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 CB(2)2110/08-09(01)號文件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有關賽馬活動安排的建議

目的
香港賽馬會(馬會)就賽馬活動安排提出了一些建議，本文旨在闡
明我們對這些建議的立場。

背景
2.
根據《博彩稅條例》(第 108 章)第 6GB 條，民政事務局局長可藉
向公司發出牌照，批准該公司舉辦賽馬投注。香港馬會賽馬博彩有限公司
是香港唯一可進行賽馬博彩的持牌營辦機構。 一 九 八 九 年 ， 政 府 准 許
馬會在經批准的本地賽事中最多同步聯播十場著名海外賽事，並接受該等
賽事的投注。一九九八年，政府批准由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的馬季開始，
本地賽馬日日數由每季 75 日增至 78 日，在七月初至八月底期間歇暑。
在現行博彩稅制度下，當局會對賽馬淨投注金收入(或毛利，即投注額減
去派彩及回扣)按 72.5% 至 75% 的累進稅率徵稅。馬會可與海外夥伴合
作，安排匯合彩池，讓海外客戶透過馬會海外夥伴投注香港賽事，海外投
注會併入馬會的彩池計算，由馬會統一釐定派彩，累進稅率同時適用於匯
合彩池的淨投注金收入。
3.
亞洲區內一些城市近期著力發展博彩業，博彩娛樂場所數目不斷
增加，宣傳手法層出不窮，成為較新鮮的旅遊焦點，對香港構成一定的競
爭威脅。

馬會的建議
(A)

本地賽馬日

4.
馬會建議在每個馬季增加五個本地賽馬日。馬會估計五個新增的
賽馬日可在馬會的營運系統下即時增加 1 500 個職位，以及有助確保位於
天 水 圍 的 香 港 賽 馬 會 電 話 投 注 暨 義 工 及 培 訓 中 心 1計 劃 中 的 2 5 0 0 個 職 位
得以延續。馬會預計，由於賽馬方面的收益，在世界各地非法離岸莊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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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在天水圍開設的電話投注暨義工及訓練中心，將分兩個階段提供 2 500 個就
業機會。第一階段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中展開，共提供 1 000 個就業機會。馬會
除了為受聘人士提供職能培訓外，亦會在中心為他們及天水圍居民提供「全人發
展」計劃，培訓課程包括改善受訓者的情緒、自我管理、溝通技巧等，協助受聘
人士及居民建立健康身心，最終達致全人發展，藉以提升區內人士的工作技能。

澳 門 博 彩 娛 樂 競 爭 下 持 續 下 跌 2， 如 果 沒 有 五 個 新 增 的 賽 馬 日 ， 會 對 這
2 500 個 職 位 構 成 壓 力 。 此 外 ， 在 金 融 海 嘯 下 其 他 慈 善 捐 款 來 源 受 到 限
制，馬會預計建議有助維持其慈善工作。馬會亦估計，五個新增的賽馬日
會為馬會帶來大約 6.7 億元收益，當中約 4.8 億元是政府的博彩稅。

同步聯播海外賽事

(B)

5.
馬會建議容許在每個馬季的 20 個非本地賽馬日聯播著名海外賽
事，並接受該等賽事的投注。根據現行制度，馬會不能在 78 個本地賽馬
日外聯播海外賽事。馬會指出，很多著名海外賽事或有香港馬匹參賽的海
外賽事是在 78 個本地賽馬日(通常是星期三和星期日)以外的日子舉行。
這些賽事，備受國際馬迷歡迎，數目亦遠遠超過現時的十場賽事限額(詳
情見附件(一))。若馬會未能聯播這些賽事並接受該等賽事的投注，部份
馬迷可能會經非法博彩渠道投注。
6.
馬會預期無需要為增加聯播賽事而開放兩個馬場予公眾人士，投
注人士可透過馬會場外投注站(投注站)就聯播的海外賽事投注，馬會也並
無計劃延長投注站的開放時間。如賽事因主辦城市與香港之間存在時差而
在投注站開放時間以外進行，馬會會透過電話投注中心接受投注。故此，
建議會一定程度上增加投注站、電話投注中心和後勤電腦中心的人手需
求。
(C)

修改稅制以利便合併彩池

7.
馬會指出現行稅制使匯合彩池的分賬比例對馬會的海外合伙人並
不吸引，並建議作出修改。簡要而言，馬會提議當局容許他們與海外合伙
人透過商業談判釐定各方所佔的毛利份額，而香港的毛利份額則由當局與
馬會平分。
(D)

調低博彩稅的稅率

8.

馬會認為現時的博彩累進稅率過高，提議把稅率調低至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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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在賽馬方面的收益由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的 118 億元下跌至二零零八至零九
年度的 112 億元。同樣地，政府收到的賽馬博彩稅也由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的 83
億元下跌至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的 80 億元(估計)。馬會亦預計由二零零八至零九
年度開始，除稅後的盈餘將不足以應付其慈善撥備;即馬會需要動用其慈善基金儲
備維持該會在慈善方面的撥款水平。相反地，馬會委託獨立調查公司進行的研究
調查顯示，香港人在澳門賭場輸掉的金額由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起增加超過兩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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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9.
應 我 們 的 要 求 ， 博 彩 及 獎 券 事 務 委 員 會 3( 委 員 會 ) 自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月起多次與馬會舉行會議，並設立小組委員會，研究建議的細節。為聽
取市民的意見，委員會邀請有興趣的機構和市民提交意見書，至本年六月
底委員會收到超過 70 個團體和超過 80 位人士的書面意見。委員會更於
二零零九年四月舉行特別會議收集意見。出席的團體有 35 個，個人身份
出席人士 14 位。他們大多支持馬會增加五個本地賽馬日和 20 個聯播賽
事日，原因主要是有關建議對就業機會、博彩稅收入、香港在國際賽馬界
的領導地位、以及馬會的持續發展和慈善工作都有正面作用。有機構／個
別人士(主要是反對賭博的關注團體)則指出，不應因為投注額下降而准許
馬會擴展賽馬業務，並認為批准有關建議，有違政府不鼓勵賭博的政策。
部份收集到的公眾意見節錄於附件(二)。委員會亦知悉教育界擔心建議會
對青少年有影響，並認為在本地學校放暑假時維持歇暑安排十分重要。
10.
經考慮馬會的理據和收集到的公眾意見後，委員會認為五個新增
本地賽馬日不致於造成賭博機會大增。此外，委員會原則上不反對馬會聯
播更多著名國際賽事，但請政府審慎考慮建議的增幅是否恰當。另外，委
員會認為馬會有關舉行更多匯合彩池賽事和調低博彩稅率的建議在委員會
職權範圍以外，應交由政府與馬會直接商討。委員會致民政事務局局長函
件的副本載於附件(三)。
11.
二零零九年五月，我們綜合馬會的建議和委員會收集到的意見，
以傳閱文件方式發放給區議會，在地區層面未有強烈回響。

當局考慮的因素
12.
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勵賭博。我們向公眾特別是青少年宣傳沉迷賭
博的禍害。對於社會上存在的賭博活動，我們力求引導到受規管的制度下
依法進行。香港賽馬活動達國際級水平，本地賽事對海外馬迷有一定吸引
力，對香港的旅遊業也有正面作用。我們考慮了馬會的建議對香港整體經
濟的影響，尤其是對就業市場的作用。我們亦留意到，作為一個非牟利機
構，馬會在慈善事業方面不遺餘力，在二零零八年已在社會服務、教育及
培訓、體育、康樂及文化、醫療衛生等各方面共投入 10 億 5,200 萬元捐
款(詳情見附件四)。我們認為要在各種因素之間取得平衡，並認為應該採
取以下立場：
(A)

本地賽馬日

13.
我們同意委員會的意見，認為在香港市民已習慣於賽馬活動的情
況下，於每個馬季的 78 個本地賽馬日之上增加五個本地賽馬日，不致於
助長本地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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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根據《博彩稅條例》(第 108 章)成立，就監管賽馬博彩、足球博彩及獎券
活動的事宜，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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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們留意到這個建議在創造職位方面的好處。建議除了可新增
1 500 個職位和維持位於天水圍的電話投注暨義工及培訓中心的 2 500 個
職位外，亦可在傳媒、運輸、飲食及餐飲供應、保安和清潔等多個相關行
業增加就業機會。此外，馬會可維持在慈善方面的捐助，而受惠者主要為
慈善機構。
15.
儘管准許馬會在夏季多辦賽事，在一定程度上可幫助馬會留住客
戶，但夏季歇暑在傳統上是馬迷家庭共聚天倫的時機。因此，我們認同委
員會的意見，應保留每個馬季的歇暑安排，以鼓勵家庭聚會，此舉也符合
我們提倡重視家庭核心價值的施政措施。
16.
在權衡各個因素後，我們認為應准許馬會自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
的馬季開始，把本地賽馬日由每季 78 日增至 83 日，但不得在七月十六
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期間舉行賽事。
17.
為繼續落實不鼓勵賭博的政策，我們會要求馬會在其處所展示更
多載有沉迷賭博帶來的禍害的告示。我們亦會請馬會考慮進一步資助平和
基 金 4的 項 目 和 計 劃 。

聯播海外賽事

(B)

18.
我們同意委員會的看法，認為增加聯播賽事對本地賭博活動的影
響相當輕微。聯播著名海外賽事可以吸引遊客，尤其是來自主辦賽事城市
的遊客。讓馬會增播海外賽事，亦可為長駐香港的外籍專業/管理人員提
供一個合法渠道投注這些賽事，這配合政府鼓勵國際機構在港設立亞洲總
部的政策。隨著香港馬匹水準逐步提高至國際水平，及愈來愈多香港馬主
投資於海外馬匹並於海外參與國際賽事，我們預期對聯播海外賽事的需求
會逐漸提高。因此，我們原則上同意准許馬會增加同步聯播著名海外賽事
的機會，但增播的幅度必須訂在合適的水平。
19.
我們認為審慎的做法是就增加同步聯播賽事日設上限，而這個上
限應訂為十五日。換言之，我們認為應容許馬會除了在本地賽馬日同步聯
播十場賽事外，每個馬季可在十五個非本地賽馬日聯播著名海外賽事。我
們將限制馬會在每個聯播事日不得聯播超過四小時。
(C)

修改稅制以利便合併彩池

20.
從規管賭博機會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反對容許馬會舉行更多合併
彩池賽事，因為此舉不會令香港的賭博機會大增。舉辦更多合併彩池賽事
有助提升馬會的國際形象，以及加強香港作為亞洲“馬運之都”的地位。
我們亦相信有關的稅收風險較低，故此已向馬會表示願意研究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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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基金於二零零三年九月成立，用以資助預防及緩減與賭博有關問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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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調低博彩稅稅率

21.
調低博彩稅稅率會令政府博彩稅收大幅減少。我們認為現時不應
考慮這項要求。

結語
22.
根據現行機制，民政事務局局長向馬會發出的賽馬活動牌照為期
一年。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馬季的牌照將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到期。上文所述馬會獲准增加的五個本地賽馬日及十五個非本地賽馬日的
海外賽事聯播日，將反映於自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起生效的二零零九至二
零一零年賽馬活動牌照上。
23.
我們十分重視預防青少年賭風的工作，將繼續推行以青少年為對
象的宣傳教育計劃，藉以提高青少年對沉溺賭博禍害的認識。政府在推動
青少年發展方面的承擔不會改變，將會繼續與區議會、制服團體及地區組
織攜手合作，透過舉辦各類型活動，向青少年灌輸健康人生價值觀，鼓勵
他們培養多方面的興趣。舉例來說，二零零九年青少年暑期計劃擬舉辦超
過 5 300 項活動，讓青少年參與。此外，在二零零九年下半年，政府、區
議會及地區組織將舉行逾 350 項地區和體育活動，以配合今年十二月舉
行的東亞運動會。其他非政府機構，例如香港青年協會亦會舉辦超過 3
500 項暑期活動，讓青少年可善用餘暇。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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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立法會 CB(2)2110/08-09(01)號文件
2009/10 年度於非本地賽馬日舉行而值得轉播的著名海外賽事
賽事
國家/地區
覺士盾
澳洲
墨爾本盃
澳洲
杜拜世界盃預賽
阿聯酋
杜拜世界盃賽馬日
阿聯酋
肯塔基打 / 英國二千堅尼
美國/英國
英國葉森打 / 貝蒙錦標
英國 / 美國
皇席錦標
英國
金禧錦標
英國
七月盃
英國
英皇錦標
英國
木下錦標
澳洲
蓋都錦標 / 東寶錦標
紐西蘭 / 澳洲
考菲爾德堅尼
澳洲
閃電錦標
澳洲
未來錦標 / 紐西蘭打
澳洲 / 紐西蘭
考菲爾德盃 / 冠軍錦標
澳洲 / 英國
維多利亞打
澳洲
澳港盃
澳門
紀爾斯大賽
法國
傑克莫華大賽
法國
愛爾蘭冠軍錦標
愛爾蘭
巴登大賽
德國
萬利嘉多錦標 - 澳港騎師錦標賽
澳洲
賽馬會金盃邀請賽馬日
美國
澳洲錦標
澳洲
藍鑽石錦標
澳洲
金拖鞋大賽
澳洲
唐加士打錦標
澳洲
蘭域堅尼
澳洲
悉尼盃賽馬日
澳洲
樂景傑錦標
英國
加冕盃/英國橡樹大賽日
英國
雅士谷金盃
英國
新加坡打
新加坡
薩塞克斯錦標
英國
雅靈頓百萬金大賽
美國
香港賽馬會拜倫錦標
法國
朱德望國際錦標
英國
楠索普錦標
英國
卓華斯錦標
美國
註 : 轉播理由
1
香港馬匹參與競逐的海外賽事
2
香港作為其中一個比賽分站的國際賽事系列，例如亞洲一哩挑戰賽及世界短途挑戰賽
3
有機會來港競逐香港國際賽事的海外馬匹所出爭的資格賽
4
世界公認為賽馬盛事的經典大賽
5
香港馬主名下的海外馬匹或香港騎師參與競逐的海外賽事

附件二
公眾對馬會建議的意見節錄
z

作為賽馬傳媒工作者及賽馬報章《專業馬訊》的營運者，本人深深體
會賽馬運動的興衰對近千賽馬傳媒從業員和賽馬報章員工及其家人生
計帶來的影響。事實上，編制一份馬報牽涉的人力包括記者、編輯、
排版、印刷、發行及運輸等林林總總的工作崗位﹔雖然部分後勤員工
僅屬兼職性質，但他們於馬季「唞暑」時，收入無可避免會大幅減
少。在當前經濟前境不明朗的情況下，若落實增加五個賽馬日及增加
轉播海外賽事的建議，無疑令所有全職及兼職賽馬傳媒工作者及其家
庭的生計多一分保障。(香港評馬同業協會)

z

It is well known that horse racing has long been an icon of Hong Kong. Every year,
tens of thousands of overseas and Mainland visitors flock to Hong Kong to
experience the excitement of the races. The suggestion of adding five racedays and
20 simulcast race meetings and to extend the racing season to mid July each year is
something the travel trade would warmly welcome. We believe the extra races
during the summer travel peak season will be added onto the itineraries of many
overseas visitors. (Gray Line Tours of Hong Kong Limited)

z

中國人賭博是講求技巧和興趣的，那些喜歡馬的人便多賭馬，因為他
們覺得他們的投注是講眼光，而不是講彩數的。而那些喜歡賭百家樂
的賭客就只是喜歡百家樂，甚至認為這種賭法才是公開、公平的、他
們也會覺得贏錢是因為技巧而非靠幸運，這些賭徒甚少能調換位置去
賭的。在一年 78 天賽事中，增加 5 天賽馬日，看似不是太大問題，
但在比率來計算則增加 6.41%。(工福問題賭徒復康中心)

z

賽馬日的訂單，相較非賽馬日增加大約 20-30%，因此增加五天賽馬
日為本公司帶來的額外生意額。有助「拉上補下」，原因目前馬季
「抖暑」長達接近兩個月，並且碰上學校放暑假，對本公司的生意額
有一定影響。(華記菜檔)

z

我們認為馬會提不出任何合理數據，證明增加總共 25 個賽馬日(包
括 5 個本地賽馬日及 20 個海外賽馬日，後者已可能高達 130 場之賽
事。)可以在不影響其他經濟活動，以及政府其他稅收的情況下增加
博彩稅收益，並為整個本地勞市場帶來積極正面的刺激作用。我們認
為除非特區政府立法，限制港人在暑假期間進出澳門，否則增加賽馬
日實不能把港人在澳門賭場的投注，吸納於香港賽馬活動之中。我們
認為賭博只是其中一項非必要的消費活動，同樣受宏觀經濟環境影
響，是以投注額下跌實屬合理現象，沒理由成為馬會大肆擴張賭業之
理據。我們堅決反對增加賽馬日，特別是馬會擬在七月暑假期間多增
之場數。此舉實屬剝削賭徒年中之冷靜期，以及僅有易於與家人相聚
的時間，非但會擴大賭風及進一步破壞家庭生活，更會令暑期中青少
年易於沾染賭博惡習。(監察賭風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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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Increase in number of race days offers greater choice to leisure and recreation for
the majority of self-disciplined race goers and more opportunity for keen horse
owners. Competitions from Macau, Singapore and the internet are clearly evident
and threatening the status quo….. by unilaterally restraining the HKJC is unlikely to
solve their problems. (Eric K C Li)

z

很多馬迷仍然鍾情從印刷報章這傳統媒體獲取賽馬資訊。賽馬日的銷
紙量，較非賽馬日約多出百分之二十。同時一般報販在賽馬日都需要
另外多聘一名兼職工，處理排紙等工作。增加賽馬日及增加轉播海外
賽事，將有增助加及穩定報販的收入。亦可製造就業機會，在現時低
迷的環境中，可說是一個喜訊。(全港報販大聯盟)

z

I have never considered the Club as a place of “gambling”, instead I have always
looked at it as one of the main charity organization in Hong Kong. Many of Hong
Kong’s world renown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are the result of charitable donation
and funding from the Jockey Club. (Dr. C. H. LEONG)

z

對於政府研究讓馬會增加賽馬日，本公司十分支持，因為賽馬日同時
帶動馬場內、外的餐飲業生意，令包括本公司在內的供應商訂單增
加。本公司其他酒樓、食肆客戶亦反映，賽馬日在馬場鄰近的酒樓食
肆，生意都明顯較其他日子暢旺，因此，同業都殷切期望政府能夠通
過增加五天賽馬日。(青山海鮮有限公司)

z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HKJCCT), in our views, served the
Hong Kong Society well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

The HKJCCT supplemented and complement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providing, sustaining, enhancing and further developing the many essential
public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and in particular, to the
underprivileged.

−

supported a vast number and rang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with missions to fill out “gaps” in the many aspects
of social and public services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 HKJCCT’s
support and guidance are especially treasured when new NGO’s are at their
budding stages, and whenever huge financial support are essential and
difficult to be raised for new capital projects.

−

plays a most crucial role in encouraging and promoting the piloting of many
new and innovative services delivery model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industries
and economy.

−

through its many initiatives in supporting the services activities of public
services organization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HKJCCT
has fostered and promoted the spirit of volunteering, and beneficence. The
HKJCCT’s effort has also contributed most significantly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of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Anti-Cance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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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本人代表本機構，希望就香港賽馬會在本港慈善福利事業方面之功能
及角色，向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博獎會)表達如下意見。第一，
香港賽馬會具有長久而鮮明的慈善功能。第二，香港賽馬會一直支持
創新的社會服務，迅速回應社需要。第三，香港賽馬會為本港非政府
服務機構提供穩定和可靠的財政資助。(香港青年協會)

z

Everybody knows that gambling is no good, particularly gambling among the
young. But the fact is that there is always a demand for betting in the community
and if this gambling need is not met by the provision of regulated betting in a
socially responsible manner, those who choose to gamble will have no alternatives
but to turn to illegal and unregulated gambling. The result is an obvious lose-lose
to the whole community and to those who bet……Although I don’t know the
details of how illegal bookmakers operate, I do know that they are the real evil
because they operate 24 hours a day and are not subject to any regulation and do not
even bother to verify the age of those who place bets…..The Jockey Club, on the
contrary, judiciously guards against underage betting and credit betting in its effort
to minimize the harm of the inevitability of gambling. I therefore see the Club’s
endeavor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racing days and simulcasts as a move to further
protect betting revenues from being diverted to other forms of unregulated
gambling. A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 Club cannot possibly be driven by
profit or self-interest. It is for these reasons – not for the self-serving reason that
the HKUST has received donations from the Jockey Club – that I stand ready to
lend my support to the Club in its effort to serve Hong Kong better. I know no
other betting operators who have contributed so much to the community and one so
much to minimize the harm of betting. (Prof Paul Chu,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堅決反對增加賽馬日。我們持的理由是：
1. 賭博有年輕化的趨勢﹔2. 增加青少年接觸賭博的機會﹔3. 增加賽
馬日影響家庭生活﹔4. 剝削賭徒的冷靜期﹔5. 增加賽馬日與政府政
策相背離。(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z

因賭博而帶給社會、家庭等的重大損失，實在絕不能用金錢可以計
算，對於青少年來說，所帶來的禍害是更加深遠。特別在經濟不景的
環境下，人們藉賭博來「增加收入」或「減壓」，有時實在有其困難
及理由，但一旦當這不良的嗜好成為一種沉溺行為時(歷史及經驗告
訴我們病態賭博是從「少」開始，包括年齡及金額)，便要付出沉重
的代價，對個人、家庭及社會都會是一樣。(循道衛理中心)

z

I think the development of racing industry is at its crossroads. While the standard
of racing have reached the world’s highest level, the present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existing government structure have sadly and greatly hindered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horse racing. Many in our profession including jockeys and
trainers have growing concerns about th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f horse racing in
Hong Kong. (Casper Fownes, Horse Tr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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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很多人以為，只增加五日賽馬日對社會不會有大的影響，更有人認
為，自澳門開放賭博專營權後，氣勢已蓋過本地賭博，賭馬、賭波等
玩意不會助長賭風。但據政府委託，於 2008 年 12 月發表的理大應
用社會科學系進行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研究中，我們卻可
以看到一些叫人意想不到的香港賭博情況。據研究顯示，受訪者的每
月平均賭博投注額，最高的並不是要是「過大海」的澳門賭場(428.2
港元)，而是被視為「昨日黃花」的賽馬投注(732.7 元)……若說馬會
鋪天蓋地的賭馬賭波廣告，和定時定候「提醒」六合彩巨額金多寶宣
傳(這裡還未計算那些由馬會贊助製作的軟性節目，如最近開始播出
的「馬會保職創職全為您」，甚至提到連接載乘客往返馬場的的士司
機、售賣馬經雜誌的報販、甚至於馬場及場外投注處旁經營的食肆，
都因賽馬日而大做生意，「一場賽事養百樣人」云云)是不會助長賭
風的話，無疑是張大眼睛說瞎話！現時馬會建議增加賽馬日，旨在將
馬季由六月延伸至七月，這將使馬迷「抖暑」的冷靜期進一步縮短。
隨之而來，更多青少年因放暑假而大有機會在家收看節目接觸賽事，
或是進一步剝削很多家庭相處的時間，甚至有可能因家長賭輸錢，打
消了暑假出外旅行的計劃，各種各樣，無一不影響香港家庭，和青少
年身心發展。(明光社)

z

我的家人對我的事業發展，十分支持和替我感到驕傲……鑑於我認為
騎馬是一項有益身心的活動，騎術更是一種運動，而騎師是職業運動
員。我認為應該跟其他職業運動員一樣受到尊重。然而，社會傳統觀
念把賽馬與賭博劃上等號，等同邪惡的行為，主觀地認為一旦染指這
個圈子，便一定會變成問題賭徒甚至病態賭徒，從此走上沉淪賭海的
不歸路！為什麼增加五個賽馬日和轉播海外賽事，不能被視為推動賽
馬業發展，加強競爭力，拓闊賽馬愛好者視野的行為，而狹隘把它扣
上鼓吹賭博的帽子？(香港賽馬會騎師—鄭雨滇)

z

非常反對加賽馬日及海外賽事轉播，因為這會讓香港的賭博風氣大大
增強，不論大人細路都會被感染，而且這與政府「不鼓勵賭博」的方
針矛盾，更令本港賭民人數加增，包括青少年，對家庭的經濟及溝通
有很大的負面影響(特別在這經濟困難的時候)。(一香港市民)

z

明愛不是提倡賭博，我亦不認為香港明愛會贊成推廣賭博活動。不
過，客觀的事實是，香港市民已經普遍接受賽馬為一種健康的體育、
康 樂 和 社 交 活 動 ， 甚 至 有 助 香 港 的 旅 遊事業。大家 …… 又認同馬
會絕不會將來自賽馬的收益中飽私囊，而只會用於支持慈善社會活
動，為社會的貧苦大眾謀福利。(香港明愛總裁楊鳴章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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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 本 )

附件三

曾德成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局局長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
修頓中心 31 樓

曾先生：
香港賽馬會有關賽馬活動安排的建議
謝謝你邀請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委員會)，就香港賽馬會(馬會)
提交有關賽馬博彩活動安排的建議提供意見。
就着你的請求，委員會邀請馬會在委員會二零零八年十一月的會議
上，交代馬會的營運情況及長遠改善賽馬活動可行性的建議措施。委員會其後設
立兩個小組委員會，名為賽馬博彩小組委員會及檢討賽馬博彩稅小組委員會，詳
細研究馬會的建議。兩個小組委員會在二零零九年三月完成討論前，分別再次與
馬會會面。委員會在二零零九年四月的會議上，考慮及討論了小組委員會的工作
報告。
委員會意識到有需要考慮社會各界的看法。為蒐集公眾意見，委員
會邀請公眾就馬會的建議提交意見書，及在二零零九年四月安排特別公開會議接
見代表。委員會合共收到 157 份書面意見(來自 74 個團體及 83 位人士)，以及
有 35 個團體及 14 位人士出席特別公開會議發表意見。
在獲得公眾意見後，委員會在二零零九年五月底再次召開會議。經
詳細討論後，委員會同意向政府提供以下意見及建議—
(a)

五個新增本地賽馬日
−

(b)

委員會認為五個新增本地賽馬日對造成賭博機會大增的影
響輕微。但是，在本地學校的暑假期間保留歇暑安排是相
當重要的，因為暑假傳統上是家人聚首的季節。

20個新增聯播賽事日
− 對馬會聯播更多國際著名賽事，委員會沒有大的反對。但
是，政府值得考慮建議增幅是否恰當。有見及此，委員會
建議政府要求馬會列出擬聯播的國際著名賽事。
− 委員會知悉在本地電視節目播放聯播賽事的安排超越委員
會的職權範圍，但委員會就在指定時段播放有關節目對年
輕觀眾的影響表示關注。
1

(c)

更改稅制以利便合併彩池
− 委員會對馬會建議出口更多賽事至海外沒有意見。至於應
否及如何更改稅制，委員會認為有關建議在委員會職權範
圍以外，應交由政府與馬會討論。

(d)

調低博彩稅
− 委 員 會 認 為 有 關 建 議 在 該 會 職 權 範 圍 以 外 ， 馬會應 與 政
府商討有關事宜。

我希望指出在過去七個月左右，委員會透過徹底的程序審視馬會
的建議―馬會獲得公平的機會闡述其理據、公眾獲邀提交書面意見、委員
會舉行了長達四小時的公開會議收集對有關建議有興趣的人士和團體的意
見。在達致上述建議期間，委員會盡量取得合適的平衡。在討論過程中，
委員會已考慮一連串因素包括增加本港賭博機會的可能性、馬會在提供就
業機會和支援各種慈善社區計劃方面的社會功能，以及不同持份者的意
見。
讓我趁此機會告知你，委員會一致認為政府應該繼續監察香港的
賭博機會是否有所增加，以及加強力度鼓吹健康生活的訊息。委員會特別
樂見政府引進更多措施，旨在保護青年人以免他們沉迷賭博。
此致

( 鄭慕智 )
博彩及獎劵委員會主席

副本送：博彩及獎劵委員會委員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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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主要資助活動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

z

信託基金主要資助的項目
項目分類

資助額 (港元)

社會服務

1 億 5,100 萬

教育及培訓

1 億 1,400 萬

體育康樂及文化

1 億 1,300 萬

醫療衛生

6 億 7,400 萬

總額

z

支援四川災後重建：10 億港元

z

東亞運動會：4,000 萬港元

10 億 5,200 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