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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陽痿可說是男人最痛，
但不少男士礙於面子不願求
醫，反而自行搜尋坊間壯陽
產品服用。有泌尿科專科醫
生及藥劑師指出，陽痿並非
不治之症，提醒患者不要胡
亂服用壯陽產品，因會帶來
致命風險，建議患者及早求
醫，對症下藥。
陽痿又名勃起功能障礙，指
男性生殖器持續或反覆出現無
法勃起及/或維持勃起以達到
滿意性行為的情況。研究顯
示，逾半40歲至70歲男士均
曾出現勃起功能障礙，年紀愈
大風險愈高。惟近期出現最年
輕的求診個案年僅16歲。
陽痿的成因分為心理及生
理，心理包括精神壓力或焦
慮，生理則因某些疾病如糖

尿病、血管疾病、神經問題所導致，
又或服用藥物如鎮靜劑或降血壓藥、
飲酒過多、吸煙等。
泌尿科專科醫生葉維晉昨日在記者
會上表示，雖然陽痿大多可以治療，
惟不少患者礙於面子又或擔心西藥的
副作用而不願求醫，反而尋找市面上
的壯陽產品，自行購買服用。

亂食坊間產品 陽未壯命易喪
他指出，患者多以為市面的壯陽產
品副作用較小，其實部分產品摻入西
藥成分包括血壓藥，甚至混入鎮靜劑
或興奮劑，讓患者神志迷糊而達至興
奮狀態。如果本身有其他疾病，除影
響病情，更可能喪命。
本身是藥劑師的港九藥房總商會副
理事長張德榮就指，現時市面最常見
的一種 PDE5 抑制劑（俗稱「偉
哥」），出現不少仿製藥，不少人透
過不同途徑購買，但PDE5抑制劑實
為醫生處方藥物，須由醫生為病人評
估，自行購買缺乏監管，產地不明的
藥物更會增加服用者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上水名都巴
黎閣於今年5月 11日發生升降機致命事
故，一名64歲女子踏入升降機時，被繼續
上升的升降機夾住，最終直墮升降機槽死
亡。機電工程署昨日公佈事件的技術調查
結果，指升降機制動系統的制動力不足，
主要是因有制動器部件長期缺乏潤滑，導
致制動器持續摩擦而過熱失效。機電署指
事件的刑事調查仍在進行中，如發現有違
法情況，定必嚴格執法。

事發當日上午已4次出事
機電署昨日公佈事件的技術調查報告，
指肇事升降機制動系統的制動力不足，當
升降機機廂由地面樓層到達涉事樓層及打
開機門讓乘客進入時，機廂仍未能完全停
下，並繼續向上移動，因而引致事故。
報告解釋，升降機制動系統出現問題的主
要原因，是一個制動器部件長期缺乏潤滑，
未能暢順運作，導致制動器在升降機運行時
被持續摩擦而過熱，令制動力大幅減低。調
查又發現，事發當日上午曾發生4次升降機
非預定上移情況，其間無乘客受傷。

機電署表示，事故的刑事調查仍在進行
中，署方如發現有違法情況，定必嚴格執
法。事發後，署方已即時要求註冊升降機
承辦商為與事故屬同品牌的升降機，以及
要求涉事註冊升降機承辦商為其保養的所
有升降機，進行特別檢查，均無異常發
現。署方已加強對這些升降機進行抽檢。
為提升舊式升降機安全水平，機電署表

示，早前已宣佈落實兩項短期措施，包括
承辦商須為未進行優化工程的舊式升降機
之重要保護部件，包括制動器、曳引機及
層站門，每年進行最少兩次特別保養工
作，並須向署方提交將進行特別保養的預
定日期、時間和檢測結果。署方亦會加強
抽查。

承辦商需改良工作日誌
另一措施是承辦商須採用已改良的工作

日誌格式記錄保養工作，列出每次維修工
作涉及的重要保護部件，以便署方及升降
機負責人更有效監管承辦商的保養工作。
各升降機承辦商和負責人須於明年2月1日
前全面落實有關措施。

協助死者家屬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
廷表示，正常的升降機有定期保養維修，
不應出現類似事故，相關人員理應檢查不
同組件，以確保安全。他直指涉事承辦商
在維修保養方面嚴重失職、難辭其咎，促
機電署循刑事途徑追究。
林卓廷引述死者家屬表示，希望署方加

強人手巡查和監管承建商，確保升降機的
保養質素符合要求，避免類似意外發生。
家屬亦計劃循民事途徑向相關公司和人員
追討。

奪命𨋢 報告：長缺潤滑致制動失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政府早前
成立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領導的「少數
族裔督導委員會」，負責統籌、檢視及
監察有關少數族裔的工作，並預留5億元
以加強支援少數族裔工作。民建聯少數
族裔委員會為此調查並撰寫《少數族裔
的困難與障礙報告》，探討本港南亞裔
面對的困難，並在醫療、教育、就業、
社會融入與歧視等方面提出系列建議。
昨日民建聯和少數族裔代表約見張建宗
提交報告，張建宗積極回應，承諾會仔
細研究，早日推出支援措施。

善用「帶路」提供通關便利
民建聯報告書包括六項主要建議：一

是改善中文教育，為少數族裔編寫專門
的、較顯淺的中文教科書，以免少數族
裔兒童難以跟上教學進度。二是成立勞
工處少數族裔就業科，提供就業配套、
僱主網絡、就業輔導等「一條龍」服
務。三是善用「一帶一路」優勢，設立
相關就業資訊平台，並為少數族裔提供
通關便利。四是優化醫療服務，加強前
線傳譯並為女性少數族裔安排女醫務人
員。五是完善公營服務的傳譯系統，解
決溝通難題，並設立公共事務溝通渠
道，如將此次登革熱疫情及時通報少數

族裔社群。六是盡快落實《種族歧視條
例》，加強公眾教育，舉辦「少數族裔
高峰會」等活動，消除歧視，幫助少數
族裔融入香港社會。
民建聯少數族裔委員會主席孔昭華、立
法會議員鄭泳舜、區議員鍾嘉敏昨日連同
多名南亞裔代表見記者。南亞裔代表講述
親身體驗，表示女性求醫十分不便，一方
面是言語難以溝通，另一方面出於宗教原
因，她們不能和男性醫務人員接觸。
亦有南亞裔人士表示在英國取得醫生

執照，來港後卻因牌照問題無法行醫，
只能在小學任教師助理。她表示，由於
語言溝通問題，不少幼稚園都拒收南亞
裔兒童，在小學亦缺乏專門老師教導南
亞兒童，以至成績難以跟上。
有經商的代表表示，由於「一帶一
路」的推進，他們常需要往內地做生
意，但簽證手續繁複，通關十分不便。

鄭泳舜擬半年後再約見政府
鄭泳舜表示，這些問題其實長期存在，

但由於種種原因迄今未能很好解決。這次
政府成立專門督導委員會並調撥資源，顯
示解決問題的誠意。民建聯會跟進政府相
關措施的落實，於6個月至9個月後視落
實情況再約見政府，跟進事件發展。

民記倡6招助少族融入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打

個電話，立刻現金送到、夢想成

真」，目前充斥傳媒的財務公司廣

告幾乎都以此為主題。民建聯最近

隨機電話訪問了796名成年市民，

73%受訪者認為這些電視廣告鼓吹

過度消費，近80%被訪者贊成向財

務公司立法推行發牌制度。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財務公司欠規

管之下，誤導不少青少年，令他們

產生借錢消費的錯誤觀念，建議政

府加強規管。

誤導借貸消費 財務公司欠規管
與騙徒「打籠通」欺詐 近80%人贊成設發牌制

民建聯財經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黃
定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民

建聯經濟發展事務副發言人蕭煒忠昨日公佈
電話調查結果。
黃定光表示，鑒於近年經常有報道指有市
民在財務公司或財務中介誘騙迫使下借下一
身債事件，加上電視廣告每每有鼓吹借貸消
費的風氣，因此民建聯於今年4月30日至5
月18日進行是次調查，以嘗試探討政府檢
討財務公司相關法例及監管的需要和可行
性。
調查顯示，796名受訪者中有136人（佔

總數17%）表示他本人或親友曾向財務公司
借過錢。至於他們是透過什麼渠道找財務公
司借錢，撇除「其他」及「多於以上一項」
外，最多的是「廣告或街上傳單」

(23.8% )， 其 次是「財務中介介紹」
(22.6%)。

63%人指年息上限60厘太高
調查指，透過廣告傳單佔最多，反映財務
公司多作廣告宣傳確實收效。另有約63%被
訪者認為現行法例的放債年息上限60厘
「太高」，認為「適中」的佔約7%。
對於「借錢到外國觀賞演唱會、借錢付卡
數之後繼續購物」等的財務公司電視/媒體
廣告內容，有73%被訪者認為這類內容會鼓
勵市民過度消費，只有約 13%認為「不
會」。政府現時規定財務公司廣告宣傳中要
有「借錢梗要還，咪畀錢中介」的忠告字
句，認為「足夠」起到警惕作用的被訪者佔
約25%，認為「不足夠」的約佔57%。

葛珮帆：年輕人易受誤導
葛珮帆表示，她接到很多家長投訴，指這

類鼓吹「先使未來錢、借錢消費」的廣告充
斥媒體，長期播放流傳誤導年輕人和兒童，

日後或會「潛移默化」地以為「先使未來
錢」以及「債冚債」的做法沒有問題。
目前財務公司放貸不受金管局監管，產生

爭議後才由警方處理，以致一些不法財務公
司與騙徒「打籠通」欺詐。
葛珮帆指，她近年接到逾百宗此類個案，

損失總金額逾千萬。騙徒以「高薪」誘騙青
年求職者先購買昂貴的商品或課程，若錢不
夠立即帶去財務公司借錢。
她表示，亦有多宗以「高薪」誘騙求職者
做「資金轉移」，「簽個名」就可往多間財
務公司取錢，結果被騙者負債幾十萬。這些
被騙者往財務公司取錢前，所有個人資料均
已被財務公司掌握，被安排在一些文件上簽
名後立即取得大量現金，毋須任何手續，顯
然與騙徒有「內部聯繫」。

倡加新勸喻語句
葛珮帆說，民建聯建議全面檢視相關法

例，如將財務公司納入金管局監管，遏止相
關騙案。並檢討1980年制定的《放債人條

例》，將高達60厘的年息上限降至合理水
平。
民建聯又建議政府就財務公司的廣告宣傳

內容及播放時間等作出適當限制，並在「借
錢梗要還，咪畀錢中介」的忠告字句以外，
加上新的勸喻語句以提醒市民。

勞工界一直爭取增加
產假及侍產假日數，讓
僱員更能於工作及家庭
生活取得平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於亞洲家庭高峰
會會議上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一直積極鼓
勵僱主採用以僱員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及有利於家庭的僱傭措施，同時正努力研究
增加法定產假及侍產假。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亦於會議後表

示，正探討將法定產假增至14星期的可行
性，並可考慮由政府承擔部分僱主額外支
出。
羅致光昨日在高峰會上提及，增加法定

產假其中一個大的挑戰，是產假期間的薪酬
現時全數由僱主支付，而目前香港有85%
企業屬中小企，它們未必能輕易承擔增加產
假帶來的額外支出。
他於會議後向傳媒說：「所以我們要思

考如果延長產假，政府是否可以有角色扮
演，幫助我們有效增加產假至長過10星
期。我們希望今年年底前能夠結束有關研究
工作，相信屆時政府會有公佈。」
他指出，香港維持產假10星期已經相當

長時間，但國際標準，特別是國際勞工組織

均建議14周產假，因此特區政府正朝有關
方向探討。他說：「其他國家的產假一般而
言是以社會勞動或勞工保險形式發放，香港
沒有這種保險，所以我們要考慮，政府是否
可以幫助僱主承擔有關成本？」

羅致光：可參考星經驗
羅致光表示，可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
例如新加坡在增加產假時，由政府支付額外
的產假部分的薪酬開支。
他重申，勞工組織或僱主組織均就勞工
權益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見，因此當政府考慮
任何一件事，均要同時照顧勞資雙方的意
見。
他續說，法定侍產假的問題比較簡單，
當局的立場十分清楚，已建議由3天增至5
天，「我相信社會有不同聲音，我們聽到，
不過亦希望待立法會（暑假休會後）復會，
盡快通過有關建議。」
為期4天的亞洲家庭高峰會歡迎來自世

界各地逾500名專業人士、學者、社區領
袖、政府官員及非政府組織代表出席，並
以促進「可持續發展和家庭幸福」的主題
與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相呼
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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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偷拍本為
犯法，近日竟有人透過網絡公諸同好，
吸引同好群集交流。通訊程式Telegram
更湧現多個打正旗號的偷拍群組，每個
群組成員達數千人不等，許多網民透過
此來分享偷拍經歷並上載圖片，甚至發
表極其猥瑣的言論，嚴重侮辱女性。
有網民更在facebook開設名為「IG 獵

人」的新聞組，分享各式各樣偷拍得來
的女性照片；另有網民不恥有關行為，
在其facebook及Instagram刊載有關連結
舉證偷拍群，卻惹來大批網民惡意檢舉
兼被禁言。其實，偷拍風氣絕不應該，
警方應予以正視並展開調查，但任何人
如欲舉報，附上連結時也應為受害者
「打格」，以免她們受二度傷害。
早前有網民在網上討論區發帖，提及

有女子在巴士上疑遭中年漢偷拍，遂當
場要求對方刪除相片。
帖文引起大量討論，有女網民亦透露

有被偷拍經驗，及後更發現Telegram內
有大量偷拍群組，吸引大量「同道中
人」加入，圖文並茂互相分享。

另有網民不恥其行為，在社交網站發
帖舉報有關群組，並附上連結，但並無
「打格」，不少相片清晰可見受害者的
內褲，而被偷拍的地方遍佈香港各地，
包括街道、港鐵站、公共交通工具、鞋
店內等地方。發帖者更指出偷拍者會用
上什麼器材及哪種方法偷拍，並分析他
們的心態，同時提醒一眾女士要多加留
神及如何防備等。
不過，有認識該名網民的人士昨日發

帖表示，該名網民惹來大批群組成員惡
意檢舉兼被禁言，他並「接力」轉載連
結，讓一眾女士小心免成偷拍狂徒下一
個「獵物」。

警：會跟進並採取行動
警方回應指出，偷拍行為有可能干犯

「遊蕩導致他人擔心」、「公眾地方內
擾亂秩序行為」、「有犯罪或不誠實意
圖而取用電腦」及「作出令公眾憤慨的
不雅行為」等罪行，呼籲市民如發現任
何違法行為，應作出舉報，警方會跟進
並因應情況採取適當執法行動。

偷拍群組猖狂 舉報者反遭禁言

■民建聯少數族裔委員會提交支援少數族裔的建議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民建聯建議政府規管財務公司的經營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林鄭月娥（右二）出席亞洲家庭高峰會開幕典禮，並與眾嘉賓一起主持醒獅點睛儀式。

■上水名都曾發生奪命電梯事故。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