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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市售黑糖含致癌物
對人體或產生神經毒性 專家籲不宜過度攝取

昆明泛亞農博會首設台灣館

屏東車禍 7傷者家屬抵台

■海旅會台北辦事處主任滿宏衛（左二）前往
高雄長庚醫院探望傷者張忠健。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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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台灣「中選會」
明年度預算書，為辦理明年「總統」及
「立委」選舉，政府預計花費7億7,300
萬元（新台幣，下同）；若加上各地選
委會行政業務費及政黨競選經費補助，
明年度與選舉相關預算，合計超過17億
元。

辦好「總統」及「立委」選舉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明年「總統」
與「立委」選舉合併辦理，當初的主要考
量之一，即在節省選務費用。如果兩項選
舉分開舉辦，預算規模將更可觀。「中選
會」明年最重要業務，就是辦好明年「總
統」及「立委」選舉。根據預算書，光是
「總統」選舉和「立委」選舉，就編列7
億7,300多萬元；地方選委會行政業務也
編了3億3,000多萬元，政黨競選經費補
助則編6億4,000多萬元。

「獎補助費」花費最多
明年「大選」的7億多元業務費用中，

最大筆預算就是「獎補助費」5億420萬
元，用來補助候選人競選經費（每票30
元新台幣），其次則是人事及業務費。
預算書也列出，在「總統大選」部分，
預定辦理三場「總統」候選人電視政見發
表會，「副總統」候選人一場，合計900
萬元；並辦理選務滿意度民調，預估30
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燕飛 昆明報道）昆明泛
亞國際農博會於9月19日至23日在昆明國際會展中
心舉行，首次設立台灣館和國際館，首次在斗南國
際花卉產業園設立分會場。
雲南昆明市農業局局長蔡德生介紹，「本屆昆明

泛亞國際農業博覽會展會將突出農產品電子商務、
名特優農產品展銷」。屆時將設立農產品電子商務
展示交易區、特色農業企業展示區、農業綜合服務
展示區等12個展區，展室規模預計面積為10萬平
方米，3,500個標準展會，參展企業超過2,000家，
規模將創歷屆農博會之最，並首次設立台灣展區、
國際展區。目前，國際館400個展位已有來自馬來
西亞、老撾、越南、泰國、法國、澳洲、意大利以
及美國、多米尼加等20多個國家參展。
在泛亞農博會上，還將突出「互聯網+農業」，

以此培育農產品電子商務，推動農產品電子商務產
業發展。還將在斗南設立分會場，對花卉園藝進行
集中專業佈展，舉辦插花比賽和插花藝術表演等。

香港文匯報訊 一般民眾常認為天然

的最健康，不過，台灣《康健雜誌》

抽驗19包市售黑糖成份，結果全測出

致癌物質丙烯醯胺，對人體可能產生

神經毒性、基因傷害；其中手工黑糖

丙烯醯胺含量最高。專家建議民眾不

應過度攝取。

◀《康健雜誌》抽驗19包黑糖全測出致癌物質丙烯醯胺。
中央社

▲《康健雜誌》28日公布黑糖成分調查結果。 中央社台灣中央社報道稱，台灣「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食品組科長鄭維智受訪時表

示，國際對丙烯醯胺都沒有訂標準，「食藥
署」9月將開專家會議訂企業指引，指導業者
如何降低丙烯醯胺量。

學者建議當局訂定標準
《康健雜誌》28日舉行記者會公佈黑糖成分
調查結果，針對全台有機連鎖超市、量販店、
一般連鎖超市及農夫市集4大來源販售的黑糖
檢驗，共19包黑糖。
其中1包購自農夫市集的黑糖丙烯醯胺含量高
達2,740ug/kg（ppb，微克/每公斤）；含量超
過1,000 ug/kg（ppb）也有7項，整體數值落在
30至2,740 ug/kg（ppb），高於「食藥署」在
2003年訂定油炸和烘焙類食品檢出量小於10至

1,448 ug/kg（ppb）。專家建議民眾不應過度攝
取。

反覆加熱產生梅納反應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與工業衛
生研究所教授吳焜裕表示，丙烯醯胺在動物
實驗中的致癌性非常明確，對人體可能產生
神經毒性、基因傷害，但在人體致癌性還未
明確，也不能確定安全的攝取量。國際從
2002年開始就將丙烯醯胺視為最重要的食安

問題，政府應訂定標準。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食品技術學分班講師陳
俊吉表示， 黑糖產製是用大鍋反覆熬煮、攪
拌，讓甘蔗汁變得濃稠有香氣，因甘蔗汁含天
門冬醯胺和單醣（葡萄糖、果糖）碰在一起，
加上加熱，就會產生梅納反應，生成丙烯醯
胺，只要達攝氏85度就會產生含量顯著的丙烯
醯胺，到120度到160度間會快速大量產生。
手工黑糖的丙烯醯胺含量高，陳俊吉表示，
可能是小農未削甘蔗皮就連皮一起榨，加上加

熱反應、高溫熬煮，丙烯醯胺生成速度更快。
減量的方法可加熱前加氯化鎂、榨汁應削皮，
且加熱應不要超過120度。

手工黑糖丙烯醯胺含量高
《康健雜誌》表示，「食藥署」曾製作「降
低食品中丙烯醯胺含量加工參考手冊」，記錄
業者如何減少丙烯醯胺，但未確實推廣，也有
業者表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丙烯醯胺，也未被
輔導，政府應正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福州報道）一
輛載有陸客的遊覽車27日在台灣屏東縣發生交
通事故，造成1名大陸遊客死亡，15人受傷，包
括台籍司機和導遊。國台辦、海協會、國家旅
遊局已啟動應急工作機制，要求台方全力做好
傷員救治工作，協助家屬盡快赴台探視，妥善
處理保險理賠等善後事宜。
海基會表示，福建省旅遊局指導組團社3名
工作人員及7名傷患家屬28日晚間已抵台，並
由觀光局人員協助到醫院會合。

海旅會代表醫院探傷者
記者了解到，此次事件中受傷的13位陸客

中，由於大部分是輕傷，當日下午已陸續出
院。僅餘3位傷勢略重的陸客，留在高雄長
庚醫院繼續治療。海旅會駐台北辦事處滿宏
衛前往長庚探視傷者，並送去慰問金。他
稱，海旅會和台旅會將全力協助陸客，滿足
他們的需要。「罹難旅客的遺體選擇在當地
火化或帶回大陸，都可參照家屬意願辦理，
我們會盡全力協助。」

親歷者憶事故心有餘悸
傷者福州遊客林先生和妻子同遊台灣，事

發時夫婦倆就坐在中巴靠右側、倒數第二
排。「我的先生腰部受傷，比較嚴重，我自

己是皮外擦傷」，林先生的妻子回憶起仍心
有餘悸。「整個過程不過兩三秒，突然感到
車子左右劇烈搖晃，車就翻了。」她說，由
於當時下了雨，路面比較濕滑，車子搖晃後
朝左側翻後，乘客紛紛摔出座位，車內一片
混亂。

誰料歡樂之旅會生意外
車禍中，一名58歲的福建福州籍遊客胡秀英
在被救起時已無生命跡象。「一趟歡樂的台灣
之旅，誰也想不到會發生意外」，胡秀英的兒
子鄭先生情緒悲痛地說。鄭太太向記者介紹，
公公婆婆都已退休，兩人此前一起報名赴台

遊，事發前，兩位老人還在微信上給他們報平
安。她說，自己和丈夫將在最快時間內趕赴台
灣，處理此事。

閩漢深山發現超大靈芝閩漢深山發現超大靈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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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嫗做鞋墊 30載匿名贈戰士

陳陳憶梅憶梅99歲時因一場車禍導致左腿被截肢歲時因一場車禍導致左腿被截肢，，之後的她一直靠枴杖之後的她一直靠枴杖
行走行走，，但陳憶梅從未放棄過但陳憶梅從未放棄過，，她通過自己的努力走進了電子她通過自己的努力走進了電子

科技大學的校門科技大學的校門。。兩年前兩年前，，陳憶梅是一位普通的女大學生陳憶梅是一位普通的女大學生，，不過之不過之
後她裝上了運動義肢後她裝上了運動義肢，，開始在田徑場上馳騁開始在田徑場上馳騁，，兩年時間兩年時間，，她通過與她通過與
運動義肢的磨合運動義肢的磨合，，煉成綠茵場上的煉成綠茵場上的「「刀鋒女戰士刀鋒女戰士」。」。

裝裝「「飛毛腿飛毛腿」」馳騁田徑場馳騁田徑場
20122012年年，，陳憶梅在剛剛進入大學時就選擇加入田徑隊玩跳遠陳憶梅在剛剛進入大學時就選擇加入田徑隊玩跳遠，，
與很多老隊員不一樣的是與很多老隊員不一樣的是，，她在運動領域基本上是從零開始她在運動領域基本上是從零開始，，沒沒
經過任何基礎訓練經過任何基礎訓練，，所以她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她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在隊裡在隊裡，，
拿過世界冠軍的師姐是陳憶梅的榜樣拿過世界冠軍的師姐是陳憶梅的榜樣，「，「她們各方面能力都比我她們各方面能力都比我
強強。」。」羨慕是因為陳憶梅心中有所嚮往羨慕是因為陳憶梅心中有所嚮往，「，「如果以後能進國家如果以後能進國家
隊隊，，就繼續當運動員就繼續當運動員。」。」
和許多女孩一樣和許多女孩一樣，，陳憶梅愛漂亮陳憶梅愛漂亮，，好動愛玩好動愛玩，，爬山爬山、、旅遊旅遊、、騎單車騎單車
等都喜歡等都喜歡。。現在她更成為了田徑場上馳騁的精靈現在她更成為了田徑場上馳騁的精靈，，她將於她將於99月月1212日開日開
幕的全國第九屆殘疾人運動會幕的全國第九屆殘疾人運動會，，成為四川代表隊的田徑運動員參加比成為四川代表隊的田徑運動員參加比
賽賽，，現在的陳憶梅正全力以赴為自己的夢想進行備戰現在的陳憶梅正全力以赴為自己的夢想進行備戰。。
陳憶梅的陳憶梅的「「飛毛腿飛毛腿」」是運動義肢是運動義肢，，性能要求高性能要求高，，質輕堅固質輕堅固，，富有富有

彈性等彈性等，，價錢大約價錢大約1010幾萬元到幾萬元到2020幾萬元人民幣不等幾萬元人民幣不等。。

在很多人的眼中，當你的腿被截肢後，都會認為自己是一個

廢人，之後的生活也就在茫然和痛苦中度過。但當你遇到這樣

的事情時，你會發現你的人生或許會因為這些苦難而變得更堅

強。四川姑娘陳憶梅就是這樣一個女孩，今年22歲的陳憶梅

是一名專業的殘疾運動員，被大家稱為中國版的「刀鋒女戰

士」。 ■■《《華西都市報華西都市報》》

家中隨處可見布頭、針線，河南洛陽市85歲的楊瑞芝
每做好100對鞋墊便會到郵局匿名寄出。30年來，幾乎
全國各地的部隊都曾收到過楊瑞芝親手製造的鞋墊。如
今，老人還讓女兒一起參與，稱要世世代代傳下去。

盼善舉世代相傳
楊瑞芝說，她1986年前往部隊探望女兒時，看到士
兵們每天訓練，不少人的腳上都磨出了泡，晚上回來
時鞋子都是濕的，非常心疼。於是，楊瑞芝回家後便
到市集買了些棉布，又剪了幾件家中的舊衣裳，加班

加點親手做了24對鞋墊寄給部隊。自此之後，楊瑞芝
便和部隊戰士們結緣，每次做好100對鞋墊，她都會
到郵局匿名寄往全國各地能聯繫上的部隊。30年來做
了多少對鞋墊，連她自己都算不清了。
「雖然現在我眼睛有些花，但照樣還能憑着感
覺做活，速度也不慢。」楊瑞芝說道，「我早想
到我會有做不動針線活的一天，所以，我經常叫
我的女兒過來和我一起製作手工鞋墊，等我做不
動了就讓她代替我，這件事要世世代代傳下
去。」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李藝佳洛陽報道

點將台、望平街、東門大橋、九眼橋……一副長約12米的鉛筆畫
卷，將老成都街貌展現得栩栩如生。這幅作品，被當地人譽為成都版
「清明上河圖」。
8月27日，記者一行來到成都市東風大橋，見到了年逾七旬的作者
龔素清。她表示，退休後日子過得清閒，總想找點有意義的事做做。
2006年，已是64歲高齡的她才開始學畫畫。
「畫的都是記憶中的老成都，談不上完全還原。」龔素清說，常常做
夢都會夢到那些街景，就想把它們畫出來，讓後人了解成都的悠久歷史。
她說，用了一個多月完成作品，共分兩卷，第一卷長7.8米，第二卷長4.5
米，總共有12米長。這幅畫，主要描繪了上世紀60年代點將台、東門大
橋、九眼橋等地方，共畫了100多間房屋，還有橋樑和錦江。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盼，實習生宗露寧、劉亮荀、張文竹
成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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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近日在福建永定的劉先生家裡看
到一棵重約14公斤靈芝，其直徑67厘
米，高度58厘米，層層疊疊有4層之多的
大靈芝。該靈芝呈扇形，質地很硬，正面
為灰褐色，有環形紋路，背面為不均勻的
黃色，底部的根柄較短，散發着一股淡淡
的苦香味。村裡的老人說：「這麼大年紀
了，還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大的靈芝，真是
稀罕少見。」
靈芝的主人劉先生表示，這棵靈芝是今

年3月在深山一棵枯爛楓樹樹根處發現的。「摘下來時濕漉漉的，有30多公
斤，現在這棵靈芝自然涼乾了，大約有14公斤。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麗寬、特約通訊員劉永良龍岩報道

重慶一建築施工隊近日從沙坪壩區原特鋼廠
廢墟的一個9米深坑，挖出一枚90厘米長、重
達100多斤的未被引爆的航彈。目前，該航彈
已被移交到重慶警方妥善保管，正在制定銷毀
計劃。
雖然航彈銹跡斑斑，但幾乎完好無損，只
是尾翼有些破損。當地民警分析，特鋼廠在
重慶成為陪都期間是軍工廠，這顆航彈可能
是日本轟炸重慶時遺留下的，因着地的地方
較 鬆 軟，產生緩衝作用，沒有被引爆。

■香港文匯報記者袁巧重慶報道

手錶、定位運動鞋、定位環扣……內地開學在即，五花
八門的兒童「定位器」賣得十分火爆。廣告吹得神乎其神，
「戴上這種定位器，家長能對孩子的行蹤瞭若指掌。」
防丟神器，是一款專為兒童貼心設計的軟硬件結合
的產品，其多為手環式，通過佩戴在孩子手腕，以及
手機APP連接，可準確定位查看孩子的行蹤。其主要

功能有：GPS/LBS定位、雙向通話以及安全範圍設置
等，主要適合3歲至10歲小朋友。而最熱「防丟神
器」莫過於手錶。這種手錶約賣200多元人民幣，功能
包括定位、通話、自動報警。另外，不少產品打「隱
蔽牌」，將定位器植入鞋子、衣服，這些衣履比普通
的貴上近2倍。對此，東南大學信息安全專家提醒說，
所謂的定位手錶有洩露隱私的風險，一不小心，別人
也能對你家的孩子行蹤瞭若指掌。 ■《揚子晚報》

重慶挖出大轟炸時日航彈重慶挖出大轟炸時日航彈

■■陳憶梅在田徑場上的英姿陳憶梅在田徑場上的英姿。。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憶梅在運動領域從零開始，沒經過任
何基礎訓練，所以她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
力。 網上圖片

■老人在龔素清的畫作上尋找回憶。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14公斤重的大靈芝。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重慶民警對挖出來的航
彈進行檢查。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楊瑞芝在整楊瑞芝在整
理 做 好 的 鞋理 做 好 的 鞋
墊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開學在即 兒童定位器熱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