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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你當醫你 冇病變有病

拍打療法，一次
見效？荃灣有跌打

醫館在宣傳單張標榜一次見效，專
門醫治各種跌打扭傷及風濕骨痛，
本報記者日前直擊該醫館，卻發現

「神醫」疑違《中醫藥例》無牌行醫 記者放蛇遭狂拍又腫又痛

有人疑違反《中醫藥條例》無牌行
醫，該「神醫」聲稱只要施以拍打
療法，「包保即刻唔痛」，惟記者
約兩周後才紓緩痛楚。有註冊中醫
師表示，拍打可達至舒筋活絡作
用，但必須順着經絡進行，胡亂拍
打，「冇病變有病。」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午 12 時許，在荃灣街市街一帶，多
中間跌打醫館開門營業，其中一間在

門外張貼宣傳海報標榜療程「一次見
效」，針對各跌打扭傷、肩周炎及坐骨神
經痛等病症。
為了解是否真的「一次見效」，記者日
前以病人身份到該醫館視察，甫踏入店
內，一名約 50 多歲、穿膠拖鞋的陳女士
（化名）上前向記者了解病情。
記者佯稱右膝蓋扭傷，希望可做艾灸紓
緩痛楚，惟陳說：「唔使做艾啦，做艾冇
咁快，拍打幾下就得，包你即刻唔痛，收
費 260（元）！」

無牌醫師拍打療法連環圖

的膝蓋被狂拍兩分鐘後劇痛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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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無牌中醫檢控個案
日期

2018年 一名女子於紅磡替放蛇警員
使用含有中藥敷料的膏布包
紮膝蓋，她稱曾親身試用，
認為有功效，故提供給客
人。
由於她曾有同類案前科，裁

患 處 塗 藥

用 力 拍 打

判官判她入獄3個月。
2017年 在土瓜灣開業 4 個月的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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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醫向顧客提供「古傳秘
方淨瘀療法」治療痛症。
警方派員求醫，其後以涉嫌
「未經註冊作中醫執業」將
她拘捕。
2016年 一名姓施男子聲稱是「跌打
醫師」，於荃灣一間診所替

打工仔非持牌中醫師
記者拿着放在醫館內的中醫師卡片，詢問
她是否持牌中醫師時，陳予以否認，只說在
該處打工，但強調懂得用「拍打療法」醫治
各類痛症，包保一次見效，更指日後若痊
癒，一定要替她廣傳給其他病人。在旁另一
女子亦附和說：「我本身企唔直，𠵱 家畀佢
打直咗！」
此時，陳掀起記者褲管查看患處，當記者
稱需稍作考慮，她狀甚勞氣道：「你坐低，
等我幫吓你，免費同你拍一陣，一陣我整好
你，你畀唔畀錢呀？打完要敷藥先走得，即
刻唔痛。」
記者在候診位置坐下後，陳取出刮痧板把
跌打藥膏薄薄塗在患處，接着她拿起一支附
有凹凸顆粒的「拍打棒」，來來回回不斷拍
打記者右膝同一位置，並謂只要患處出痧，
打通經絡，可很快痊癒。

事件

顧客捽藥酒，惟他沒有持註

換 棒 續 拍

冊跌打醫師執照。

紅 腫 劇 痛

議員促嚴打 最高囚 3 年
就有關無牌行醫，衛生署發言人表示，在
2016年至2017年，由衛生署轉介予警方或協
助警方調查懷疑非法作中醫執業個案為 94
宗。發言人稱，任何就《中醫藥條例》第二
條所訂明的作為或活動，例如診斷、治療、
預防或紓緩任何疾病或症狀，如應用傳統中
醫藥理論，可被視為以中醫方式行醫。任何
並非註冊中醫或表列中醫的人士如在香港作
中醫執業，即屬違法，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10 萬元及監禁 3 年。市民如懷疑有人非法作
中醫執業或冒充是中醫師，可向警方警報，
衛生署在有需要時會提供專業支援。
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表示，衛生署及警方
應加強執法及巡查，打擊無牌行醫，做好
監管者的角色，並要從教育入手，向大眾
灌輸如何分辨持牌中醫師，以及進行哪些
療程時，需要由持牌中醫師進行，否則屬 ■周浩鼎促衛生署嚴厲打擊 ■今年一名女子於紅磡替放蛇警員用含中藥敷料的膏
於無牌行醫。
無牌行醫。
資料圖片 布包紮膝蓋時被捕。
資料圖片

記者測試1周仍感痛楚

堆填區關閉廿年 「垃圾汁」可養惡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市民或
會將食不完的藥物當作垃圾棄掉，但做
法會破壞環境。浸會大學研究人員早前
在本港多個仍在使用，或已經關閉的堆
填區收集俗稱「垃圾汁」的滲漏液，發
現液體普遍含有藥用抗生素，部分樣本
的含量更達可產生抗藥性細菌的水平，
威脅公眾健康。研究人員建議政府優化
現行的藥物配給制度，並推出家用藥物
回收計劃。
研究人員在較早前的雨季及旱季分別
到過新界西堆填區及已經關閉逾二十年
的望后石堆填區和船灣堆填區，收集
「垃圾汁」進行抗生素濃度檢驗，了解
頭孢氨芐（CLX）、氯霉素（CAP）、
環丙沙星（CIP）、紅霉素（ERY）、
羅紅霉素（ROX）、甲氧苄啶/甲氧芐
氨嘧啶（TMP）和磺胺甲噁唑（SMX）
合共 7 款香港常用人類抗生素在滲漏液
中含量。

部分超標物已排入海

結果發現，CIP、ERY 和 TMP 三款抗
生素的濃度均超出該指標，當中 CIP 濃
度更是在所有「垃圾汁」樣本中都超出
「預測無影響濃度（PNECs）」參考指
標 5 倍至 53 倍，部分超標樣本更屬已經
滲濾污水處理後排放入大海的「垃圾
汁」。
負責研究的浸會大學環境及公共衛生
管理學碩士課程主任、生物系高級講師
鍾姍姍指出，抗生素殘留物除了來自藥
廠排放外，亦可來自市民從診所和醫院
獲得的家用藥物。

艾灸品監管嚴格 旺角檔竟隨便賣
除了拍打療法外，艾灸亦是另一消除痛症
的中醫療法，惟在本港管有及銷售相關產品
均有嚴格限制，否則屬違法。本報記者日前
在旺角花園街發現有檔口疑無牌售賣艾條，
檔主指只須將它燃點後安裝在艾炙棒內使
用，可有助止痛及暢通經絡。

艾絨無醫療聲稱功能

■旺角花園街有檔口出售艾條連艾灸棒
旺角花園街有檔口出售艾條連艾灸棒。
。

不過，根據衛生署資料，如有關艾灸產品
由艾絨為原料所製成，而有關產品沒有作任
何醫療聲稱功能，會被視為艾葉的炮製品，
屬《中醫藥條例》附表 2 的中藥材，凡經營
相關零售或批發業務人士，須向中藥組領取
相關中藥商牌照後方可經營。如艾灸產品由
艾絨原料或配伍其他藥材而製成艾灸專賣產
品，符合中成藥的定義，須向中藥組申請註

冊，方可在港進口、管有和銷售。
發 言 人 稱 ， 由 2017 年 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共有 11 宗因非法銷售或管有附表 2 中藥
材或未經註冊中成藥而被定罪的個案。
任何非法銷售或管有附表 2 中藥材或未經
註冊中成藥，一經定罪，每項罪行最高罰則
為罰款10萬元及監禁2年。

大律師：宣傳失實恐違法

初時陳的拍打力度較輕，隨後愈打愈
快，愈打愈重力。在連續拍打 1 分鐘後，
陳轉用另一支拍打棒，再加重力度，記者
頓時感到患處劇痛，紅腫一片，連忙喝停
對方，並稱只願付上 100 元作結。
陳聞言不滿說：「剛出痧就講價錢，仲
有好多嘢未拍出來，根本一次可以搞
掂。」然而，記者在真人測試後 1 周，患
處仍感痛楚，待兩周後才紓緩。
「根據傳統中醫學說，拍打可以達至
舒筋活絡及鎮痛作用，但要順住經絡
做，亂做冇病變有病。」香港中醫師公
會會長關之義表示，中醫治療方式共有 4
類，包括針、石、湯及火，首兩類分別
是針灸及拍打，後兩類則是服中藥及艾
灸，惟現今中醫較少採用拍打治療。
關稱，醫師會順着經絡走向拍打，故
必須非常熟悉各經絡功用，否則弄巧反
拙。他坦言任何治療也不可保證一次見
效，要視乎不同患者情況而定。

中醫治療愈來愈受市民歡迎，
有關宣傳廣告內容亦有嚴格監
管。就有醫館的宣傳單張寫有
「一次見效」等字眼，有法律界
人士指出，若證實宣傳時所用的
字眼含有吹噓、誇張失實成分，
有機會違法。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由於
從宣傳單張難以得知「見效」的
定義，同時亦缺乏客觀證據，如
醫療專家的診症，故現階段不能
確定是否觸犯《商品說明條
例》。惟他續指，傳單的表達手
法卻有可能觸犯《不良廣告（醫
藥）條例》，但需搜集更多客觀
證據。
任何人若干犯《商品說明條
例》並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
50 萬元及監禁 5 年。另外，若任

■荃灣有跌打醫館在宣傳單張標
榜治療一次見效。
何人干犯《不良廣告（醫藥）條
例》，一經首次定罪，最高可被
罰款港幣5萬元及監禁6個月。

法官：陪審團須確定證供無疑點
中大副教授許金山涉嫌 3 年前毒
殺妻女案，控辯雙方早前完成結
妻 案陳詞。法官昨日向陪審團總結
證供時表示，本案無直接證據指
女 是被告將注入一氧化碳的瑜伽球
放入車尾箱，陪審團須考慮擺放
案 瑜伽球的人是否被告，以及他為
何這樣做，陪審團如果確認是被
告所做，就要考慮是否意圖殺死妻子，
抑或是如他所說是為了殺老鼠。陪審團
須確定控方的證供是毫無合理疑點，才
能裁定被告兩項謀殺罪成。法官將案押
後到今日繼續作出指引，隨後陪審團會
退庭商議。
許金山（53 歲）昨由囚車押送到高等
法院，他的3名子女亦有到庭旁廳。
法官張慧玲指，案件無爭議案情是被
告許金山在案發 2015 年 5 月 22 日前兩
日，用瑜伽球在實驗室注入一氧化碳帶
回家，及後有人將瑜伽球放上涉事的

殺

■浸大研究發現堆填區抗生素殘留物構
成公眾健康風險。
家用抗生素藥物一般用於對抗細菌感
染，不少市民會將未使用，或過期的藥物
當垃圾棄置，送往本港各堆填區，鍾姍姍
指有關做法會造成環境污染，影響公眾健
康，「尤其是殘留物很可能影響海中的微
生物和魚類，從而進入人類食物鏈，增加
抗生素的抗藥性風險，長遠影響人類健
康。」

浸大籲政府推家用藥回收
鍾姍姍形容，抗生素抗藥性是對目前
全球公共衛生的一大威脅，指政府雖然
在去年 7 月制訂了《香港抗菌素耐藥性
策略及行動計劃（2017──2022）》，
但內容並未涉及怎樣防止由各種環境排
放而造成的抗生素抗藥性。
她指不少香港市民對抗生素抗藥性的
形成仍未充分了解，建議政府要優化現
行的藥物配給、使用和棄置制度，並推
出家用藥物回收計劃。

Mini Cooper 私家車，拔開氣塞令毒氣擴
散車內導致許妻黃秀芬（47 歲）及次女
許儷玲（16歲）中毒身亡。
張官指，被告是中大醫學院副教授，
品格良好，無案底，研究履歷出眾，同
事讚譽有加，陪審團考慮其供詞是否可
信時，應謹記他品格良好。
張官強調沒有證據顯示次女向任何人
親口透露過想自殺，但有證供指次女不
喜歡做運動，陪審團可以想想，被告稱
次女用完跑步機後看到瑜伽球，被告向
她透露瑜伽球內有毒氣的證供是否可
信。
張官續指，辯方引述許妻在日記中自
我批評，討厭自己，而被告指妻子加入
類似「邪教」的改善人生組織，之後性
情改變，但日記的日期以及加入某組織
的時間，都離案發日期頗遠。
另外許妻的醫生供稱到案發前半年，
許妻情緒已改善很多。

馮永業涉公職人員失當案押後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經濟發
展及勞工局前副秘書長馮永業，涉嫌
收受賭王何鴻燊三太胞妹（姨仔）陳
婉玉 51 萬元，作為馮購入半山羅便臣
道雍景臺一個單位的臨時訂金，及作
為優待陳轄下 3 間公司的報酬。兩人早

前被廉署落案起訴涉嫌貪污、公職人
員行為失當及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共 3
罪，案件原定於區域法院答辯，惟辯
方申請押後。案件押後至 11 月 13 日再
提訊。
案件早前於裁判法院轉介至區域法

至於被告聲稱想用一氧化碳殺鼠的說
法，張官指陪審團要考慮鼠患是否存
在，為何許要動用 99%純度的一氧化碳
滅鼠，以及印傭指案發前 5 個月都不見鼠
蹤的證供。另外被告深明毒氣危險，聲
稱周末滅鼠，但為何在案發前一晚星期
四已將毒氣的瑜伽球搬入屋內。

提醒勿因家庭矛盾左右判斷
法官提醒陪審團，不要因案中母女同
死，或見被告家庭充滿問題，而受情緒
左右判斷。如果某人有意圖地殺死另一
人甲，行兇期間同時或殺錯另一人乙，
法律上他都算是謀殺乙。
張官指出，本案中，如果陪審團裁定被
告擺瑜伽球上車並拔開氣塞，導致妻女死
亡，接下來只需考慮他是否有意圖殺死妻
子，如果是便同時屬於謀殺妻子和次女，
不需考慮他有沒有意圖殺女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院 。 馮 永 業 （55 歲 ） 和 陳 婉 玉 （62
歲）昨晨庭上應訊時，俱無眼神交
流。兩人原定昨日答辯，但代表馮永
業的律師司嘉勳指，因需時檢閱逾 600
頁資料，及要讓馮諮詢資深大律師陳
政龍索取法律指示，故要求將案押
後。控方不反對，兩人續獲以原有條
件繼續保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