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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員不足 5泳池局部關閉

絲襪奶茶傳人擬申非遺資助
嘆流傳各地味道「走樣」冀開班讓正宗港味入灣區

昨日受影響泳池
泳池 關閉部分 受影響時間

包玉剛游泳池 主池、跳水池 晚上7時至10時

柴灣游泳池 嬉水池 (A)、跳水池 晚上6時至10時

李鄭屋游泳池 兒童池 早上6時30分至晚上10時

葵盛游泳池 副池、跳水池 下午2時30分至晚上10時

青衣游泳池 習泳池、嬉水池、 下午2時30分至晚上10時
戲水池、淺水池、滑水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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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資助計劃「社區主導項目」簡介
申請日期：2019年3月25日至5月3日

主辦機構：康文署轄下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資助宗旨：加強保護、研究、教育、推廣和傳承本地非遺
項目

資助對象：本地非遺項目的傳承團體或傳承人

資助範圍：與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及清單內480個項目有
關的推廣活動

申請項目準則：須作較長遠的非牟利策劃，每項計劃的
申請金額不少於25萬港元，不設上限

評審申請程序及機制：非遺諮詢委員會轄下由學者、專
家、社會人士組成的5人小組負責評審

確認申請及公佈結果：2019年9月或之前向每位「社
區主導項目」申請者發出書面通知宣佈結果

批款後的監察和評估：抽樣巡視及要求定期遞交活動資
料等

■資料來源：康文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
曉輝）特區政府於昨日推
出慈善籌款活動標識，所
有獲政府批准舉行的慈善
籌款活動將須印上或展示
有關標識，以便公眾識
別。
相關標識旁亦會附有二

維碼，市民除可透過電話
專線3142 2678及在「香港
政府一站通」內的籌款活
動專頁查詢獲政府批准舉
行的慈善籌款活動的資料
外，亦可透過慈善籌款活動標識及二維
碼，辨識及查核有關籌款活動是否獲政
府批准舉行。
慈善籌款活動標識須於不同政府部門

批准的慈善籌款活動中使用，當中包括
就所有獲社署批准於今年4月1日或之後
開始的賣旗日及一般慈善籌款活動，公
開籌款許可證上必須印有標識，而在賣
旗日所使用的旗袋亦須展示標識。就一
般慈善籌款活動而言，籌款人員的證件
及貼在捐款收集工具上的標籤須印有標
識。

同時，所有於今年4月1日或之後向民
政總署提出牌照申請而獲批准的慈善獎
券活動，其獎券活動牌照及彩票須印有
標識；及所有於今年4月1日或之後向食
環署就舉辦涉及在公共地方賣物的籌款
活動提交的申請及獲簽發臨時小販牌照
的慈善機構，持牌人須在進行賣物籌款
活動的攤位展示標識。
市民如欲了解更多有關獲批准的慈善

籌款活動資料，可瀏覽「香港政府一站
通」內的籌款活動專頁（www.gov.hk/
tc/theme/fundraising/welcome）。

慈善籌款加標識 便民查真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資助計劃第一輪

「社區主導項目」日前開始接受申請，合資格的非遺傳承人可申請最少

25萬元的資助，推廣及保育有關的非遺文化。極富香港

特色的「絲襪奶茶」第三代傳承人莫佩玲是其中一名合

資格人士，她慨嘆港式奶茶流傳各地後味道「走晒

樣」，有意申請資助讓正宗的絲襪奶茶傳承下去。

莫佩玲對該項資助計劃大感興趣，
希望藉計劃將地道港式絲襪奶茶

發揚光大。她即場示範如何炮製原汁
原味的絲襪奶茶，除了使用專門材
料、工具外，最重要是凌空將茶水倒
進形如絲襪的茶袋中「撞茶」，及凌
空將淡奶倒入茶水中「撞奶」。

擬辦國際賽弘奶茶文化
她表示這種港式獨有「撞茶」手
法，一方面可以快捷沖泡出一杯杯地
道絲襪奶茶，另一方面可以把茶味、
奶味與空氣充分融合，「撞」出獨特
的奶茶香。她慨嘆港式絲襪奶茶雖然
已流傳到東南亞及大灣區，不過，因

為業界用料及手勢不夠正宗，使味道
「走晒樣」。
莫佩玲希望申請非遺資助計劃，

將正宗的港式絲襪奶茶發揚光大。
初步考慮與其他絲襪奶茶師傅共同
策劃「絲襪奶茶國際大賽」，讓中
外業界了解什麼是地道的絲襪奶
茶。
另一個計劃是到大灣區舉辦絲襪奶

茶培訓班，讓絲襪奶茶成為大灣區的
招牌飲食文化。雖然分身推廣奶茶文
化，或會影響家族的茶餐廳生意，但
她說：「無所謂，交畀夥計做。最緊
要係培養更多接班人，讓地道絲襪奶
茶走向全世界。」

資助金無上限 最少25萬
該項資助計劃是為本港480項非遺

清單項目的傳承人而設，能向政府申
請最少25萬元進行非牟利的推廣計
劃，資助金只有下限而不設上限。
康文署助理署長陳承緯期望，藉資

助計劃讓更多公眾參與非遺項目，吸
引學生和年輕人學習非遺知識或技
藝。為確保資助金額得以妥善運用，
非遺辦將評核獲資助項目的進度和表
現，監查項目落實時是否走樣，受資
助人需定期遞交報告檢討成效。
非遺資助計劃評審小組主席葉長清

介紹，該資助計劃的評審小組由非遺

諮詢委員會轄下學者、專家、及社會
人士共5名委員組成，自上月25日起
至5月3日接受申請。
資助對象包括本地非遺項目的傳承

團體或傳承人；或擁有非遺項目相關
技術和知識，或能傳承相關儀式和傳
統的團體或個人；及研究本地非遺的
文化團體或學術機構等。
評審小組將根據每項擬議計劃的目

標和內容、概念的獨特性和可行性、
申請者的相關知識和技能、在社會推
廣非遺的成效、財政預算的合理性和
擬議計劃的自我評估機制，評審各有
關申請，並將評審結果和資助建議呈
交康文署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香港零售數據兩年來首次錄得跌
幅。政府統計處昨日公佈，今年2
月份的零售業總銷貨臨時估值為
407億元，按年下跌10.1%，結束
自2017年3月以來的連升紀錄；今
年1月份的修訂估值則按年升7%。
若將今年首兩個月合併計算以消除
農曆新年的影響因素，估值仍按年
跌1.6%。扣除其間價格變動後，2
月份總銷貨臨時估計數量按年下跌
10.4%，1月份的修訂數字則按年升
6.9%，首兩個月合併計算則按年下
跌1.8%。政府發言人表示，零售業
銷售於近月表現疲軟，反映在外圍
不確定因素影響下，消費情緒依然
審慎，但訪港旅遊業持續增長應能
帶來一些支持。
政府發言人指出，闡釋有關數字

必須注意零售業於每年首兩個月的
銷貨額一般會受農曆新年的影響而
較為波動，在該節日前本地市場錄
得的消費開支通常處於季節性高
位。由於今年的農曆新年於2月5
日，而去年農曆年則在2月16日，
因此在作出按年比較時，把1月及2
月份的零售業銷貨額數字合併分析
會較為合適。
按零售商主要類別的臨時銷貨估

值分析，今年首兩個月合計錄得按
年跌幅的包括電器及其他未分類耐
用 消 費 品 （18.3% ） ； 服 裝
（3.7%）；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
禮物（2.8%）；眼鏡（2%）；中
藥（1.7%）；燃料（1.4%）；食
品、酒類飲品及煙草（1%）。
錄得升幅的則包括其他未分類消

費品（4.6%）；百貨公司貨品
（4.2% ） ； 汽 車 及 汽 車 零 件
（3.7% ） 傢 具 及 固 定 裝 置

（3.4% ） ； 藥 物 及 化 妝 品
（2.3%）；書報、文具及禮品
（1.7% ） ； 超 級 市 場 貨 品
（1.5%）；鞋類、有關製品及其他
衣物配件（1.3%）。

業界：天氣暖影響電器銷情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

表示，2月份零售數據錄得按年跌
幅，主要由於今年的農曆新年假於
2月初，市民於1月釋放購物慾，2
月不單是飲食、衣物、鞋類、珠寶
首飾及名貴禮物等錄得跌幅，就連
過去升幅較大的藥物、化妝品等均
呈跌幅。
若合併首兩個月數據，她指大部

分類別的按年升跌幅度不明顯，惟
電器及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卻大
跌18.3%，主要與今年天氣特別暖
有關。
除了農曆新年及天氣因素外，謝

邱安儀指中美貿易戰及人民幣貶值
亦對零售業造成影響，而不少會員
均反映3月份繼續呈微跌之勢，因
此對今年上半年的市況仍不感樂
觀，並指縱然今後中美談判出現好
結果，但要正處於疲弱狀況的零售
業重新錄得明顯升幅，亦需要一段
時間。她並指出，業界過去一直短
缺人手，因此零售業呈跌勢僅紓緩
人手不足的情況，暫未聽到有會員
計劃裁減人手或分店數目。
受惠於高鐵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橋開

通等因素帶動下，今年首兩個月的訪
港旅客人次按年升16.6%。但謝邱安
儀指出，這並不代表可帶動本地零
售，因現時內地客來港未必只為購
物，亦希望到處觀光，故零售商要把
握遊客的購買力，出奇制勝地進行變
革，迎合他們的購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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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文森）踏
入4月份泳季，康文署轄下多個泳池及泳灘
於昨日起開放，惟至少5個泳池因救生員人
手不足而需關閉部分設施，當中包括港島區
的包玉剛及柴灣游泳池，九龍區的李鄭屋游
泳池，新界區的葵盛及青衣游泳池。有救生
員工會估計，4月初最少欠100名至200名
季節性救生員，並指如未能解決救生員職位
及待遇漏洞，「永遠也請不夠人。」
泳季開始，康文署昨日重開全港公眾游
泳池及公眾泳灘，惟香港文匯報記者於昨
晚翻查康文署網頁，發現5個游泳池列明
因「救生員不足」而需關閉部分設施，其
中李鄭屋游泳池的兒童池更是全日關閉；
南區包玉剛游泳池則連主池也受影響，它
連同跳水池於昨晚7時至10時關閉（見
表）。康文署亦在受影響的泳池外貼出告
示，列明受影響原因及時間。
除了救生員問題，部分泳池亦因維修問
題而需關閉部分設施，例如堅尼地城游泳
池只開放室內泳池、摩理臣山游泳池只開
放室內主池及訓練池；維園游泳池及深水
埗公園游泳池更是全個泳池處於維修中，
尚未開放。
香港政府拯溺員總工會主席鄧子安接受
傳媒訪問時表示，往年要到6月份才會出

現救生員不足致泳池暫停開放的情況，但
今年卻提早至4月泳季開始便出現，形容
情況嚴重。
他續說，部分泳池仍未完成維修，要到

本月15日才全面開放，相信屆時救生員人
手不足問題會更嚴重。
鄧子安指出，泳灘人手不足的情況比泳池

更甚，而根據康文署的泳灘編制，當泳灘救
生員當值人數少於4人時便要關閉泳灘，現
時大部分泳灘均只剛夠4名救生員，隨時有

更多泳灘因人手不足而要暫時關閉。

工會：低薪難吸新人
他續稱，離島、荃灣及屯門區泳灘人手

最短缺，「離島區目標聘請30名季節性救
生員，但現時只有4個，荃灣同樣要請30
個，但現時只有14個。」
他直斥康文署將救生員定義為「技
工」，薪酬偏低且無晉升機會，難以吸引
新人入行導致人手問題一直未能解決。

發展局第三批活化項目、擁有80
多年歷史的香港虎豹別墅經活化成
「虎豹樂圃」後昨日開始向公眾開
放。香港虎豹別墅曾是商人胡文虎、
胡文豹兄弟的私人別墅，位於香港銅
鑼灣附近的大坑道旁，是世界上三座
虎豹別墅中的第一座。虎豹別墅為香
港一級歷史建築，建築風格獨特，糅
合中國園林、西洋和南洋建築特點，
是香港罕見的中式折衷主義建築典
範，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2013
年，胡文虎慈善基金投得活化項目，
經過數年的修繕和活化，昔日虎豹別

墅變身培養音樂人才的「虎豹樂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圖：記者 劉國權

■■莫佩玲示莫佩玲示
範正宗港式範正宗港式
絲襪奶茶的絲襪奶茶的
「「撞奶撞奶」」手手
法法。。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殷翔殷翔 攝攝

■政府昨日推出慈善籌款活動標識，所有獲政府批准
舉行的慈善籌款活動將須印上或展示有關標識，以便
公眾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