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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偽醫學美容刻不容緩 請信任機制尊重老人

社 評 井水集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在出
席一個公開活動後再度強調，專責工作
小組將會在未來數日就醫療程序與美容
服務之間的分野作出清晰釐定及公布，
協助保障消費者權益及有關部門巡查執
法。

有關決定，當然非常重要，而且刻
不容緩。本港是法治之都，在很多行業
和服務上一向都有明確的界定，大至財
務公司不可以稱銀行、小至中醫師不能
稱醫生，都有嚴格的規定和監管，不容
混淆。但怪就怪在偏偏是有大量女士光
顧、直接涉及人體健康與安全的美容行
業，卻一直處於 「冇王管」 的混沌狀態
，什麼激光美白、彩光去斑、 「搣脂」
纖體……，在 「環頭環尾」 商業大廈的
美容院內就可以進行，穿件白袍、戴個
口罩的就是 「美容醫師」 ，實際上卻可
能一天醫療課程也沒有上過，如此這般
就把藥物亂往 「病人」 臉上塗、儀器亂
往身上推，效果實在天曉得，安全問題
就更是 「凍過水」 。就此種美容不 「美
」 、瘦身不 「瘦」 的經營狀況，市民大
眾早已頗有微詞，醫學界更已一再指出
問題所在及表達不滿，要求當局規管，

但情況一直未有改善，直到這次 「搞出
人命」 為止。

面對嚴峻情況，政府日前宣布成立
「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及督導委員會

」 ，決意要對全港私營醫療作出監管，
是大有必要的；但 「遠水難救近火」 ，
事態要分緩急輕重，眼前當務之急，就
是先集中人力物力，對影響最廣、人數
最多的美容行業作出檢討及規管，其餘
私營醫療的問題可以暫擱一擱，隨後推
行。 「督導委員會」 接納眾議，已成立
專責小組，計劃用數個月的時間，先把
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二者區別開來，然
後再延伸至規管及執法方面。

這一取向，是正確、可行的。所謂
「必也正名乎」 ，眼前美容行業的最大

禍患，就是一些蠱惑、不法經營者刻意
把醫療程序與美容服務二者混淆甚至等
同起來，利用一些藥物名稱和醫療科技
字眼作招徠，以及在廣告上打出某某醫
生或實驗室的牌子以增加權威性，不少
女士就是在此種情況下誤以為所接受的
不是一般美容服務而是醫學療程，誤以
為一切都由醫生、護士進行，安全有保
障， 「物有所值」 ，因此 「一擲千金」

也毫無吝嗇，日前出事的幹細胞血液靜
脈注射事故死傷者，都付出了數萬以至
逾十萬元的代價。

而問題關鍵在於：DR 美容集團所
提供的服務到底是不是幹細胞血液療程
？如果不是的話，那就是虛假宣傳、欺
騙顧客，應被追究法律責任；而如果是
的話，服務性質應已超越了美容範圍，
就必須按照醫療專業的要求和守則進行
，如有偏差，就是專業失誤或失德，同
樣必須被追究，而且是醫學專業及法律
責任兩方面的追究，甚至有可能構成誤
殺。

對有關DR美容集團的經營手法及
靜脈注射四人死傷的事故，目前已經由
警方重案組接手跟進，是否有人需要負
上法律責任，有待調查結果公布；但事
件已經再一次提醒當局及市民，美容行
業在運作和監管上存在極大漏洞，必須
立即着手檢討與堵塞，包括最終立法規
管；而愛美的女士們也要打醒十二分精
神，不要再輕信什麼 「瞬間美白」 、
「皮膚一個月年輕十年」 ，更不要被一

些醫學科技名詞所蒙蔽，生命和健康比
扮靚更要緊。

就每月二千二百元 「長者生活津
貼」 的資產申報問題，近日引發出連
串爭議，有人指當局的審查尺度過於
寬鬆，有人擔心申領者會作出 「資產
轉移」 以符合資格……

首先必須看到，有大批清貧老人
─政府估計達四十萬人，渴望及需
要領取這二千二百元的生活津貼。此
乃鐵一般的事實。任何人從身邊事物
已可以看到不少拾紙皮、吃 「餸尾」
的公公婆婆，他們兩餐僅靠目前一千
零九十元的生果金餬口，是絕不足夠
的。幫助他們乃是眼前當務之急，先
行通過撥款申請、早日發放津貼乃是
第一要義，任何懷疑、質詢都不應妨
礙這一基本目標的進行。

第二點，是當局的工作效率及老
人家的誠信問題。一些人「大大聲」的
質疑，為了要領取這二千二百元，一
些老人家會把資產進行轉移，把銀行
存款或樓宇轉到子女或親友名下，以
符合十八萬六千元的資產審查上限。

此一說法，是大堪疑問的，不要
說對老人家不敬，就是從一般常識而
言，要轉移資產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

回事。正如勞福局長張建宗所指出，
轉移了的財產真是那麼安全可靠，隨
時可以要回來的嗎？

事實是，如果家有恆產，名下有
超過一所的房子，銀行還有大量存款
、股票、黃金……，老人需要那每月
二千二百元的生活津貼嗎？需要為了
那 「區區」 的二千二百元而甘冒財產
轉移可能被侵吞的風險嗎？答案應該
是顯而易見的。而如果為了 「不信任
」 申領者，就有必要收緊資產查的制
度。目前政府的做法，是由申領者自
報、政府抽樣審查，比例約為十比一
。這是最有效率、也最符合長者利益
的做法。如果要人人申報、人人審查
、人人過關，不僅行政費用大增，老
人家也會不勝其煩，甚至感到自尊受
辱，與當局及社會提供長者生活津貼
的本意是背道而馳的。

至於第三點，是反對派政黨議員
的堅持要撤銷審查，否則就不讓通過
，這到底是在 「為長者」 還是 「為難
長者」 呢？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

最低工資扶中青 長者貧困加劇

長者津貼資產上限料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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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政府透露
長者生活津貼會跟隨社保物價指數調整，明
年實施計劃時的資產上限會調高至十九萬二
千元。有學者認為，面對與市民息息相關的
福利民生事項，政黨有一定壓力，亦令政府
需要在政策上作調整。他相信政府未來要爭
取所有建制派的支持有一定難度，建議政府
多向公眾清楚解釋政策目的。

嶺南大學公共管制研究部主任李彭廣表
示，對一般市民或長者來說，長者生活津貼
等民生事項，有別於機場第三條跑道、西九
文化區等議題，福利政策較為貼身，因此對
民建聯、工聯會等政黨有一定壓力，而政府
的提議亦有所調整，如逐年調高資產上限，
「政黨的政治壓力很大，要視乎其判斷，因

為長者生活津貼是有形和近身的措施，長者
領取不同津貼下都會有對比。」

李彭廣解釋，今次是政府與議會間的角
力，並考驗政府掌握民情的能力，若果首項
交上立法會的政策便遭政黨改至體無完膚，
未來施政將會很困難。李彭廣又提到，未來
政府需要爭取有不同利益的建制派的支持，
有相當的難度，因此推出政策時要做到無懈
可擊，甚至用民意壓倒議會，但最重要是清楚
解釋政策的目的，例如長者生活津貼是否完
全屬於扶貧項目，如何能實際幫助基層等等。

【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昨日表示，政府建議推出的長者生活津貼，申
請人資產上限 「並非一成不變」，會隨通脹及社會保
障、援助、物價指數等因素作出調整，預計明年推行
時，會由現時的十八萬六千元，提升至十九萬二千元
或更高，最後安排會再審視未來兩個月的情況，有關
結果在年底公布。

籲長者小心轉移資產風險
張建宗於昨日上午出席一活動時表示，就是否為

長者生活津貼設資產申報，部分政黨和立法會議員對
政策的目標仍有誤解，有人將 「簡單申報」理解為
「審查制度」，甚至誤以為長者家人的入息亦要申報

。他表示，會繼續游說政黨支持，家人也有責任向長
者解釋有關機制。他又澄清早前出席電台節目時說
「只要長者申報時資產不超過標準就可領取」的言論

，強調長者是否轉移資產是個人決定，但提醒長者考
量轉移資產的風險，及思考政策目的，審視自己是否
的確需要援助。張建宗強調，長者生活津貼是為 「有
需要」長者提供 「即時支援」，冀長者能盡早受惠。

昨午港台節目《城市論壇》就長者生活津貼展開

討論，出席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希望，七十歲
及以上長者可免資產審查申領津貼，認為設審查是分
裂長者。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則要求政府向所有六
十五歲及以上長者發放津貼，若不撤銷審查，工黨則
不支持有關撥款。張超雄又認為，長者生活津貼是過
渡方案，政府應在五年後設全民退休保障。

社協：不設審查分薄資源
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贊成長者生活津貼要設

資產審查，因目前二千二百元的資助金額，不能完全
滿足低下階層長者需要，日後政府有需要加碼，若不
設審查，日後會分薄有需要長者的資源。另外，張建
宗指出，今年上半年出現十九宗涉嫌騙取生果金個案
，當中有六個涉案人士被控詐騙。他強調，長者生活
津貼的資產申報機制與生果金一樣，是一個 「寬鬆的
誠信制度」，呼籲長者如實申報，經濟狀況若有改變
要通知，而政府會進行抽查。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出席一個活動後表示，
社聯公布的數據顯示貧窮長者數目增加，反映長者生
活津貼正好可以幫助他們。她稱，政府一向對領取高
齡津貼的六十五至六十九歲長者採取較寬鬆機制，與

申請綜援的嚴格審查不同，希望立法會議員可以通過
方案。

本港二○一一年的貧窮率降至十年來
最低。社聯業務總監（政策研究及倡議）
蔡海偉指出，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本港
去年的貧窮率為百分之十七點一，為二○
○一年來最低，貧窮人口由二○一○年的
一百二十萬五千人，減至一百一十五萬人
，減少了五萬五千多人。

獨居老人最慘情
蔡海偉續指，其中青年和中年人士的

貧窮率減幅最為顯著，青年組群由一○年
的百分之十九點三（十六萬八千人）減至
去年的百分之十七點五（十五萬人）；中
年組群則由百分之十六（三十四萬人）減
至百分之十四點八（三十二萬兩千人），
兩者共計有三萬六千人脫貧。

不過，雖然整體情況好轉，但長者狀
況繼續惡化，尤以獨居及二老長者住戶最
嚴重。蔡海偉指，雖然兒童、青年、中年
等組群的貧窮情況都有改善，但長者的貧

窮率不減反增，由一○年的百分之三十二
點五上升至去年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七，貧
窮長者已達二十八萬八千多人。他續指，
貧窮長者中有十七萬六千人是獨居或二老
長者住戶，此類長者的貧窮狀況比一般長
者更為嚴重，而他們的數目正不斷增加。

三個長者一個貧
此外，在貧富差距方面，蔡海偉指，

去年高收入組群的入息中位數達到三萬五

千元，而低收入組群的入息中位數則是一
萬元，兩者相差三點五倍，達到十年來新
高。

對於貧窮率降低，方敏生分析，貧窮
人口整體減少，相信是實施最低工資起到
了紓緩作用，不過，由於目前通脹嚴重，
食物、住房等開支上升，即使最低工資委
員會提出將最低工資由現在的每小時二十
八元，加至每小時三十元，也不足以抵銷
通脹。

針對長者貧窮加劇，方敏生指，現時
平均三個長者中就有一個屬貧窮，情況嚴
峻，而政府推行長者生活津貼是短期措施
，可即時回應部分長者需求，但要長遠解
決問題，須設立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
障制度。她指出，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已承諾，即將成立的扶貧委員會下，有
專責小組全面檢討社會保障體系，及研究

退休保障制度，她促請政府盡快啟動有關
討論。

社聯促訂貧窮線
此外，方敏生再促政府盡快制訂貧窮

線，以建立客觀而具透明度的科學依據，
幫助制定針對不同貧窮情況的扶貧政策，
及評估、檢視現行消貧政策的效果。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一個活動致辭時表
示，社聯是次的分析正反映法定最低工資
實行一年後，本港的整體貧窮人數已有下
降。而政府即將成立的扶貧委員會，將會
為本港建立具廣泛社會共識的貧窮線，一
方面可讓政府正視本港貧窮問題，以進行
一些跟蹤性研究外，亦可用作監察政府所
推出的扶貧措施，是否達到改變貧窮狀況
的作用。她又表示，政府會在未來幾年用
最大誠意及心機，處理貧窮問題。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昨日公布去年本港貧窮數據，數據顯示，本港
二○一一年的貧窮率為百分之十七點一，為十年來最低；貧窮人口比
前年減少了五萬五千多人，其中青年和中年人士的貧窮率減幅最顯著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認為，相信最低工資的推行對貧窮問題有紓緩
作用，但長者貧窮問題反而加劇，人數已達二十八萬八千多，平均三
個長者中就有一個貧窮。為長遠解決問題，她促政府盡快就全民退休
保障展開研究和諮詢，及盡快制訂貧窮線。

本報記者 汪澄澄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對於政府堅持長
者生活津貼需要設資產申報，議會內最大政黨民建
聯就希望，政府能一次過提高限額上限，但新民黨
認為目前的資產上限毋須改變，重申長者生活津貼
並非全民退休保障。有行政會議成員指出，政府已
把申報工作做到最便捷，相信市民不欲政策被拖慢
，希望政策能落實後再作優化。

議會內擁有十二票的民建聯（不包括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一直提出要提高資產限額至三十萬元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政府提出每年逐步增加
資產限額，可能在數年後便達到該黨的目標，但民
建聯仍希望政府一次過把限額提高至三十萬元，讓
更多的市民受惠。他指出，現時不急於下投票決定
，會待政府正式提交文件到立法會後，黨內決定投

票意向。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十八萬六千元的資

產上限毋須更改，因長者生活津貼並非全民退休保
障，設立資產審查是合理的做法。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表示，政府的安排合理
，把資產申報的行政工作做到最簡單便捷，希望先
行一步，讓貧窮長者取得每月二千二百元的津貼，
再討論如何優化，相信市民不希望見到政策被拖慢
。他強調，政府不能貿然因為政治壓力，改變申報
標準，如果完全沒有審查，性質差不多等同退休保
障，但這問題需要社會進一步討論，有共識再做較
為穩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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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變」

▼本港整體貧窮
率雖然好轉，但
長者狀況則繼續
惡化，尤以獨居
及二老長者住戶
最嚴重

2011年各年齡群組貧窮率
年份

兒童貧窮率

青年貧窮率

成年貧窮率

中年貧窮率

長者貧窮率

2010

22.9%

19.3%

11.1%

16.0%

32.5%

2011

22.3%

17.5%

10.4%

14.8%

32.7%

變化

下降

下降

下降

下降

上升

長者貧窮情況
長者類別

貧窮率

貧窮人數

所有長者

32.7%

28.8萬

獨居及二老長者

53.9%

17.6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