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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館當診所 印傭秘撈無牌牙醫
睇片自學為同鄉供牙科療程 涉違逗留條件4人被拘

入境處打擊黑工向來不遺餘力，4

名印傭竟透過網上影片自學成為「牙

醫」，過去逾一年持續在假日租用旺

角一間賓館的房間作「診所」，為同

鄉提供洗牙、補牙及箍牙等牙科療

程，入境處接獲市民舉報後以涉嫌違

反逗留條件在前日及昨日採取行動將

他們拘捕，至於他們從事無牌牙醫工

作的問題則會轉介其他部門跟進。數

字顯示，外傭從事非法工作的情況有

惡化趨勢，入境處於今年首3個月拘

捕的272名非法勞工中，逾20%(57

人)為外傭，比率較去年全年不足

15%高，單季數字更已經迫近去年全

年總數120人的一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法庭日
前裁決一宗5歲女童被虐致死案，多名立
法會議員在昨日立法會特別財委會上，促
請政府落實改善措施，包括考慮立法訂立
強制呈報機制。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承諾會
再一次檢視現有行政措施，並會主動聯絡
勞福局，商討有關立法的可能性。勞福局
局長羅致光則表示，法改會就虐兒相關的
研究報告已接近完成，包括強制通報機
制，預料未來一兩個月會作出建議，政府
會在報告公布後盡快跟進。
新民黨議員容海恩昨日會上質疑，政府
現行指引未足以保障兒童福祉；「實政圓
桌」議員田北辰表示，已很多國家及地區

推行強制呈報，並質問香港為何不可走出
這一步；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強調，社會早
已就有關問題作過很多討論，但政府「你
推我讓」，遲遲無決心立法，也沒有嚴肅
機制應對虐兒問題。
楊潤雄回應表示，局方過去其實已經

作出一系列行政修訂，包括要求學校加
強通報學生連續缺席個案，同時加強教
師識別虐兒個案的培訓。他承諾會再一
次檢視現有行政措施，盡力避免悲劇發
生。
就有關訂立強制呈報機制的問題，楊潤

雄表示，立法方面屬整體兒童政策，超越
教育局的範圍，但局方未來會與勞福局局

長商討，而要落實有關呈報機制，醫生、
社工、青年服務者等都應涉及，不應將責
任完全放在學校或教師身上。

法改會有關研究料兩個月內公布
羅致光表示，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19年

展開虐兒相關法例的研究，有關工作已接
近尾聲，預計在未來一兩個月會公布，局
方會密切留意和跟進。
針對強制呈報機制的問題，羅致光表

示，法改會的諮詢過程中，主流意見原則
上是同意要設立有關機制，但要考慮其他
可能引申的問題，又認為若強制清單只局
限於專業人士身上，爭議性相對較少。

楊潤雄：與勞福局商落實虐兒呈報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福
建婦女協會昨日舉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
立100周年、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暨香
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一周年活動啟動禮，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香港福
建婦女協會主席蔡黃玲玲、創會主席陳
聰聰與各婦女姐妹近百人參加。未來，
協會將開展一系列愛黨、愛國、愛港的
慶祝活動，以及地區公益、國情學習
等，讓基層市民感受到國家和香港的發
展成果。
昨日的啟動禮舉行了升國旗儀式，由

香港升旗隊總會3名成員擔任升旗手。
在莊嚴的國歌聲中，旗手將國旗徐徐升
至杆頂，全場人士肅立面向國旗，高唱
國歌。

吳換炎：為港貢獻繁榮穩定
吳換炎在典禮上表示，今年是中國共

產黨成立100周年。100年前，中國共
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浴血奮戰，創立新中
國，並帶領國家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
起來，讓全世界的炎黃子孫感到光榮和
自豪。

他表示，香港回歸祖國24年來，去
年中央頒布香港國安法，令香港由亂轉
治；今年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這些重大決策定能提
高特區政府的行政管治效率，香港福建
婦女協會愛國愛港愛鄉，相信定會為香
港的良政善治、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蔡黃玲玲：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蔡黃玲玲表示，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

立100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
中國人民開啟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新
征程。今年也是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一
周年，國家安全是國之大計、是發展所
憑、是民生所依、是香港發展的最大底
氣和最大依靠。
她相信在中央的帶領下，香港積極配

合「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新機
遇，未來發展一定會更好。香港福建婦
女協會將一如既往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發出好聲音。
活動上，全場人士手揮國旗和區旗，

在紅旗飄揚下高唱《歌唱祖國》，為祖
國和香港繁榮昌盛獻上祝福。

福建婦協賀中共建黨百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過去經常
出現康文署轄下足球場等康體設施被「炒
場」的情況，康文署昨日宣布，將於下月1
日起推出新措施，包括租用人若預計未能
如期使用已租訂的收費康體設施，必須至
少於用場日期前一天取消；如租用人未能
及時完成取消租訂程序而最後沒有如期使
用設施，會被視作一次「不取場」違規記
錄，任何租用人在連續30天的期間累積兩
次「不取場」違規記錄，會在第二次不取
場日期當天起計的第三天開始，被禁止預
訂康文署的收費康體設施90天。
康文署轄下場地目前的使用規則，容許

非租用人以俗稱「執雞」的方式，在同日
被取消預訂的空置時段，免費使用場地設
施。康文署發言人表示，針對租用人可能
濫用有關的「執雞」安排、故意於用場當
天才取消場地預訂，從而進行懷疑的「炒
場」活動，故特意設立「不取場」違規記
錄的新措施。
新措施下，租用人若預計未能如期使用

已租訂的收費康體設施，必須至少於用場

日期前一天取消，取消後所騰出的段節會
在翌日凌晨1時於康文署網頁公布，並於
同日上午7時30分開始經「康體通」供市
民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重新預訂。

不合優惠資格者須付差額
康文署於同日開始實施另一項新措施以打

擊「濫用優惠收費」的情況。目前，租用人
如享用優惠收費價格（如長者優惠）租用康
體設施，租用人及所有同場使用設施的人士
均須符合相關資格。若任何一位使用者不符
合資格，租用人即不可以優惠收費的價格租
用該設施，並須在取場前補付場租差額。
新措施會加入罰則，若有關租用人在取

場前未有補付場租差額，會被暫停預訂收
費康體設施資格90天，但不會影響殘疾人
士現時可與一名同行照料者陪同使用設
施，他們仍可繼續以優惠價預訂設施。
康文署發言人相信，新措施可進一步有

效打擊康體設施的懷疑「炒場」與「濫用
優惠收費」的情況，該署會繼續密切留意
情況，有需要時推出更多針對性的措施。

康文署新招防「炒場」
兩次甩底禁訂90天

近年被捕非法勞工數
年份
2021年

（1月至3月）
2020
2019
2018

資料來源：入境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總數（外傭）

272（57）

825（120）
1,688（150）
1,783（16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兒童
快樂指數見新低。香港小童群益會昨日公
布的一項調查結果發現，今年香港兒童快
樂平均分僅得6.94分，是2006年有調查以
來首度跌破7分。由於疫情，大部分學校
改用網上授課，近40%受訪兒童感到孤
獨、逾80%受訪者認同生活單一及沉悶。
受訪兒童更普遍對香港社會現狀感不滿，
在有長遠目標的兒童中，近20%受訪者將
「移民到外地」作為目標之一。小童群益
會建議家長和學校應加強關注情緒受困兒
童，鼓勵他們求助。

兒童快樂指數「穿7」見新低
小童群益會於今年2月至3月期間透過電
話及網上問卷形式成功訪問了755名6歲至

17歲兒童，平均快樂程度得分僅得6.94分
（10分最高）。該會自2006年起每年進行
有關調查，除去年因疫情暫停外，其餘年
份得分均在7分以上，顯示近兩年香港兒
童較不快樂。
由於疫情，大部分學校改用網上授課，

兒童社交受到負面影響，39.5%受訪兒童
指有時或經常感到孤獨，45%受訪者過去
一個月從未或甚少與朋友親身見面，另有
82.1%對「生活單一和沉悶」表示認同或
「一半一半」。
調查並顯示，香港兒童對社會現狀不滿，

對前景缺乏信心。38.3%受訪者不認同香港
經濟發展良好、50.9%對政府施政不滿。在
有長遠目標的受訪者（39.7%）當中，近兩
成以「移民到外地」作為目標之一。

團體倡家長學校關注情緒受困童
小童群益會總幹事陳健雄表示，疫情為兒

童的學業、社交及生活各層面都帶來挑戰，
建議家長和學校應加強關注情緒受困兒童，
鼓勵他們求助，並建議政府應盡快落實財政
預算案中加強學校社工、外展社工及增加社
區職員服務計劃的人力等措施，加強與社福
界和教育界合作，促進兒童精神健康。
受訪的六年級學生黃紫茵表示，網課學

習始終不如學校面授，問老師問題也存在
不便。她家中另有哥哥及妹妹，上網課時
難以做到互不干擾，擔心自己成績下降，
無法進入心儀的中學。同對，因面對電子
屏幕時間增加，早前視力良好的黃紫茵更
患上約200度近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點新聞昨日舉行
網上社區論壇，邀請各
界人士就5,000元的電子
消費券提出意見，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
副主席陳勇關注長者不
諳電子支付工具，日常
購物時會遇障礙，並建
議政府考慮長者的需
要。
民建聯專業事務委員
會委員招文亮認為，若
不同服務供應商使用獨
立系統和讀卡器，不但
提升商戶成本，更會造
成亂象，促請政府完善
電子支付收費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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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網授課 近半受訪童感孤獨

●點新聞網上社區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香港房
屋協會今年首度舉辦「創科樂『耆』中」
的樂齡科技設計比賽，支持STEM教育
並鼓勵年輕人構思適合長者的產品，得
獎作品將於五月在房協展覽中心展出。
房協主席陳家樂表示，長者房屋一直以
來都是房協的重點業務之一，新屋邨部
分單位會有可改動的設計，使入住居民
可隨其年齡增長或健康變化，改動一些
裝置，達到居家安老的目標。
樂齡科技有助銀髮族居家安老，締

造自主晚年生活。陳家樂表示，明年
紅磡利工街會有長者安居樂的項目，
在沙田乙明邨也會有首個「組裝合
成」的長者房屋項目，屋邨重建和專
用安置屋邨項目也會加入長者房屋，
並指會繼續向此方向出發。
他續指，新屋邨部分單位會有可改

動的設計，使入住居民可隨其年齡增長
或健康變化，改動一些裝置，達到居家
安老的目標。房協行政總裁陳欽勉補
充，剛完成重建的明華大廈，約有三成
單位是可改動設計，房協未來的項目也
會有一定比例是可改動設計。
對房協去年錄得虧損，陳家樂表

示，房協財政狀況健康、穩定，惟因現
正推展14個項目，故未來數年資金流
動有少許緊張，有專責小組正研究不同
方案完成項目。陳欽勉解釋，去年錄得
虧損是受外圍投資情況影響，認為最新
財政年度不會出現類似情況。
被問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早前透

露，房委會將邀請市建局和房協合作興
建公營房屋。陳家樂表示，政府若有任
務給予房協，在資源、時間許可下，會
盡力以為，並強調會着重質素。

新屋邨可改動設計 助居民居家安老

●●無牌牙醫會以卡片宣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四人租用賓館房間提供牙科服務的單
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福建婦女協會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一周年活動
啟動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44印傭透過網上影片自學成為印傭透過網上影片自學成為
「「牙醫牙醫」，」，在假日租用賓館房間作在假日租用賓館房間作
「「診所診所」。」。圖為聚集在中環街頭的圖為聚集在中環街頭的
外傭外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入境處昨日表示，接獲市民舉報
後開始就事件展開調查，最終

於前日起一連兩天到4名年齡介乎
31歲至35歲涉案印傭的合約住址將
他們拘捕，來港時間最長的一人已
在港工作逾10年。入境處在行動中
檢獲賬簿、卡片、手提電話及多張
租用賓館房間單據等證物。

運作一年 賓館僱主毫不知情
無牌牙醫診所運作已經有一年，

助理首席入境事務主任（調查）劉
永基表示，該「診所」以一名於
2013 年來港的 35 歲印傭作為主力
「牙醫」，與兩名「學徒」每逢每
周的休息日及公眾假期都會在旺角
一間賓館的房間提供牙科服務，另
一名涉案印傭的角色則負責接待客
人。
4人除了長期租用同一賓館房間

外，每次應診都會租用多於一間
房，分別用於提供牙科服務及供客
人等候和儲物之用，但指初步調查
資料顯示，賓館東主及4人的僱主

都對事件不知情。

料日收入可達1萬元
「診所」提供的牙科服務包括洗

牙、補牙及箍牙等，收費介乎200元
至2,000元不等，較市面上的註冊牙
醫便宜。劉永基表示，他們平日會透
過社交媒體進行直播等方式向同鄉宣
傳，每個工作日有 30名至 50名客
人，估計每日收入可達1萬元。
入境處指出，4人不單沒有香港註
冊牙醫資格，更未曾接受牙科培
訓，只是透過YouTube影片自學，
再在網上訂購相關器材及物料便應
診，警告市民光顧無牌牙醫不單會
對生命安全構成威脅，在疫情下更
會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4人最近一次應診為本月5日，劉

永基表示，入境處暫未有檢獲他們所
用的牙科儀器及物料，未能確認相關
物品是否合規格，亦未知「診所」的
環境衞生情況，呼籲曾經光顧他們的
市民如感到不適要及早向合資格牙醫
求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