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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

台灣知名企業統一集團自行送官方

檢測的保健品中，發現進口自法國

的原材料輻射物超標4.7倍，據報

已經售出近兩千瓶，正緊急回收及

下架相關商品。醫藥界人士表示，

相關的輻射物若長期存在人體內，

恐增加罹患癌症的風險。

昨日，台灣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公佈，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將進口

食品原料「去醣基山桑子萃取物」送原子
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進行檢驗，驗出輻射
物「銫-137」活度達477貝克/公斤，昨天
主動依法通報食藥署。食品藥品監管部門
署南區管理中心主任劉芳銘受訪時表示，
根據現行規定，「銫-137」在食品中的標
準為100貝克（Becquerel,劑量單位）/公
斤，因此原料超標近4.7倍，將依照「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開新台幣罰6萬至2
億元。

原料來自法國 驗出「銫-137」
劉芳銘說，由問題原料製成的「預倍保

明智膠囊」共有3批、共計3,328瓶，其
中2批有效日期為2019年1月11日，1批
有效日期為2019年9月7日，目前庫存
1,346瓶已全數封存，已售出的1,982瓶將

立即下架回收。統一公司表示，已購買的
民眾可前往購買的渠道和門市退貨，相關
退貨機制稍後將由統一公司對外公佈。原
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並在官方公告中
稱，統一公司存放該原料成品的倉庫也檢
測出輻射，不過輻射劑量率遠低於警戒
線，暫時沒有輻射安全顧慮。
統一公司方面表示，去年8月17日委託

「和司特公司」從法國進口10公斤的食
品原料「去醣基山桑子萃取物」，其中8
公斤由「中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
工製成「預倍保明智膠囊」，另2公斤供
應給中部某業者，已由監管部門全數封
存。據了解，該款產品是統一今年3月才
推出的保健產品，採取會員制直銷方式。
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物中心主任顏宗海

表示，「銫-137」在環境中的半衰期長達
30年，人體半衰期則約70天，簡單來說
就是每70天，體內的含量會減少一半，

加上「銫-137」結構類似鉀離子，容易存
在人體肌肉、內臟組織當中，恐增加罹癌
風險。健康食品食用量不大，雖然不至於
對人體造成立即影響，但長期暴露可能增

加甲狀腺癌症、血癌等風險，目前雖然沒
有方法可將其直接排出體外，但已有解毒
劑可將「銫-137」的人體半衰期縮短到30
天。

保健膠囊輻射高 廠商急回收
近2000瓶流出市面 長期食或增患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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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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轉三周1/2
7:00 年代大激鬥
8:00 藝坊星期天
8:30 識多一點點
9:00 文化廣場
9:30 手裡劍戰隊
10:00 妖怪手錶
10:30 FAIRY TAIL魔導少年V
11:00 吾淑吾食
11:55 宣傳易
12:00 講清講楚
12:30 遊一帶 看一路
1:00 午間新聞
1:10 瞬間看地球
1:15 星期日影院︰Z風暴
3:20 議事論事-議會新鮮人
3:30 躍動沙田單車及長跑嘉

年華及超級勁歌推介
4:00 喜羊羊與灰太狼之衣櫥

大冒險
4:30 猩猩補習班
5:00 小農夫拉比
5:30 多啦A夢
6:00 財經透視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星期日檔案
7:30 街市遊樂團
8:00 再親我好媽
8:30 雜警奇兵
9:30 降魔的(大結局)及溏心風

暴3 強勢吹襲
10:30 最佳拍檔
11:30 晚間新聞
11:4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1:50 壹號皇庭V
12:55 宣傳易
1:00 財經透視
1:30 宣傳易
1:40 失戀33天
3:50 雲水謠

6:00 權能時間
7:00 平約瑟牧師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8:30 科技新思維
9:00 進修新天地：營商致勝：咖

啡店皇者
10:00 進修新天地：勿以善小而不

為
10:40 進修新天地：隱喻與廣告
11:40 進修新天地：香港的全面水

資源管理：開拓供水水源
12:05 進修新天地：創科博覽2017-

專家論壇：中華科技文明的
基因

1:00 大自然騙案
2:00 掠食獵戰
3:00 清心直說
3:25 世界真細小
3:30 恩雨之聲
4:00 小小探索家
4:30 Toon Disney：魔髮奇緣
4:55 Toon Disney：小公主蘇菲亞
5:20 小小運動家
5:35 機器戰將-麥克X4
6:00 花生動畫
6:10 我要做廚神(V)
6:55 貨真價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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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Sir之奇妙大自然(IV)
8:30 全美一叮(XII)及話說當年
9:30 周末大電影：明日世界
12:20 晚間新聞
12:35 瞬間看地球
12:40 港生活．港享受
1:10 奪寶奇Show(XXVII)
2:00 橫越中美洲
2:55 大自然騙案
3:55 貨真價實？
4:20 阿Sir之奇妙大自然(IV)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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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嵐
7:00 香港可以這樣玩 鐵路篇
7:30 笑傲曇天
8:30 流行天裁
9:00 K-Pop
10:30 陪伴我好媽
12:00 6嚿腹肌拯救隊
12:30 賽馬直擊
6:00 勁歌金曲J2版
7:00 甜食家
7:30 韓味道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安樂蝸
9:00 叢林的法則
10:35 陸王
12:35 賽後你點睇
2:05 安樂蝸
2:35 香港可以這樣玩 鐵路篇
3:05 陸王

06:30 脈搏
07:00 時代的記錄 鏗鏘集
08:00 時事摘錄
08:30 小農夫 大作物
09:00 Design吖2
09:18 Pop Up！大冒險
09:30 小星人Go Go Go
09:45 小船Sydney
10:00 綠上行3
11:00 零距離科學
12:00 城市論壇
13:00 演藝盛薈
15:00 藝坊星期天
15:30 第20屆十大中文金曲
18:30 鏗鏘集
19:00 19:00新聞簡報
19:10 議事論事-議會新鮮人
19:15 Harry哥哥好鄰居II
19:30 香港故事-後浪潮。人
20:00 我們的科學家
21:00 獅子山下2017
22:00 金曲40 音樂情人
22:30 新聞天地
22:55 議事論事-議會新鮮人
23:00 演藝盛薈
00:00 城市論壇
01:00 城市遊棄

06:00 朝聞天下
08:41 飛哥戰隊-19-20
10:21 2017年我要上春晚之直

通春晚-4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3:18 星光大道
14:54 加油向未來2017-第四期
完整版重播
16:48 第五批中國夢歌曲

(30首)-好人
17:10 2017挑戰不可能第三季-

第一期重播
19:00 新聞聯播
19:31 天氣預報
19:39 焦點訪談
20:00 2017挑戰不可能-2
21:59 晚間新聞
22:38 2017挑戰不可能-2
00:05 動物世界
00:51 因為愛情有幸福之二
02:27 人與自然
02:54 精彩一刻
02:59 請您欣賞
03:00 九九
05:00 新聞聯播
05:30 人與自然

06:30 金曲點播
06:45 皇牌大放送
08:00 周末晨早播報
08:25 鳳凰氣象站
08:30 風雲對話
08:55 鳳凰氣象站
09:00 旅遊天下
09:30 我們一起走過
10:15 財智菁英匯
10:45 凡人歌
11:45 世紀大講堂
12:30 周末正午播報
12:55 鳳凰氣象站
13:00 格力一虎一席談
14:00 風雲對話
14:30 笑逐言開
15:15 文化大觀園
15:45 皇牌大放送
17:00 金曲點播
17:15 大政商道
17:45 凡人歌
18:45 風雲對話
19:15 旅遊天下
19:45 龍行天下
20:30 名人面對面
21:00 時事直通車
21:40 領航者
22:15 築夢天下
22:45 大政商道
23:15 世紀大講堂
00:00 旅遊天下
00:25 鳳凰精選
01:30 凡人歌
02:20 風雲對話
02:45 龍行天下
03:30 大政商道
04:00 名人面對面
04:3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05:15 領航者
05:45 金曲點播
05:55 鳳凰精選

6:00 一粒鐘真人蘇
7:00 小店大廚
8:00 權能時間
9:00 舞吧！韓日住囉囉
9:30 那些年．娛樂巴巴閉
10:00 拉近文化
10:30 耆妙太極養生功
11:30 中伏
12:30 地平線上這個世界那些人
1:00 非常識
2:00 帶結他去旅行
3:00 熟悉的味道
4:00 迷失水世界
4:30 小企鵝Pingu
5:00 剪刀石頭布第二季
5:15 世界真奇妙第三季
5:30 愛在森林和原野
6:00 Sunday有理講
7:00 甄嬛傳
7:30 新聞最前線
7:55 奇妙一分鐘
8:00 歲月如歌
8:30 煉狗術師
9:25 娛樂即日鮮
9:30 空間改造王
10:30 刑偵相棒
11:30 十一點半最前線
11:55 奇妙一分鐘
12:00 娛樂新聞
12:30 7條事業線．食腦任務
1:30 歲月如歌
2:00 神廚遇上女主播
3:00 帶結他去旅行
4:00 刑偵相棒
5:00 娛樂新聞
5:30 甄嬛傳

06:00 早晨新聞
08:00 威水會
08:30 Chi Chung's Choice
09:00 小馬寶莉 2
09:30 超人Orb
10:00 友夫日記
10:30 十五分鐘熱度(一周精華)
11:30 Go！Japan TV日本大放

送
12:00 午間新聞
12:30 婚後試愛
13:30 Barter Game價值連城
14:30 貓!全部都係貓
15:00 小「煮」角
16:00 戰國英雄
16:30 境界之輪迴2
17:00 超級飛俠2
17:30 細路義工隊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大鳴大放
19:00 經緯線
19:30 Interviu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恐怖醫學
21:30 回憶備份
22:30 超級奶爸
23:00 暗殺教室
23:30 晚吹-啪啪Channel
00:00 踢拖遊海南
00:30 第14屆全球華語大學生

影視獎-精選作品
01:30 深宵新聞
02:00 Barter Game價值連城
03:00 恐怖醫學
04:00 一個地球
04:30 婚後試愛
05:30 風行全中國

「銫-137」是核反應
才會出現的人工放射性元
素，其主要來源是核武器
試驗、核反應堆的放射性
廢物和核燃料後處理廠的
放射性廢液。二戰時期的
原子彈、切爾諾貝爾核
災、福島核災等事件發生
後，土壤及海洋都曾被
「銫-137」污染，大量
暴露可能導致急性的腸胃
道、甲狀腺以及造血系統
疾病，例如噁心、嘔吐、
腹瀉、黏膜受損，造血系
統感染也可能導致死亡。

■綜合中央社
百度百科

「銫-137」危害健康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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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首次上機飛行的台灣籍空姐劉
舒亞在航班上為旅客演示安全須知。當
日，經過3個月的初始培訓，廈門航空
首批台灣籍乘務員正式開始上機飛行，
標誌「廈航台籍青年就業千人計劃」走
出第一步，更標誌「台灣青年就業創業
基地」首批學員上崗。 ■文/圖: 中新社

20至39歲患癌者增15%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有關部

門最新統計顯示，台灣20至39歲新增癌症患
者從2000年的 5,275人增至 2014年的 6,076
人，增長率逾15%。
綜合台媒報道，統計顯示，新增癌症患者

中，女性罹癌最多的前三位為大腸癌、乳癌、
甲狀腺癌；男性則以口腔癌患者最多，大腸
癌、肝癌居其次。
對此，「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大腸直腸
外科主治醫師王輝明表示，年輕人患大腸癌比
年長者更難治，而大腸癌過往集中於65歲後
發病，近年病例「年輕化」，與食用油炸食
品、過量攝取紅肉等有關。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胸腔外科主任趙盈凱指出，過去認為罹患肺癌
的主要原因是吸煙，但近幾年增加的肺腺癌患
者集中於年齡相對較輕的中年女性，推測與空
氣污染等有關。

■統一預倍保明智
膠囊「銫-137」
超標。

八旬翁20年抱回逾百老兵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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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航首批台籍空姐上崗

香港文匯報
訊 據新華社
報道，81 歲
台灣老人曾是
香港的「常

客」，抱回一罈罈台灣亡故老兵的骨灰從
台北飛到香港，再從香港飛到大陸的不同
城市。「剛開始，海關查得很嚴，有人還
專門拿骨灰化驗，怕是毒品。後來我講了
我的故事，很多人都照顧我。空姐還細心
地幫我把骨灰擺好。」高秉涵說。
甘願擔此重任，全因他對離鄉別井、骨

肉分離感同身受。祖籍山東菏澤的高秉
涵，13歲時因為戰亂跟隨逃難的人來到台
灣。顛沛流離的時日裡，他曾餓得與貓狗
搶食，之所以頑強生存，只為臨別時母親
的囑咐——「要好好活回來見娘。」但
高秉涵還是晚了。他從家書中得知，母親
已去世，後半生一直都在念叨他。

家書遲來憾終身兩岸人民傷離別
收到家書時，高秉涵已與母親分隔32

年，而他卻遲遲不敢打開。「我怕得知娘
已經不在了。不打開，有個念想，娘就一
直活在心裡。」至今，老人拿信的影印
件，雙手還不住地顫抖。30多年裡，這封
信被無數次打開，再次看到仍是紅了眼

眶。
沒能見到母親成為高秉涵此生最大遺

憾。在他的書房裡，一直掛母親生前穿
過的衣服，「這是我的寶」。孫女說，每
次地震，爺爺總是先抱太奶奶的衣服跑
出來。思親之苦、喪親之痛，拉近了高秉
涵和台灣老兵的距離，每逢過年過節，他
們常聚在一起，大家說得最多的話就是
「想家」、「想媽媽」。不會唱歌的他跟
老兵學會了一首歌——《母親您在何
方》。
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首先倡導開啟兩岸

交流，而台灣當局卻仍然堅持「不接觸、
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1987
年，思鄉心切的老兵們走上街頭，開始了
返鄉探親運動，高秉涵也參與其中。當年
10月15日，台灣當局宣佈開放部分台灣
居民到大陸探親，中斷了38年的回家路
終於開啟。此後，無數老兵陸續圓了「回
家夢」，可是，還有一部分人沒能等到這
一天，帶對故鄉的思念離世。當年拉扯
高秉涵到台灣的菏澤籍老兵們生前託付
他：等回家的路通了，一定要把他們的骨
灰送回故鄉。

過百亡靈歸故里 但悲不見九州同
「活已做遊子，死了拒做遊魂。樹

高千丈，葉落歸根。」台灣老兵中流傳
中的口號，也成了高秉涵踐行至今的承
諾。自1991年始，他陸續送老鄉的骨灰
回鄉，家中曾暫放過7個骨灰罈。鄰居曾
打趣說他「不做律師做法師」。善跡傳
開後，求助者日增，20多年來他已送回
約150名老兵的骨灰，讓離鄉的孤魂葉落
歸根。
高秉涵還因此成為許多孤苦老兵的緊急

聯絡人。2016年某日凌晨，他被醫院的急
電叫醒，得知一位96歲的老兵處於彌留
之際。這位老人因罹患糖尿病截肢，沒有
子嗣，始終沒能踏上故鄉的土地。「我對
他說，老哥啊，你放心，我一定會把你的
骨灰送回家鄉，讓你葉落歸根！」他回憶

說，當時老先生止不住老淚縱橫，沒過多
久就閉上了眼睛。
如今高秉涵已經子孫滿堂，退休多年仍

然奔走兩岸，繼續幫亡故老兵送骨灰。他
說，自己的畢生心願就是能在有生之年見
到台灣問題和平解決。他多次表示，只要
還能行動，就會繼續為送骨灰奔走。
高秉涵因帶逾百位台灣老兵的骨灰回到

故里而被評為2012年「感動中國」十大
人物之一。三年前他就擬好了遺囑，其中
寫道：「『葉落歸根』已是我生命的品
牌，也因此而獲得『感動中國』代表人物
之榮耀。我往生火化後，即送往菏澤故
鄉，將骨灰撒在高莊四周的田園裡，不作
墓，不立碑。」

■高秉涵在
家中擦拭一
位老兵的骨
灰罈。

新華社

■■台灣食藥署在核查統一台灣食藥署在核查統一
預倍保明智膠囊預倍保明智膠囊。。 中央社中央社

吳敦義盼贏回台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國

民黨台北市黨部25日舉辦建黨123周年活
動。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表示，台北市是
2018縣市長選舉的重中之重，贏回台北是
他最大盼望與期待。前台灣地區領導人馬
英九也期許拿下台北市。
國民黨台北市黨部當天在台北市議會地

下室禮堂，舉辦建黨123周年黨慶大會，
活動以「薪火相傳，團結再起」為主軸，
邀請馬英九、吳敦義等人參加。雙方都呼
籲黨內團結，贏回執政、六都選舉和「立
法院」席次。
馬英九致詞談到台北市長選舉時表示，

1998年他參選台北市長時，國民黨在台北

市是在野黨，情勢不是特別好，但他義無
反顧，決定參選，靠勇氣、毅力與決
心。他說，未來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也
一定會有勇氣、毅力與決心，希望結合全
黨力量，打贏這場仗，拿下台北市，國民
黨2020年才有希望重返執政。
吳敦義也強調，台北市是重中之重，要
用最公平的機制挑選出最有機會勝選的候
選人，然後贏回台北，就有機會贏回全台
更多縣市。

台北市黨部主委黃呂錦茹活動後受訪表示，
無論是台北市長還是市議員，所有有意願參
選的，市黨部都會去拜訪，目前已經陸續拜
訪有意參選者，包括黨籍前「立委」丁守中、
前「行政院」發言人鄭麗文。另一位可能參
選人、黨籍「立委」蔣萬安，也已會面，但
並沒有觸及選舉議題。至於目前表態參選者，
誰最有勝算，她回應，目前沒有定案，參選
人優勢各不相同，也都是台北市民所需要的，
還是要看民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