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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六成矽膠食物容器釋毒傷肝
「矽氧烷」加熱滲透飲食「億世家」摺杯超標最嚴重

近年香港提倡「走塑」生活，特區政府亦擬分階段取締即棄餐

具，故越來越多港人選用既環保又輕便的可重用矽膠食具。不

過，消費者委員會近日測試市面14款可摺疊矽膠食物盒和摺杯，

發現逾六成樣本的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超標，其中「億世家」

生產的摺疊水杯、「執笠倉」和「Gourmet」的摺疊飯盒含量超

標近兩倍。消委會昨日指出，「矽氧烷」是最主要的可揮發性有

機物質，該物質分子細，加熱情況下可能遷移至食物引致食安問

題，長期接觸高劑量的「矽氧烷」有可能損害肝臟健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邵昕

根據德國標準，與食品接觸的矽膠製
品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不可高於

0.5%的安全水平。消委會對市面14款矽
膠製品進行檢測，發現僅5款產品達
標，包括「Lifeventure」水杯、「Ikea」
食物盒等，其餘9款（即逾六成）產品
均有不同程度的超標問題。
根據消委會昨日公布的測試結果顯
示，超標的3款矽膠摺杯，其可揮發性
有機物質含量介乎0.8%至1.4%。
其中，由「億世家」出產的摺疊水杯

在14款產品中超標最嚴重，含量高達
1.4%，超標近兩倍。
在食物盒方面，超標最多的是由「執
笠倉」和「Gourmet」出產的摺疊飯
盒，主體部分的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
達1.3%，密封圈矽膠物料中的可揮發性
有機物質含量亦分別達1%和0.94%。

消委促政府速設安全標準
消委會研究及試驗小組主席譚鳳儀
昨日指出，矽膠物料中的可揮發性有
機物質以「矽氧烷」為主，其分子細
小，若含量過多可能會從食物盒遷移
至食物，進而被人體攝取，導致「禍

從口入」。有研究顯示，長時間接觸
高劑量「矽氧烷」或會影響實驗動物
的肝臟健康。不過，香港目前暫未有
針對食物接觸物料的安全規定，消委
會促請政府盡快訂立安全標準，以保
障消費者健康。

6款上蓋不可放入微波爐
不少上班族會使用矽膠食具自帶午餐，

進食前會利用微波爐翻熱，是次檢測亦考
察食具對微波爐的適用性。參閱樣本的
產品說明，所有食物盒樣本均聲稱可使
用微波爐加熱，但值得注意的是，消委
會發現9款食物盒樣本中，6款產品的上
蓋並不適用於微波爐，加熱時須取下，
而「執笠倉」的食物盒則沒有說明。
摺杯方面，只有「Daiso」生產的杯具
聲明適用於微波爐，但加熱時上蓋亦需
要取下，其餘幾款則註明不適合或未有
明確說明。
消委會提醒消費者，部分矽膠食具的

主體和上蓋可能採用不同材質，市民使
用時須留意具體標籤，了解是否所有部
件都適用於微波爐加熱，避免因使用不
當而導致容器損壞或發生意外。

食物盒

牌子

Lexngo

EZ Cook

Diamond

Cinnam-
oroll

Gourmet

執笠倉

產品資料/型號

Silicone collapsible Snackbox
SNABXM-EXP

摺疊食物盒 Foldable Food
Container (orange)

Foldable Food Box
FB-600ML001PU

Silicone Lunch Box Expandable
and collapsible

摺疊食物盒 Foldable Food
Container CLB004

硅膠摺疊飯盒

主體含量

0.76%

1%

0.95%

1.1%

1.3%

1.3%

密封圈含量

/

0.84%

1%

0.9%

0.94%

1%

摺杯

牌子

Daiso

Seiwa-pro

億世家
ecHome

註：根據德國標準，盛載食品的矽膠製品，可
揮發性有機物質不可超出0.5%

資料來源：消費者委員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產品資料/型號

Folding Cup Sili-
cone-yellow

Silicone Cup 40-047

摺疊水杯 Foldable
Cup (FC450)

含量

0.8%

0.94%

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恩璣）部分紙本電子消費券申
請者在首次登記時，因為填錯及漏交資料需要在昨日
前完成重新登記手續，昨日最後限期仍有不少市民趕
到位於旺角始創中心的消費券秘書處辦理手續。有長
者表示，該計劃申請程序繁複，連日來多次搞手續也
有「甩漏」。有市民則認為安排並未照顧到長者需
求，「申請程序簡單啲，老人家就唔使頻撲咁多
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日在立法會上
向長者致歉，並透露截至前日收到1.82萬份重新登記
申請，其中1.3萬份已處理。
昨日是重新登記電子消費券的最後限期，仍有不少

市民前往補交資料。其中，旺角始創中心秘書處由昨

晨9時開始陸續不斷有長者前往，秘書處加開一層辦事
處協助市民辦理手續。由於櫃位和工作人員大增，市
民已不用拿籌等號，不少市民認為雖然處理速度加
快，但表格所需資料繁複，不少長者過去幾天來往秘
書處多次，也未能徹底解決問題。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婆婆代身處境外的胞弟申請。

她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胞弟無法在申請表上親自
簽名，只能通過她代簽，「之前已經嚟過秘書處幾
次，次次都話欠呢樣欠樣，又要身份證又要寫保證
書，好不容易齊晒文件，諗住趁最後一日搞掂。不
過，最終都唔知係咪成功申請到，我已經盡晒力。」
梁先生則因為登記時填寫的八達通編號與實際卡號

不一致，一直無法拿到錢，「之前我已經嚟咗三四
次，次次都搞唔掂。唔知筆錢係咪已經入咗人哋嘅戶
口，追都追唔返，為幾千蚊消費券搞咗咁耐，好折
騰。」
許正宇昨日在立法會上表示，部分市民9月1日未收

到消費券才發現登記未成功，以致秘書處出現人龍，
承認政府在執行、準備及安排上不夠妥貼，對長者要
舟車勞頓及長時間等待感到抱歉。

1.3萬長者 首期10．1派錢
他又透露，有1.9萬名資料有誤或不齊全的電子消
費券登記人，需要透過特別安排重新登記，截至前日
已收到1.82萬份申請，並已完成處理1.3萬份。經核
實資料的申請人，可在10月1日收到2,000元電子消
費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邵昕）秋冬天氣乾
燥，不少家長開始給肌膚幼嫩的嬰幼兒使用
潤膚乳滋潤皮膚，但若不謹慎挑選成分，不
僅無法潤膚，更可能致敏。消委會檢測市面
40款嬰幼兒身體潤膚乳，五成半樣本被驗出
香料致敏物，其中含量最高的「Aveeno Ba-
by」薰衣草保濕乳被驗出含有歐盟禁用的高
致敏性成分「新羚蘭醛」和具有生殖毒性的
「羚蘭醛」，可能令嬰幼兒產生嚴重過敏反
應。

一款含歐盟禁用「新羚蘭醛」
今次測試的40款樣本中有22款被檢出含
有香料致敏物，總量介乎0.0018%至0.45%
不等。其中致敏物總量最高的「Aveeno Ba-
by」嬰兒薰衣草舒靜保濕乳樣本，被檢出含
有歐盟禁用、致敏性高的「新羚蘭醛」和具
有生殖毒性的「羚蘭醛」，其中「羚蘭醛」
可通過接觸被兒童吸收，對人體生殖功能產
生影響，兩種香料物質都可能會令嬰幼兒產
生嚴重皮膚過敏反應。

香港目前雖並未禁用以上兩種香料物質，
但為保證嬰幼兒的健康，消委會昨日建議生
產商應取締「新羚蘭醛」和其他欠缺足夠安
全數據的香料物質，亦呼籲家長停用有關成
分的潤膚產品。
同時，有16款樣本被檢出「芳樟醇」及

「檸檬烯」，這兩個香料物質多用於帶有薰
衣草香味或成分的產品中，它們經過氧化
後，可形成致敏性較高的物質。
值得注意的是，多款產品存在標籤錯漏或

不清的問題，13款樣本並未在成分表列明所
有檢出濃度超過0.001%的香料致敏物質，8
款聲稱低致敏性的樣本，仍檢出香料致敏物
質及游離甲醛，其中一款聲稱「0%甲醛」
及「無添加甲醛」的樣本被檢出含有微量游
離甲醛。9款聲稱不含香料的樣本中，3款
驗出香料致敏物。
消委會研究及試驗小組主席譚鳳儀昨日指

出，雖然目前部分國家和地區並未對香料致
敏物標籤作出規定，但為保證嬰幼兒的健
康，供應商有責任提高標籤資料的透明度和

準確性，並建議市民不可盡信產品聲稱，要
細心留意成分表，避免使用含有常見致敏物
或刺激皮膚物質的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每年開學前，家長與學生都需要花費數千元購買
新學期教科書，書價昂貴為基層家庭帶來沉重負擔。消委會調查發現，疫情下授
課方式雖趨向電子化，但2021/22年度中小學書價不減反升，小學和中學的書單
平均書費分別為3,083元及2,887元，較上學年增加5.3%及3.6%，遠高於期間
0.4%的通脹率。

書商今年提供折扣大減
消委會以抽樣調查方式，查詢及獲得57間小學和50間中學提供的書單資料，

其中升幅最小的教科書是小一，按年升4.9%，升幅最高的小五教科書，勁升
5.5%。消委會研究及試驗小組主席譚鳳儀指，學生選修科目組合、書冊和補充練
習數量的多寡等都是影響買書費用的重要因素，「例如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
科，平均使用的課本達九本至十本，其中補充練習平均五六本，佔科目書冊的比
例很高。新學年四個科目的補充資料加價3.4%至6%，相信是此次錄得顯著升幅
的原因之一。」
此外，今年書商提供的折扣明顯減少，獲得書商八六折至八九折優惠的小學按

年減少6%，獲得八九折至九折的中學亦減少4%。消委會建議，學校可循環再使
用課本和圖書，包括由學校購買輔助教材和故事書供學生借用，以及舉辦舊書捐
贈或寄賣活動，讓學生可低價購買和使用課本。受近年網上授課和電子教材影
響，大部分中小學表示，長遠而言教材趨向電子化，消委會將密切留意該趨勢對
學生購書費用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公營
醫療系統長期面對人手短缺問題。有消息
透露，醫管局計劃提出延長所有員工的退
休年齡，由目前的60歲延至65歲，主要
目的是希望挽留人手，特別是醫護人員，
局方會持開放態度讓員工有自主權，選擇
是否仍在60歲時退休。該局並會簡化重
聘流程，管理層亦會提早與員工討論安
排。據悉，有關建議最快下周四（23
日）醫管局大會上討論。
消息人士昨日指，醫管局會提出機制，

讓60歲後續聘的職位剔出編制以外，以
確保延長退休年齡限制之後，亦不會影響
年輕員工的升遷機會。
醫管局主席范鴻齡早前接受媒體訪問時

曾透露，針對公院醫生人手流失問題，局
方有具體措施醞釀中，並希望可在本月
23日的醫管局大會中通過，並將於當日
向外公布。
范鴻齡當時指，醫管局大部分同事的退
休年齡為60歲，考慮到他們的健康情況
仍然良好，認為可探討退休年齡靈活性，
但財政上需可持續負擔，並期望局方可盡
早與即將滿60歲的醫生溝通，以及為護
士增加晉升階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市民現時乘坐港鐵可掃
AlipayHK易乘碼付車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昨日
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港鐵研究其他電子支
付系統付車資的可行性，料港鐵明年初能提供更多電子
支付系統供市民選擇。港鐵亦將於明年起，分階段更換

及提升車站內現有的自動收費系統設備，包括出入閘
機，預期乘客於2023年起可使用信用卡付費乘車。
此外，目前港鐵乘客「掃碼」付車資只可享有「程

程車費扣減」優惠，其他優惠均未有納入。陳帆解
釋，學生優惠及殘疾人士優惠因涉及收集個人資料而

未有納入；至於「二元優惠計劃」，由於現時以二維
碼方式支付車費無須實名登記，支付車費時亦不會展
示使用者的照片，故難以核實乘客的身份，他建議符
合計劃資格的市民申請「樂悠咭」以便享用優惠。
陳帆並指出，政府已初步接觸個別電子繳費系統營

辦商，加快將電子繳費系統納入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
劃，政府會在擬訂具體的方案後，再與公共交通營辦
商商討。

逾半嬰幼潤膚乳含香料致敏物 教科書加價超通脹
小學貴5.3% 中學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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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搭港鐵料可信用卡付費

●消委會測試顯示五成半幼兒潤膚乳帶香料
致敏物質。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超標的矽膠容器

◀消委會發現逾六成樣本的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超標，有機會影響
食物安全。

▲消委會列出矽膠容器的使用貼士。 消委會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