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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鄧國威日前到訪機電工程署，親身了解該署
的工作，並與署方人員會面。鄧國威在公務員事
務局常任秘書長黃鴻超陪同下，首先與機電工程
署署長陳帆及部門首長級人員會面，欣悉該署致
力促使香港在機電安全及善用能源方面，能達到
世界級水平，並一直提供優質機電工程服務，以
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
鄧國威先到訪位於九龍灣總部的教育徑，當中
包括頂層觀景台及地下的展覽館。教育徑旨在推
廣能源效益及可再生能源科技，並利用展品介紹
機電工程署的工作及其在可持續發展上的措施與
活動。他在頂層視察多個可再生能源設施，包括
全港其中一個最大的太陽光伏發電設備。

訪電單車工場聽服務
當日，鄧國威還參觀了設有19組互動式展品的

地下展覽館，展品用作向公眾介紹可再生及清潔
能源科技、節能計劃、節能屋宇裝備項目、能源
數據及機電工程署的成就、歷史與措施等。他其
後到訪電單車工場，聽取負責人員講解該工場提
供的日常服務，包括為所有政府部門的電單車進
行保養及維修服務。
鄧國威接着前往訓練工場，並與參加訓練的

見習技術員交談，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機電
署以認可的見習技術員訓練計劃，為中學離校
人士及大專畢業生提供專業技能訓練。訪問結
束前，鄧國威與機電署不同職系的員工代表茶
敘，就部門相關事宜交流意見，並讚賞同事的
努力，勉勵他們繼續為公眾提供優質、高效及
專業的服務。

駐
美
悟
港﹁
福
地﹂
多
好
事
可
宣
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警務處正推行一項為期
一周（本月21日至27日）的全港行人道路安全運動，期
望透過教育、宣傳及執法，減低涉及行人（特別是長者）
的交通意外。 警方在運動期間進行嚴厲的執法行動，除
了票控亂過馬路或干犯嚴重違例事項的行人，亦會向違反
輕微違例事項的行人發出口頭警告。各警察總區道路安全
組人員亦會在全港多個地點，派發宣傳單張，加強行人對
道路安全意識，呼籲市民遵守交通規則。
警方發言人表示，行人通常違反的規則包括不遵守交通

燈號；在距離行人天橋、行人隧道或行人過路設施15米
範圍內而不使用該些設施橫過馬路，以及攀越路邊圍欄或
穿過中央分道帶進入車路等。根據警方數字顯示，去年1
月至11月期間，共有3,268名行人於交通意外中傷亡；58
名死者當中，42人為60歲或以上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蘇錦樑日前參觀電影《一念無明》的拍
攝工作。該片是其中一部獲創意香港「首部劇情
電影計劃」資助的大專組電影，講述一對懷着沉
重愧疚的父子如何面對過去的故事。蘇錦樑與導
演黃進及數名主要演員會面，了解「首部劇情電
影計劃」為電影提供的支援，以及團隊在籌備和
拍攝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與挑戰。
蘇錦樑指出，當局一直致力推動電影業長遠發
展，行政長官亦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向「電
影發展基金」注資兩億元，以鼓勵更多本地電影
製作、培育人才、鼓勵學生和青年觀賞電影，拓
展觀眾群，以及宣傳並推廣香港電影品牌。他表
示，發掘及培育具潛質的電影製作人才，是促進
電影業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

盼為業界注入新血
創意香港今年將再度推行「首部劇情電影計
劃」，而「電影發展基金」亦會推出一項新的小
型電影資助計劃，資助製作費不超過1,000萬元並
作商業放映的電影。蘇錦樑期望透過各項措施，
讓有志投身電影業的年輕人發揮才華，為業界注
入新血。
「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是政府支援電影業措施
之一，在2013年年底從22個參賽的電影製作團
隊中，分別選出一個專業組及兩個大專組的優勝
電影計劃。「電影發展基金」撥款資助優勝團隊
拍攝電影的全部費用，大專組優勝團隊的製作費
上限為每部電影200萬元，專業組的製作費上限
為500萬元。政府今年再度推出「首部劇情電影
計劃」時，將提升製作費的上限。
其他兩部獲計劃資助的電影為專業組的《藍天
白雲》及大專組的《點五步》。

資助首部劇情電影
蘇錦樑探大專組班

郵政新年禮籃送內地逾1900城市 行人道路安全運動
警嚴打亂過馬路

■蘇錦樑（右一）日前參觀電影《一念無明》的
拍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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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嚴謹法定架構遏抑賭風
黃何詠詩指出，從政府立場而言，當然是不要賭博，但亦

明白到賭博一定存在，故香港擁有很嚴謹的法定架構，可以
處理到透過互聯網及不同媒介方式的非法賭博行為，「相信
是亞洲區內數一數二好的法定架構。」她強調，除了發牌機
構以及其他《賭博條例》下容許的賭博活動，例如在私人處
所內的社交場合中進行賭博，所有其他賭博活動均屬違法。
她認為，只靠規管是不足夠的，亦要靠市民本身，「公眾

教育十分重要，平和基金是一個公眾及市民的基金，是合作
關係。」條例雖然容許馬會經營賭波、賭馬及六合彩，但遏
抑賭風的規則亦十分嚴謹，除了18歲以下人士不可參與投
注，馬會亦不可高調宣傳賠率，更要宣揚負責任賭博及節制
的訊息，「否則衍生的社會問題會好大。」

5年輔導病態賭徒10萬人次
民政事務局轄下的平和基金自成立以來，至今已批出資助

66個涵蓋戲劇、設計比賽、講座、訓練營等內容的計劃，透
過社區組織向市民宣揚反賭訊息，涉款1,562萬元。此外，明
愛、東華三院、錫安社會服務處及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亦
獲資助營辦問題與病態賭徒輔導及治療中心，單是過去5年已
服務逾10萬人次。
黃何詠詩指，社工走在反賭最前線，故平和基金每年將逾

半數資源投放於該4間中心，希望幫到最有需要的人。她又
謂，香港很多團體都「一條心」宣揚反賭訊息，實屬香港的
福氣。

去年世盃首夥警展最大宣傳
黃何詠詩指出，當局近年重視宣傳教育，過去曾委託大學

做研究，發現近年問題賭博及病態賭博的情況有所改善，但
她不諱言，間中發生因賭博問題而自殺等新聞，亦令整體社
會感覺欠佳。因此，平和基金在去年世界盃期間展開了歷屆
最大規模的宣傳工作，與70個機構合共舉辦了100場活動，
接觸到100萬人次，更是首次與警方聯合去做。黃何詠詩表
示，警方今屆檢獲「波纜」金額高達8億元，更是歷年最多。

70%受訪者認識平和基金
反賭教育，人人有責，黃何詠詩指除了學校要多做工夫以

外，平和基金亦會集中資源透過一些特別專題去宣揚反賭訊
息，「人，要成功就一定要有passion(熱情)，年輕人就是有這
特質只要透過活動向他們提供一個空間與平台去找那團火，
他們就不會專注於賭。」黃何詠詩指出，過去有調查指60%
至70%受訪者認識平和基金，足見基金成效，希望「只要有
人想起賭，就想起平和基金」。

黃何詠詩：平和基金設資助 宣傳教育見成效
為打擊非法賭波並減少因而衍生的社會問題，港府於2003

年通過足球博彩規範化，但同時亦令青少年多一個接觸賭博的

渠道。故此，港府於同年9月在民政事務局下設立平和基金，

以資助預防及緩減與賭博有關問題的措施。民政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黃何

詠詩指出，賭博一定存在，只靠規管並不足夠，反賭亦要透過政府與社

會攜手教育公眾，希望「只要有人想起賭，就想起平和基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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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民政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黃何詠詩於1997
年8月加入政府，被派往當時的教育統籌局工
作，其後曾任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公務員事
務局、工商科技局駐美國工貿辦事處、運輸及
房屋局、發展局、創新科技署等部門，「見多

識廣」。隨了現時的工作令她深深感受到香港是一個
「有福氣」的地方外，駐美國的一段日子更令她了解
到，香港亦有許多東西值得向外國推介。
黃何詠詩憶述2005年至2008年被派駐美國的一

段日子，學到很多東西，亦有很深感受，「那段時
間令我了解到，香港有很好的人、事與價值，好值
得向外國推介。」她舉例指出，當年反恐成全球熱
話，香港警方及海關在情報收集工作上做得十分
好，當時亦被美國重視，更指香港的貨櫃十分安
全，希望其他城市了解香港模式，多多學習。

欣慰多年輕人辦社企
至於目前民政事務局的工作，則令黃何詠詩接

觸到更多人與團體，當中包括不少年輕人。本港
社企近年愈開愈多，社企亦屬黃何詠詩的工作範
疇之一。她指出，過去6年，社企數目由260間
大幅增至450間，亦多了年輕人成立社企，令她
感到十分欣慰。
黃何詠詩又指出，近年社會遇到的問題及出現的

爭拗較從前複雜，但相信只要大家清楚信念及肯溝
通，最終會出到正面訊息，「人類有個傾向，就是
希望看到開心事情。」她一再重申，香港是一個好
有福氣的地方，又指她加入政府以來，每個崗位遇
到的上司都十分支持她的工作，好有方向性，她亦
因為工作而在政府以外得到許多工作夥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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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年，隨着電子通
信日益普及，香港郵政亦要尋求轉型，推出新服
務，其中一項就是節日禮物送遞。農曆新年將
至，香港郵政即日起至2月10日期間推出多款農
曆新年精選禮籃送遞服務，派遞網絡除了港澳
外，更遍及內地逾1,900個城市，方便顧客向各地
親友和業務夥伴送上心意。
香港郵政今推出各式節日精選禮籃，包括精選、

豪華及至尊三類禮籃。禮籃內有各款零食、糖果、
茶點、水果及賀年裝飾。另推出多款由提倡公平貿
易和良心消費的公平貿易組織提供的健康零食禮
籃，以切合不同人士的喜好。各款附有賀年裝飾和
美食的禮籃，售價介乎港幣178元至1,080元不等。

送外地須2月3日前訂購
顧客現可經香港郵政網上購物坊「樂滿郵」

（www.shopthrupost.hk）訂購各款禮籃。為確保禮
籃可於農曆新年前（即2月18日或之前）派送至香
港以外地址，顧客請於2月3日或之前訂購；至於派
送至本地地址的禮籃，請於2月10日或之前訂購。

45中小學打War Game宣反賭
傳統宣傳反賭訊息，不外乎透過宣傳片、

宣傳單張、工作坊及「過來人」分享等方
式，有否想過War Game亦可做到，甚至有
更理想效果？香港學校戰爭遊戲會是其中一
個成功申請平和基金資助的組織，最新一個

年度更獲批在45間中、小學內透過War Game宣
揚反賭。香港學校戰爭遊戲會負責人李國源指出，
大部分學生都貪玩，愛打War Game，只要有一個
活動吸引他們參與，便多一個機會向他們灌輸反賭
理念，甚至可藉此找出沉迷賭博的學生。
李國源本身參與War Game多年，亦建立了不少

War Game 場，年前想到其實學校亦可打War
Game。他表示，自己精心設計出吹氣War Game
場，只需一個操場便可享受槍擊樂。他表示，年前
知道有平和基金，又覺得War Game有助學校及企
業建立團隊精神，遂於2009年向平和基金申請資
助，透過War Game於學校宣揚反賭訊息。他說：
「當年我申請到30間學校搞活動，最終只獲批10
間，但我認為此項活動實在太有意義，故自費做多

7間，反應十分熱烈。」

場內貼反賭海報警告字句
War Game究竟如何反賭？李國源指出，War
Game場內張貼了不少反賭海報及「沉迷賭博、萬
劫不復」等警告字句，亦會在活動期間向學生發問
有關賭博的問題。他坦言，學生專注玩遊戲，「不
賭」訊息未必入腦，但只要肯參與活動，便多一個
機會向他們灌輸反賭理念，更指由於學生想玩，縱
然是頑劣學生，「我教甚麼他們都要聽。」
李國源更笑言，有學生會在活動中不自覺地表

露出對博彩十分了解，「這樣他們便有可能參
與，甚至沉迷賭博了，我會向校方報告，由他們
跟進。」他指出，今個年度已獲基金資助於45間
學校搞活動，而過去亦有不少令他難忘的個案，
「還記得我事隔 3年再去上水一間中學搞War
Game，一名中五學生竟向我表示，3年前他玩過
甚麼都記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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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何詠詩指反賭只靠規管並不足夠，要透過政府與社會攜手教育
公眾。 黃偉邦 攝

▶War Game場內張貼反賭海報及警
告字句，藉以灌輸反賭理念。

黃偉邦 攝

■■郵政新年禮籃送遞服務郵政新年禮籃送遞服務，，
遍及內地逾遍及內地逾11,,900900個城市個城市。。

■■鄧國威鄧國威（（右右））參觀機電署的地下展覽館參觀機電署的地下展覽館。。

鄧國威讚機電署
促安全世界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