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和實業一向關心青少年及弱勢社群發展，主
辦及贊助項目協助青少年啟發潛能。於2011

年與社區夥伴聖雅各福群會合辦「Strike 保齡『特』
工」計劃，是全港首個為智障青少年及復康人士而
設的保齡球訓練課程，目標是發掘有潛質的智障青
少年運動員參加「第37屆香港特殊奧運會」保齡球
賽事，同時希望透過這項有益身心的活動，幫助學
員融入社會。

計劃邀得前香港保齡球隊代表馮珈儀小姐出任教
練，合和實業的義工於訓練課程中為學員擔任練習
夥伴。過去兩年，「Strike 保齡『特』工」計劃舉
辦了3屆保齡球訓練班，合共超過30名青少年獲
益。訓練班畢業後，教練從學員中挑選出6男2女的
精英運動員，當中包括有7位輕度智障及1位學習遲
緩的學員，參與進階培訓。

第一期學員蔡家豪對比賽該日可以摘冠感到興奮，
他感謝教練馮珈儀悉心的教導，並期望未來可以有機
會被揀選代表香港往其他國家參加國際性的比賽。蔡
媽媽對兒子比賽摘冠的賽果感到雀躍，她十分感動地
表示一家人都為兒子而感到自豪。

合和實業企業傳訊部主管李家瑜女士表示︰「支
持青少年及弱勢社群發展一直是合和實業企業可持
續發展項目的主要目標之一。合和實業很高興看到
多位學員於此計劃中得益，他們在訓練和比賽中發
揮體育潛能，提高自信，增加人際溝通。球員為實
現夢想，在賽事中全力以赴，再一次證明智障青少
年與復康人士擁有強大的運動潛能，社會各界也為

他們的成就感到高興；此計劃因而也有助促進社區
共融與和諧。」

聖雅各福群會服務表現領導王超敏女士亦表示︰
「我們很高興透過此計劃一方面可以讓智障青少年
發揮運動的潛能，讓他們可以挑戰自己，衝破限
制，從而建立自信。另一方面，此計劃提供一個平
台可以讓智障青少年與合和企業義工互相認識及建
立友誼，從而真正實踐『融合』和『關愛』的精
神。期望有更多企業未來可以派出企業義工及撥出
資金去支持智障青少年發展運動的潛能，讓他們可
以有機會完成參與國際性比賽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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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辰燁　版面設計：歐鳳仙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與聖雅各福群會攜手合辦的「Strike 保齡

『特』工」計劃，成功培訓了8位智障青少年及復康人士成為

精英保齡球運動員，於3月14日首度出戰「第37屆香港特殊奧

運會」保齡球賽事。精英隊員表現非凡，勇奪2金1銀2銅獎

牌，並且逾半球員獲獎，成績驕人。

■合和實業義

工及聖雅各福

群會職員到場

為精英運動員

打氣

中銀香港推出「定息按揭計劃」

《群書治要》論壇將於本月20日舉行
聖賢教育學會將於2013年4月20至23日，一連四天，假座香港亞

洲國際博覽館2號館舉辦《群書治要》論壇，免費招待所有參與人
士，希望達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效果。原來預期招待
2,000人參與此論壇，但有見接受報名之初已反應踴躍，預期可能
加開毗連場館，讓4,000人一同參與！

《群書治要》為唐太宗執政初期下令編制之治世寶典，以求實現
其天下大治之政治理想，助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此書重現於
21世紀乃源於2001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勳（即現任國家
主席習近平之父親）率先護持，將這部塵封千年的治國寶典予以整
理、翻譯，並親筆題詞「古鏡今鑒」；2012年，時任中央黨校校長
之習近平亦將《群書治要》贈與每位學員，深受學員歡迎。

是次論壇由包括蔡禮旭老師、劉余莉教授及周泳杉老師等多個講
師主講，通過《群書治要》，教授齊家治國智慧、領導者必修課、
建立和諧生活、幸福人生及企業實踐等多個課題。據悉，已邀得海
內外多位政界及教育界名人參與，如吳克儉、李焯芬及潘宗光等。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於2013年3月21日宣佈，該行之港元
最優惠利率及活期儲蓄存款利率維持不變，分別為5.00厘及0.01
厘。該行港元活期儲蓄存款分層利率架構如下：

每日戶口存款結餘(港幣) 年利率

低於3,000元 0.00%
3,000至9,999元 0.01%
10,000至149,999元 0.01%
150,000元及以上 0.01%
優惠計劃：若活期儲蓄存款每日戶口結餘在港幣500,000元或以

上，將可享受額外年利率0.01%。

■「Strike 保齡『特』工」首度出戰「第37屆香

港特殊奧運會」保齡球賽事，取得優異成績。

合和實業及聖雅各福群會「Strike 保齡『特』工」
首度出戰香港特殊奧運會保齡球比賽

姓名 獎項

蔡家豪、胡逸之 金牌
李浩樑 銀牌
馮克勁、關紀源 銅牌
伍浩延、潘秀娟、趙永亮 第四名

「Strike 保齡『特』工」於

「第37屆香港特殊奧運會」保齡球賽事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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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台民釣島水域捕魚 換不登島維權

日圖謀分化兩岸聯手保釣

台灣「外交部長」林永樂證實，經
過上月第二次漁業會談預備性協

商後，台日雙方陸續透過非正式協商
管道交換意見，並就台日漁船作業水
域獲得「非常具體的結論」，目前僅待
部分技術性問題解決後，雙方就能以
正式文件公佈談判結論。

「釋善意」允入「執法線」

據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極不樂見
兩岸聯手保釣，為避免於汛期來臨
後，三方衝突態勢持續升高，亟欲在
汛期前，先解決與台日間的漁權糾
紛，因此日方代表近期在台日非正式
協商中首度鬆口，傾向讓台灣漁船能
自由進出釣魚島周邊海域作業，希望
雙方不要再因主權爭議擦槍走火。

目前台灣漁船要進入釣魚台周邊12
海里作業，就會被日本巡邏艦艇驅

趕。日方近期在會談中表態，未來願
讓台灣漁船進入日方「執法線」內作
業，條件是台灣漁船不得有類似登島
的挑釁行為。由於日方釋出的「善意」
符合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立
場，台方也傾向接受。

但日方協商時也提出，日本漁民在
釣魚島周邊海域漁場上設有類似延繩
釣裝置，藉以吸引魚群聚集，希望台
灣漁船不要靠近相關區域，也不要設
置相同設施。

台方則認為這項條件可能影響台漁
民權益，而有所保留。雙方也因這類
技術性的問題，至今仍無法達成最終
共識。

日急切尋找切入點

林永樂表示，台方與日方談判的首
要目標，是讓台灣漁民在漁汛期的作

業不受外力干擾，目前雙方對於作業
水域確實已有共識，但牽涉漁業技術
部分，雙方仍須各自帶回讓漁業主管
部門界定。　

對此，有北京學者認為，就釣魚島
問題，日本短期內與中國大陸達成某
種協商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只能分
化，讓兩岸不能聯手保釣。中國社科

院海疆問題專家王曉鵬早前表示，隨
中國在釣島問題上一系列反制日本

的措施取得明顯成效，兩岸呈現出漁
業方面合作維權的趨勢，這是日本方
面最不願意看到的景象，他們急切要
尋找一個切入點。積極推進日台漁業
對話，以漁權誘使台灣當局軟化、退
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
台灣人飲食習慣調查披露，1/3人
每周外食至少3天、3成不愛打包，
大多習慣多買食物，造成舌尖上每
年浪費新台幣2400億元。

每日廚餘可堆70棟101

執行調查的天下雜誌昨天指出，
全台每天可產生4萬桶廚餘，廚餘
桶的高度可堆出70棟台北101大
樓；全台800萬家庭每年至少浪
費、損耗2400億在食物上，足以讓
全台小學生，免費吃營養午餐39
年。

天下雜誌又進一步進行「新良食
運動」調查顯示，35%受訪民眾每
周外食超過3天，又以20到39歲的
青壯族群為主。另外，1/6台灣人
每月至少要光顧一次吃到飽餐廳，
顯示台灣人不但愛吃，而且喜歡吃

「澎湃」(編註：台語吃得豐盛之
意)。

逾三成人不打包剩菜

調查發現，受訪者對是否有浪費
食物有雙重標準，8成的民眾覺得
其他人把食物丟掉很浪費；但是
32%受訪者坦承完全不打包外用餐

的剩菜，8成受訪者會超量多買食
材，1/4受訪者更坦承買來的菜常
常或偶爾沒吃、沒煮就丟棄。

天下雜誌認為，改變浪費食物的
陋習，「吃在地、選當季、不浪
費」，是積極有效的做法；不過，
在調查中，3成民眾不一定優先選
擇在地食材，7成民眾雖有意願但
不得其門而入，顯示台灣食物履歷
機制推動，仍有進步的空間。

這項調查是在今年3月19日至3月
26日，以台灣住家電話號碼簿為系
統抽樣母體，成功訪問有效樣本
1136位20歲以上成人。

郝龍斌：雙子星案不排除廢標

山寨機騙真iPhone  蘋果投降

台人吃「澎湃」 年浪費24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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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商業周刊報道，島內
部分豬農非法使用瘦肉精，早已是養豬業「公
開的秘密」。有藥商坦言，「我自己都不敢吃
我客戶養的豬！」業界透露，約8成有問題的
豬肉，經過加工後都進入了街頭巷尾的家庭早
餐店。

使用瘦肉精乃「公開秘密」

根據「農委會」統計，2011年全台每人平均
消費37.3公斤的豬肉，佔肉類總消費量的5
成，為牛肉的7倍，顯示豬肉仍是台灣人最常
吃的肉類。然而，業者透露，十幾年來，部分
豬農使用瘦肉精一事，早已是全台養豬業「公
開的秘密」，不因去年的大力查緝而中斷。

一名藥商也私下透露，近幾年，豬農用藥需
求高漲，公司業績一片大好，但豬農如何餵、
餵多少？是否在宰殺前堅守停藥期的規定，避
免藥物殘留？是否為延長病豬壽命，刻意餵
藥？皆不得而知，「我自己都不敢吃我客戶養
的豬！」一句話，顯現出豬隻用藥的危機。

餵藥延長病豬壽命

全台唯一優級屠宰廠信功實業副董事長楊博
元分析，經濟不景氣，是少數豬農用藥量大增
的原因之一。他舉例，豬農若仍強硬餵藥，延
長病豬壽命，再拿去市場賣，還是能有2000多
元的行情，一隻健康豬市價約6000元左右。那
麼，這些被低價收購的病死豬，流入市場後去
了哪裡？

相關業者透露，台灣約8成有問題的豬肉都
進了肉品加工廠，經過調味、煎煮，做成香
腸、肉鬆或漢堡肉，再批貨給街頭巷尾的家庭
早餐店。由於加工廠多半是民間自營的小型工
廠，銷貨對象又以非連鎖型的家庭早餐店為
主，幾乎沒有辦法管理，政府也稽查不到。建
議消費者，非大品牌早餐店內食物少吃為妙，
才能確保食用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綜合報
道，台北市長郝龍斌昨天表
示，如果雙子星開發案在招
標過程中有問題，不排除廢
標的可能。

媒體詢問郝龍斌雙子星開
發案是否有可能廢標，郝龍
斌回應，要先看檢調調查結
果，如果真的在招標過程有
問題，不排除雙子星開發案
有廢標可能。

另外，媒體提到有關台北
市捷運局聯合開發處長林勳
杰昨天調任北區工程處副處
長，是否與雙子星案有關，
郝龍斌則表示，這是正常的
內部調動，捷運局長更換人
事以後，局長蔡輝昇在內部
從事的人事異動。

檢調偵辦雙子星案期間發
現，太極雙星在怡保花園集
團沒有資金挹注的情況下，
竟能進入評選，經17名委員
評選過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台日漁權爭議可望出現突

破。據台灣《中國時報》報道，日本政府近期在雙方非正式談判時

首度鬆口，傾向取消釣魚島海域周邊12海里的「暫定執法線」，讓

台灣漁船能自由往返該處作業。預計本月底雙方可簽署備忘錄。有

專家指出，此舉是日方企圖分化兩岸共同保釣的圖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花蓮縣檢警日前破獲以黃某為首的詐騙

集團，利用收購保修期內的蘋果公司智

能手機iPhone，再蒐集手機內的IMEI與

SN碼，成功以送修換新機的方式，騙得

300多支蘋果新機，不法獲利超過300萬

元新台幣。這種貍貓換太子的全新詐騙

手法，就連蘋果公司也百思不得其解。

檢方表示，由於蘋果手機在台灣沒有

專屬維修商，各手機經銷維修商沒有被

授權可以拆機維修，收到待修的蘋果手

機時，只要確認手機內的IMEI及SN碼

在保修期內，就會直接回收並更換新

機。黃姓主嫌自己經營通訊行，知道這

個蘋果手機維修作業流程的漏洞，從去

年起就以不明方式蒐集大量IMEI及SN

碼，再裝進低價收購來的舊款或山寨蘋

果手機，拿去各維修站更換，得手300

多支，再利用自己開設的通訊行低價販

賣牟利，不法獲利數百萬。

令調查人員好奇的是，偽造IMEI與

SN碼需取得序號群組，嫌犯如何獲得這

些資訊；就連新加坡蘋果公司也不清

楚，序號群組如何外洩。

台大學生漳州「文化尋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昨日上午，「2013閩南文化尋根之

旅」在漳州師範學院開幕。來自台

灣明道大學、屏東教育大學、朝陽

科技大學、大葉大學的24名師生將

在此次為期5天的行程中，遊學漳

州，領略閩南文化魅力。

台灣代表團3日下午經廈金「小

三通」航線，轉乘大巴抵達漳州。

「昨晚剛下渡輪時，就發現這裡與

台灣有許多不同，覺得很新鮮。」

來自屏東教育大學英語學系一年級

的詹小姐表示，這是她第一次來漳

州，希望能開闊視野，結交大陸朋

友。

開幕式上，漳州師範學院副校長

李順興致歡迎辭。他說，「2013閩

南文化尋根之旅」能讓台灣同學親

身體驗閩南的風土人情，感受漳州

的人文情懷和美麗風景。

李順興副校長希望台灣同學們能

藉此次尋根之旅進一步弘揚和傳承

閩南文化，促進海峽兩岸文化的交

流和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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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台灣漁民發起保釣護漁運動。保釣漁船抵達距離釣魚島12海里

處，遭日方艦艇噴水驅離，隨行的台灣海巡署巡護艦也以水柱還擊。 資料圖片

■太極雙星團隊金主程宏道

移送看守所。 中央社

■屏東縣

查獲4千

多公斤病

死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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