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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籲華商予「帶路」民眾「分杯羮」
倡內企就「走出去」獻策 兼顧利潤環保公益

2017年11月11日 今日電視節目表 （星期六）

無綫翡翠台 無綫明珠台 鳳凰衛視中文台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奇妙電視J2台

6:00 香港早晨及環球新聞檔
案

7:45 香港早晨
8:55 瞬間看地球
9:00 快樂長門人
9:10 開心老友記
9:40 文化新領域
10:15 冰鎮企鵝仔
10:45 少年勇將之再顯神威
11:15 別有動天
11:50 宣傳易
12:00 體育世界
12:30 Y Angle
1:00 午間新聞
1:10 瞬間看地球
1:15 超級無敵獎門人 終極篇
2:20 Sunday好戲王
3:20 在那遙遠的地方
3:55 超級勁歌推介
4:00 爆旋陀螺 擊爆戰魂．神
4:30 Big Big小明星
5:00 麵包超人
5:30 多啦A夢
5:55 大自然的日常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新聞透視
7:30 季節限定 秋冬
8:00 綜藝精彩50年 我愛

EYT(直播)
9:30 使徒行者 臥底遊戲
10:30 九州攻略
11:00 勁歌金曲
11:30 晚間新聞
11:4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1:50 壹號皇庭(IV)
12:55 宣傳易
1:05 皆大歡喜
1:35 宣傳易
1:40 國產凌凌漆
3:30 樂勢力
4:30 民間傳奇-錢秀才錯占鳳

凰儔

6:00 金融概要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8:30 食物情報組(IV)
9:00 鬼馬雙蕉(II)
9:30 復仇者聯盟之正義出擊
10:00 權能時間
11:00 港生活．港享受
11:25 明珠檔案
11:50 財經雜誌
12:15 女超人(I)
1:05 酒遍全世界
1:30 美國小廚神(II)
2:20 認識腦癇症
3:25 世界真細小
3:30 恩雨之聲
4:00 大S小S童年夢
4:25 火車寶寶(VI)
4:55 見習小獸醫(III)
5:30 科學無限大
6:00 美女南意佳餚
6:35 六十分鐘時事雜誌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

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笑笑小電影(XXVIII)
8:30 全美一叮(XII)及話說當

年
9:30 周末大電影：雷神奇俠2

黑暗世界
11:55 晚間新聞
12:10 瞬間看地球
12:15 深宵影院：少年Pi的奇

幻漂流
2:45 認識腦癇症
3:50 笑笑小電影(XXVIII)
4:15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

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得意寵物大檢閱
7:30 LET'S GO！登山少女
8:30 味力越南
9:00 世界第一等
10:00 天皇的御廚
11:55 搵食飯團
12:30 賽馬直擊
6:00 Music Café
7:00 VS嵐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3日2夜
9:00 RUNNING MAN
11:05 HELLO！刺蝟偵探
12:05 ALL OUT！！全力達陣
12:35 賽後你點睇
2:05 3日2夜
2:35 世界第一等
3:30 HELLO！刺蝟偵探
4:30 Music Café
5:30 ALL OUT！！全力達陣

06:30 我家在香港II
07:00 光影我城
08:05 星期六問責
09:00 Miru Miru小海獺
09:18 Pop Up！大冒險
09:30 小星人Go Go Go
09:45 小船Sydney
10:00 小農夫 大作物
11:00 零距離科學2
12:00 識多一點點
12:30 青春學堂
13:00 第25屆十大中文金曲
15:30 8花齊放
16:00 歷史說香港
17:00 小學校際通識大賽2017
17:30 好好過日子
18:00 脈搏
18:30 藝坊
19:00 新聞簡報
19:10 天人合一之綠色先鋒
19:15 Harry哥哥好鄰居II
19:30 一家Travel定Trouble
20:00 火速救兵II
21:00 香港故事-邊緣探戈
21:30 全民動起來
22:00 申訴II
22:30 新聞天地
22:55 天人合一之綠色先鋒
23:00 柏林愛樂樂團音樂會
00:30 五夜講場-講女時間

06:00 朝聞天下
08:39 鐵血將軍-10-11
10:16 加油向未來-第十期完整

版重播
12:00 新聞30分
12:36 今日說法
13:16 尋寶-我有傳家寶
14:11 雞毛飛上天-47-50
17:39 第五批中國夢歌曲

(30首)-大地芬芳
17:53 機智過人(第一季)-6
19:00 新聞聯播
19:31 天氣預報
19:40 焦點訪談
20:03 星光大道
21:59 晚間新聞
22:38 開講啦
23:39 星光大道
01:25 生活提示
01:33 晚間新聞
02:03 精彩一刻-航拍中國陝西

西安延安
02:10 動物世界
02:56 星光大道
04:29 今日說法
04:57 新聞聯播
05:27 人與自然

06:20 鳳凰觀天下：問答神州
07:00 金曲點播
07:15 龍行天下
08:00 周末晨早播報
08:25 鳳凰氣象站
08:30 財智菁英匯
08:55 鳳凰氣象站
09:00 鳳凰大視野
09:35 設計家
0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紀錄．大時代
10:35 金曲點播
10:40 生命密碼
11:25 金曲點播
11:30 鳳凰觀天下：問答神州
12:00 文化大觀園
12:30 周末正午播報
12:55 鳳凰氣象站
13:00 築夢天下
13:30 金曲點播
13:35 鳳凰焦點關注
13:55 絲路文明
14:00 我們一起走過
14:45 金曲點播
15:00 資訊快遞1500
15:30 鳳凰衝擊播：財經正前方
16:05 設計家
16:15 鳳凰精選
17:30 世紀大講堂
18:15 文化大觀園
18:45 領航者
19:15 生命密碼
20:00 一虎一席談
21:00 時事直通車
21:40 皇牌大放送
22:45 笑逐言開
23:30 鳳凰精選
00:45 生命密碼
01:30 文化大觀園
02:00 一虎一席談
02:50 築夢天下
03:15 世紀大講堂
04:00 金曲點播
04:15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05:45 笑逐言開

6:00 美食法庭
7:00 耆妙太極養生功
8:00 星級會客室：鄧達智(上)
8:30 星級會客室：鄧達智(下)
9:00 權能時間
10:00 了不起的匠人
10:30 煉狗術師
11:30 空間改造王
12:30 娛樂巴巴閉
1:00 食得有法「補」
2:00 蘭子的7卡半鑽石
3:00 名廚．食出五味人生
4:00 迷失水世界
4:30 小企鵝Pingu
5:00 動物大明星第一季
5:30 星二代捱世界
6:00 神廚遇上女主播
7:00 甄嬛傳
7:30 新聞最前線
7:55 奇妙一分鐘
8:00 澳門食通街
8:30 環島日記之圓夢
9:00 非常識
9:55 娛樂即日鮮
10:00 那些年．娛樂巴巴閉
10:30 中伏
11:30 十一點半最前線
11:55 奇妙一分鐘
12:00 娛樂新聞
12:30 地下賭王
2:30 那些年．娛樂巴巴閉
3:00 蘭子的7卡半鑽石
4:00 名廚．食出五味人生
5:00 娛樂新聞
5:30 甄嬛傳

06:00 早晨新聞
08:00 北海道耆聞
08:30 理想職業
09:00 小馬寶莉2
09:30 魔幻陀螺
10:00 友夫日記
10:30 貓咪守護神
11:00 小「煮」角
12:00 午間新聞
12:30 神仙．老師．狗
14:30 恐怖醫學
15:30 Youth有機生活
16:00 香港聖殿
16:30 粉紅豬小妹
17:00 長騎美眉
17:30 區區有樂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大鳴大放
19:00 杏林在線
19:30 在商言商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寵物情人
21:30 磚。家
22:00 豆釘去旅行
22:30 時空旅人
23:00 月巴大作戰
23:30 晚吹-男人講嘢
00:00 海賊王
01:00 深宵新聞
01:30 Interviu
02:00 十五分鐘熱度(一周精華)
03:00 小「煮」角
04:00 夜曲13
04:30 理想職業
05:00 攣直後援會II
05:30 樂基兒「意」中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特
區政府宣佈展開有關成立兒童事務
委員會的公眾參與活動，公眾參與
期由下周一起至明年1月31日。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於任內首份施政報
告中提到，政府計劃於2018年年中
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匯聚相關政
策局與部門及長期關心兒童權益的
團體，聚焦處理兒童在成長中面對

的問題。
為此，政府早於今年9月成立了

一個由行政長官主持的籌備委員
會，就兒童事務委員會的地位、職
權範圍、架構、組成及初步工作計
劃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
籌備委員會將在公眾參與期內舉

行一系列公眾參與活動，包括為兒
童、家長、兒童權利組織、社福

界、教育界、醫療界及公眾人士而
設的論壇，以廣泛收集社會意見，
務求新成立的兒童事務委員會的功
能及工作得到社會的支持。
政府特別希望收集市民下列意

見，包括對委員會的預期角色、功
能、組成及架構；委員會於首兩年
應優先處理的範疇或事項；委員會
委約的任何獨立研究、檢討建議或
設立的任何資助計劃以促進其工
作；及委員會籌辦推廣和公眾教育

項目的主題與方向。
公眾人士可在公眾參與期內，以

郵寄（香港添馬添美道二號政府總
部西翼十一樓勞工及福利局第一
組）、傳真（2524 7635）或電郵
（childrencommission_pe@lwb.gov.
hk）方式向勞工及福利局提交意
見，詳情可參閱以下網頁：
www.lwb.gov.hk/
childrencommission_public_engagement/
index_c.html。

兒童委會功能下周諮詢公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教育市民珍惜食物，才
能有效減少廚餘。「惜食堂」於今年成立「粒粒皆辛
館」展館，館內主要有6個展區。當中的「食物拯救
區」，安排長者義工指導參加者烹調回收得來的蔬菜；
另有「香港實況區」展示需收集多少鋁罐，才夠錢買一
盒叉燒飯。惜食堂主席梁錦松昨日在開幕禮上致辭時表
示，希望透過「粒粒皆辛館」將惜食及關愛理念傳承下
一代。
「粒粒皆辛館」開幕禮邀得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滙豐銀
行香港區行政總裁施穎茵、惜食堂創辦人董愛麗及梁錦松
主持插秧儀式，寓意粒粒皆辛苦。梁錦松表示，新展館成
立，寓意惜食堂進入另一個里程碑，除了以行動實踐「停
止浪費，解決飢餓，以愛相連」的宗旨外，亦希望傳承惜
食及關愛理念。

遊戲影片反映傳承惜食關愛
館內導師會帶領參加者遊走不同展區，透過互動遊戲、

影片及實戰，去了解香港的食物浪費及長者貧窮問題，並
喚起參加者關注社會及關顧有需要的長者。

展區「惜食270」以270度全熒幕展示全球糧食問題，引領大眾反
思香港人大量浪費食物的事實。「惜食冷知識區」逐一剖析日常食物
處理時被忽略的細節，並透過遊戲讓參加者了解廚餘再生的方法，減
少食物浪費。
展區「虛擬實況影片區」透過虛擬實況影片，讓參加者以食物的第

一身，經歷被浪費的悽慘過程，體驗由人見人愛的美食，淪為餐桌上
的廚餘，最後被丟棄到垃圾桶的悲涼一生。
參加者可於「食物拯救區」內與義工長者對談、聆聽他們的故事與

經歷，明白珍惜食物的背後意義。「香港實況區」展示長者居住的劏
房，參加者亦可體驗靠拾荒為生的長者生活，反思香港長者問題。
「愛心聚餐區」則讓一群來自深水埗區的長者，享用由回收得來的食
材所烹煮的營養熱飯餐。
2011年成立的惜食堂，致力推動食物回收及食物援助計劃。過去6

年間，惜食堂回收逾400萬公斤仍可食用的剩餘食物，生產逾470萬
份愛心熱飯餐及食物包，累計約3萬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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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粒皆辛館」希望傳承惜食及關愛理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
「請增加長者社區服務，別再讓長
者殺害心愛家人，或不堪病痛自殺
的慘劇成為風氣。」香港中文大學
昨日舉行的「賽馬會齡活城市計
劃」公共論壇上，一名長年照顧嚴
重腦退化妻子的長者代表當場哭起
來。
前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中大
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院
長楊永強於論壇上指出，有調查顯
示長者社區服務普遍不足。
行政會議成員、安老事務委員會
主席林正財指出，本屆政府致力重
整醫療架構，建立社區醫療服務，
但需要各界齊心協力共同參與。
為應對本港人口迅速老化的挑
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於
2015年撥款1.9億元成立為期5年的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聯同中
大、港大、理工大學及嶺南大學，透
過相關研究和推行地區計劃等，於全
港18區提倡長者及年齡友善文化，
希望透過社區不同持份者共同努力，
改變大眾對「年老」的固有觀念，讓
香港成為適合不同年齡人士生活的地
方。

長年照顧病妻 長者不眠不休
年近70歲的長者代表梁禮初，昨
日在論壇上訴說他的生活情況。他
是一名退休社工，妻子患有嚴重腦
退化症多年，需要24小時照顧，但
子女都不在香港工作，因此只能靠
他一人長年累月照顧病妻。
他說：「香港人口老化嚴重，像

我這樣的情況只會愈來愈多。我受
過訓練，有能力也知道如何照顧腦

退化家人，但那些沒受過訓練又要
照顧長期病患家人的長者怎麼辦？
誰會體會24小時不眠不休，無間斷
照顧病患家人的辛苦和絕望？萬一
我也不行了，那她怎麼辦？」
楊永強於論壇上指出，「賽馬會

齡活城市計劃」於 2015年 7月至
2016年2月間成功訪問了4,274名成
人，受訪者普遍認為社區與健康服
務不足。「計劃」亦透過40組聚焦
小組，了解到受訪者僅認為政府有
提供基本的社區支援及醫療服務，
並推行長者醫療券是做得好，卻普
遍批評社區支援服務不足或質素欠
佳（如外展服務、長者陪診服務、
家居照顧服務等）、醫療服務輪候
時間長、普通科門診電話預約系統
難以使用及醫療費用昂貴等。
他說：「我於1993年提出應該讓

長者看病零輪候，這並不是不可能
的事，但要資源和制度足夠支持。
並不是說所有病人立即獲得醫治，
而是要立即診斷分流，讓危重症患
者得到及時醫治，毋須因為要等候
為期數月甚至更久的門診預約，以
致病情惡化。」
林正財指本屆政府正視問題，致力

讓長者得到充足醫療服務，充足的意
思是要零輪候，要足夠便利，要構建
社區醫療架構，讓長者在社區能獲得
預防性健康服務，及得到及早治療。
他表示，社區醫療服務增加，便

能減輕醫院的負擔，改善公共醫療
效率，「推行長者和年齡友善城
市，要做的事很多，希望大家多討
論取得共識，政府樂於響應民意推
出新政策，充當促進和推動的角
色。」

長者社區服務不足 重整醫療架構迫切

梁振英提到除Profit（利潤），另外兩個
P都很重要，包括Planet（地球）和

People（人），即是要做好環境保護，照顧
地球；以及精準在當地做好公益事業，讓當
地民眾感受到他們也可以共享「一帶一路」
帶來的成果。

陳幼南盼與潮商加強合作
與會的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陳幼南與考
察團介紹說：「香港是一個十分國際化的城
市，是一個『超級聯繫人』，過去的交流令我
也很有這個感覺，『一帶一路』是國家的重要
戰略，很希望和各地潮商加強合作。」

林建岳：「併船出海」更有優勢
旅遊發展局主席、香港潮屬社團總會監事

會主席林建岳，在向考察團介紹香港在國際
市場的經驗時特別指出，香港的法律和金融
體制十分健全，在金融、投資管理、法律、
仲裁等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兩地企業合作
「併船出海」將更有優勢。

吳木棠：擁天時地利人和
考察團代表的深圳市商會吳木棠表示，他

們先後到過印尼、泰國等「一帶一路」沿線
東盟國家考察，「我們現在可以說是有『天
時、地利、人和』，『天時』是國家推動
『一帶一路』國策；『地利』是潮商過去在
東盟國家經商的基礎，結合我們國外國內潮

團的力量，『包團』走出去，加上市場化的
運作，我們可以在這個重要的國際舞台，把
餅做大。」
潮商資本「一帶一路」投資基金考察團

由深圳潮汕商會、北京潮商會、上海市潮
汕商會及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人員組成，
此行目的探討如何在「一帶一路」國策
下，結合內地、香港和世界各地潮商力

量，「包團」出海、「走出去」，並結合
國內外、民營及國有資本，共同成立投資
基金，投放於「一帶一路」相關項目，包
括慈善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

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近日

會見來自北京和深圳的潮商資本

「一帶一路」投資基金考察團逾20

位成員，就內地企業在「一帶一

路」大國策下如何「走出去」提供

建議，並呼籲華商包括內企、港商

及僑商，在「一帶一路」國家「落

地」做生意賺錢的同時，也要照顧

好當地民眾的需要，以求達至共享

成果。

■梁振英呼籲華商在「一帶一路」國家「落
地」要照顧好當地民眾需要。■梁振英近日會見來自北京和深圳的潮商資本「一帶一路」投資基金考察團逾20位成員。

■梁禮初、
林正財、楊
永強等進行
主題研討。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殷翔 攝

■長者和親
友 出 席 論
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殷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