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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台旅業日減萬間客房收入

涉林奕含案罪證不足
補習教師不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台灣驗出本土出產的雞蛋殘留殺蟲劑

「芬普尼」（Fipronil）過高，抽驗45件當中，彰化有3家蛋雞場被驗出雞蛋

殘留農藥「芬普尼」，其中殘留最多的一家竟為官方標準的30倍。台灣「農

委會」已對該3家蛋場近7萬顆雞蛋先行下架，9萬隻雞隨後被撲殺，並將

盡快清查全台2千多家蛋場，希望後日（25日）前完成相關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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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現毒雞蛋 農藥超標30倍
彰化3蛋場中招 7萬顆下架9萬雞撲殺

繼歐洲、韓國等地雞蛋陸續驗出農藥
「芬普尼」後，台灣「農委會」是在

今年8月7日開始，委託畜產會進行例行性
的抽驗，昨日上午公佈抽驗結果，在抽驗
45件當中，有3家蛋雞場被驗出雞蛋殘留
農藥「芬普尼」，而該3家蛋雞場都集中
在養雞密度最高的彰化，包括文政牧場
5ppb （每公斤 5 微克）、國賀牧場
22ppb、連成牧場 153ppb，不符合官方
5ppb的極限標準。
一名前往現場稽查的彰化縣衛生局人員
昨日透露，有蛋農稱有人推銷除蝨劑，購
買「芬普尼」噴灑在雞隻身上，接到動防
所通知才知有問題。

農藥稀釋千倍噴在雞上
衛生局人員指出，該名蛋農表示曾去朋
友家遇到賣除蝨劑的業者，業者介紹該藥
很好用，一年只要使用一次，於是將農藥
稀釋1,000倍後噴在雞隻的身上。
台灣「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表示，因

應國際毒蛋事件情勢，防檢局從8月7日
就啟動禽場端雞蛋「芬普尼」檢驗，而
畜產會於 8 月 11 日就完成 5件雞蛋檢
驗，均未檢出「芬普尼」。之後「農委
會」主動協調跨部會檢驗雞蛋，參照台
灣地區衛福主管部門公佈的「芬普尼」
定量極限標準，截至8月20日止，已完
成檢驗45件雞蛋，才在前晚檢驗出3件
「芬普尼」殘留超標，強調是主動發現
並非被動處置。

急檢世大運選手村雞蛋
另外，現在正值台北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期間，選手村所使用的雞蛋供應是否安
全，前日經過「農委會」專案急件檢驗，
檢出世大運選手村所使用的雞蛋安全無
虞，並沒有驗出「芬普尼」殘留，讓各國
選手能夠安心吃、放心比賽。
據研究實驗證實，「芬普尼」會給動物、

環境生態帶來危害，也是一種致癌物質，因
此目前「芬普尼」已被許多國禁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大陸遊
客赴台人數大減，旅行業慘淡。台灣旅館
經理人協會理事長張明琛前日表示，今年
上半年陸客赴台較去年同期減少84萬人
次，即使東南亞旅客增加也難補缺口，估
計上半年全台旅宿業者每天減少一萬個房
間收入。

台灣旅遊業前日舉辦「2017年觀光產業
發展論壇」，近百位旅遊和學界人士參
加。張明琛在會上指出，以平均2人住一
房估算，上半年陸客減少84萬人次就少了
42萬間房，再乘以平均住7天，就少近
300萬間。非陸客赴台平均住宿4.3天，就
是約增加120萬個房間，總和合起來，台

灣在今年上半年就少了約180萬間房，平
均每天少了一萬間房的住宿。

全台均住宿率續降
他表示，由於赴台旅客持續下跌，市場

傳言有約600間飯店要賣，但他估計還不
止這些。去年12月至今，全台旅宿業已增

加了近8千個房間，下半年還會增加2千
間，分母增加而分子一直減少，讓全台均
住宿率持續下降。
高雄餐旅大學校長林秀指出，陸客團赴

台少，導遊收入也減少。目前全台約有近
4萬名導遊，其中約3萬人是華語導遊，佔
全部的76%，受影響也最大。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
地區「農委會」畜牧處科長李宜謙表
示，10多年來發生3次蛋類食安事件，包
括2005年「戴奧辛」（Dioxins，港稱
「二噁英」）鴨蛋及鴨、今年「二噁英」
雞蛋及「芬普尼」雞蛋，發生地全在彰化。
李宜謙指出，台產禽蛋第一次發生比

較重大的食安事件是2005年的「二噁
英」鴨及鴨蛋，驗出含世紀之毒、會致
癌的「二噁英」，地點在彰化線西鄉，
共計3個場；原因是爐渣工廠造成的污
染，並移動管制、停止生產。直到去
年，除其中一場已不生產，另2場向縣
政府申請恢復生產，經「環保署」檢驗
環境無虞，恢復生產。

事隔12年後，第二次發生在今年初。
李宜謙說，今年2月抽驗的台產雞蛋，
由台灣地區衛福主管部門食藥署在4月
公佈檢驗結果，確認有「二噁英」，但
涉案3場複驗的蛋沒有驗出超標，另在
雞體有殘留狀況；全案質疑與工業的瀘
渣有關，恐怕飼料添加物被污染，但是
全案仍在司法調查中，尚無定論，地點
也在彰化縣。
第三次即昨日公佈的彰化3家蛋場，
驗出不得檢出的殺蟲劑「芬普尼」，分
別為5ppb、22ppb、153ppb，由「農委
會」、衛福主管部門及環保署合作調查
中，並將回收3家蛋場數萬顆雞蛋，合
計9萬隻雞之後將撲殺處理。

台產禽蛋食安事件台產禽蛋食安事件 1212年年33宗全在彰化宗全在彰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女作
家林奕含自殺案引發廣泛關注，負責案件偵
辦的台南地檢署昨日宣佈偵結，對遭到民眾
告發的疑涉案補教老師陳星（本名陳國星）
處以不起訴，爭議再起。
林奕含在其處女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出版後不久，於今年4月下旬自殺身亡，年
僅26歲。因她在書中故事疑似涉及自身遭
到性侵害的經歷，因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林奕含自殺身亡後，她的雙親透過友人發

表聲明，指女兒曾遭一名補教名師性侵，多
年走不出陰影，之後引發社會輿論討論。台
南地檢署婦幼專組分析當事人聲明資料及蒐
集相關媒體報道，並接獲民眾告發後，5月
分案指派檢察官偵辦。
台南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陳建弘表示，

因為沒有具體的犯罪事證，經調查後也沒有
其他被害人提出告訴或告發，因此對陳男處
以不起訴處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
「台陸通」APP（測試版）（全稱是「台陸
通公共信息服務平台」）該項便捷的業務辦
理平台，日前被列入福建自貿試驗區第11
批30 項創新舉措中，這亦是平潭片區4項
全國首創舉措之一。「台陸通」APP還能辦
理大陸臨時駕照、電話卡、Mifi租賃等業
務，成為「台胞百事通」。
據介紹，「台陸通」APP 是為往來大陸
台灣同胞提供便利服務的一個平台，亦是目
前唯一一款針對往來大陸台胞的服務平台，
可以為台胞到大陸經商、創業、旅遊、投
資、貿易、求學、工作、探親等提供證件辦
理、政策發佈、信息諮詢等需求。
該平台的開發者海峽友誼集團副總經理吳

雨霖說：「2016年6月，我們就開始籌劃
『台陸通』，經過一年的內測和調整後，預
計在今年9月正式上線。」

閩平潭推便利台胞專用APP
擬下月正式上線

■■陳星及林奕含陳星及林奕含（（右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彰化縣有蛋雞場被彰化縣有蛋雞場被
驗出生產的雞蛋有禁驗出生產的雞蛋有禁
用農藥用農藥「「芬普尼芬普尼」。」。
圖為彰化縣衛生局昨圖為彰化縣衛生局昨
日前往國賀牧場追查日前往國賀牧場追查
雞蛋流向雞蛋流向。。 中央社中央社

因為患病，邵鎮煒的胳膊如兒童
般纖細，甚至手部力量還比不

上嬰兒，不要說從書包中取書了，甚
至連翻閱課本都很吃力。為了不麻煩
同學，在上課的時候，邵鎮煒盡量不
看書本，除了專心聽講，就是努力用
腦子記住老師講的重點，最多在筆記
本上簡單寫兩句，下課再慢慢自己琢

磨。
「我想上學，和正常孩子一樣。我

可以學習，可以讀書，可以考出好成
績！」即使肢體一級殘疾，邵鎮煒依
然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就這
樣，家人為他定製了學習專用的椅
子，這張椅子就像餐廳裡的嬰兒座椅
一樣，椅子的圍欄能給予他支撐。這

樣的椅子，家裡一把，學校裡也放了
一把。
每天，邵鎮煒的媽媽就抱着他送去上

學，放學後再抱着接回來。到教室後，
媽媽將他小心翼翼地放在定做的椅子
上，扶正身體，把無力的雙臂擺在課桌
上。再按照課表上的上課順序把學習用
書擺放好，才離開教室。怕上廁所不方

便會增加老師和同學的麻煩，邵鎮煒每
天在校盡量少喝水，只在中午媽媽幫他
餵飯的時候喝上幾口水。

熱愛寫詩 放飛思想
即使身體飽受桎梏，邵鎮煒卻熱愛

寫詩，來放飛思想，自由翱翔。在浙
江省勵志優秀學生代表發言中，邵鎮
煒說：「我用全身的力氣，才能拿出
一本書，但至少我拿出了；我用全部
的精力才能完成一場考試，但至少我
完成了；我用全部的生命去抗爭命
運，但是至少我有尊嚴有理想地活
着。我的靈魂太重，所以皮囊超載
了，原諒我走得慢，但是，請相信，
山高路遠，我一定在向你走來。」

騎摩拜單車遺失物品還能找回，是家住
深圳的鄭先生從未想到過的。近日，他騎
行摩拜單車來到深圳市寶安區沙井西環路
某飯店門口，鎖車後便逕自離開，一個藍
色小包遺留在單車車籃中。在還車後半小
時他接到摩拜單車運營人員電話時，才意
識到自己的隨身小包不翼而飛，包內有大
量現金。摩拜運營人員在單車停放地保管
失物等候鄭先生前來領取。

8月20日中午12點30分，摩拜單車
運營人員盧科和往常一樣進行車輛檢查
及搬運工作，司機劉彬強稱在進行車輛
投放時，有個無主包遺忘在摩拜單車車
籃內。盧科開包查看後，發現包內有四
個信封裝好的現金，共計一萬餘元人民
幣。想到用戶丟失這麼多現金，肯定心
急如焚，盧科立即查看單車的編號及上
一位用戶騎行信息，並第一時間聯繫上

鄭先生。經核實，下午2點50分，包最
終回到鄭先生手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猶太難民與
上海（中外對照版）》昨日在上海首發，以色
列駐滬總領事普若璞、荷蘭駐滬總領事艾曉安
等出席活動。

用通俗國際語言講好歷史
20世紀三四十年代，近3萬名猶太難民因在歐
洲遭受迫害到上海居住和生活，與中國鄰居們在
戰火中結下了深厚友誼。為講好這段歷史故事，
上海交大出版社專門啟動「猶太難民與中國」出
版工程，一方面，挖掘搶救相關史料，另一方
面，用通俗的國際語言講好這段歷史。
該套叢書共分為《猶太難民與上海（英漢
對照）》、《猶太難民與上海（德漢對
照）》《猶太難民與上海（希伯來語漢語對
照）》。編譯團隊根據英語、德語和希伯來
語受眾不同的閱讀習慣和思維模式，採用了
國外受眾的話語體系，對書中的20多個故事
進行了重寫和編譯。
普若璞在首發儀式上致辭說：「以中都是具
有悠久文化的國家，儘管我們兩國之間距離遙

遠，但是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兩個民族的文化
多是以書寫的文字為基礎的。」
「該書裡面都是發生在真實狀態下的故事，

反映出的真實情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普
若璞說：「我很幸運現在看到這本希伯來文字
的書，下一次我要用中文來閱讀它。」
據出版方介紹，該套書本在當天首發之後，

將在上海書展進行展示和銷售，未來計劃在德
國、以色列等國家銷售。 ■中新社

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奈曼旗委宣傳部昨
日對外通報，近期位於內蒙古自治區的遼
代陳國公主墓因遭洪水侵襲，面臨坍塌，
目前當地相關部門已展開緊急搶修。
遼代陳國公主墓全稱為遼代陳國公主與

駙馬合葬墓，位於內蒙古通遼市奈曼旗青
龍山鎮斯布格圖村北。1986年6月，內蒙
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墓進行了清

理發掘。2006年，被列入「第六批全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
該墓為磚砌中型多室壁畫墓，由墓道、

天井、前室、東西耳室和後室六部分組
成。奈曼旗委宣傳部稱，近期，奈曼旗青
龍山鎮遭遇有記錄以來最大一次降水，由
於地下水位升高，土壤水分飽和，致使陳
國公主墓室內滲水。
據悉，陳國公主墓現已恢復電力供

應，墓室滲水已排放乾淨，文物本體保
護完好。 ■中新社

「輪椅學霸」高分上大學
效仿霍金攻讀量子力學效仿霍金攻讀量子力學

邵鎮煒是浙江杭州長河高級中學的學霸，但誰又能想到，這樣的學霸是一個一歲起就被查出

患有「進行性脊肌萎縮症」、體重不到25公斤的男孩。在剛剛結束的2017年高考中，邵鎮煒

考出644分，以超出一段線67分的高分被杭州電子科技大學錄取。和寫出《時間簡史》的霍金

一樣，小小的他也有大大的夢，被計算機專業錄取的他，想繼續在業餘時間多研究人工智能和

量子力學，為以後更深入的研究作鋪墊。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通訊員 王麗 杭州報道

《猶太難民與上海》外語版在滬首發 粗心司機車籃遺萬元 共享單車物歸原主

遭洪水侵襲 遼代陳國公主墓搶修

■■輪椅男邵鎮煒考獲優異成績輪椅男邵鎮煒考獲優異成績，，
被浙江杭州電子科技大學錄取被浙江杭州電子科技大學錄取。。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邵鎮煒因患邵鎮煒因患
病病，，其胳膊如兒其胳膊如兒
童般纖細童般纖細，，故家故家
人為他定製了學人為他定製了學
習專用的椅子習專用的椅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 網上圖片

■■內蒙古遼內蒙古遼
代陳國公主代陳國公主
墓遭水浸墓遭水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摩拜單車運營人員盧科（右）將藍包交
還給鄭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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