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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坐輪椅逛街 健全者悟殘疾苦

龍城下月潑水節 花式跳繩初登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鄺慧敏）

有機菜漸受市民歡迎，但市面的有

機菜品質參差。香港浸會大學香港

有機資源中心調查發現，有兩個本

地有機菜樣本含除害劑，其中一個

樣本的除害劑更超出法例上限。另

一樣本則被驗出含本港不能使用的

農藥。中心指，兩個農場的有機認

證資格已被吊銷，並期望政府在源

頭菜場加強監管及抽查，及考慮對

「有機聲稱」進行立法監管。

農藥菜扮「有機」兩農場「釘牌」
有機認證資格被吊銷 浸大促增抽查源頭菜場

有機菜零售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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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整理：鄺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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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受訪商戶
百分比

46.2%

19.4%

15.4%

14.3%

13.8%

香港潑水節2017
日期 2017年4月9日

時間 下午12時30分至下午5時20分

地點 九龍城賈炳達道遊樂場

重點環節 古色仙女巡遊、傳統泰國舞蹈、
泰國拳王表演、Water Angel選
美、香港代表隊花式跳繩

最佳觀賞 昌發泰國粉麵屋、泰象館、小曼
谷泰國美食、小曼谷海鮮燒烤屋

小貼士 該做：對個人貴重物品做足防水
措施、 以泰文新年快樂「sa wa
dee pee mai」互相祝福、保持
微笑及開心

不該做：不可向僧人、嬰兒、孕
婦、老人及警員潑水、不可潑冰
水或髒水、不可向古色巡遊隊伍
潑水，防止意外

資料來源：香港潑水節2017
整理：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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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誤以為殘廁大 參賽始知障礙多
��
�
&

殘疾人士透過比賽向健全者及社會表達
其心聲，亦帶健全者跳出原有的生活框
框，主動關懷生活圈子外的人與事。有參

加無障礙城市定向比賽的健全人士表示，以往圈子裡沒有殘
疾朋友，如今的他更主動去接觸他人。亦有人說，體會到殘
疾人士身體上的局限，認為社會的確有需要幫助他們。
為人師表的鄭博文，第三年當上比賽的籌委，賽前忙於找

出附近有天橋及升降機的路線。他說，昔日的圈子中並無殘
疾人士，現今卻做到傷健共融。三年前隨同朋友參加比賽，
卻誤打誤撞下當上籌委。他說，小時候外公癱瘓，曾幫他推
輪椅，但參賽後透過相處才得知殘疾人士日常生活的障礙，
「以前覺得殘廁很大，但現在知道原來他們真的需要這麼大
的空間。」

不敢選太難路線怕嚇人
多了一份細心及關注，博文更主動去接觸不同的人。他亦
會教導學生關心一些平時生活看不見的人與事。他指有着一
個簡單卻不易達成的目標，「希望參加者比賽完結後能有得
着，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想起無障礙設施及殘疾人士！」
麥煒力則是第五年參加，當初透過義工計劃認識比賽。有份

設計路線的他說，不敢選擇太難的路線，怕參加者被嚇怕，
「好想參加者體會到殘疾人士的辛酸，但又很怕他們真的覺得
殘疾人士很辛酸！」他上義工訓練課時曾經試坐上輪椅，但即
使自己想憑一己之力走動，也需要他人搬開桌椅，「殘疾人士
需要他人幫忙，即使想自己做好，但身體始終有限制！」
他表示，即使無障礙設施愈來愈多，社會上仍有不少障礙
「留給」殘疾人士。他說，去年比賽遇上黃色暴雨及雷暴警
告，比賽原定使用馬鐵為交通工具，卻被職員告知馬鐵站停
電，結果要改坐巴士，「逐個逐個站打去，一打去就說停
電，升降機無法使用。」另一年，十多個輪椅人士打算乘坐
升降機回地面，卻被職員指因太多人用，弄壞了升降機。

■記者何寶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佩韻）
水槍掃射及任意潑水後換來一張
又一張的笑臉，是只能在每年舉
行的「香港潑水節」才能看到的
人文風景。今年潑水節於4月9日
在九龍城舉行，除了古色仙女巡
遊、浴佛及文化表演外，今年更
首度邀請香港花式跳繩代表隊到
場炒熱氣氛，期望吸引更多旅客
到場。在港出生的泰人向記者
稱，不少海外旅客都去泰國感受
潑水節，其實香港也有一個小泰
國，直言「旅客都可以來香港感
受節日」，希望能吸引更多旅客
訪港。

「泰二代」冀在港傳泰文化
香港潑水節在4月9日於九龍城
賈炳達道遊樂場舉行，共有10個
團體，逾百人參與，今年更請到
香港花式跳繩代表隊到場。有份
籌組活動的「泰二代」吳堯堯向

記者稱，「泰二代」泛指是在港
出生的泰國年輕人，他們更組成
群組，發現部分在港生活的泰人
對泰國文化歷史的認知不多，如
年輕人向長輩打招呼或交談時，
「唔可以直視，而係要微微低
頭」，期望藉潑水節滲透更多泰
國文化予「泰二代」甚至是港
人。
不過她笑稱，「雖然我有泰國

血統，但已經變咗一個不折不扣
的港女。」被問到港女與泰女的
分別，吳堯堯認為，「港女搵錢
能力高，文化水平高，又有義氣
幫朋友」，形容是可以撐起半邊
天。不過她指，「港女及泰女相
比，泰女會較為溫柔，因為泰女
的硬朗不在表面。」

「Water Angel」冠軍任小仙女
至於潑水節當日會有一名小仙

女作代表坐在橋上，寓意向上天

祈求風調雨順。今年的小仙女則
由去年「Water Angel」比賽冠軍
Wawa擔任，比賽以花環作為投
票，Wawa「由腳到頭都係花
環」，不過Wawa本人好像不知道
發生何事，只是向記者說「很開
心」。今年潑水節也有「Water
Angel」比賽，今年會有11名小朋
友及7名成人參與比賽，部分擁有
泰國血統，潑水節當日也會參與
巡遊活動。
潑水寓意洗去過去一年的頹

氣，新一年重新出發，而潑水節
的傳統習俗不單是泰國僅有，鄰
近的緬甸、老撾與柬埔寨等也會
慶祝這節日。
至於泰國潑水節則在每年泰曆

六月舉行，活動持續3天或4天，
首天叫「宛多尚罕」，意為除
夕，最後一天為「宛叭宛瑪」，
即泰曆元旦。香港則選1日在九龍
城，作為潑水節慶祝。

中心去年10月至今年1月到街市、超
市、有機農墟收集58個菜心、白菜及

小棠菜樣本，檢測352種除害劑。
結果發現，兩個本地有機菜樣本的除害
劑分量，高於本港標準最高殘餘限量5%；
其中1個購自美孚農墟的本地認證菜心樣
本，被發現每公斤含 1.69 毫克啶蟲脒
（Acetamiprid），超出法例上限每公斤1.2
毫克。
另一個購自大埔農墟的本地認證蔬菜樣
本，雖除害劑未有超標，但被驗出本港不能
使用之農藥，故該兩個農場的有機認證資格
已被吊銷。中心稱，啶蟲脒屬毒性較低的除
害劑，成人及小童分別每日進食多於約5斤
或1斤受污染的菜才會超出每日最高攝取
量。

中心總監黃煥忠指出，有機菜不應添加農
藥，但種植過程中，空氣中的農藥或會飄移
至蔬菜，故有機菜殘餘農藥不應高於最高殘
餘限量5%。
他形容，在認證有機菜中發現殘餘除害劑

超標是絕不能接受，會破壞消費者對有機產
品之信心，又稱近年天氣反覆令蔬菜失收，
或致農場增加農藥以改善收成。

本地71.4%自稱有機實有藥
調查又發現，71.4%本地自稱有機菜及

83.3%內地自稱有機菜，均被驗出含除害
劑；本地常規菜及內地常規菜，則分別有
90%及86.7%含除害劑，當中3個內地常規
菜樣本，除害劑含量是法定標準的1.07倍至
1.28倍。
黃煥忠促請政府加強抽檢，並考慮對「有

機聲稱」進行立法監管，杜絕魚目混珠情
況。
另外，中心到全港18區調查90個街市、
共429戶菜檔出售有機菜情況。結果顯示，
當中9.1%出售認證有機菜、9.6%出售自稱
有機菜，後者較去年上升4個百分點。

以各區計算，西貢、沙田及黃大仙為有
機菜銷售黑點，較多商戶聲稱出售有機

菜，卻沒有相關證明（見表），厚德街市
及渣華道街市更有商戶展示自行印製的證

書。中心建議市民選購時，留意其有效認
證及標籤。

■黃煥忠促請政府加強抽檢有機菜，並考慮對「有機聲稱」
進行立法監管，杜絕魚目混珠情況。 鄺慧敏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何寶儀） 一
級樓梯，對一般人而言只是輕而易
舉，僅一步就能跨過。不過，一級樓
梯或會成為殘疾人士的一大難關。近
年香港無障礙設施愈建愈多，是否代
表他們的生活路路暢通？有殘疾人士
指出，無障礙設施固然重要，但對他
們而言，健全人士的包容及諒解來得
更重要。
一班健全及殘疾人士舉辦一年一度
的「無障礙城市定向比賽」，更首度
邀請健全的參加者坐上輪椅，以另一
個視點看社會，體驗殘疾人士不為人
知的艱辛。
第七屆無障礙城市定向比賽將於本
月中於九龍東舉行，今屆比賽規定不
能使用交通工具，並首次邀請健全人
士坐上輪椅，遊走各個社區。參加者
組成4人一組，共融組會與一名輪椅
人士一組，由殘疾人士提供指令，3位
健全者要協助殘疾人士使用無障礙設
施或跨過障礙。
而另一組則全由健全人士組成，
其中一人要坐上輪椅體驗真實的殘

疾人士生活。參加者要在限時內以
徒步的方式，到訪 9個不同地點的
檢查點。
馮茜蘅是比賽的籌委，亦是10多個

籌委中唯一一名輪椅人士。她患有先
天性的大腦麻痹，雙腳不能行走。不
過，身體的殘障未有局限她，她積極
參加義工活動，為別人帶來歡笑。3年
前，她首次成為籌委，負責設計比賽
及訓練義工。

無法「過床」瑟縮輪椅一晚
她憶述，3年前初次去訓練營，第一
個晚上她夜不能寐，並非因緊張，而
是健全朋友均忽略殘疾人士睡覺要人
在旁協助「過床」的程序，她只能瑟
縮在輪椅，伏在桌上睡覺。
直至天亮，其他人才驚覺她「有床

睡不得」。她笑着說，「我第二年有
想過不來，太辛苦了！」正如茜蘅對
社會的期望一樣，健全及殘疾人士增
加接觸，互相體諒，才可推動社會進
步。第二年，在其他籌委的協助下，
茜蘅終能在床上休息。

手推輪椅要出九牛二虎力
黃少川則是比賽的常客。他在嬰兒

時期，不幸因高燒影響腦部神經，雙
腿不「聽話」，需以輪椅代步。為何
身體力行支持比賽？他笑說，自己
「貪玩」，又想讓健全人士體驗自己
的生活，「平日別人看殘疾人士手推
輪椅好像很輕鬆，但不要看表面，看
我好像輕鬆，其實付出很大力氣。」
他說，輪椅很沉重，加上路面的摩擦
力，要花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使輪椅
前進。
有些健全人士有心卻不懂殘疾人士

的需要，少川提起難忘的比賽經歷。
他說，有一年在共融組比賽，遇上高
高的石壆，有身形健碩的參加者「一
手秤起輪椅車頭」，輪椅的腳踏即時
飛脫。他解釋，提起輪椅亦要有技
巧，應先微微把輪椅的腳踏部分向上
斜，再推車身。
兩位樂此不疲身體力行，渴望社會

對殘疾人士多點包容。近年，雖然愈
來愈多無障礙設施落成，但對他們而

言，人們歧視的目光更令他們心碎。
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甚少在繁忙時間
出門，擔心阻礙他人上班。他們甚至
習慣不論對錯，主動道歉，即使別人
不小心撞上輪椅，他們亦會立即道
歉，只因明白輪椅撞到人很痛。
不過，仍有人窮追猛打。茜蘅試過

別人撞上來，卻無理取鬧，「撞到人
怎麼辦？我不想像你一樣無端端坐輪
椅！」茜蘅當時困在車廂內，動彈不
得，只能任由他人責罵，她語帶哽咽
地說，「我也不是無啦啦要坐輪椅，
我是因為先天患病，我亦是萬般不
願！」帶有歧視的目光及刻薄的說
話，就如刀一樣刻在她的心中。
少川則試過在港鐵內，被健全者安

插莫須有的罪名。
他無奈地說，有一位中年男人衝進

車廂內，看不見輪椅撞上來。少川事
後道歉，仍被怒目相向，被罵為何會
撞過來。
少川坦言，人的歧視比設施及硬件

的限制，更令他們痛苦，期望透過比
賽讓大眾理解他們的困境。

■第七屆無障礙城市定向比賽下周舉行，多名殘疾及健全人士共同協力舉辦，
首次邀請健全者坐上輪椅，感受輪椅人士的限制與障礙。 何寶儀攝

■以往的比賽由殘疾人士帶領一組健全人士使用無障礙設施及跨過路上的障礙
物。 受訪者提供

■去年比賽不幸受阻，因天雨關係馬鐵站一度停電，升降機
不能使用，參加者要改坐巴士。 受訪者提供

■今年的小仙女則由
去 年 「Water An-
gel」比賽冠軍Wa-
wa(中) 擔任。

受訪者提供

■今年會有11名小
朋友及 7名成人參
加「Water Angel」
比賽。 楊佩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