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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針》批各國治療不力 禁閉患者侵人權

精神病患趨增
全球年損萬億

英設「防自殺大臣」 全球首例

英國首相文翠珊昨日宣
佈，任命衛生部長多伊
爾—普賴斯，出任精神健
康及防止自殺事務大臣，
成為全球首例。政府將增
加資源，應對自殺個案上
升問題。鑑於兒童患上精
神病人數於過去 20 年上
升 6 倍，當局會為中小學
學童提供例行精神健康檢
查。
49 歲的多伊爾—普賴
斯去年獲文翠珊任命為衛
生部長，她表示任內多次
接觸經歷親人自殺的人
士，明白自殺會為家庭和
社區帶來慘痛及長遠影
響，強調她將和專家合
作，制訂防止自殺計劃。
衛生大臣夏國賢歡迎多
伊爾—普賴斯獲任命，表
示相信她會帶來真正改
變。夏國賢指出，政府已
推行措施，令英國自殺率
降至 7 年來低位，但認為
當局需做得更多，令精神
病患者願意主動向外界求
助。數據顯示，英國每年
有 4,500 人自殺身亡，是
45歲以下男性的主要死亡
原因之一。 ■綜合報道

來自全球的 28 名精神病學、公共衛
生學及神經科學專家，早前接受醫學
期刊《刺針》委託進行調查，前日發
表研究報告，指出全球精神病患者正
持續上升，警告如不制訂措施應對，
將對社會帶來嚴重影響，估計在 2010
年至 2030 年間，全球經濟合共損失
16 萬億美元(約 125 萬億港元)。報告
同時披露，精神病患者人權常受侵
犯，例如被鐵鍊鎖在家中或禁閉，不
少病人更遭受虐待或被迫流落街頭。

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全球
約有3億人患有抑鬱症，5,000

萬人罹患認知障礙症，精神分裂症
及躁鬱症患者，則分別約有2,300萬
及6,000萬。美國哈佛醫學院教授帕
特爾形容情況「極嚴峻」，批評過去
25 年來，受人口老化、兒童進入青
春期人數上升等因素影響，精神病
個案急劇上升，但各國未有投放足
夠資源解決問題。他強調精神病奪
去不少人性命，尤其在年輕人方
面，精神病造成的死亡人數更超過
其他原因。

中印逾8成患者未有治療
報告指出，在中國及印度這兩個
合 共 佔 全 球 1/3 人 口 的 國 家 ， 逾
80%精神病患者未有尋求治療，即
使求診，院方提供的治療質素亦欠
佳。報告估計，假如各國妥善治療
精神病患者，每年整體死亡人數可

減少達1,350萬人。
研究報告亦發現，不少國家的國
民患上抑鬱症、焦慮症、精神分裂
症等精神疾病後，會被禁閉於家
中、福音營及治療中心，不少病人
更被鐵鍊鎖起，人權受到侵犯。即
使患者未被限制自由，他們亦可能
因缺乏足夠醫療照顧，受病情困擾
下自殺。南非前年曾停止資助一間
精神病患者院舍，病人被迫入住無
持牌的社區設施，結果導致逾 140
人死亡。
《刺針》總編輯霍頓形容，報告
提及的情況「令人震驚和可恥」，
強調報告旨在呼籲在治療精神病患
者時，需確保患者基本人權，同時
促請社會關懷病人，社區醫護人
員、神職人員或患者朋友，可透過
探望患者及與他們傾談，緩和患者
病情，而非只由醫生處理。
■綜合報道
■荷里活老牌影星羅賓威
廉斯患上抑鬱症，在 2014
年自殺身亡。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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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市減食物浪費
棄標
「最佳食用期」

英國大型連鎖超市 Tesco 早前宣佈，將移除
蔬果包裝上的最佳食用日期（best before）標
籤，避免消費者棄掉已過最佳食用日期、但外
表仍然完好的蔬果，以減少食物浪費。
Tesco 於 5 月時以 70 種蔬果作測試，包括蘋
果、橙、白菜及蘆筍等，未來計劃擴大至 116
種蔬果，但食品接近最佳食用日期時進行的減
價活動，則不會取消。Tesco稱會訓練員工，判
斷哪些食品即將過期，再貼上減價標籤。

免客戶丟掉未到期食物
至於肉類、魚類、奶製品等食品，則會保留

標籤，如肉類製品會貼上保存期限的標籤。兩
者分別在於，保存期限標籤用作提醒消費者安
全食用日期，而最佳食用日期標籤則只屬建議
性質。
Tesco處理廢棄物部門主管利特爾表示，公司
發現有些客戶無法分辨最佳食用日期和保存期
限的分別，導致仍可食用的食物被丟掉，造成
浪費。
獨立調查機構 Walnut Unlimited 曾於 8 月調
查2,010人，發現53%受訪者認同移除最佳食用
日期，會使他們保留食品較長時間。
■綜合報道

疑肢解沙特記者
15 殺手曝光
《華盛頓郵報》記者卡舒吉上周
進入沙特阿拉伯駐土耳其伊斯坦布
爾領事館後失蹤，土耳其政府懷疑
他已遭殺害並肢解。土耳其傳媒昨
日刊登 15 名沙特公民的資料，聲稱
他們正是殺害卡舒吉的「謀殺小
組」成員，另外亦有電視台播出片
段，顯示一架黑色客貨車在卡舒吉
進入領事館後不久離開。
土耳其《每日晨報》昨日報道，
已識別出謀殺小組 15 名成員的身
份，並刊登各人在邊境檢查站或入
住酒店時，被閉路電視拍下的照
片。報道指，他們均是沙特公民，
年齡介乎 30 至 57 歲，在卡舒吉遇
害當日乘搭私人飛機入境，同日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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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300 名無政府主義者趁機滋事，在街上縱
火及向警員投擲雜物，全副防暴裝備的警員發
射催淚彈，街上煙霧瀰漫。媒體片段可見一名
示威者被警方制伏在地，血流披面。
馬克龍政府的政策被指向商界傾斜，導致民
望持續下滑，近期先後有 3 名閣員請辭。馬克
龍原定昨日在內閣會議上，討論改組內閣事
宜，但宣佈押後，待他結束出訪亞美尼亞後再
商討改組，希望爭取更多時間選擇適合人選，
打造團結的內閣。但有政敵批評內政部長這重
要職位竟懸空逾一周，反映政府陷於弱勢。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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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支持性小眾
出世紙可選
「X 性」

設攝影鏡頭。
Google 同時發佈新款智能手機 Pixel 3 及平板
電腦 Pixel Slate，Pixel 3 是 Google 首款全屏幕
手機，配備5.5吋屏幕的Pixel 3定價799美元(約
6,258 港元)，6.3 吋的 Pixel 3 XL 則售 899 美元
(約7,042港元)。

違反壟斷法罰390億 上訴歐盟
另一方面，Google 前日正式就歐盟 7 月裁定
Google 旗下 Android 流動作業系統的預載軟件
政策，違反歐盟反壟斷法而被罰款 43.4 億歐元
(約390億港元)提出上訴。
■法新社/美聯社

另外，土耳其電視台昨日播出片
段，顯示卡舒吉上周二走進沙特領
事館後約兩小時，便有一輛黑色平
治客貨車離開上址，並駛至約兩公
里外的沙特駐土耳其領事官邸，懷
疑卡舒吉當時就在車內。
《華盛頓郵報》昨日亦刊登卡舒
吉未婚妻哈蒂傑的專欄文章，她懇
求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妮亞
協助尋回卡舒吉，並要求沙特國王
薩勒曼和王儲穆罕默德公開領事館
內閉路電視記錄。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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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推智能家居助理喇叭 硬撼 fb 亞馬遜

科技巨擘 Google 前日在紐約的發佈會上，推
出搭載觸控屏幕的新款智能家居助理喇叭
Home Hub，可協助用戶一站式操控家居智能
設備，並打造全新的家庭資訊中心，跟亞馬遜
的智能家居助理喇叭 Echo Show，以及 facebook周一推出的智能通話裝置Portal競爭。
配備 7 吋屏幕的 Home Hub 定價 149 美元(約
1,167 港 元)。 Google 產 品 管 理 副 總 裁 喬 利 表
示，Home Hub 設有「控制面板」功能，透過
互聯網連接操控家居設備，例如可連結房間的
冷氣機和音響設備，以進行調溫及播放影音內
容，不過考慮到個人私隱問題，Home Hub 不

疑載記者往沙特領事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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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全國反緊縮示威爆衝突

法國群眾前日響應工會號召，在全國各地舉
行多達 100 場集會，抗議政府的緊縮政策，內
政部稱有 16 萬人參與示威，工會則指有 30 萬人
上街，部分示威者向警察投擲雜物，雙方爆發
衝突，警方發射催淚彈驅散，拘捕 16 名示威
者，最少一名示威者及一名警員受傷。
示威由屬強硬左派的法國總工會(CGT)及工
人力量(FO)發起，首都巴黎約2萬人參與，是規
模最大的集會。示威者主要是年輕人包括學
生，他們手持
「緊縮、失業」
的橫額抗議，長者則
因不滿退休金政策而上街發聲，批評總統馬克
龍的緊縮政策威脅社會模式，呼籲糾正錯誤。

後離開伊斯坦布爾。

■Home Hub

美國紐約市市長白思豪前日簽署
法案，准許市民在出生證明文件
上，於性別一欄除可選擇「男性」
和「女性」外，亦可填上第三個性
別「X 性」，方便性小眾人士表明
自己的性別身份。法例將於明年 1
月 1 日生效，屆時市民無須取得醫
生或心理專家的證明，亦可更改出
生證明文件上的性別。
新法例由紐約市議會議長約翰遜
提出，他表示曾聽聞跨性別人士形
容，第三性別選擇十分重要，他對

這項法案感到自豪。白思豪稱，紐
約市民應享有自由，表述自己的身
份。
紐約市將成為繼俄勒岡州、加
州、華盛頓州及新澤西後，美國另
一 個 於 出 生 證 明 文 件 上 加 入 「X
性」選項的地區。
跨性別人士權益組織創辦人沃克
指出，新法例或許看來微不足道，
但對許多人是一個轉捩點，讓性小
眾人士重拾尊嚴。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