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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打針 如箭在弦

時
評

本港昨日再錄得 3 宗新冠病毒輸入
個案，均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株，分別
來自市民都不太熟悉的納米比亞、塞浦
路斯和加納，一方面說明本港國際化程
度高，另方面更加說明變種病毒全球蔓
延的勢頭，尚沒有遏制的跡象。更令人
揪心的是，部分先進國家在條件尚未成
熟之下，已單方面決定要採取「與病毒
共存」策略。不管願意與否，香港必須
「未雨綢繆」，因應全球抗疫新常態，
提前做好準備。
昨日一艘 3 天前由新加坡啟航的郵
輪，因為一名 40 歲乘客初步確診被迫要
提前折返，共約近 3,000 名乘客須留在

船艙等待檢疫，十分掃興。以新加坡目
前逾 68%的接種率，再加上旅客出發前
起碼要通過快速檢測呈陰性等措施，尚
且發生這樣的事情，說明對抗疫情沒有
僥倖。但部分主要國家目前似乎仍鐵了
心要「與病毒共存」。歐洲在部分成員
國接種率低下，例如保加利亞只有
14%，以及部分賽事主場的俄羅斯只有
13%的情況下，仍舉辦數十萬人次頻繁
跨境觀賽的歐國盃，令人無語凝噎。
由於對抗新冠病毒的特效藥仍沒
有眉目，各國為免出更大亂子，全民
接種勢成不二之選，強制打針如箭在
弦。法國下令，所有醫護人員必須在 9

月中旬前打針，否則不得上班和領取
工資，並明言正研究為全民強制打
針。希臘、意大利等國都有類似強制
要求和懲罰措施。
歐洲人權法院裁定一批沒有依例
為子女接種疫苗而被拒入學的家長敗
訴，理據是私人生活權利須服從於公
眾健康安全需要。美國得州法院早前
亦裁定一批不願打新冠疫苗的醫護敗
訴，其中一點理據同樣是基於公共利
益。相關裁決為各國政府籌備強制打
針掃除最後障礙。在此大環境下，本
港作為國際化程度依存比較高的城
市，該如何自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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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強制打疫苗並非新鮮事
物，凡是在本港出世的嬰兒，法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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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接種乙肝、白喉、破傷風和麻疹等
疫苗。如今新冠疫苗在全球接種數十億
劑次，已被證明安全可靠。本港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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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與接種新冠疫苗相關異常事件比率
很低，而且大部分經過治療後病徵都會
消失和痊癒。「凡事預則立，不預則
廢」，既然疫苗安全，本港又有足夠供
應，再加上國際疫情壓力令群體免疫勢
在必行，政府何不走在前頭，採取類似
換領身份證的方式，分階段快速推進全
民打疫苗。

消委會去年接獲 宗與會
■
員積分計劃相關的投訴。

牛奶鈣含量高低差近 1.3 倍
消委會測試 40 款樣本 明治蛋白質低標示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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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指，各個奶樣本的鈣含量差異
消大，提醒市民選購牛奶飲品時要看清
楚包裝上的成分及營養標籤；並建議選購
及飲用牛奶及牛奶飲品時，小心查看包裝
是否完整及有否滲漏；成人及長者可選擇
低脂或脫脂的高鈣牛奶或牛奶飲品。
至於長期病患者及有特別營養需要的
人士，飲用前應先諮詢醫生及營養師的意
見。

消毒測試衞生程度滿意
消委會測試 40 款牛奶及牛奶飲品，當
中 26 款樣本經超高溫處理，14 款經巴士德
消毒，售價約由 6.9 元至 67.9 元。測試顯
示，各樣本的衞生程度令人滿意，有關營
養含量的聲稱，例如「高鈣」、「低脂」
或「脫脂」等，亦符合相關要求。
另外，測試中僅一款經巴士德消毒法
的樣本驗出 20 個細菌菌落，全部經巴士德
消毒法的樣本均符合標準。而經超高溫處
理的樣本，全部亦取得最高的 5 星。
調查又指，蛋白質含量最高的樣本為
雀巢牛奶公司高鈣低脂牛奶飲品，每 100 毫
升含 4.5 克蛋白質。蛋白質含量最低的樣本
為明治 CP-meiji，每 100 毫升只得 2.1 克，
未達「蛋白質來源」食物的要求，含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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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牛奶 未 達 標 示「 蛋 白 質 來
明治
飲品
源」聲稱要求
CP-meiji
較低脂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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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味
飲品
M&S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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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全脂奶

每 100 毫 升 營 養 每 100 毫升標 與標籤
素測出之含量
籤聲稱含量
差距
2.1 克

3克

-30%

111 毫克

125 毫克

-11.2%

109 毫克

124 毫克

-12.1%

資料來源：消費者委員會
較包裝標示值少 30%。

脫脂奶樣本沒驗出脂肪
在總脂肪方面，測試結果顯示，全脂
牛奶類別樣本的總脂肪含量介乎每 100 毫升
3.4 克至 4.3 克，全部都符合奶脂不得少於
3.25%的要求；而全部脫脂牛奶類別樣本均
沒有驗出脂肪。

然而兩款日本牛奶樣本北海道日高乳
業 北 海 道 富 良 野 特 選 3.7 牛 乳 ， 以 及
Kumiai Dairies 北海道特選 3.6 牛乳分別標
示為「特選 3.6」及「特選 3.7」，代表聲
稱牛奶中的脂肪比例為 3.6%及 3.7%；惟樣
本驗出的總脂肪含量分別為每 100 毫升 4 克
及 4.2 克，比全脂牛奶類別樣本的平均值高
8.1%及 13.5%。

會員積分投訴增 須防陷阱

消費者委員會測試巿面 40 款牛
奶及牛奶飲品發現，鈣含量最高樣
本為子母高鈣較低脂牛奶飲品，飲
用一份食用分量攝入約 538 毫克鈣；
鈣含量最低的樣本為明治 CP-meiji
新鮮牛奶飲品，飲用食用分量攝入
約 235 毫克鈣，兩者鈣攝取量相差近
1.3 倍。綜觀各類別樣本，高鈣牛奶
飲品類別的平均鈣含量，較其他類
別樣本的平均鈣含量高逾 50%。

不少大型連鎖店都設立會員積
分計劃吸引顧客再次光顧，惟相關
計劃往往存在陷阱，有市民在不知
道積分設有兩年限期的情況下，一
直未有兌換獎賞，最終積分愈儲愈
少；亦有成功用積分換現金券的市
民不知使用期限僅兩星期，最終逾
半現金券化為烏有，消委會提醒市
民要小心留意自己的積分餘額及有
效期，並在使用積分前看清楚兌換
詳情。
消委會去年接獲 30 宗與會員積
分計劃相關的投訴，數字是連續第
二年增加，較 2018 年及 2019 年分
別錄得 18 宗及 27 宗為多，而今年
首 6 個月相關的投訴數字已多達 18
宗，多於去年同期的 15 宗。

積分陰乾 有效期僅兩年

今年新增的投訴包括一名每次
到超級市場購物時均會用 A 公司會
員卡儲分的長者，他近年都未曾用
積分兌換獎賞，今年初發現積分在
十多日內突然由 1,594 分減至 1,323
分，而積分減少的情況於 4 月初再
次出現，遂致電 A 公司查詢後才知
道積分由發出日起計只得兩年有效
期。
使用現金券的消費者同樣可能墮入其
他陷阱，消委會早前接獲另一名投訴人
指，今年 3 月 26 日於 B 公司的手機程式用 6
萬分兌換 6 張超級市場 50 元電子現金券，
並隨即使用其中兩張，惟近日再想用時發
現餘下 4 張消失在系統中。
投訴人致電 B 公司查詢時獲職員回覆，
指電子現金券為特別推廣優惠，優惠並已
於 4 月 9 日到期，即投訴人兌換後只得兩星
期可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