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上諮詢會蒐專業意見
李家超指出，針對虐兒個案，必須跨專業和跨部門

進行，亦要有適當的培訓和指引，希望盡快做好諮
詢，提交有關草案予立法會審議。

孫玉菡在勞福局社交專頁公布，他親自主持社會福
利界首場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建議的
持份者網上諮詢會，逾200名機構管理層和前線同工
參與，並就立法建議推行細節、舉報渠道、培訓及行
政支援措施等範疇提出不少寶貴意見。

他指出，立法建議旨在透過建立強制舉報機制，以
期及早識別及有效介入虐兒個案。有關規定涵蓋五個
主要範疇，包括受保護對象、指定為強制舉報者的從
業員類別、須舉報的懷疑個案類型、罰則水平，以及
如何保障強制舉報者的權益。

孫玉菡稱，有效保護兒童實有賴跨專業合作，以造
福兒童為本。當局會在本月繼續舉行多場持份者諮詢
會，跨政策局工作小組會真誠聆聽各方意見。在諮詢
完成後，工作小組會進一步研究蒐集的意見，並向立
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匯報諮詢結果，盡快向立法會提

交法案。

業界倡設多層舉報機制
兒童事務委員會非官守委員雷張慎佳表示，局方已

事前向民間團體提交諮詢文件，建議舉報 「嚴重虐
兒」個案。她認為文件界定虐兒與海外有差異，只強
制舉報 「嚴重虐兒」未能達到預防勝於治療效果，認
為應涵蓋所有懷疑虐兒個案。因此要訂立多層舉報機
制，當發現懷疑虐兒個案，就算不屬於嚴重，無構成
生命威脅，都應該要向民間指定團體舉報；第二步再
向獲政府法律授權的組織，包括保護家庭及兒童科舉
報，緊急案件就要向警方舉報。

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指出，立法旨在保護18歲
以下兒童，規管接觸兒童的專業人士，如社工、老師
及醫護人員等，只要有合理懷疑兒童受嚴重傷害，或
有受傷害危機就要舉報，違法最高可判處監禁三年及
罰款五萬港元，當局預計在明年初向立法會提交草案
審議，比事前預計的年中早。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上星期在深水發生五歲男童懷疑被虐
待致死個案，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對事件非常關注及感到難過，他和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討論過事件，大家都一致同意，希望盡快完成強制通報懷
疑虐兒個案立法的諮詢工作。

民建聯完成訪越行程 當地關注來港簽證

冀盡快就強制虐兒通報立法
特首對男童疑遭虐死感難過 孫東：網絡攻擊增

多管齊下提升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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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劫表案六疑犯昨提堂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民建聯日前派出
三團訪問東盟五國，其中越泰團昨日完成越南行程。
期間，民建聯與當地工商界及民間社會作廣泛交流，
不少持份者關注訪港簽證事宜，認為若港府可以給予
越南居民簽證更便利，會促成兩地人民及經貿的交流
更頻繁。

民建聯越泰團團長陳克勤表示，越南是香港第八大
貿易夥伴，即使在疫情期間兩地的貿易額也錄得18%
增長，形容越南是一個年輕有活力的國家，市場潛力
無限。民建聯透過今次考察越南，向當地的工商界及
社會精英匯報香港及 「一國兩制」的實際情況，也有
聽取當地商界對於投資香港的看法。民建聯日前也有
拜會國家駐胡志明市魏華祥總領事，總領事認同民建
聯將香港實際情況，如實地向越南社會反映。

需吸引東盟企業來港集資
團員周浩鼎表示，此行有向越南工商界推廣在香港

股票上市的優勢，本港除了是國際金融中心外，也可
以提供融資、會計、法律的優質一條龍服務。他引述

數據指，現時在港上市的東盟企業只有
84間，認為港交所要調整思維，鼓勵更
多合資格的東盟企業來港集資，鑒於企
業從考慮到執行上市前期工作，商務往
來香港頻繁及必要，故此港府應該考慮
提供簽證便利，才可以提高越南企業來
港上市或營商意欲。

倡加強兩地中醫藥界聯繫
此外，外訪團亦與越南當地中成藥製

造商和貿易公司代表會面，了解中成
藥發展情況。團員陳恒鑌引述當地業
界指，近七成越南人會用中藥產品，
他樂意促成加強香港及越南的中醫藥
界 聯 繫 ， 而 香 港 中 醫 藥 界 反 應 也 熱
烈，希望他回港後可以向業界分享在越南的所見所
聞。

越南是農業大國，團員何俊賢指越南有不少政策扶
助農業的發展，不少港資企業早年起在當地投資及落

地生根，認為雙方可以合作，打入粵港澳大灣區市
場。他認為，香港的檢測標準獲得世界認可，建議可
在香港成立副食品及農產品檢定中心，促成區域式合
作達致共贏。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香港生產力促進
局聯同 10 家資訊保安專業組織，於昨今兩日舉辦
「資訊保安高峰會2022」，探討企業在各種網絡保

安挑戰，以及不斷升級的網絡威脅環境下如何成功進
行保安轉型。峰會開幕式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
東主禮，其他主禮嘉賓包括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
喬、生產力局主席陳祖恒、生產力局首席數碼總監黎
少斌及峰會籌委會主席莊士敦。

威脅較去年同期增逾兩成
孫東致辭表示，疫情促使更多企業通過嘗試不同新

興技術加速數碼轉型，為經濟增長加添新動力，但香
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的數據顯示，今年首四個月
的網絡威脅偵測報告較去年同期增加超過20%，公共
和私人機構必須保持警惕，並制訂有效策略來降低風
險。政府亦十分重視網絡安全，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策
略來提升香港整體網絡安全能力，他認為當局必須加
強網絡安全工作，以更好地保護社會。

陳祖恒稱，新冠疫情大幅改變人們生活和工作模
式，遙距工作、流動平台、雲端普及和大數據應用為
企業帶來便利，亦帶來不少網絡威脅及資訊安全風
險。網絡攻擊的數量和種類越來越多，嚴重情況更可
能導致企業業務中斷，甚至蒙受重大聲譽和經濟上損
失，故此企業和個人層面都必須加強網絡保安。生產
力局期望峰會可為與會者提供寶貴而及時的網絡保安
資訊，幫助企業制訂有效網絡風險管理策略，實現下
一個常態的保安轉型。

助中小企加強應對能力
生產力局和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指出，近期

已發布《中小企保安事故應變指南》，與網絡安全資
訊共享夥伴計劃（Cybersec Infohub）合作開展 「開
放網絡威脅情報計劃」及與珠寶、航運和物流、印
刷、資訊科技等行業協會合辦分享會，加強中小企資
訊保安意識和應對能力。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香港迪士尼樂園
度假區致力關懷社區，務求大家即使面對疫情都可以
感受到歡樂。迪士尼義工隊(Disney VoluntEARS)由
去年11月起與鄰舍輔導會合作，發起 「小電話．大
關懷」活動，每月定期致電居住在東涌、梅窩及大澳
的長者，關心他們在疫情中的生活需要及心理健康。
趁中秋節前夕，一眾義工更加親身走訪大澳探望他
們，更聯同長者的家人一起做手工、唱歌及玩小遊
戲，提早送上節日祝福。

負責策劃這次義工探訪活動的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
區親善大使陳麗儀(Lily)坦言，平日比較少機會接觸
老人家，原來他們是充滿童心及活力，亦都希望有人
與他們分享生活點滴： 「不少長者都跟我說，現在上
了年紀，加上疫情關係，近年已很久沒有與一大班朋
友及家人一起玩。」

此外，暑假時迪士尼義工隊亦一連四星期舉辦 「童
樂迪士尼」活動，到訪長沙灣兒童癌病基金社區服務
中心探訪病童。義工隊每個星期以不同主題，如 「反
斗奇兵」和 「獅子王」等，精心設計及準備各式各樣
的遊戲和唱遊活動，與病童分享不同的迪士尼故事，
帶來不一樣暑假。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警方在銅鑼灣駱克道表行械劫案發生後四
天內拘捕六名疑犯，涉案人士昨日經已提堂，案件等候11月再訊。同日，警方
亦接獲熱心市民報案，尋回案中接應車輛和手槍，初步證實是一支氣槍，裝滿
鋼珠，發射動能和功率等有待檢驗，警方相信仍有涉案人士在逃，不排除再有
人被捕。

港島總區重案組第二隊總督察張嘉榮表示，該宗持械行劫案在8月31日發
生，案中牽涉四名賊人，賊人分別持一支疑似手槍、利刀和鐵鎚在店舖內劫走
70隻名貴手表，市值約1300萬元。警方調查至今共拘捕六名男子，當中四人是
當日到表行行劫的匪徒，已被暫控一項 「行劫」罪，昨日已在東區裁判法院提
堂，四人交由懲教署看管，於11月29日再提訊。

警檢氣槍鋼珠等證物
昨日清晨時分，警方收到市民報案，指在城門水塘一條山路發現懷疑涉案車

輛，警方到場後確認該輛是賊車，車匙仍然插在匙膽中，又在車上尋回相信涉
案的手槍，證實是一支氣槍，彈匣中裝有鋼珠，稍後會將該支氣槍交給軍械法
證科作進一步檢驗。警員又尋回在案發時套用的假車牌，部分賊人當時身穿的
衣服和手套，一個鐵鎚、兩個表盒和10多個表托和表架。

警方仍在追查案中被劫去的名貴手表下落，呼籲任何人士對該宗行劫案有任
何資料或接觸到懷疑的失表，請致電港島總區重案組第二隊 28607834，或
98860043與調查人員聯絡。

迪園義工送暖老幼

由香港商報承辦的 「2022粵港澳大灣區創新成果暨粵港合作輝煌成就巡展香港
站」 ，繼續在中環街市舉行。其中，香港部分重點展示香港特區的創新成果，以及
特區政府全力配合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積極參與大灣區創科發展的舉措，展覽
引起廣泛關注。昨日，不少市民到場觀展，紛表加深了對有關議題的認識。

記者 馮俊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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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深處 深藏北宋關王古殿

第一次聽說陽泉林裏關王廟，還是20多
年前的黃順榮兄弟。黃兄是陽泉市鋼廠
《陽鋼報》總編，當地一位文化學者。他
在新聞媒體知道我在世界各地尋訪關帝文
化，就時常來信，時常打電話，講述陽泉
關王廟的種種消息。陽泉的報紙登載了關
王廟的新事兒，順榮兄總是第一時間為我
寄來。20多年，聯絡百餘回，卻還沒見過
面。

驅車來到林裏村玉泉山下，黃兄領頭，我
們循着土石路開始登山。順榮兄告訴我，玉
泉山原名黑松林，後來人們見這裏泉溪蜿
蜒，清澈如鏡，就稱這山為玉泉山了。
《中國名勝詞典》載：「關王廟在山西

陽泉市東北郊10公里林裏村山腰。背山面
水，環境清幽。廟址規模不大，建築尚壯
觀。創建年代不詳，北宋宣和四年（公元
1122年）重建，明清曾予補修，現存正殿
仍為宋代原構。殿身寬深各三間，六架
椽，平面近方形，屋頂歇山式。前簷廊深
一間，顯得深邃幽靜。簷柱側角升起顯
著，沿襲唐風。」

當地文化學者說，這裏是中國現存最早
的武廟，始建於唐代開元年間（713年前
後），僅次於始建於南朝陳廢帝光大年間
（公元567～568年）的湖北當陽市玉泉山
關廟，還有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始
建的山西運城市解州關帝廟。廟內現存經
幢兩塊，元天曆元年（公元1328年）殘碑
一通，明碑碣兩塊，清碑四通，為研究中

華古文化發展提供了寶貴資料。

中國攝影家 朱正明

海內外許多關帝殿堂楹聯，把文聖孔夫
子和武聖關公聯繫在一起，把山東和山西
聯繫在一起，情趣盎然。

巍巍太行山，在中國東部蜿蜒挺拔
800里，成為黃土高原與華北平原的分界
線。山的東方，是山東，誕生了中華文聖
孔夫子；山的西方，是山西，養育了中華
武聖關雲長。

請看湖北當陽關帝古陵的一幅楹聯：
先武穆而神，大漢千古、大宋千古；
後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
再看台灣新竹關帝廟一幅楹聯：

聖分文武，著春秋，讀春秋。
在太行深處的山西省陽泉市林裏村山巒

間，深藏着一處宋代關王殿，靜臥太行千
年，如玉在璞中，少有海外團隊前往朝聖。

山別東西，前夫子，後夫子；

2017年初秋，我應邀赴山西太原，為數
百位企業家講述世界關帝文化，結束後，
山西電視台《天下關公》攝製組的朋友，

駕着越野向東，送我到100多公里外的陽
泉。黃順榮兄弟和他的好友們，早已在高
速路口等候。20多年的文友，首次見面，
我們緊緊相擁。

宋代原構，大唐遺風，足見此地關王廟
歷史悠久。難怪，藏在太行深山的陽泉關
王殿，赫赫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殿堂群落坐西南朝東北，佔地5800多平

米，由正殿、左右廂房、鐘鼓樓、馬殿、
牌坊、樂樓、山門等構成。現存正殿，為
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重建時的原
構，傳說由魯班點化而成。正殿無牆，人
稱「裏外一般大」；殿前有鋸末捲成的刨
花皮柱；正殿起伏突出四個簷角，有一處
為亂砍椽——這就是世人相傳的林裏關王
殿「三絕」。細細觀察正殿，宋代九脊十

獸四套頭設計獨
特，用材肥碩，
平穩嚴密，層次
分 明 ， 製 作 規
整 ， 既 氣 勢 磅
礴 ， 又 飄 逸 自
在。
關王殿內富麗

堂皇，關帝群像
高貴威嚴，栩栩
如生，正中關聖
大帝頭戴玉串冕
旒平天冠，身着
黃色團龍袍，腰
繫玉帶，雙手穩
執朝笏手板，左
右侍立關平周倉
及文武將領。我
們攀上關王殿一側的山脊，俯瞰宋代殿
堂，四簷舒展，古風猶存。遠近綿延起伏
的太行山嵐，厚重跌宕。

殿堂對面的山腰，坐落着淳樸的太行古
村落，文化大革命的許多標語，還歷歷在
目。林裏村關王殿周邊，還是「劉關張神
勇忠義文化」誕生地。坪上村青龍山漢昭
烈廟及周邊古遺址，為區級文物保護單
位；上千畝坪村虎頭山漢張桓侯祠也是文
物保護單位。劉關張三座廟宇，齊齊聚集
太行深處，實屬罕見。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陽泉關王廟大殿供奉的關帝群像（朱正明攝影）

民建聯越泰團成員昨日與越南工商會會面，介紹香港社會情況，包
括 「一國兩制」 實施情況、香港專業服務以及大灣區機遇。

陳
麗
儀(

左)

負
責
策
劃
大
澳
探
訪
長

者
的
義
工
活
動
，
教
長
者
造
燈
籠
，
同

慶
中
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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