信，強調涉事店舖
並非校方選定的校服承辦商。鳳
溪第一中學校長黃增祥接受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指涉事店舖所售
校服較正規版便宜一半，或成家
長選購誘因，故呼籲全體學生到

校服承辦商選購校服，校方對事件保
留法律追究權利。

鳳溪一中統計購買數量
對於校服被驗出有致癌物，黃增祥

指，上周接獲消委會的通知，對此感到
愕然，也擔心同學健康，「我們得悉事
件後已先後向家長發出兩份通告，其一
是通知家長情況，另一封是要作出統
計，了解有多少家長有在涉事店舖購買
校服」，實際數字仍有待回收通告後作
出檢視。
至於目前可行措施，黃增祥強

調，現時該校之校服承辦商為「林
池記百貨校服公司」，但按教育局
規定，學校不能強迫學生到指定店
舖購買書本或校服，「理論上同學
如果有能力甚至可以自己做，只要
款式合標準即可」，所以校方只能
作出建議，提醒該校之校服承辦商
經投標過程產生，價錢及物料等資
料均經過校方了解，品質會有保
證。黃增祥並指已在昨日的散學禮
上向全體學生交代事件，強調到指
定校服供應商購買校服會較安全。

價平一半或誘家長選購
被問到涉事店舖「心怡校服」出售的校服品質及相

關情況，黃增祥表示目前未有詳細檢查兩者分別，但
「望落（款色）算相似」，他引述消委會消息指，涉
事校服價錢較承辦商便宜一半，「不排除有家長行經
見到平啲而購買」。不過始終「一分錢一分貨」，尤
其如今正值家長購買書簿校服的暑假檔期，黃增祥提
醒家長務必多加小心。
該校涉事校服款式為女生夏季淺色連身裙，當中

的格仔腰帶透過還原反應可釋出有害的芳香胺。
黃增祥提醒家長及學生，可到該校校服承辦商單

獨購買腰帶，若有需要可考慮購買替換，如有任何
困難可向學校求助，但校方暫未收到家長查詢。

嶺南中學發信停止穿着
另一所受事件影響學校嶺南中學，昨日亦在網上

發出家長信，表示校方收到消委會通知，一款購自
北角馬寶道「成順發校服」的嶺南中學白色連三條
灰間女生短袖上衣經測試後，其中的三條灰間布料
含有芳香胺。校方強調「成順發校服」並非校方選
定的校服供應商，亦無授權該公司生產及出售嶺南
中學校服，家長如曾在該店選購校服，建議立即停
止穿着。家長信指出，獲校方授權的唯一校服供應
商為「維多利校服公司」，家長可到該公司選購合
適校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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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校服會有問題
吳同學
(11歲)：
從沒想過校服
會出現這些問
題，令人震
驚！

從未幫襯出事供應商
阮同學
(13歲)：
我不是太擔心，
因為我的校服並
不是由有關的校
服供應商供應。

母憂愛女健康受損
蔡女士：
女兒今年9歲，我
當然很擔心，因為
校服需日日穿着，
會對小朋友的健康
造成影響。

會了解孫兒校服質量
陳女士：
我的孫兒6歲，
相信我新抱看到
新聞後，會了解
一下孫兒的校服
是否有問題。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消費者委員會發現，有兩款校服
樣本有致癌性染料。「心怡校服」
負責人何小姐昨日回應傳媒時表
示，於10年前購入相關布料，當
時做三十多套上水鳳溪中學校服，
由於近日減價促銷，這批校服所剩
無幾。她表示，由於坊間比較難找

到格仔腰帶這種款式的布料，所以才特
意在市面尋找，何小姐表示購入時沒有
資料或單據列明布料成分等，至於是哪

間布料公司，她已忘記。

「心怡」：未及回覆消委會查詢
何小姐並指，消委會在發表報告前，曾

經發信詢問他們，但由於公司近日應付很
多工作，所以未有回應，她並表示公司日
後不再打算製做上水鳳溪中學的校服。

「成順發」：布料由深水埗購入
「成順發校服」的負責人姚先生接

受傳媒訪問時指，有關校服是售予杏
花邨嶺南中學，屬兩年前存貨，校服
是在深水埗購入布料，再由內地生
產，上星期接獲海關通知後已即時下
架，目前已經停產。
姚先生指出，檢驗校服上衣的綑邊

與下身裙採用相同布料，但今次檢驗
只有上身衣服有事，下身裙又通過測
試，他表示難以理解。

「豐昌順」：將提供第三方報告
「豐昌順」深藍色長褲及白色短袖恤
衫的色牢度結果不理想，廠商認為是
公司存在人為判斷差異，因業內視色

牢半級差異為正常現象，並表示會向
消委會提供第三方的測試報告，顯示
兩款樣本的色牢度通過測試。
消委會則指出，所有樣本均用同一

方法及同一色辦判定級別，樣本之間
判定結果，才可公平比較。

「維多利」：酸鹼值超標會改善
「維多利校服」女生白色全身連身裙

量得酸鹼值微超標準，廠商表示會作出
改善，但表示不同意消委會對女生藍色
旗袍裙的綑邊色牢度結果，認為結果只
是勉強能接受。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鄺錦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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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共測試49款分別來自22間校服
供應商的樣本，主要屬款式較常

見，售價由每件50元至每套280元不
等。測試項目包括樣本的化學成分、耐
用程度、是否含熒光增白劑及標籤資
料，結果發現除有兩款樣本驗出含有可
釋出具致癌性的染料外，另有兩款樣本
的酸鹼值超出內地標準、8款被檢出甲
醛、6款在耐水色牢度及耐汗水色牢度方
面表現較遜及逾70%樣本曾使用熒光增
白劑。

點名兩間校服公司
被驗出含可釋出具致癌性染料的樣本分
別為「心怡校服」一款連身裙樣本配飾的
布製格仔腰帶，及「成順發校服」一款上
衣衫身的3條灰色綑邊布料，該兩款校服
分別含每千克41毫克及173毫克「4-氨基
偶氮苯」，較內地標準規定的每千克20
毫克，分別高出1倍及7倍。
「4-氨基偶氮苯」是由偶氮染料經還
原過程釋放出的有害物質，可能對人體
或動物有致癌性，內地、歐洲及日本等
地區都有法例禁止在紡織品中使用可釋

出有害芳香胺的偶氮染料。
消委會主席黃玉山表示，儘管有關樣
本的腰帶和綑邊檢出有害芳香胺，而非
衫身的主要布料，直接接觸皮膚的機會
相對較小，但校服是學生每天上學穿着
的衣物，汗水可能與染料產生還原反
應，釋出有害芳香胺，再經皮膚吸入體
內，其風險不容忽視，「釋出有害芳香
胺的偶氮染料在多個國家已禁用多年，
這次測試結果極不理想。」
本港現時並無相關法例要求，但校服
等紡織品受《消費品安全條例》規管，
須符合產品的一般安全標準，黃玉山指
測試結果已交予海關跟進，促請校服供
應商檢視染料來源及立即停售有問題的
產品，同時希望政府為紡織品訂立相關
法例，提升對消費者的保障。

另8樣本驗出甲醛
測試同時發現，8個樣本被檢出甲醛，

濃度由每千克12毫克至32毫克不等，雖
低於內地標準的每千克75毫克規定，但
消委會指人體吸入或接觸過量甲醛，或
會令口腔、鼻或皮膚感到不適。

此外，一款連身裙及一款長褲樣本分
別被驗出酸鹼值8.7及8.8，超出內地4至
8.5之間的規限，消委會指樣本亦可能由
於校服在洗水過程中加入了衣物柔順劑
或洗衣劑等化學物質所致，惟人體的皮
膚屬弱酸性，可防止細菌入侵，若衣服
屬鹼性，會破壞皮膚的弱酸性特質，令
人感到皮膚痕癢。

逾七成含有增白劑
測試亦驗出有35款樣本呈熒光反應，

顯示逾70%樣本有熒光增白劑，國際上
雖無特定標準或法規規管紡織品使用熒
光增白劑，但紡織品上的熒光增白劑，
即使洗濯亦無法清除，皮膚容易敏感的
人，可能會擔心接觸熒光增白劑引起皮
膚過敏。
耐用測試方面，消委會模擬經50次洗

衣機清洗、晾乾及熨衣的洗衣過程後，
全部樣本的尺寸變化很少，惟25款樣本
在外觀方面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包括
起毛球、車線起皺不平伏及少許變色、
拉鏈脫色等，被評為「不滿意」；6款樣
本在耐水色牢度及耐汗水色牢度方面表

現較遜，容易褪色及沾染其他衣物。
另外，14款標示質料成分，少於半數

的樣本在衣物上附有護理標籤，其中4
款的檢測結果與其標示成分的差異高於
國際標準3%，消委會已將結果交予海關
跟進。

消委檢致癌校服
測49樣本兩含毒染料 港無標準 國際早禁用

校 服 是 每

名中小學生上下課

必備的服飾，但消委會竟發現有香港學生穿着的校服被驗出

含有可釋出具致癌性的染料！消委會測試49款分別來自22間

校服供應商的樣本，其中兩款來自「心怡校服」及「成順發校

服」的樣本含可釋出具致癌性的有害芳香胺的偶氮染料（azo

dyes），有關結果已刊載於昨日出版的最新一期《選擇》月

刊。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鄺錦蓉

■■ 消委會驗出兩款校服含致癌染料消委會驗出兩款校服含致癌染料，，其中一款由其中一款由
「「成順發校服成順發校服」」提供提供。。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兩款含致癌染料校服：白色由「成順
發校服」提供，淺綠色由「心怡校服」
提供。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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