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懼經濟淡風 團年飯不能慳

20172017年年11月月1919日日（（星期四星期四））香  港  新  聞A15 ■責任編輯：鄭樂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豐盛

社企學會推動支持社企的「良心消

費運動」已連續舉辦5年，2016年

在兩個月活動期中，市民在參加活

動的142間社企共消費1,020萬元創

新紀錄。豐盛學會昨午假油麻地城

景國際酒店舉行嘉許典禮。贊助機

構代表、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致辭，希望官商民學各界懷着感恩

的心，共同支持社企，幫助弱勢群

體。

市民撐社企 良心消費新高
豐盛學會嘉許參與機構 許曉暉勉感恩助弱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鄧肇堅何添慈善基金昨
向社署捐贈年度緊急援助金逾300萬元，同時宴請約
40名長者共賀新春，並為每名長者派發千元大利是。
社署署長葉文娟接受捐款，她致辭時表示，雖然本
屆政府任期僅餘不足半年，但對長者的援助不會鬆
手，今年又再新增社區援助腦退化長者的新項目，希
望各位「哥哥、姐姐」都安享晚年。
基金舉辦的「新年利是致送儀式暨春節聯歡會」

昨日假保良局梁王培芳堂舉行，保良局轄下長者護
理中心約40名60歲至90歲的長者獲邀出席，不少
長者不良於行，要由護理姑娘推輪椅參加。
葉文娟和東華三院主席陳家歡、保良局主席郭羅

桂珍等為長者們派大利是，「牛下長者合唱團」大
唱《財神到》等賀年歌，護理中心義工表演舞蹈
「快樂禮拜天」，保良局轄下青少年中心勁舞隊表
演「霹靂舞」，令長者們十分開懷。

葉文娟︰「錢跟人走」照顧老友
葉文娟致辭時表示，鄧何基金自1977年創立，40

年來一直致力為有需要的家庭及個人提供及時的經

濟援助，給面對困境的市民予及時和有力的支持。
基金去年共批核逾737宗申請，涉及金額總數達
272萬元，葉文娟向他們表示衷心謝意。政府近年
亦在各項長者服務上投放大量資源，讓長者能夠得
到適切的支援，並採用「錢跟人走」概念，以試驗
計劃形式提供社區及院舍照顧服務。
如於2013年開展「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

劃」，而首階段的「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
計劃」將於今年首季推行。
葉文娟表示，下月起醫院管理局和社署亦將合作推
行由「關愛基金」撥款的「智友醫社同行」先導計
劃，以「醫社合作」模式，透過長者地區中心為患有
輕度至中度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提供適切服務，惠及合
共2,000名長者。
赴宴的90歲丘婆婆表示，能和那麼多「老友記」

一起參加聯歡會很開心，參加保良局長者中心3年
來和大家都已成天天見面的好朋友。
她回憶上世紀40年代與丈夫由廣東雲浮千辛萬苦

來港，自己養育子女的同時，還要和丈夫一起做建
築工、扛兩籮石仔上四樓，真的很辛苦。現在兒孫
滿堂，7名子女生了12個孫子，每周六都回來看望
她一齊吃飯，令她很開心滿足，對生活再無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春將至，
重視傳統的華人都會與親朋好友吃團年飯。
有調查在網上訪問了千多名市民有關團年飯
花費，結果69%人指與去年一樣維持不變，
另有24%人指今年預算會較去年多，反映經
濟環境即使趨淡，市民仍願意花費在團年飯
上。不過，團年飯菜式近年愈趨豐富，有營
養師按一般酒樓菜單計算，成人每餐團年飯
可攝取2,286卡路里，相等10碗白飯。

每人平均開支366元
調查於去年12月28日至今年1月5日期間
進行，了解香港人吃團年飯的消費模式、飲
食習慣及健康意識。調查發現中國人非常重
視團年飯，儘管經濟前景不明朗，亦無阻他
們對團年飯的消費預算。受訪者每人平均開
支為每餐港幣366元，由此推算，以中式酒

樓一圍12人酒席計算，平均每圍花費港幣
4,392元。
調查又發現79%人預計今年吃兩餐或以上

的團年飯，當中48%及24%受訪者表示分別
會吃兩餐及3餐。同時，調查發現港人對選
擇團年飯的菜式仍然較為傳統，不論在家吃
抑或外出用膳，超過九成人選擇中菜，其次
是盆菜或火鍋。
此外，雖然大部分港人重視團年飯，但過
半數受訪者認為團年飯沒有必要正日當天
吃，主因是認為外出吃飯時人太多，再依次
為較平日食飯貴及比平日較難訂位。
在團年飯飲食習慣方面，多數人貫徹中國
人過節時「有魚有肉」的習俗，菜式材料不
離肉類、燒味、臘味、雞鴨、豬手及鮑魚，
超過八成人認為團年飯必定有雞，七成稱有
魚，再依次為蔬菜及冬菇等，46.3%受訪者

表示最喜歡吃脆皮燒雞，成為港人最愛團年
飯菜式之冠。其餘按次序分別為乳豬全體、
清蒸龍躉斑、西蘭花螺片炒蝦仁、燉湯和髮
菜蠔豉。

一餐團年飯等於10碗飯
傳統中國人認為豐盛的團年飯象徵豐衣足

食，所以菜式一般都較為豐富，很容易攝取
過量脂肪及鹽分。
營養師黃榮俊參考一般酒樓菜單粗略計

算，成人每餐團年飯相等於10碗白飯，以
一個70公斤體重的成年人士計算，需要跑3
小時才能完全消耗。其卡路里攝取量亦分別
遠高於建議成年男性和女性正常每餐的接近
3倍及4倍。若以每人平均吃兩餐團年飯
計，新春期間隨時可增兩磅以上。
年三十吃完團年飯後，加上連續4天假

期，市民在過節期間預食量會比平日為多。
調查結果顯示，雖然有超過五成人即使知道
團年飯的菜式並不健康，但當中有近五成人
吃團年飯後的一星期也不會減少食量。
當中再有超過八成受訪者表示，預料自己

新年期間會進食過量。營養師提醒市民應盡
量堅持多菜少肉的原則，同時先吃蔬菜製造
飽肚感，避免攝取過量肉類油分。

反對派對特首選舉搞雙重標準

愛國愛港媒體支持林鄭反映主流民意
林鄭月娥宣佈正式參選行政長官，獲
得香港主流民意支持，社會各界普遍認
為，香港下一任特首，應該由像林鄭月
娥這樣既對香港充滿感情，又有鴻圖大
志，更具有豐富政府管治經驗的人士出
任，方能夠帶領香港繼續成功落實「一
國兩制」，逐步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
帶領香港創造更美好未來。
林鄭決定參選特首，立即把特首選舉
撲朔迷離、沉悶不明的氣氛一掃而光，
政界和工商界紛紛歸向林鄭的陣營，普
羅市民也認為林鄭是特首不二人選，局
面氣勢如虹。民意調查顯示，林鄭的勝

算最高，林鄭是「市民最like的特首人
選」。
愛國愛港媒體報道和支持林鄭參選，

是反映特首選舉的客觀動向和香港主流
民意，這是負責任媒體的責任，絕非反
對派捕風捉影指是阿爺發功、欽點云
云。

反對派「造王」卻不准別人支持林鄭
反對派在選委會選舉中取得300多張

選票，隨即表示要利用手上選票「造
王」，並且開出一系列條件，包括要求
特首參選人承諾重啟政改、取消人大
「8．31」決定，並且叫囂「換人係唔
夠，最緊要係換制度」云云。陳方安生

希望「泛民」集中票源，選出「泛民」
中意的特首。反對派允許自己「造
王」，就不准愛國愛港媒體和建制派政
黨發表意見，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
之前，有有意參選者放風，多次去信

中央，有要求中央支持；又散播消息
指，中央以亞投行副行長之職，「利
誘」有意參選者換取他不參選特首。更
有人散佈，有意參選者得到「習派嫡系
媒體」支持。如此放料誤導輿論，在香
港製造民意，不見有人批評是「求欽
點」，如今愛國愛港媒體支持林鄭很正
常，又怎麼是欽點？

反對派不批評戴耀廷破壞選舉公平公正

「佔中」搞手戴耀廷去年立法會選
舉力推「雷動計劃」，導致選舉出現
大量不正常的現象，包括多名選前民
調一直低迷的激進「本土」派候選
人，在「雷動計劃」棄保之下高票當
選，有人甚至成為「票王」。如此明
目張膽地大規模配票，涉嫌觸犯選舉
條例，卻不見反對派批評是破壞選舉
的公平公正；戴耀廷最近竟向特首候
選人提出以撤銷對四名反對派議員的
司法覆核，作為換取反對派選委提名
的交換條件，如此大搞「政治買
賣」，卻不見反對派批評是破壞特首
選舉的公平公正；如今，愛國愛港媒
體支持林鄭很正常，是反映特首選舉
的客觀動向和香港主流民意，又怎麼
是破壞特首選舉的公平公正？

反對派一貫搞雙重標準
旺角暴亂明明是喪心病狂的暴徒襲擊

警員，當社會輿論紛紛譴責暴力的時
候，反對派卻急急跳出來護短，說什麼

「官逼民反」激發民憤云云。三名鼓吹
「港獨」的立法會議員夥同黃之鋒，前
往台灣勾結「台獨」，被當作過街老
鼠，反對派就左一句暴徒右一句暴徒，
採用嚴人寬己的雙重標準。
劉小麗、姚松炎、羅冠聰和梁國雄四

名議員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詞不一致的誓
詞，是赤裸裸不真誠、不莊重的宣誓，
特區政府向四人提出司法覆核，乃依法
辦事。反對派抗議政府提出司法覆核，
但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把經濟民生事
務政治化，使司法覆核淪為政治工具，
卻不見他們有絲毫反省，這是典型的雙
重標準。
反對派議員一向要官員「比白紙更

白」、道德標準定得極高，但反對派議
員包庇收取黑金的議員。不少反對派議
員都有收取黎智英黑金，放生收取黑金
議員，其實就是放生反對派自己，暴露
反對派的虛偽和雙重標準。
反對派一貫搞雙重標準，他們對特首

選舉搞雙重標準，乃是本性難移。

反對派近日開始指責，「左報」大篇幅報道林鄭月娥參選，民建聯等政黨發聲支

持，是阿爺發功、欽點云云。反對派選委搞「300＋」綑綁投票，陳方安生叫人不要

分散投票，反對派允許自己「造王」，就不准主流民意和建制派政黨支持林鄭，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

之前有有意參選者放風，稱自己多次去信中央，要求中央支持，又散播消息指，得到「習派嫡系媒體」

支持，當時不見有人批評是「求欽點」；如今，愛國愛港媒體支持林鄭很正常，又怎麼關「欽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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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開始時，先由社企「藝全人舞蹈
團」的兩名分別患唐氏綜合症和聽障的

少女舞者，表演精彩的現代芭蕾舞。兩名少女
先以木偶人的機械動作開場，然後逐漸釋放激
烈奔騰的芭蕾舞舞步，盡顯少女不可壓抑的青
春活力，結尾又以木偶人的機械動作相擁結
束。舞蹈演繹弱勢人群面對艱難人生下的堅
強和情感，贏得與會者的熱烈掌聲。
社企指經營目的是為解決社會問題、扶持
弱勢群體，而非牟求最大利潤值的企業。豐
盛學會去年舉行的「良心消費運動」於9月
10日至12月31日舉行，市民於參加活動的
社企消費可獲贈印花換取禮品。昨日的嘉許
禮中，主禮嘉賓許曉暉與豐盛學會主席紀治

興為9間支持社企的傑出機構、23間支持社
企的公司頒發獎座，及為16間分別是積極
參與、企業最喜愛和顧客最喜愛的社企頒發
獎座。

業界主導 政府資助

許曉暉致辭時表示，政府一直以「業界主
導、政府資助」的方式積極扶持社企，過去
10年間本港社企蓬勃發展，總數逾580間，
服務項目遍及各行各業。社企具很強的漣漪
效應，對釋放閒置勞動力、解決社會難題、

扶持弱勢人群等各方面產生跨界別正能量。
她衷心感謝在座各位為社企發展所作的努
力。希望社企能提升持續經營能力，發展壯
大，成為世界社企發展的典範。
紀治興發言時表示，豐盛學會成立5年來

致力推動社企發展。2012年起舉辦的「良心
消費運動」，所觸發的消費金額由130萬元
提升至今年的1,020萬元；與推廣經費的比
例由3.94比1逐漸遞增至10.2比1，顯示優
先支持社企的理念逐漸為市民所接受。
豐盛學會前四年主要致力於推廣社企文

化，2016年開始注重提升社企可持續經營能
力，包括開辦「社企診所」、開辦相關課
程、聯繫大型商企與社企合作等。豐盛學會
最近進行的調查顯示，成功社企的客量比例
為：20%是新客、80%是回頭客，顯示提升
產品素質和服務質量是社企生存的關鍵。

校園講座 親身體驗
記者採訪了數間優秀社企。「社創校園

通」項目經理李瑞芬表示，她們申請了社創
基金資助展開為期3年的計劃，進入全港中
學舉辦講座，向學生們介紹社企文化，並帶
學生們去社企親身體驗社企工作。
項目反應熱烈，觸動不少學生的人生觀；

他們發現支援弱勢人群、關心身邊人的生命
意義，許多學生開始加入社企做義工。活動
迄今已接觸逾3,000名學生，成效超出預
期。
「共廚家作」創辦人鄭耀彤表示，他本

身是社工，服務天水圍等地的市民。他發
現很多有優秀廚藝的家庭婦女，很希望利
用空餘時間工作補貼家用，又發現大部分
餐廳的廚房在三餐之間閒置，因此找餐廳
合作，派出「家廚」們利用廚房閒置時間
製作「絕活」，既為餐廳增加新的食物品
種，又釋放了家庭婦女潛在勞動力，達至
雙贏。
「家廚」業務十分成功，目前長期合作的餐

廳已有六間，公司創業僅9個月已開始盈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早前
機場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出現多次事
故，民航處因而成立專家小組期望收
集優化系統意見，小組昨日舉行第二
次會議，會上同意上月中第一次會議
後的兩宗事故沒有影響航空安全，又
認為新航管系統的安全表現指標到目
前為止優於國際要求，期望於今年三
四月提交中期報告。
會議前，小組成員參觀了航空交通

管制中心和指揮塔台，了解新航管系
統的運作，並與前線空管人員及系統
工程人員會面，聆聽他們對使用新航
管系統的意見。

上月事故無影響安全
民航處人員在會上向小組匯報新航

管系統自上月中第一次會議後的運作
情況，包括指揮塔電子紙條系統間歇
發生短暫故障及兩個規劃席位短暫未
能改動運作設定的情況，成員均同意
兩宗事件沒有影響航空安全，亦沒有
影響新航管系統的系統運作。
小組亦會見了管制人員協會及民航

處電子工程師分會代表，並邀請他們
闡述對使用新航管系統的意見和經
驗，工程師代表表示新系統在運作初
段出現狀況，是因系統於磨合期，情
況難以避免，而空管人員代表則表示
人員已逐步適應新系統操作，技術愈
趨純熟和有信心。
小組認為新航管系統的安全表現指

標到目前為止優於國際要求，亦同意
民航處已有一套有效和既定的應對機
制，並已按照國際最佳做法和國際民
用航空組織的安全管理系統程序。
針對處理系統過渡後出現的不同情

況，小組建議處方繼續督促系統供應
商雷神公司優化操作程式，同時繼續
加強與前線員工溝通。
小組成員下月會再舉行會議，歸納

總結所有資料後，期望於今年三至四
月提交中期報告。

專家評新空管系統
「安全過國際要求」

鄧何基金捐300萬 千元利是敬老

■許曉暉、紀治興與支持社企的傑出企業合影。 殷翔 攝

■葉文娟等主禮嘉賓為每位長者送新年利是。 殷翔 攝

■■ 市 民 仍市 民 仍
願意花費在願意花費在
團年飯上團年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