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茵苦主求助 料涉款最多千萬

煙民10%見新低 有學童食電子煙社健服務差「老友」最頭痕

大專生賭波 最勁欠債 萬
近半受訪者認賭過錢 世盃將至恐又掀賭波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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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柏茵假期
旅行社突然宣佈結業，不少苦主投訴該公
司在結業前夕，仍極力推銷旅遊產品，涉
嫌詐騙。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和張國
鈞昨日約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
里等，與30多名柏茵苦主代表會面。商經
局和旅議會承諾與旅遊業賠償基金委員會
探討，設法為苦主們取得補償。劉國勳表
示，目前已接到逾200名苦主求助，估計
損失總金額達 500 萬港元至 1,000 萬港
元。
劉國勳和張國鈞聯同一眾苦主，與陳百
里、旅遊代理商註冊主任歐浩華，旅遊業
議會主席黃進達、總幹事陳張樂怡，及旅
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等會面。

劉國勳：研補蓋印花助申償
劉國勳表示，部分苦主透過柏茵購買旅
行套票，但遲遲未獲收據。由於部分苦主
未能提供具備旅遊業賠償基金印花的單

據，故未能向基金申請九成補償額。針對
此情況，各單位會在未來一星期內進行研
究，並與旅遊業賠償基金委員會探討，容
許苦主透過後補方式補蓋印花，從而申請
賠償。
他表示，在現行法例下，若只透過旅行
社購買機票，有關人士不能循旅遊業賠償
基金索償。就此，旅議會承諾，會收集相
關旅客資料，並聯絡航空公司及其他旅行
社，爭取以特殊方式提供協助，減少損
失，令他們的行程不受影響。
他續說，愈來愈多港人選擇自由行，他

們往往透過不同旅行社或方式購買機票食
宿，從而選擇最合適的行程：「如果市民
是單獨，或者是分開購買酒店及機票，他
們就不受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這樣的機
制是落後於現實，而又極需檢討。」

張國鈞：印花處理欠監管
張國鈞補充，現時印花的處理欠缺監

管，市民即使已經付費，但旅行社可能未
跟進處理印花事宜。今次雖屬個別事件，
但卻反映出嚴肅的問題，部門應該檢討跟
進。
苦主陳女士表示，柏茵於本月19日還催

她盡快繳付曼谷旅行套票費用，當日她下
午繳交了5名親友共1.25萬元團費，不料
翌日看新聞發現柏茵結業，而栢茵連團費
收據也未交出，令她擔心無法追回損失。
她了解到栢茵很早就通知旅議會周轉有

困難要結業，仍催收團費，顯然有詐騙嫌
疑。
苦主駱女士說，上周才應栢茵要求繳付
前往歐洲的4萬元機票費用，當時栢茵要
求她以現金存入私人賬戶，她已覺得可
疑，沒想到過幾天就結業。
苦主何先生說，他於2010年起就光顧

柏茵，一直沒問題，因此也介紹親友購買
預繳式旅行套票。這次連累親友也損失數
萬元，真想對親友說聲對不起。

■劉國勳接獲多宗柏茵旅行社結業苦主求助，已經接觸200多名涉事苦
主，初步估算涉及金額超過5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
傑）醫院管理局昨日通過
2018/2019年度工作計劃，全
港公立醫院在新一年將增加
574張病床，及 9.9 萬個普通
科門診名額。惟醫管局的醫生
流失率去年達5.9%，創10年
新高，令人質疑局方是否有足
夠人手應付新服務。醫管局行
政總裁梁栢賢表示，除今年的
醫科畢業生人數增加外，局方
亦有更多資源重聘退休醫護人
員，預料醫生和護士數量都會
有正增長。

醫局獲615億撥款 增幅最大
特區政府今年向醫管局提供約

615億元經常撥款，醫管局主席
梁智仁形容，今年的撥款增幅是
有史以來最大，局方會善用資源
應付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和人口
高齡化所帶來的挑戰。
醫管局在新一年會於全港各

公立醫院新增574張病床，並
會在九龍中、九龍東、九龍
西、新界東及新界西聯網增加
9.9萬個普通科門診診症名額，
而部分醫院亦會增加手術、內
窺鏡及磁力共振掃描等醫療程
序的服務節數。

有較多資源重聘退休醫
梁智仁表示，醫管局的醫護

人員數量會有正增長，當中醫
生和護士數目會分別增加3.6%
和3.2%。
梁栢賢補充指，今年將有

420名醫科生完成實習成為正
式醫生，預計他們大部分人會
到公立醫院工作，加上局方今
年有較多資源可重聘退休醫
生，預計重聘醫生數目會由去

年的29人增至47人，相信整體醫護人員
人手短缺問題，今年會有所改善。
不過，梁栢賢承認眼科、放射科及麻醉

科醫生的流失情況較為嚴重，但他指有關
專科一向較受歡迎，不擔心沒有新血加
入。
他強調，各個專科都會有具經驗醫生參

與培訓新人，醫院在有需要時亦可從其他
醫院借調人手。

通過新入職增薪點安排
另外，醫管局正式通過取消新入職員工

首兩年不設增薪點的安排，措施會於今年
5月實施，1.7萬名於2002年6月15日之後
入職的醫管局職員，可補回一個增薪點。
梁栢賢又回應局方早前向病人處方含鉛

量逾國際新標準的鉀丸Slow K一事。他
重申，該藥物使用風險不高，病人在未有
風險較低的替代藥物時，可繼續使用。
局方現已從兩個供應商購入1,650萬粒

可替代Slow K的鉀丸，但只足以應付至
年底，局方暫決定暫時保留餘下25萬粒
Slow K備用，並形容這只是「攬多條安
全帶」。
至於有女童懷疑在聯合醫院接受中央靜

脈導管置入術時被刺穿動脈後引致腦中風
的事件，梁栢賢承認院方與病人家屬溝通
方面有改善空間，事件已交由專家小組調
查，預計1個月內會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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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栢賢（左）指，今年醫護人手短缺問
題會有所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
寶儀）本港人口老化，到
2036年，長者人口估計高
逾30%。有機構審視社區對
長者及年齡友善程度，結果
發現在8個範疇中，社會參
與的表現最出色，有4.29分
（滿分為6分）。社區與健
康服務及房屋的範疇得分最
低，僅分別獲3.67分及3.71
分。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去年委託4間大學的老年學研究單位進行
「長者及年齡友善」基線研究。研究按世衛
的「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的社會參與、交
通、尊重及社會包容、信息交流等8個範疇
評分，共收集9,600份問卷及91個聚焦小組
（逾700人）意見，當中近90%受訪者為50
歲或以上。
研究顯示，評分最低的3大範疇分別為：

社區與健康服務（3.67分）、房屋（3.71
分）以及公民參與和就業（3.87分）。相
反，社會參與（4.29分）、交通（4.27分）
以及尊重及社會包容（4.1分）則分數較高。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所長
胡令芳表示，社區與健康服務得分低，源於
醫療服務輪候時間長及資訊不足等。
她解釋，不少受訪長者反映難以使用衛
生署提供的門診電話預約服務，長者傾向面
對真人，建議署方檢討政策。她續說，不少

長者居於老舊的住所，家居急需維修及家居
保養，例如在浴室加裝扶手等，社區及家中
均需要無障礙設計的設施。
惟她稱，不少長者反映對家居維修感困
難，不但欠缺可靠的維修資訊，更難以負擔
維修費。
同時，長者再就業的機會不足，出現長
者僱員難買勞工保險及職場歧視情況，尤其
受訪者學歷愈高，對長者就業評分則愈低。
研究又指，不少社區環境不利長者行

動，常見有樓梯級過多及天橋欠缺升降機。
以堅尼地城站為例，自港鐵南港島線通車
後，原以為會方便長者，但實際上不少長者
不愛坐港鐵。
團隊引述長者指，該站電梯設計又長又

斜，且步行往月台的路段沒有座椅休息。相
反，港鐵通車後令路面的公共交通工具改道
或調整班次，反而為長者造成不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衛生
署昨日公佈本港最新吸煙情況，去年整
體吸煙率為10%（即61.5萬人），跌
至1982年有紀錄以來的新低。不過，
使用電子吸煙裝置者有所增加，佔吸煙
人口的0.9%（即5,700人）。衛生署控
煙辦主管李培文指出，電子吸煙裝置亦
含有毒物質，未有證據證明其危害較香
煙少，計劃修例加強規管。
政府統計處於去年6月至9月以問卷

方式，收集1萬名住戶資料。調查顯
示，吸煙人口由 2015年的 64.1 萬人
（10.5%），跌至去年的 61.5 萬人
（10%）。其中，男性吸煙比例較高，
達18.1%；女性則為2.7%。整體煙民
每日的平均吸煙量則由2015年的13.1
支，減至12.4支。
不過，使用電子煙及加熱非燃燒煙

草產品人數增多。而曾吸電子煙的小四
至小六年級學生達2,340人；中一至中
六學生更有2.9萬人。李培文解釋，相
信學生從售賣香煙的商店及格仔舖購得
電子煙。
他強調，含尼古丁的產品均受《藥

物及毒藥條例》監管。現時未有煙草商
向署方申請電子煙註冊，若市面上電子
煙含尼古丁即屬違法，會採取法律行
動。
雖有煙草商聲稱電子吸煙裝置較傳

統煙健康，但李培文指出，該些裝置仍

含尼古丁及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質，危害
健康，亦未能證明較傳統煙健康。
他說，關注市民使用電子吸煙裝

置，正就修改法例涵蓋電子吸煙裝置與
相關部門商討。
另外，調查發現仍有63.5%吸煙者表

示從未嘗試過戒煙或不想戒煙，稍高於
2015年的63%。李培文解釋，隨着戒
煙人數愈來愈多，餘下不少為堅持吸煙
者。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鄺祖盛

表示，吸煙率雖有下降，但近年電子煙
及新興煙草產品流行，更被推廣為潮流
玩意，有部分吸煙者轉用該些產品，未
有考慮戒煙，促請政府加強規管。

■李培文指，電子煙含有害物質尼古丁
及一氧化碳等，均危害健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研究發現社區與健康服務以及房屋的範疇得分僅3.67及
3.71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明愛展晴中心委託香港大學社會工作
及社會行政學系，於今年1月至3

月訪問839名來自22間院校的大專生，
分析他們的賭博情況、特徵及原因。
調查發現，66.5%受訪大專生上一次
賭博時間為3個月前；11.8%是半年前；
21.7%是在半年前或以上。合共406名有
賭博習慣的大專生投注額由500元至
1,000元不等，其中有7男2女的最高投
注額達1萬元以上，而288位受訪者認
為自己有受賭博影響。51.2%受訪者表
示，家人有賭博習慣。
調查發現，受訪者多以娛樂及試運氣
為由參與賭博，其次是受朋友影響，亦
有因尋求刺激感而參與賭博。至於最常
見的賭博方式是六合彩，其次是麻雀、
撲克牌及賭波。
調查又顯示，有賭波習慣的大專生有
89名，其中36人曾在2014年世界盃進
行投注，有4位更借貸投注，他們的最
高投注額介乎500元至1,000元不等。

18歲開始賭 500蚊贏8萬
大專生阿聰（化名）說，他在18歲起
便參與賭波，不時會到投注站落注及買
外圍波，曾以500元落注贏取8萬元。

他表示，勝利令他更易沉迷，去年曾向
財務公司借貸賭波。
他直言「有財務機構推出大專生借貸
計劃，令他愈陷愈深」，最多曾欠債達
20萬元，又承認賭波令他難以集中精神
溫習，深夜時會因緊張球賽結果致難以
入睡，精神欠佳，最終要向戒賭輔導中
心求助。
明愛展晴中心高級督導主任陳志華指

出，中心於2003年起共接獲300多宗25
歲以下青少年賭波的求助個案，當中最
年輕的是18歲，在過去9個月內也增加
15宗。

盼博彩稅2%撥平和基金
他擔心世界盃期間會再度掀起賭波熱

潮，期望政府提高合法賭博年齡至21
歲，及在博彩稅中撥 2%注入平和基
金，提供預防賭博教育、宣傳、治療等
工作。
陳志華呼籲青少年遠離賭博，以免成

癮後泥足深陷，前途盡毀；已上癮的青
年賭徒應盡早尋求戒賭輔導服務，為己
為家人戒掉惡習。
他又期望，政府盡快進行一個全港性

的賭波調查，了解青年的賭波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將於本年6月在俄

羅斯揭幕，這項球壇盛事舉世矚目，但同時或掀起賭波熱潮。有調

查發現，接近一半（48.4%）受訪本地大專生曾參與賭博，不少更

打算在世界盃期間賭波，賭注額或逾500元。有大專生現身說法訴

說賭博禍害：他在18歲開始賭博，曾以500元落注贏取8萬元，及

後賭波成癮，要向不同財務公司及朋友借貸，累積欠債高達20萬

元，需要做幾份兼職還清債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睇波不賭
波」對年輕人來說或欠缺刺激，平和基金於
不賭波推廣活動期間同時舉行「抗賭好聲
音」活動，以年輕人喜歡的流行音樂，結合
積極正面的抗賭訊息，鼓勵他們努力追夢。
樂隊ToNick及街頭樂隊The Flame在台上
表演時，亦向年輕朋友分享自己的追夢經
歷，並透過音樂讓大家明白賭博的禍害，一
起拒絕賭博。
平和基金、民政事務局與香港路德會社會

服務處路德會青亮中心，昨日於基督教香港
信義會心誠中學舉行「睇波不賭波推廣計劃
啟動禮暨抗賭好聲音」活動。

籲勿信「童子手」有好運傳聞
路德會青亮中心主任周雅瑩表示，部分

家長深信「童子手」會帶來運氣，令小孩
染上賭癮。中心接觸過最年輕的賭波個案
僅為16歲。
該名青年從父母身上認識賭波，及後因

沉迷賭博輟學投身社會工作，以賺取賭
本，其間亦不斷向朋友借錢，最終欠債近
10萬元，要父母協助償還。
她續說，市民不要以為「小賭怡情」便

沒有問題，小朋友年紀愈小接觸賭博，長
大後愈易成為賭博失調者，故提醒家長不
要讓小孩子接觸賭博。
平和基金諮詢委員會主席葉振都表示，

平和基金成立目的，正是為了預防和緩減
賭博相關問題，希望透過一連串宣傳及教
育活動，令大眾關注沉迷賭博的禍害。
他表示，未來數月會有一連串抗賭活動，

包括在本月起會有由社區組織及學校舉辦的
多項教育計劃或活動，如足球工作坊、日
營、短片製作、戲劇、展覽、辯論等，以接
觸不同年齡的群組及各區人士。此外也會加
強在網上及社交平台作宣傳，讓更多年輕人
接觸抗賭資訊。

「抗賭好聲音」宣傳睇波不賭波

■「睇波不賭波推廣計劃啟動禮暨抗賭好
聲音」活動。

■調查指近
半大專生曾
參與賭博。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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