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峰男」凱旋歸港：想食叉燒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

友光）全球矚目的世界盃臨近，5

月7日香港文匯報率先報道市面有

店舖漠視法紀，售賣可非法收看本

港電視台播放世界盃賽事的侵權機

頂盒，引起社會反響。海關上星期

一連兩日展開代號「特洛伊木馬」

執法行動，派員喬裝顧客到不同地

區目標店舖進行「放蛇」，搗破4

間店舖涉嫌售賣侵權機頂盒，檢獲

354 部侵權機頂盒，市值約 32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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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迎世盃 嚴打侵權機頂盒
「放蛇」搗 4店拘8人 檢354部市值3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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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國際足協世界盃將於6月14日在俄羅斯開鑼。電訊盈科轄下的免費電視ViuTV
會免費直播19場賽事，而其收費電視nowTV則轉播
64場賽事。世界盃大戰如箭在弦，記者日前以顧客身
份到深水埗鴨寮街暗訪，向其中一名擺賣多部電視機
頂盒的店員，查詢所售產品是否可供觀看世界盃，店
員稱這些機頂盒均可收看台灣直播的世界盃賽事，並
說：「你既然畀得起錢，係咪都想睇到用廣東話講波
先？」記者表示有興趣，之後他便帶記者到店內，展
示另一部價值1,880元的「自家研製機頂盒」。

雲端傳送畫面 數家電視台遭殃
「睇波見到呢三個圈(有線台徽)，唔使講都知邊個
台啦，衰在樂視執咗，唔係連英超都睇埋。」店員坦
言，該機頂盒的伺服器設在台灣及美國，透過雲端傳
送畫像，故此畫面質素高，既可透過台灣足球頻道收
看世界盃賽事，更可收看香港有線電視轉播的歐聯賽
事。他直指，「該機頂盒的數據庫強大，個data base
(數據庫)可以容納1萬人睇都咁順，但我哋唔想咁高
調，做好售後服務先，遲啲再谷宣傳都未遲！」
該區的電腦商場店舖亦發售各類電視機頂盒，但作
風低調，鮮見張貼有關機頂盒播放的頻道資料。記者
發現，該些店舖售賣的機頂盒售價約300元至900多
元，大都被擺放在大熒光幕下。「呢部第四代(機頂
盒)行Android新版本，賣650蚊，睇直播最好，另一
牌子畫質超清都係貴250蚊，睇劇最好，仲睇埋Vi-
uTV，兩部機都可以收到中央台，即係睇齊咁多場世
界盃都無問題。」另一店員向記者表示。

店員行事低調 拒示範播節目
店員作風低調，可能與海關去年底首次成功引用
《版權條例》，檢控利用機頂盒非法收看上屆世界盃
賽事的收費電視頻道侵權案件有關。雖然有顧客查詢
機頂盒資料，店員只會回答有關價錢問題，堅拒示範
播放節目，「裡面有乜台睇自己上網搵，睇唔睇到世
界盃？答你唔到，到時有乜咪有乜囉。」
有線電視發言人表示，機頂盒侵權情況屬嚴重侵權

行為，知識產權必須要受到法例保障，期望政府繼續
採取積極措施打擊侵權行為。
電訊盈科發言人表示，香港市民只需透過大氣電

波，便可透過ViuTV免費收看19場世界盃精彩賽
事，無需添置額外設備。

就有關機頂盒疑侵權問題，香港海關
發言人表示留意到市面一些機頂盒可利便
使用者於網上搜尋內容，相關內容或未獲
版權擁有人授權。海關指在處理懷疑侵權
個案時，需考慮個別事件的實際情況及相
關證據，始能判斷是否違反相關條例。海
關強調十分關注網上侵權行為，並與版權
持有人保持緊密合作，當發現懷疑侵權活
動，會迅速聯絡版權擁有人，如確定涉及
刑事侵權會採取執法行動。即使平台處於
香港境外，海關亦會積極跟進，透過情報
交流渠道，把個案轉介境外執法機構共同
跟進。而海關由2014年至今共破獲13宗
網上侵權案件。
本身為律師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表

示，香港現有的版權法例只監管傳統的印

刷品、音樂及影像等產品，對網上採用數
碼傳遞的作品缺乏規管，落後國際水平十
幾年之多，版權法例有漏洞，導致侵權機
頂盒等銷售情況猖獗，部分節目涉及本地
電視節目內容，令業界損失慘重，「電視
台用好多錢去購買播映權，被侵權者肆意
盜用，咁樣好唔公平。」

法例過時疏漏 助長侵權盜版
謝偉俊直言，《版權條例》再提修訂

已經刻不容緩，現屆政府若不能重提議
案到立法會討論，下屆政府亦必須積極
考慮修訂《版權條例》。他希望市民可
以明白，修訂《版權條例》並非洪水猛
獸，盡快修訂堵塞漏洞，才能保障業界
權益。

賣至成行成市的侵權機頂盒，除賣家
或遭起訴，執業大律師陸偉雄提醒選購
的顧客，即使能免除刑責，但業界亦可
循民事形式向買家追討損失，隨時因慳
錢招致更大損失。

製售者可罰50萬囚4年
根據《版權條例》，任何人士如在沒
有版權擁有人的特許下，製作、銷售或
為售賣用途而管有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
品；或透過任何器材或電子平台分發侵
犯版權複製品，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權
利的程度，一經定罪最高可監禁4年及

每件侵權物品罰款5萬元；而根據《版
權條例》，任何人製作規避器件作出售
或出租用途，或公開陳列規避器件作銷
售均屬違法。一經定罪，可判罰款50萬
元及監禁4年。
就有機頂盒以直播有線電視及Vi-
uTV節目作招徠，陸偉雄指此舉會觸
犯《版權條例》，侵權者恐會面臨監
禁。他提醒市民，若果利用非法接收
工具觀看版權節目，版權持有人可引
用《版權條例》，循民事追討損失，
即使舉證上難度較高，惟市民不應以
身試法。

萬眾矚目的世界盃快將開鑼，雖然球
迷只需安坐家中，便可收看各場世界盃
賽事，但世界盃始終是體壇盛事，不少
志同道合的球迷都會喜歡在酒吧睇波，
一同為支持的隊伍搖旗吶喊。有酒吧業
人士表示，今屆世界盃賽事的開波時
間，多數在晚上8時、11時及凌晨 2
時，很適合本港球迷觀看，較上屆的賽
事時間好，故此預期生意不錯，並推出
不同優惠吸客。
灣仔一間酒店酒吧職員Kenny表示，

為了吸引顧客，該酒店特別在世界盃時

段推出優惠，提供包場睇波服務，只需
70人以上便可以人均300元至600元消
費包場，收看一場賽事，而目前已經有
多間公司查詢。除此之外，亦有個人入
場優惠，170元包兩杯啤酒。
Kenny指，對於今屆世界盃，該公司
預期生意會較上屆好，因賽事時間多在
晚上8時後開始，並稱估計如以往般，
每當葡萄牙、英格蘭、西班牙、德國等
國家隊出場，會吸引較多球迷入場睇
波，而不少女士更會湊熱鬧到酒吧觀
戰，始終世界盃具有話題性。

店家稱伺服器設美台 數據庫可容萬人同觀賽

偷賣蠱惑機頂盒
盜看歐聯世界盃

■■ 今屆俄羅斯世界盃多在本港時間晚上今屆俄羅斯世界盃多在本港時間晚上88
時時、、1111時及凌晨時及凌晨22時開波時開波，，屬酒吧黃金時屬酒吧黃金時
段段，，勢必帶旺酒吧業生意勢必帶旺酒吧業生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下月即將開鑼，深水

埗有店舖竟然漠視海關嚴厲執法，鬼祟售

賣可收看本港電視台播放世界盃賽事的機

頂盒，有的更推出伺服器設於美國及台

灣，以雲端傳送的自家研發機頂盒，顧客

不但可盜看香港有線電視轉播的歐聯賽

事，更可盜看由台灣足球頻道播放的世界

盃。有店員直指，該數據庫可同時容納1萬

人收看賽事，「遲啲再谷宣傳都未遲！」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版權條例落後 議員籲速修訂

貪平睇波恐遭民事追究

世盃黃金時段 勢旺酒吧生意

■■ 深 水 埗深 水 埗
電腦商場不電腦商場不
少店舖售賣少店舖售賣
各款電視機各款電視機
頂盒頂盒。。

■■ 海關早前首海關早前首
次成功引次成功引用用《《版版
權條例權條例》》檢控利檢控利
用機頂盒非法收用機頂盒非法收
看收費電視頻道看收費電視頻道
節目節目。。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店舖張貼海關告示有店舖張貼海關告示，，
提醒切勿售賣盜版貨品提醒切勿售賣盜版貨品。。

■■ 店員店員稱機頂盒稱機頂盒伺服器伺服器
設在台灣及美國設在台灣及美國，，數據數據
庫大可容納萬人觀看庫大可容納萬人觀看。。

■■電腦商場店員講解機電腦商場店員講解機
頂盒使用方式頂盒使用方式，，但沒有但沒有
展示相關節目內容展示相關節目內容。。

■■ 店員聲店員聲稱稱「「自家研製機自家研製機
頂盒頂盒」」可可收看香港有線電收看香港有線電
視轉播的歐聯賽事視轉播的歐聯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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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香港文匯報率先報道有店舖售賣可非法收看世界盃
賽事的侵權機頂盒。 資料圖片

■■海關講述案情及展示行動檢獲的海關講述案情及展示行動檢獲的354354部侵權機頂盒部侵權機頂盒。。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被捕8人，7男1女，18歲至45歲，包括
4名店東及4名售貨員，涉嫌觸犯《版

權條例》，一經定罪，將會面臨罰款及監
禁。海關提醒，店舖東主及職員售賣侵權機
頂盒固然犯法，但購買侵權機頂盒市民即使
能免刑責，也可能會負上民事責任。（見另
稿）

盜看收費頻道 涉六七個牌子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行動）課監督方永
佳表示，海關行動中檢獲的354部侵權機頂
盒，涉及六七個不同牌子，具有不同功能，
可以收看本地及海外多個不同電視台頻道，
包括收費電視或電影，因本港沒有生產同類
機頂盒的公司，相信是由鄰近地區所生產。
海關指出，涉案重點並非機頂盒的構造或
來源地，而是盒內可接收轉播收費頻道的應
用程式及店舖的銷售手法，讓買家在不用付
款的情況下，免費收看本地收費電視頻道及
海外電影，導致節目持有人承受損失。
海關根據上屆2014年世界盃的經驗，世

界盃開鑼前非法機頂盒的銷售情況有機會上
升。關員經過深入調查及得到一間本地電視
台提供協助下，由上星期五起一連兩日展開
代號「特洛伊木馬」的執法行動，到深水
埗、旺角及灣仔一帶影視器材店舖巡視及派
員喬裝顧客「放蛇」，共發現4家店舖提供
侵權機頂盒，分別兩間位於深水埗區及兩間
位於灣仔區，共拘捕8名包括店舖東主及職
員帶署扣查。
行動中，海關檢獲354部侵權機頂盒，每
部售價由700元至1,500元不等，視乎牌子
及功能，總值約32萬元。海關將檢獲的侵
權機頂盒進行測試，發現經侵權機頂盒所播
放的映像，除不時出現斷線、畫質較差及畫
面速度變慢外，用戶有可能被駭客程式竊取
個人資料，因而蒙受損失，更可能負上民事
責任。
海關重申，世界盃即將開鑼，海關會繼續
打擊相關罪行。

對於買賣侵
權 機 頂 盒 行
為，海關提醒

不單售賣者需要負上刑事責任外，
購買者即使或能免除刑責，但仍可
能會被版權持有人循民事訴訟追討
損失。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行動）課

監督方永佳表示，不論有關收費節

目的版權屬於本地或海外持有人，
同樣受到《版權條例》保護。根據
《版權條例》，任何人製作規避器
件作出售或出租用途，或公開陳列
規避器件作銷售均屬違法，一經定
罪，可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4年。
方指出，2017年12月一宗涉嫌售
賣侵權機頂盒案例中，3名被告分
別判入獄21個月至27個月，反映

案情嚴重性。
方永佳又提醒市民，購買侵權機

頂盒非法接收觀看版權節目，版權
持有人可引用《版權條例》循民事
訴訟追討損失；呼籲市民應循合法
途徑觀看收費頻道節目，切勿以身
試法。

■香港文匯報
記者蕭景源、劉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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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四年一度的
世界盃將至，球迷除了又要「捱更抵夜」
觀看球賽，更可能會「賭一兩手」。不
過，上屆世界盃便有4名港人因賭波欠債
而自殺身亡。
香港明愛展晴中心與港大社會工作及社

會行政學系合作舉行《2018年世界盃—睇
波不賭波》計劃，鼓勵市民以「睇波不賭

波」的態度觀賞世界盃賽事，並建議政府
應提高合法賭博年齡至21歲。
明愛展晴中心分析2003年至2018年4月
求助的332位25歲或以下、曾參與足球賭
博的青年賭徒特徵，包括性別、教育程
度、賭博年期、開始賭博年齡、欠債、賭
博模式等，發現逾90%求助者不足20歲已
開始賭博，近半數賭博年期在5年之內，

近40%更達6年至10年。
中心並發現，90%青年賭徒收入不足1.5

萬元，高收入的不多，低收入與高欠債成
強烈對比；欠債以10萬元至20萬元者佔
25%；10萬以下元佔38.9%；欠債20萬元
至60萬元佔20.7%；欠債逾60萬元有15
人，佔4.5%。
中心高級督導主任陳志華表示，現時年

輕人借貸容易，低收入年輕人亦可借取到
巨款，以致他們賭波成癮越陷越深。香港
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謝樹基
表示，根據2016年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
況研究報告顯示，青年人愈早接觸賭博，
愈早出現賭博失調的問題。
中心呼籲市民大眾以「睇波不賭波」的

態度去觀看世界盃，同時建議政府應提高
合法賭博年齡至21歲，避免青少年過早參
與合法賭博；目前受賭博困擾人士應及早
求助。

睇波不賭波 團體倡年滿21歲先准賭

香港文匯報訊 年僅19歲的香港青年陳
家希（Benjamin Chan），上星期成功登上
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瑪峰，成為最年輕登
上珠峰的港人。完成創舉後昨日他從尼泊
爾返港，其母親及兄長到機場迎接。
甫落機的他即笑言「想食叉燒飯」，亦
會盡力休息，為下一個登頂旅程作準備，
期望能於20歲前征服全球7大洲的最高
峰，及到達南極點和北極點，完成「探險
者大滿貫」。

中學就讀英皇佐治五世學校的陳家希，
畢業後決定延後入大學，希望於「休學年
（Gap Year）」挑戰「探險者大滿貫」。
在上星期一（21日）他成功登頂珠峰，

並手持特區區旗峰頂留影。
昨日他連同另外3名成功登頂的港人凱旋返
港，在機場獲母親、兄長及不少傳媒迎接，陳
媽媽即場擁抱親吻平安歸來的兒子。
而陳爸爸日前已出發往尼泊爾，原打算

於海拔5,000米的「珠峰大本營」親自迎接

兒子，但因高山反應要暫時留在當地休
息，目前情況穩定，稍後再回港。

多次想放棄幸獲親友鼓勵
陳家希於機場受訪時分享指，懷念香港
的各種美食，第一件事是「想食叉燒
飯」，他又表示，登頂珠峰絕非自己個人
成就，實有賴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對他們
深表感謝，並坦言過程中面對很多風險，
更曾多番有意放棄，幸獲親友支持及鼓

勵，才有力繼續前行達到目標。
他特別提到，希望能成為其他香港年輕
人的榜樣，讓大家明白只需要努力和堅
持，便能實現夢想。
他又說，未來大約一星期會盡可能爭取
休息，稍後就會出發前往北美洲攀登迪那
利峰，開展下一個旅程。
早前陳家希受訪時曾表示，希望能於20

歲前征服全球7大洲的最高峰，以及到達南
極點和北極點，完成「探險者大滿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聶曉
輝）衛生署昨日公佈，每名
合資格長者將於下月8日獲
發放屬一次性質的額外1,000
元長者醫療券金額；醫療券
的累積金額上限亦於同日起
提高至5,000元，並成為恒
常措施。相關優化措施是財
政司司長於2018至 19年度
財政預算案公佈的其中一項
醫療措施，預計惠及約120
萬名長者。

累積金額上限增至5000元
衛生署發言人表示，每年

2,000元的醫療券金額已於今
年1月發放至所有年滿65歲
長者的醫健通（資助）戶
口。隨着《2018年撥款條例
草案》獲得通過，屬一次性
質的額外1,000元醫療券金
額將於下8日存入他們的戶
口，「於當日起，醫療券的
累積金額上限亦會由4,000
元提高至5,000元，並成為
恒常措施。」
發言人補充，於2018年年

滿65歲（即在1953年或以
前出生）但於6月8日仍未
開設戶口的長者，其可享有
的醫療券金額，包括額外的
1,000元，將於戶口開設當日
發放，並以5,000元為累積
金額上限。
長者醫療券計劃旨在資助

合資格長者使用私營市場提
供的基層醫療服務。醫療券
透過電子平台發放和使用，
長者毋須預先登記，亦無須
領取或攜帶醫療券。

長者如欲使用醫療券，只需向參與
計劃的服務提供者出示有效香港身份
證或由入境事務處發出的《豁免登記
證明書》，並在親身接受醫療服務後
簽署同意書確認要使用的醫療券金
額。未有醫健通（資助）戶口的長
者，服務提供者會同時為他們免費開
設戶口。
市民可參閱長者醫療券計劃網頁

（www.hcv.gov.hk）或致電查詢熱線
（2838 2311），以取得相關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國際人力資
源管理顧問機構ECA昨日發表2017年「我
的外派員工薪酬市場調查」結果，指外地
派往香港的員工年薪與福利於2016年錄得5
年來新低後，於去年回升，折合約210.6萬
港元，於全球排名第五，在日本、英國、
印度及中國內地之後。
是次調查共有逾290家來自160個國家與
地區的企業參加，分析合共逾1萬名外派員
工的薪酬資訊。調查指出，一名外派到香

港的中層管理人員的薪酬組合，一般約為
26.8萬美元(折合約210.6萬港元)，較對上一
年多3,027美元。若以亞洲地區而言，香港
則排第四位。

總成本微升現金報酬實降
ECA亞洲區域總監關禮廉表示，雖然去

年外派到香港工作的員工薪金下跌，但公
司所需提供的福利成本卻上升，令企業外
派員工到本港工作的整體成本略高。然

而，即使2017年外派人員的總成本較前年
輕微上升，惟現金報酬實際上卻是下降，
反觀本地員工的薪酬組合，則錄得平均4%
增幅。
關禮廉續說，中國內地外派人員的平均
薪酬福利組合下跌至約27.6萬美元，減少
約6,000美元，與本港差距繼續縮窄，主要
原因是美元兌人民幣升值所致。惟縱使中
國內地外派人員的薪酬福利下跌而香港上
升，內地的排名仍高於香港。

調查顯示，2017年全球外派員工平均年
薪和福利排名中，以日本外派員工最高，
平均約35.6萬美元，其次是英國(約34.4萬
美元)、印度(約29.3萬美元)、中國內地及香
港。
外派員工的整體薪酬組合，通常涵蓋現

金報酬、福利 (包括如住屋、國際學校、水
電煤費開支或交通用車等) 及稅務三部分。
為協助企業以實際的市場基準比較外派員
工薪酬，ECA每年進行「我的外派員工薪
酬市場調查」以分析全球外派員工的薪酬
水平，涵蓋福利、津貼、薪酬計算方法及
稅務處理等資訊。

外企駐港員工年薪福利全球第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兒童亦
有機會患上睡眠窒息症，更可能導致
初生嬰兒猝死。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
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梁銀河日前表
示，每100名兒童中，有10人至15人
出現持續性鼻鼾，當中1人患有睡眠窒
息症。
她續說，睡眠窒息症不只引致兒童

「扯鼻鼾」、影響睡眠質素，更有害其
發育及學習，建議若子女出現持續性鼻
鼾，家長不應掉以輕心，及早求醫。
睡眠窒息症（OSA）可分為阻塞性及
中樞性，尤以前者較常見。梁銀河指
出，一般而言，小童每小時睡眠不應出
現多於1次以上的窒息；輕微程度為1次
至4次；中度為5次至10次；多於10次

屬嚴重。梁銀河指出，若子女每星期逾3
晚出現習慣性鼻鼾已是警號。
她解釋，呼吸道在睡眠時受阻塞所

致，成因眾多，或與扁桃腺體及增殖體
肥大、肥胖、顱面結構異常、喉骨軟
化、神經及肌肉疾病有關，過肥的兒童
或青少年患上OSA機會較正常體重者高
4倍至5倍，因肥胖令咽喉軟組織增加，
使上呼吸道通道收窄；而腺樣體及扁桃
體肥大亦常見於肥胖兒童，加劇收窄問
題。
有研究指本港約四分之一兒童患有鼻

敏感，而鼻敏感亦是睡眠窒息症的高危
群組之一。梁銀河指出，鼻敏感學童有3
倍機會出現鼻鼾，因鼻甲增大阻塞鼻
腔、腺樣體肥大，不少人習慣開口呼

吸，易導致口腔肌肉功能障礙，引發
OSA。
她表示，不少家長誤以為此症只會在

成人身上出現；甚至認為有鼻鼾代表睡
得好，「這是錯誤觀念。」她指出，與
成年人相反，患上此症孩子日間或會非
常活躍，從不覺睏。
亦有家長認為，扁桃體及腺樣體大多

會隨着子女發育改善，不需治療。梁銀
河反問：「但是否真的能等？」
梁銀河建議家長若發現子女出現上述

症狀，應盡早帶同子女求醫，可透過簡
單的血氧量法檢查，判別子女睡眠時會
否缺氧；或以晚間多導睡眠測試，睡前
在孩子頭部及身上放置記錄裝置，記錄
腦電波、呼吸及心電等數據。

兒童瞓覺常「扯鼻鼾」或患睡眠窒息症

■口肌訓練有助紓緩兒童睡眠窒息症症狀。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