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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展街市買不齊「兩餸一湯」
王國興批空置率高衛生差 攤檔種類少無鮮牛肉鯇魚
市常被批評出售貴價食材，但部分街市的食
物種類卻很少。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調查
發現，未能於領展旗下 10 個街市買齊「兩
餸一湯」材料，包括菜心炒牛肉、梅菜蒸鯇
魚及番茄薯仔瘦肉湯，因街市沒有出售鮮牛
肉及鯇魚。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批評，
領展街市攤檔數量及種類少，未能滿足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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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需要，又指部分街市空置率高、環境衛
生惡劣，促請領展改善街市環境及增加食物
種類，為區內居民服務。
6 月 28 日至 30 日期間，到 10 個領展街市進行調查(見
工聯會於
表)，發現所有街市均沒有出售鮮牛肉，在耀東、麗閣及葵芳街
市更沒有鯇魚出售。調查又發現，領展街市檔位空置率高，以出售
新鮮食物的檔位計算，葵芳街市僅有兩檔；其次是麗閣及耀東街
市，只有4檔，10個街市平均只有8.1檔。

居民須行20分鐘到附近街市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指，領展街市攤檔的數量及種類少，未
能滿足當區居民的需要，在選擇不足的情況下，不少居民唯有到附
近由食環署管理的街市買餸，但路程卻較遠，以屯門大興街市為
例，居民要步行約 20 分鐘才可到達最近的新墟街市，或居民被迫到
超市購買食材，惟價格一般較街市貴10%。
王國興又說，麗閣街市的空置問題非常嚴重，整個街市只有4檔，
甚至連豆腐、芽菜也沒有，故大部分居民會轉到北河街街市或保安道
街市買餸。他又說，閒時更有人在麗閣街市內打羽毛球，亦有檔販稱
過去十年間多次加租，最多加30%，惟街市內人流少，檔販根本難以
經營。

吳偉基：部分領展街市設施殘舊
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秘書吳偉基指，部分領展街市的環境和設
施十分殘舊，如翠屏街市「又暗又濕」，「地下很多菜、肉、魚
跡」。王國興說，領展只挑選購買力高、人流多和租金升值潛力高
的屋邨街市進行翻新，卻任由一些人流少和購買力低的老人社區的
街市繼續荒廢，批評領展「賺到盡、算到盡」。
他表示，將約見領展及發展局，要求政府加建食環署管理的街
市。
領展發言人回覆指，九成街市均有生果、菜、魚、豬肉及燒味五
大基本街市食品類別檔戶；牛肉方面，發言人指現時每日只有約 46
隻活牛供應全港，部分需求轉至冰鮮牛肉，有關需求轉變令鮮牛檔
戶不斷減少。
發言人又指，領展旗下街市及熟食檔位的租用率達 89.1%，由領
展管理的街市中，已完成翻新並全面營運的街市租用率上升 34%，
而檔戶數目上升 14%。由於面對附近大型街市及超市等競爭，個別街
市人流較差，檔戶數目亦有限，領展會按市場調查及實際需要編訂翻新
時間表。

領展街市攤檔數量及種類
地區

街市

菜檔

魚檔

鮮肉檔

雜貨檔

檔數

香港島

利東街市

3

4

2

2

11

香港島

耀東街市

1

0

2

1

4

九龍西

麗閣街市

2

0

1

1

4

九龍西

何文田街市

3

1

2

2

8

九龍東

彩雲三期街市

4

3

3

3

13

九龍東

翠屏街市

4

2

3

3

12

新界西

大興街市

4

1

1

3

9

新界西

葵芳街市

1

0

1

0

2

新界東

廣福街市

6

1

2

3

12

新界東

祥華街市

3

1

1

1

6

30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志剛） 獨輪
車除了是雜技項目，原來也是有益身心的
運動。中國香港獨輪車協會昨日成立，目
的是推動獨輪車運動在本港的發展，至今
已在 20 間學校舉辦課程，共 300 多名中
小學生參與這項運動。協會表示，計劃在
下學期擴展至 30 間學校參與，長遠透過
優秀運動員培訓計劃鼓勵年輕人參加，並
代表香港出戰國際賽事。

學生玩獨輪車 學專注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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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鄺慧敏) 領展旗下街

■中國香港獨輪車協會昨日成立，以推動獨輪車
運動在本港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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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每校贊助20輛推廣運動

中國香港獨輪車協會昨日舉行成立典
禮暨獨輪同樂日，協會創會會長洪定騰表
示，獨輪車可鍛煉專注力和平衡力，有助
小朋友參與其他運動，同時學會面對困難
堅持到底，是一項有益身心的運動。
協會司庫洪宗巧筠表示，美國、日本
等地都有不少人參與獨輪車運動，但香港
的參與人數仍較少，協會在去年 12 月開
始籌備，今年 1 月底在首間學校舉辦訓練
班，至今已有 20 名教練，在 20 間中學及
小學開班授課，共 300 名學生參與這項運
動，協會為每間學校贊助 10 部至 20 部獨
輪車，亦會資助3年教練費用。
洪宗巧筠指出，獨輪車在日本自 1989
年起便是中小學生的必修課，台灣桃園縣
政府亦大力資助獨輪車發展，而獨輪車除
了可以玩花式，更可用於競速、甚至是越
野比賽，協會長遠計劃透過優秀運動員培
訓計劃鼓勵年輕人參加，希望日後可舉辦
學校間的比賽，並代表香港出戰國際賽
事。協會計劃在下學期擴展至 30 間學校
授課。
本身是中學體育老師，獨輪車齡達 20 年的教練
余博文表示，獨輪車訓練場地限制不大，可以在
學校操場或禮堂，甚至是雨天操場進行，可以鍛
煉團隊精神和提升專注力，「很多小朋友遇困難
就好易放棄，獨輪車可以練到專注力及決心，十
分適合在香港推廣」。他指出，小一、小二學生
已經可接受訓練，訓練時一定會有教練在場，教
學生安全上、落車方法，確保他們能保護自己，
訓練時亦會全程照顧學員，避免他們跌倒受傷；
而獨輪車車身耐用，小朋友如失去平衡，可以直
接跳開，減少受傷機會。

註：只計算出售新鮮食物的攤檔，鮮肉檔均沒有出售牛肉，調查員當天目測統計所得。
資料來源：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

製表：鄺慧敏

京申奧惜敗受「刺激」 收藏家蒐全套火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禮傑） 2001
年中國申辦奧運成功，造就了2008年北
京的創舉，但中國其實早在1992年已是
申辦最接近的一次，只可惜當時以兩票
之差，將2000年奧運的主辦權拱手相讓
予澳洲的悉尼。當年申辦失敗，卻成為
收藏家周儉雄收集奧運紀念品的開始，
現時他擁有自1936年柏林奧運至今的所
有奧運火炬，是全中國的第一人。
周儉雄與運動結緣，是因為年幼體弱多
病，除以體育鍛煉身體外，亦愛觀看不同
賽事，在收集門票起同時開始收藏各樣運
動紀念品。至 1992 年北京申奧敗予悉
尼，周儉雄開始專項收集奧運周邊產物，
火炬當然是重要一環。2000 年悉尼奧運
火炬是周儉雄的收藏品之一，亦是他認為
最有意義的火炬，「如果當年中國不是落
敗，就沒有這支火炬的存在。」

莫斯科奧運火炬「超筍價」換到
傳遞奧運聖火意義非凡，令人對火炬

有難以擁有的神秘感，周儉雄坦言自己
起初亦認為火炬「有錢都買不到」，偏
偏自己多年前卻在當時的中蘇邊境，以
一部計算機加兩支原子筆的「超筍
價」，換到了 1980 年莫斯科奧運的火
炬，亦是自己擁有的第一支，周儉雄自
始下定決心要集齊所有奧運火炬。
從 1936 年柏林奧運開始，以火炬接
力傳遞聖火成為每屆運動會的前奏，周
儉雄齊集了所有奧運火炬，當中認為
1952 年芬蘭赫爾辛基的最為困難，他指
當屆的火炬只生產了二十多支，而且在
歐洲被視作文物而不准出口，經過十多
年時間，他終於在一名美國賣家手上獲
得心頭好。周儉雄指自己是中國齊集奧
運火炬的第一人，很多富豪曾向他索
價，他都拒絕割愛。

借出珍藏 商場展覽
除 1952 年的外，周儉雄借出了所有
夏季奧運火炬予香港一間商場作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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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車手盼出國「鬥一番」

■周儉雄(左二)借出了多支奧運火炬予一間商場作展覽。
展覽亦有冬奧火炬及保存奧運聖火的火
種燈等共 30 件展品，當中 2012 年倫敦
奧運火炬及2008年北京奧運火種燈為首

次在香港亮相，有興趣的市民可由本月
11 日起至下月 31 日，到始創中心地下
大堂一睹歷屆奧運火炬風采。

2008

火炬展覽部分展品
■1936年
柏林奧運火炬

最具歷史價值火炬，從該屆奧運開始，燃點奧林匹克火焰是每屆奧運會開幕式
不可缺少的儀式。火炬體由鋼材料製成，在手柄部分刻有「奧林匹克火炬接力－
柏林 1936」字樣。字體上方有奧運五環和德國的鷹徽標誌。下方繪有 1936 柏林
奧運會火炬火炬傳遞的路線圖。在火炬體頂部的平台則寫有感謝火炬手的字樣。

■2008年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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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在港亮相及展出，火種燈乃用於保存奧林匹克聖火的火種。 北京奧運會火
種燈的設計源於中國宮燈，象徵天圓地方，銀色金屬光澤和晶瑩易透的玻璃象徵
奧運聖火的神聖與純潔。火炬傳遞專機攜帶兩個火種燈，由兩名聖火護衛不停地
守護聖火。

■2008年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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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的創意靈感來自「淵源共生，和諧共融」的「祥雲」圖案，祥雲的文化概
念在中國擁有上千年歷史，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文化符號。火炬造型的設計靈感
則來自中國傳統的紙卷軸，其紅銀對比的色彩產生鮮明的視覺效果。火炬上下比
例均勻， 祥雲圖案和立體浮雕式的工藝設計使整支火炬高雅華麗。

■2012年
倫敦
奧運火炬

首度在港亮相，火炬名叫「Barberosgerby」，為容易讓人握牢的三棱形狀；
金色的鋁合金外表面鏤刻有象徵 8000 個火炬接力手的 8000 個圓孔，為奧運史上
首次將人的因素加入火炬中。火炬上方有倫敦奧運徽章圖案，造型時尚現代，是
史上最輕的奧運火炬。

資料來源：始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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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記者 莊禮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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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陳泓熙（左）和吳文轁（右）均喜愛玩
獨輪車，希望未來有機會到外國交流。 岑志剛 攝
獨輪車運動魅力沒法擋，數
以百計中、小學生已參與這項
運動。今年 9 歲的小車手陳泓
熙，昨日代表南華會車隊表
演，她在觀看台灣代表出神入化的花式技巧後表
現雀躍。她表示，哥哥也是獨輪車手，技巧了
得，「覺得他好犀利」，因此吸引她參與這項運
動，至今已經接受獨輪車訓練4年至5年。
泓熙說，她從未因為訓練困難而放棄，因為獨
輪車是其他花式單車的基本功，如果因為短暫挫
折而放棄，以往累積的訓練成果將會付諸流水，
令她堅持繼續玩獨輪車。她希望更多人認識獨輪
車，並有機會到外國交流獨輪車技巧。
今年 8 歲玩獨輪車 3 年至 4 年的吳文轁則表示，
小時在體育館看過「大哥哥、大姐姐玩得好
勁」，覺得獨輪車十分有趣，在母親建議下參與
南華會訓練課程，逐漸愛上這項運動。
有份參與計劃的福建中學附屬學校校長徐區懿
華表示，最初對獨輪車運動缺乏認知，不少老師
都怕危險性高，但參考過外國經驗後發現不難上
手，遂參加協會訓練計劃。她希望本港長遠可以
建立學生精英隊，到其他國家交流。
■記者 岑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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