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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無人中
二獎：無人中
三獎：72注中，每注派77,350元
多寶獎金：21,685,023元

逾三成毒青匿埋開餐

律政司擬起訴《蘋果》記者

毒齡倍升至4年

來港黑臉琵鷺持續減少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A14港聞責任編輯：陳繼展

海關再誤扣奶米粉客
【本報訊】限奶令執行半個月後，再有內地旅客因攜帶

奶米粉而被香港海關扣留。繼日前來自南京的黃女士帶了4
罐美素佳兒精裝奶米粉及2罐奶粉過關，被海關檢控後以
1000元保釋，由深圳寶安區來港的徐先生，本月15日下午在
元朗購買2罐美素奶粉和3罐美素奶米粉，打算在福田口岸出
境，但被香港海關認為奶米粉屬於限帶範圍，立即將徐先生
帶到詢問室，隨後更要到落馬洲警署落案檢控。

徐先生被香港海關要求交出3000元保釋金，直到下午5
點才過關返回深圳，當時要求他要在5月7日到香港警署報到
，5月9日出庭應訊。不過，在本月20日晚上，徐先生收到香
港海關通知，他的控罪已獲撤銷，及可退還保釋金和被扣貨
品，並讓他在今天再致電香港海關安排退還手續。

香港海關回覆本報時表示，就錯誤檢控攜奶米粉的內地
人士，已聯絡有關人士撤銷控罪及安排退還保釋金。發言人
補充，由本月1日至昨日中午，香港海關共聯絡12名相關人
士及安排退還保釋金。

政府月初推出限奶令，但至今仍未向世界貿易組織通報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政府尊重自由貿易精
神及世貿的通報機制，由於立法會仍在審議相關條例的修訂
，在適當時候會向世貿通報。

黃色橡皮鴨5月訪港
【本報訊】記者黃昱報道：遍遊全球12個城市，每次到

訪都在當地引起哄動的黃色巨型 「橡皮鴨」，將於5月探訪
香港。今次來港的 「橡皮鴨」約6層樓高，以歷來最龐大的
身形進入維港，並預計在維港 「大浴缸」逗留展出約一個月
。海事處表示，近期曾與主辦方就巨鴨來港安排開會商討，
但至今仍未收到正式的申請。

巨型充氣 「橡皮鴨」是荷蘭概念藝術大師霍夫曼經典代
表作，身高16.5米，約6層樓高，是世界上最大的充氣橡皮
鴨；意念源於洗澡時玩樂的黃色玩具鴨。巨鴨來港的消息前
晚傳出後，網上熱烈討論。主辦活動的海港城指巨鴨在5月2
日至6月9日，停留在海運碼頭。設計者霍夫曼指 「橡皮鴨」
沒有國界之分，沒種族歧視，沒政治內涵。它旨在宣揚簡單
的快樂。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旅
發局主席田北俊將於本月卸任，他在
任期間，旅客數字逐年增長，特別是
內地旅客更是當中的 「火車頭」。田
北俊認為，近日 「中港矛盾」成為熱
話，下任旅發局主席需小心在旅客數
字和對香港市民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直言下任主席 「不易做」。

田北俊任職旅發局主席6年，他透
露，任職期間教他最難忘的就是惡導
遊 「阿珍事件」。他指事件曝光後，
發現旅議會 「自己人管自己人」的漏
洞，政府立即提出多項方案去堵塞漏
洞，最後建議成立旅遊監管局。在旅
監局成立前，旅議會亦先推出 「10招
」打擊零負團費，田北俊相信，旅監
局成立後，有關的問題將可徹底解決
，對業界的規管將更有效。此外，他
亦讚揚旅發局的同袍，因他們準備充

足才可令他當好旅發局主席這一個 「
角色」。

田北俊任內訪港旅客數字逐年增
長，內地旅客增長尤其顯著，但近日
有聲音指內地旅客過多，對港人生活
造成不便，要求暫停 「一簽多行」。
田北俊認為，如何在旅客數字與對香
港市民生活之間取得平衡，是下任旅
發局主席面對的問題。但他認為，影
響港人生活主要的是 「水貨客」，因
此他提議深圳居民 「一簽一行」以堵
截漏洞，但其他地區如上海及北京等
，是透過內地個人遊計劃來港，因此
如落實 「一簽一行」對他們並不會影
響。

昨日田北俊與一眾傳媒聚會，眾
人向田北俊贈送錦旗，上面印有 「有
料到」三字，以讚揚他就任旅發局主
席時的出色表現。

【本報訊】花半生精力傳道及從
事慈善事業的牧師，年初在超市被指
偷竊值37元的肥牛肉及肉丸來 「打邊
爐」，他昨日雖手按聖經強調自己只
是忘記付錢， 「不會做出卑劣行為」
，可惜不為法官信納，裁定罪成，他
正計劃上訴。

被告是香港恩光使團總幹事林鏡
初牧師（54歲），控罪指他在今年1月
27日在藍田的超市偷取合值37元的肥
牛肉，他否認控罪，昨日在觀塘法院
在無代表律師下親自自辯。

被告已婚，育有3名子女，在1985
年獲得牧師證書，目前月薪27000元，
其機構有300多傳教士，遍布東南亞以
至印度等25個國家，提供教育、醫療
、戒毒等援助工作。他本身亦是作家
，對於被控盜竊感到十分遺憾。

他自辯稱，當日獲邀出席宣道活

動，故從馬鞍山寓所到觀塘，在街市
購買一些蔬菜後，到超市買肥牛及肉
丸，打算晚上與家人 「打邊爐」，只
是離開時忘記付錢。

控方播放閉路電視錄影，顯示他
先在店內一邊徘徊，一邊用手提電話
，後來他走到負責用磅秤量重的店員
身邊，對方為肥牛及肉丸貼上價錢標
籤後，他拿往附近放入公事包，隨即
避開正等候付款的人龍離開商店。

他解釋，平日會在大圍買菜，再
乘火車回馬鞍山，為免在車廂內挽
菜，故習慣將菜放入公事包，事件
純屬無心之失。裁判官蘇文隆雖指被
告人到中年，背景良好；但認為他的
解釋太巧合，相信他是故意盜竊，裁
定他罪成，准他保釋至4月18日，待索
取背景報告判刑。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香
港觀鳥會昨日公布2013黑臉琵鷺全球
同步普查，結果顯示，本年度全球黑
臉琵鷺共錄得超過2700隻，是普查20
年來最多。台灣南部地區錄得過半數
的黑臉琵鷺繼續排行榜首，香港后海
灣連續第3年錄得下跌數量，但仍以錄
得351隻排行第2。觀鳥會表示，政府
在候鳥的保育工作相當全面，相信來
港黑臉琵鷺數目減少與人為破壞環境
和氣候暖化有關。

觀鳥會指出，本年度的黑臉琵鷺
全球普查於2013年1月11至13日進行，
全球超過200名義工參與，共錄得2725

隻黑臉琵鷺，較去年的2693隻多出32
隻，上升幅度為1.2%，是進行普查以
來的新高。調查顯示，台南地區繼續
成為黑臉琵鷺渡冬的理想地，錄得
1593隻排行第1，較去年多62隻，增加
4%；香港后海灣錄得351隻排行第2，
比去年減少了42隻，下跌0.7%。

香港觀鳥會研究經理余日東表示
，黑臉琵鷺全球同步普查於1993年開
展，當年全球只錄得不多於300隻黑臉
琵鷺，屬極度瀕危級別。東南亞地區
的保育組織及政府，訂立保護綱領，
建立更多保護區、詳細調查繁殖地及
強化地區合作。經過多年努力，黑臉

琵鷺的整體數目按年保持平穩增幅，
現已由極度瀕危級別回落至2級瀕危物
種。

余日東說，黑臉琵鷺於台灣的數
量及佔總數比例持續增加，顯示當地
努力保育濕地的成果。香港后海灣錄
得的數量連續第3年下跌，相信氣候暖
化，以致黑臉琵鷺遷至較北地區過冬
，以節省體力。他又指，香港政府在
黑臉琵鷺的保育工作已頗成熟，黑臉
琵鷺數量下跌或與人為的環境破壞有
關，例如人口上升、污水排放增加及
龐大的基建發展。

警破鴨寮街大麻種植場
【本報訊】禁毒處數字顯示愈來愈多中學生吸食大麻，警方亦揭發有不

法之徒遠道從海外輸入專門種植大麻的肥料，並在市區住宅開設 「室內大麻
種植場」。警方昨日在行動中撿獲167株大麻和種植工具，估值52萬元。

警方西九龍總區林樹榮警司表示，本周1警員在深水區拘捕1名61歲男
子，檢獲1批肥料，經化驗後相信肥料多被用於種植大麻，香港並無出售，
懷疑從海外入口。其後探員根據被捕者口供順藤摸瓜，鎖定鴨寮街97至101
號昌福大廈9樓1單位。至前晚7時許認為時機成熟，探員掩至目標單位突擊
搜查，發現內裡是1個大麻種植場，共種了167株大麻，且有太陽燈、灑水及
抽風機等設備，遂拘捕單位內2名越南裔女子。

林樹榮指出，大麻的成長期約3個月，而行動中檢獲的植物約1至3呎高
，相信已接近成熟，若製成大麻重達5公斤，市值52萬元。探員其後將被捕
女子及證物帶署，現正追查是否有人在逃。

被捕兩名越南裔女子姓阮（36歲）及姓馮（42歲），涉嫌 「栽植大麻植
物」罪名，現正被扣留調查。

大麻屬桑科草本植物，製成的毒品分別有 「草」、大麻精及大麻油。 「
草」為最常見大麻毒品，由大麻嫩枝和花，曬乾碾碎製成煙絲；大麻精從大
麻的樹脂濃縮而成，毒性較強，通常混於捲煙抽吸；大麻油毒性最強，塗在
香煙上吸食。

警落案控2菲傭誤殺
【本報訊】港島大坑道豪宅兇殺案有新發展，警方繼

前日將2名涉案菲傭拘捕後，昨日押解其中40歲菲傭返回案
發現場重組案情，2名菲籍女子被落案控以共1項誤殺罪。

警方灣仔重案組10多名探員連同鑑證科人員，昨日早
上11時許帶同1個 「人形公仔」，將案中40歲菲籍女子押返
大坑道58號案發現場，疑犯黑布頭套蒙頭及戴上解犯鏈，
登樓後由探員錄影紀錄，逗留約1小時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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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處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
公布2012統計數字，呈報吸毒人士及
首次呈報者皆現下降趨勢，21歲以下
青少年吸毒總人數比2008年大幅下跌
23%、首次吸毒人數更大幅下降59%。
禁毒處上學年抽樣調查超過15萬學生
，包括100所小學、106所中學及31間
大專院校，10.7%吸毒學生首吸年齡低
於10歲，較2008年高峰期14%低；調查
前1年內曾服食毒品學生人數為5800，
較2008年下跌近約50%。

白瓜子藍精靈受歡迎
最受青少年歡迎毒品大麻、 「K仔

」氯胺酮及咳水吸食人數全部下跌，
惟 「白瓜子（學名 「三唑倫」）」、
「藍精靈（學名 「咪達唑侖」）」，

以及 「冰毒（學名 「甲基安非他明）
」則不跌反升。全港18區以元朗區吸
毒人數比例最高，而表示過去30天曾
吸食毒品的青少年中，超過70%曾到中
國內地或澳門。

禁毒專員許林燕明指出，18%吸毒
青少年家庭月入5萬以上，100間小學
86%有學生吸毒，106間中學更達99%
，推翻傳統偏見認為吸毒青少年多來
自貧窮家庭及成績差學校，證明吸毒
與家境及學校質素並無直接關係。

許林燕明表示，吸毒人數下降反
映政府宣傳到位令人鼓舞，但並非代
表打擊青少年吸毒鬆一口氣。由首次

吸毒至被呈報的 「毒齡」，由2008年
的1.9年急升至去年的4年，顯示隱性吸
毒青少年愈來愈難被發現。調查亦印
證這情況，青少年最常吸食毒品地點
，33.3%在朋友、家人及鄰居家中吸毒
，26%在家中吸毒、單獨吸毒則由14%
激增至20%，反映青少年隱蔽吸毒不容
忽視。

34%人零用買毒品
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石丹理指，

10年前搖頭派對式微後，政府自4年前
校園吸毒高峰期後大力打擊至今，禁
毒戰場如今登堂入室已伸延至家庭層
面，找出吸毒青少年愈見艱難，家長
在社會禁毒將扮演更重要角色。石丹
理表示，統計34%吸毒青少年財政來源
為零用錢，家長如發現子女頻密苛索
零用錢、精神恍惚、長期反鎖房間及
家中咳水瓶急增，皆為子女隱蔽在家
「開餐」徵狀。家長若發現子女出現

異狀，應主動求助。
該會去年與東華三院合作設立 「

186186」24小時電話諮詢熱線，至今
收到2403宗求助個案，約46%為吸毒者
本人，38%為家人，介乎21至30歲吸毒
者佔39%，為21歲以下則約11%，70%
求助者為男性。因應吸毒情況轉趨隱
蔽，政府會繼續透過多方面工作，鼓
勵吸毒者盡早求助，並提高市民對吸
毒問題的認知。

田少：下任旅發主席不易做

禁毒處最新數字顯示，本港21歲以下青少年首次吸毒人數顯
著下降59%，惟隱蔽吸毒情況惡化，首次吸毒至被發現的 「毒齡
」 由1.9年升至4年，超過30%人表示在自己或朋友家中 「開餐」
。禁毒常務委員會表示，政府禁毒戰場由校園轉移至家庭，揪出
隱蔽吸毒青年未來需要家長協助，呼籲父母發現子女異樣要主動
求助。

本報記者 陳卓康

21歲以下青少年吸毒數字

吸毒總人數
首次吸毒人數
毒齡*中位數
*由初次吸毒至被呈報機構發現年期
資料來源：禁毒處《2011/2012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

2008年
2024
2439
1.9年

2012年
1591
993
4年

跌幅百分率
-23%
-59%

牧師超市盜肥牛罪成

【本報訊】對於《蘋果日報》記者懷疑使
用不法手段，接觸在小欖精神病院羈押的大
角咀弒父殺母案第一被告周凱亮，並大篇幅
報道，涉嫌妨礙司法公正，律政司經研究後
決定予以起訴，相信警方稍後便會採取行動。

《蘋果日報》記者於本月19日接觸到在
小欖精神病院還押的29歲被告周凱亮，翌日
大篇幅報道相關內容，甚至披露案情經過。由
於有關案件經已提堂進入司法程序，有關做
法涉嫌妨礙司法公正，昨日警務處處長曾偉
雄出席中西區區議會會議，被傳媒問及此事

時，即表明警方已就事件向律政司要求指示。
據消息人士向本報透露，律政司經研究

後，有理由相信《蘋果日報》記者是以不法
手段接觸被告，套取相關案情資料並作報道，
故決定提出檢控，相信警方稍後會採取行動。

另方面，就《蘋果日報》昨日報道，指
稱另一宗發生在元朗洪水橋的弒父傷母兇案
中，警方在兇案現場解封後，把留在單位內
的大批血衣、血枕頭等物件，整整裝滿12個
大膠袋，其後被送往垃圾收集站。曾偉雄回
應事件時表示，所有嚴重案件均有法證專家

與調查人員共同搜證，而相關案件已完成搜
證，證物亦已拍照留存及檢走，因此，警方
是沒有丟棄任何證物。

曾偉雄進一步說，在兇殺案中，染血物
品相當多，必須作為呈堂證供的證物，法證
專家會逐一檢驗，若毋須作為證物，警方就
不會檢取。他強調，警方處理案件經過專業
判斷，但有關證物涉及衛生問題，需要銷毀
，這是通常的做法，警方已去信有關傳媒要
求更正。他承認，今次處理染血物品時方法
不理想，會檢討有關程序。

▲曾偉雄昨表示就蘋果日報記者接觸還押被告及
披露案情，已向律政司要求指示 資料圖片

▲橡皮鴨訪
港消息，旋
即成為本地
網民熱話

互聯網

▲余日東表示，黑臉琵鷺的整體數目
平穩增長，已由昔日極度瀕危回落至
二級瀕危物種 本報記者李兆德攝

▲石丹理（右）指禁毒戰場已伸延至家庭層面，要找出毒青愈見艱難，家長
將扮演更重要角色 本報記者陳卓康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