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疑因賭波輸命事件
日期 事件
2014.06.24 一名24歲外判物流

公司工人，疑因沉迷賭波輸錢欠債
無法償還，在馬料水科學園任職的
公司跳樓當場斃命。
2014.06.22 任紅酒推銷員男

子，返回葵涌其任職的酒窖，以紅
酒服藥兼燒炭雙料自殺身亡，留下
遺書透露「做人壓力大」，警方調
查其輕生是否涉及賭波欠債。
2014.06.20 有「少年廚神」美

譽的年輕名廚劉嘉麟（阿B），疑
因投資及賭波失利欠下巨債，在元
朗錦綉花園寓所反鎖房內燒炭身
亡。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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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機管局擬建的第三
條跑道環評報告正接受公眾審閱，機管局行政總裁
許漢忠重申，機場容量即將飽和，若不興建第三跑
道的話，將無法應付流量增長。許漢忠又強調，會
用盡任何方法籌集建造第三跑道的工程費，但現時
未有定論。機管局建築工程環保事務總經理李仲騰
則認為，如果進行第三跑道工程，海豚自然會避開
滋擾性區域。
許漢忠昨在電台節目上表示，香港國際機場以往

估計將在10年後飽和，但最新數據發現，會提前到
2016年或2017年出現飽和，而現有兩條跑道的飛機
升降上限是1,200班次，以現時每日平均逾1,050班
次計算，數字接近飽和，機場必須興建第三條跑
道，否則將無法應付流量增長。
被問及第三跑道造價急增至2,000億元的傳聞，許

漢忠表示不評論，並指有關第三條跑道的財務安排
估算，年底完成後會適時公布。他強調，會用盡任
何方法籌集建造第三跑道的工程費，但現時未有定
論。他又說，外國不少機場都以用者自付原則處
理，如果增加機場費用，加幅會以要合理、不影響
用者使用香港機場的意欲作為大前提。
對於有環保團體批評機管局「先做工程後保

育」，李仲騰反駁稱，如果不興建第三條跑道，政
府不會突然建一個海岸公園，認為工程反而給予香
港一個長遠保育的機會。他又說，根據當年興建機
場的數字，香港的白海豚數量，在1995年起的兩三
年工程期間，白海豚數量由100降至約50，到1998
年至1999年完工時，數字回升至100以上；意味着
海豚是聰明生物，覓食的水域亦廣闊，自然會避開
滋擾性區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海洋公園
籌備3年的「尋鯊探秘」鯊魚館，今日正式
開放予公眾參觀。「尋鯊探秘」前身是由以
往的海洋館改建，遊客可在新鯊魚館以360
度觀賞150條不同品種的鯊魚及鯆魚，亦可
透過教育展示與互動遊戲，認識鯊魚保育。
而為配合新景點落成，公園將由明日起推出
以鯊魚為主題的「鯊膽夏水禮」，讓遊客在
園內歡度暑假。

林鄭感謝盛智文對海園貢獻
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昨日身穿潛水衣、頭
上有兩條海草，現身「尋鯊探秘」的開幕典
禮。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在開幕禮上致辭
時，代表政府感謝盛智文在過去11年對海洋
公園的貢獻，又指在他的出色領導下，令海
洋公園成為世界級的海洋主題公園。
「尋鯊探秘」鯊魚館將展示多個獨特的鯊
魚品種，包括鋸魚、啡護士鯊及錐齒鯊等。
館內的水池以開放式設計，展示真實的海洋
環境。館內主魚缸體積為22米闊、38米長、
7米深，較舊館大5倍，容量則為220萬公
升，現時約有150條不同種類的鯊魚及鯆
魚。
水族部高級館長黎耀南表示，這是全亞洲
最大型鯊魚館之一，並以海洋探秘為主題，
共有3層展館。他稱，遊客可以沿着環繞巨
型魚缸的隧道走進水底世界，從360度全方
位觀賞逾100條鯊魚及鯆魚。

鯊魚搬遷掙扎咬穿員工保護衣
在公園工作38年、協助籌備新鯊魚館的水

族部執行經理林初喜說，最驚險的場面是鯊
魚館的搬遷過程中，由於要移動啡護士鯊，
而鯊魚體積龐大，需要為鯊魚打麻醉針後才
可搬運，整個過程花上一整天，有小量鯊魚

在搬遷時掙扎，咬穿員工的保護衣。
為推廣保育鯊魚並響應「一翅都唔食」活動，本港8

個餐飲集團代表、合共135間酒樓均支持推廣「無翅菜
單」，館內亦有張貼各名人支持「一翅都唔食」活動的
海報，呼籲參觀市民停止進食魚翅。此外，海洋公園為
配合「尋鯊探秘」開幕，將由明天起至8月24日舉行以
鯊魚為主題的夏日活動「鯊膽夏水禮」，當中有「泡泡
狂舞派對」、「動感鯊膽狂舞派」等活動，讓遊客在炎
炎的夏日消消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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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籌建「三跑」
擬參考外國用者自付

戒賭輔導服務機構
明愛展晴中心、

錫安社會服務處勵勗軒
輔導中心、香港路德會
社會服務處清亮中心，
於2003年10月至2014
年5月進行了一項有關
服務行業賭徒特徵調
查，訪問了2,404個服
務業賭徒，包括飲食、
運輸、保安、建築等行
業。
調查發現，近60%受
訪者20歲前已開始賭
博，超過70%月入不高
於15,000元，但近半欠債最少10萬元，顯示不少賭徒
均受債務問題困擾。調查又指，70%賭徒受情緒困
擾；17%有自殺傾向；更有近10%有與家人同歸於盡
的念頭。調查亦顯示，最多賭徒投注的是賽馬，其次
是球賽，預計未來球賽的投注額將更高。

飲食業重災 落場得閒開賭
調查亦指出，服務業賭徒中，飲食業佔的比例較
高。香港餐福事工聯會主席關家耀相信，飲食業的賭
博風氣普遍，因為工作時間長，工作環境又狹窄，導
致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很少，「為了融入社交生活，增
加朋輩認同，員工都偏向以賭博聯絡感情，而且員工
『落場』時無所事事，賭博便成了消磨時間的活
動。」
現年63歲、曾任香港著名酒店飲食部經理的孫先生

因沉迷賭博，曾在新年期間，輸掉一年的工資。孫先
生從小便接觸賭博，8歲已跟家人打麻將，他曾經在上
世紀80年代於賭場以1萬元本金贏得30萬元，自此便
泥足深陷。
他自言，年輕時愛尋求刺激，愈賭愈大，因此欠債
纍纍，金額更高達300萬元。孫先生的家人亦難忍他
嗜賭成性，與他斷絕關係近20年。及後他更流落街
頭，在屯門一帶露宿7年之久，其間僅靠綜援與散工
維生。他坦言當時仍不知悔改，以為「有賭未為
輸」，結果多次虧空公款共200萬元還債。

世盃期間 求助個案升70%
幸好孫先生在窮途末路下終於醒覺，7年前成功戒
賭，家人亦與他重新聯絡。他指「賭博令他失掉人
格、信用、尊嚴」，令自己身敗名裂。他又透露，妹
妹把用以結婚的儲蓄替他還債，更因此而3次推遲婚
期，他對此內疚不已。他呼籲其他賭徒能及早抽身，
珍惜家人，不要步他後塵。
3間戒賭輔導機構均指世界盃期間賭徒求助個案上
升，當中亦有學生的求助個案。明愛展晴中心督導主
任鄧耀祖指出，中心的賭徒求助個案在世界盃期間激
增70%，為防止青少年過早參與高危的賭博活動，希
望政府「提高合法賭博年齡至21歲」，並呼籲市民只
宜觀賞，不宜下注。其他戒賭機構亦認為政府應從博
彩稅中抽取1％注入「平和基金」，作為預防賭博研
究、宣傳方面的資金。

酒店經理嗜賭瞓街7年
70%服務業賭徒月入不足萬五 近半欠債最少10萬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韓詠儀）賭仔生

涯原是夢，輸掉家庭一場空。世界盃期間的

賭博氣氛比平日更為熾熱，求助個案激增

70%。有調查指出，近60%賭徒20歲前便

開始賭博，近半更欠債最少10萬元，當中

70%更表示受情緒困擾，問題值得關注。有

「過來人」原本高薪厚職，但沉迷賭博，導

致債台高築、妻離子散，甚至虧空公款共

200萬元，幸最終痛改前非，與家人重建關

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為打擊世界盃賽
事舉行期間非法賭波活動，警方近期積極展開代號
「戈壁」（CROWBEAK）反非法外圍賭博行動，
前晚分別搜查葵涌、青衣、深水埗、將軍澳及屯門
等多處地點，最少拘捕12人，檢獲波纜近3,000萬
元。其中在西九龍搗破的外圍波集團相信由黑幫操
控，活躍半年多以來，收受的波纜總額逾億元。

「戈壁」再拉12人 檢3,000萬波纜
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及情報組探員前晚進行

「戈壁行動」，突擊搜查葵涌、青衣及深水埗6處
地方，共拘捕9男1女，年齡由30歲至52歲，分別
涉嫌「非法收受賭注」及「洗黑錢」；警方在該6
處地方共檢獲1,800萬波纜紙及55萬現金，以及手
提電腦等證物。

主腦駕保時捷與「四眼柱」過從密

消息稱，該外圍波集團的犯案手法相當狡猾，先
將接受投注的電話號碼飛線到內地，再輾轉飛線返
港，企圖妨礙警方追查。消息又指該集團已活躍最
少半年，收到的外圍投注總額已過億元，而集團是
由黑幫和×和操控，其主腦平日駕駛保時捷名貴跑
車出入，與和×和猛人「四眼柱」過從甚密。
另外，東九龍總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根據線報及深

入調查後，昨凌晨零時起進行「戈壁」行動，搜查
將軍澳翠琳路6號一單位，檢獲約960萬元的波
纜、約5萬元現金、一部電腦及一部手提電話。單
位內一名30歲姓羅本地男子涉嫌「非法收受賭注」
被捕，他被通宵扣留調查。
屯門特別職務隊人員前晚亦進行「戈壁」行動，

當晚8時突擊搜查屯門湖秀街2號一單位，檢獲約
1,060萬元的波纜、約2萬元現金、一部電腦及一部
手提電話，當場拘捕一名42歲姓黃男子，他涉嫌
「非法收受賭注」被扣查。

耗資逾8位數字港元投資的本港首個大
型3D立體美術館，將於7月7日正式開放
予公眾參觀。位於尖沙咀的「香港3D奇幻
世界」，佔地面積超過1萬平方呎，美術館
注入本地元素，在「現代香港」展區，有
以攀爬中銀大廈及踏步青馬橋為主題的3D
畫，在「重現香江」展區則有重現搶包山
及皇后碼頭的作品。展館同時設有3D體驗
主題區，讓參觀人士體驗不同的3D空間。

文：文森 攝：梁祖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民建
聯家庭事務委員會日前與香港賽馬
會會面，就提高合法賭博年齡、推
廣賭波項目的營運策略等議題進行
交流。委員會自2008年開始，已4
度就賭波問題進行調查，並於本月
8日「愛踢波 唔賭波~2014世界盃
賭波調查」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結
果，發現近40%受訪者在21歲前已
經首次賭波；61%受訪者贊成將香
港合法賭博年齡提高至21歲。
2003年賭波合法化後，賭風更為

熾熱。世界盃舉行期間，有不少團
體和機構進行了賭波調查，發現賭
波人數有上升趨勢，青少年易受朋
輩與大圍氣氛影響下而參與賭波活
動，甚至有青少年因賭波賠上生
命。面對賭癮和債務問題，有賭徒

及其家人表示曾有自殺念頭，也有
受情緒困擾，或引起家庭衝突等。

75%賭波者馬會開齋
此外，有賭徒輔導及治療的中心

表示，賭波求助個案有年輕化趨
勢，女性賭徒數字亦有上升。民建
聯根據馬會年報顯示，在大型賽事
年度馬會的賭波投注額平均約有
15%增長，而根據民建聯2012年及
2014年的調查，約75%賭波人士的
首次下注是從馬會開始。
民建聯就以上問題建議政府提高

合法賭博年齡到21歲，以遏止賭博
年輕化。民建聯又認為，馬會除了
應維持平和基金運作外，亦應支援
戒賭機構的服務，例如提供自願性
禁制令，防止病態賭徒投注。

61%人贊成合法賭博年齡21歲

警冚外圍 黑幫收億元波纜

■林鄭月娥(上排右五)和盛智文(上排右六)率領本地餐廳
業界代表承諾推廣無翅餐宴，宣揚鯊魚保育訊息。

潘達文 攝

■「尋鯊探秘」鯊魚館將展示多個獨特的鯊魚品種，包
括鋸魚、啡護士鯊和錐齒鯊等，共有3層展館，有150
條不同種類的鯊魚和鯆魚。 潘達文 攝

■基蔭家庭服務中心負責人蕭如發牧師(左)、明愛展晴中心督導主任鄧耀祖(中)、香港餐福事工聯會主席關家耀
(右)。 韓詠儀攝

■孫先生希望其他賭徒能及
早抽身。 韓詠儀攝

港辱客鄰區迎客 工聯憂旅業遭爬頭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霞）旅
遊業發展是本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之
一，但隨着港人待客態度變差、競爭劇烈
等問題浮現，旅遊業發展似陷入困局。工
聯會會長林淑儀昨日在一研討會上指出，
鄰近地區已看準內地旅客的外遊需求，極
速推動旅遊業以分一杯羹，倘香港只滿足
眼前，甚至針對內地個人遊旅客，只會被
其他地區超前。
工聯會旅遊聯業委員會昨日舉辦「香港
旅遊發展危與機研討會」，探討香港旅遊
業未來發展問題。林淑儀強調，旅遊業對
香港經濟及就業市場有很大貢獻。根據政
府及旅遊發展局資料顯示2013年約有5,430
萬人次遊客，相關的總消費額達3,431億
元。旅發局則估計，今年訪客接近6,000萬
人次，總消費達3,810億元。目前受僱於與
旅遊相關行業的僱員逾60萬，是香港總勞
動人口約六分之一。

林淑儀：內地客改遊台韓
她坦言，隨着訪客增長，香港回歸17年

來，除增加一個迪士尼主題公園外，並未
推動其他旅遊基建及配套設施，部分港人
針對內地旅客的中傷行為與以往「廣迎四
方遊客」的熱情態度更形成反差。相較之
下，新加坡落成多項旅遊基建，澳門加強

旅遊宣傳，珠海亦啟用長隆海洋王國，成
為香港旅遊業強勁競爭對手。「愈來愈多
遊客選擇去台灣、韓國首爾旅遊，問題需
要正視。」

林奮強：個人遊變「仇內」代罪羊
前行政會議成員、智庫組織《黃金五
十》創辦人林奮強提醒香港市民，「應將
排外心態放回歧視箱」。他認為，個人遊
旅客並不是造成香港交通阻塞與人群擁擠
等問題的單一原因。當個人遊旅客感受到
負面壓力時，香港亦不再是內地遊客的首
選，「個人遊旅客根本就是『仇內』人士
的代罪羔羊。」
有人建議，可在18區設立景點以分流內

地旅客，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副教
授李鉅威認為可行性不大，因遊客始終偏
向著名地標等熱點，未必會深入18區旅
遊。香港應挖掘天然、歷史、人文等資源
發展相對獨特的旅遊景點，做好供應方面
的工作，才是根治需求增長問題的關鍵，
「香港最多的資源就是水，搞些賽艇等大
比賽，就可以吸引些遊客來。」
李鉅威強調，傳統旅遊業的興起就是靠

一些商業或文化活動衍生出來的，例如演
唱會、大型國際展覽等，「澳門就是靠這
個辦法吸引很多遊客的。」

■工聯會會長林淑儀在會上
致辭。 曾慶威 攝

■李鉅威認為十八區景點計
劃較為勉強。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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