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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球迷噓國歌 議員批令港蒙羞

海關招聘關員流程
■招聘期 即日起全年接受申請

■招聘人數 今明兩年共約1,000人

■薪酬 起薪點為每月19,780元

■申請資格

1.在中學文憑試/中學會考考獲五科
２級/ E級或以上成績

2.符合語文能力要求

3.通過視力測驗

4.能操流利粵語

5.必須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申請方式

1.透過公務員事務局網站遞交申請

2.在網上下載申請表，填妥後投寄
至海關總部人事部聘任組

■遴選程序

1.體能測驗(包括立定跳遠、穿梯、
靜態肌力測試及800米跑)

2.小組討論

3.遴選面試

4.基本法知識測試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建制跨黨幫「孤兒病」爭資助
關注組促定義罕見病 多招補貼救命

關注組十項訴求
■為「罕見疾病」訂立官方定義

■設立「罕見疾病資料庫」

■治療癌症上推動公私營合作，縮短
病人首次治療的輪候時間

■盡快引入有效的癌症藥物，設專項
性的「快捷藥物引進機制」

■罕見病及癌症的新藥物納入藥物名
冊，透過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
為患者提供經濟資助

■優化關愛基金的申請門檻

■為罕見病與癌病患者及其家屬增設
「醫療費用免稅額」

■加強培訓醫護人員對罕見病及癌病
的認識

■加強社會服務支援患者

■優化產前檢查，引入安全的基因及
遺傳病測試

資料來源：罕見病癌病關注組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關注組由多名立法會議員組成，包括民
建聯葛珮帆、工聯會麥美娟、經民聯

梁美芬、新民黨容海恩、G5五人組陳振英
及自由黨張宇人。關注組指出，世衛、美
國、日本及台灣等多個國家及地區早已為罕
見病訂立定義及制定醫療政策。然而，本港
仍未有相關的定義及缺乏系統支援，不少人
面對新藥難求及藥物昂貴等問題。

促降門檻 設「醫療免稅額」
葛珮帆表示，建制派達成共識，集結各
黨派的力量，向政府及食衛局等部門要求增
撥資源，並會在施政報告發表之後及立法會
跟進相關議題。她指出，早前與麥美娟約見

醫管局，惟對方仍「死牛一面頸」無意為罕
見病訂下定義，亦答不到本港罕見病人的數
目，質疑政府如何制訂政策。
關注組促政府盡快為罕見病訂立定義、

設立「罕見疾病資料庫」、推動公私營合作
以縮短病人首次治療的輪候時間，同時優化
關愛基金資助申請門檻，降低患者支付最高
的金額，為患者及家屬增設「醫療費用免稅
額」，減輕他們的財政負擔。

兩子洗腎吊命 母嘆無錢買藥
不少罕見病及癌病患者面對無法負擔新

藥的困境。Tara現年分別9歲及6歲的兒
子，同被診斷患有遺傳病「非典型溶血症尿

毒症候群」，抵抗力及腎功能受影響，無藥
可治。
Tara表示，兩名兒子每周需到醫院洗腎

兩至三次，平日需連着喉管生活，孻子多次
因感冒及傷風等小病而進深切治療部；大兒
子更於前年因不斷抽搐，差點喪命。
雖然有藥廠推出新藥，惟仍未通過「關

愛基金醫療援助」的審批，兩名患兒每人每
月需20萬元藥費。Tara來自中產家庭，亦
無力承擔。她說：「海外有病患服用新藥物
後，體質及抵抗力有好轉，毋須洗腎，亦避
免插喉的感染風險。」
胡先生是確診急性骨髓白血病患者，去

年6月癌症復發，現仍急須接受骨髓移植。

他坦言，醫生建議他轉用兩萬元自費的
殺真菌藥，但他無力支付，只好沿用副作用
大「傷肝傷腎」的以往藥物，影響泌尿系
統。去年醫生提議他服用延長復發的藥物，
需付8萬元藥費，他亦只能放棄，「經過數
年的醫治，家裡的錢也花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寶儀）罕見病又稱「孤兒病」，患者獲得的支援及關注少之又少。多名建制派議員跨

黨派成立「罕見病癌病關注組」，並於昨日舉行圓桌會議，為病者及家屬爭取更多支援。關注組指出，現時癌

症病人輪候時間長，有人因此錯失黃金治療期，部分癌病及罕見病患者因無法負擔高昂的新藥物的費用，有藥

無錢醫。有罕見病童母指出，兩名兒子同患上「非典型溶血症尿毒症候群」，一家無力承擔每年400萬元的新

藥費，只能以洗腎續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關愛基金8
月起將心瓣手術醫療裝置列入資助範圍。香
港心臟專科學院前院長陳鑑添昨日在一個電
台節目上表示，心瓣手術及儀器費用昂貴，
即使在公立醫院進行亦需接近30萬元成
本，希望未來每年可推薦約100名有需要患
者接受基金援助。
陳鑑添表示，有心瓣問題的病人，可能
會出現心臟衰竭。他續說，現時治療心瓣疾

病的手術可分為傳統開腔手術及微創手術，
後者是近年引入，針對年紀較大患者，但手
術及儀器費用昂貴，即使在公立醫院進行亦
需接近30萬元成本，病人需支付全費。

專人評估狀況 最高全費支付
他表示，關愛基金將心瓣手術醫療裝置
列入資助範圍後，病人經醫管局推介申請，
關愛基金會有專人評估他們的經濟狀況，決

定需支援的比率，如病人完全無法負擔手術
費，會替病人全費支付。他希望未來每年可
援助約100名病人，包括50名需接受主動
脈心瓣植入手術及50名微創二尖心瓣修補
術的病人。
他強調，微創手術並不能取代傳統開胸
手術，因人工心瓣耐用性比不上傳統金屬心
瓣，對年輕病人而言，傳統開胸手術亦是最
適合的治療方法，年紀大及手術風險高的病

人，則適合採用微創手術。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成員張國柱表示，過
去一些關愛基金的援助項目已被政府吸納，
例如在醫療方面，關愛基金一直資助癌症手
術費用，若一兩年後有關標靶藥被納入藥物
名冊，或被納入撒馬利亞基金資助範圍，關
愛基金便會撤出。他指出，今次計劃是醫管
局建議關愛基金支持，關愛基金考慮到微創
手術發展穩定，因此沒有異議便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香港多
個新口岸都會在短期內落成啓用，海關即
日起會展開關員招聘工作，並首次全年接
受申請，以滿足未來新增的人手需求。海
關訓練學校校長譚碧玲日前指出，海關工
作對體能有一定要求，提醒有意投考的市
民盡早開始準備。

今明兩年將聘千名關員
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及蓮塘香園圍
口岸將陸續落成啓用，海關的人手需求會
在短時間內大幅增加，故海關決定一改過
往招聘期只得11天，甚至是兩年才招聘
一次的做法，即日起會全年接受投考海關
關員的申請，令海關可更具彈性地按需要
適時增補人手，並預計今明兩年將招聘約
1,000名關員。
有意投考人士可以在網上下載投考的申
請表，填妥後投寄至海關總部人事部聘任
組，或透過公務員事務局網站遞交申請。
譚碧玲表示，過往兩年投考關員的競爭情
況約為30人爭奪一個職位，預計今年的
情況相若。
她續說，海關方面會在下月初展開遴選

程序，獲聘人士最快明年4月開始接受為
期15周的留宿訓練。

800米跑最易肥佬
譚碧玲特別指出，海關的工作對體能有

一定要求，過往不少投考者都未能通過遴
選程序第一關的體能測驗。
在海關訓練學校擔任教官的高級關員羅

永盛指出，海關獨有的穿梯考核雖未必能
在外面有練習機會，但相信只要投考人預
先到海關網頁觀看考核的示範影片，熟習
動作便不會有太大難度，並指800米跑才
是最多人失敗的一關，建議投考者切勿忽
視跑步的練習。
除體能測驗外，投考者亦需通過小組討

論及遴選面試。
剛完成關員訓練、現於深圳灣口岸貨運

組工作的見習關員梁嘉榮表示，小組討論
其實是與其他投考者一同就一個時事議題
作出討論，他舉例指自己面試時的題目是
關於「安樂死」，他認為投考者討論時應

細心聆聽意見，表達意見時亦要表現出良
好的溝通技巧。
至於之後的面試主要是考核投考者應對問

題的能力、臨場反應及對社會服務熱誠，問
題包括個人體驗、時事及情景處理等。
譚碧玲指出，遴選程序是要考核投考者

在分析、溝通及表達等方面的能力，強調
海關投考者的答案沒有既定立場或政治傾
向。
她特別指出，過往曾有投考者誤將海關

及入境處在出入境口岸的工作混淆，「投
考者應對海關的工作有認識，不能只『死
背』網上答案。」
另外，投考海關關員亦需要參與基本法

測試，海關會在遴選當日安排未參與過考
試人士參與測試。

口岸啟用求賢能 海關提醒練體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說起警隊中的

精英，大家或會想起俗稱「飛虎隊」的特別任
務連。警方繼早前於facebook上載一段展示飛
虎隊訓練情況的短片，並由在本地電影飾演飛
虎隊隊長、深入民心的演員王敏德作介紹後，
警方其後又上載另一段短片，是王敏德祝賀警
方facebook專頁成立兩周年的「蝦碌」片段，
片中王敏德以其招牌有外國口音的廣東話祝專
頁生日快樂，十分有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就香港快運因
後補機組人員不足，決定臨時取消十一黃金周
期間18班航班，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日前受
訪時曾表示並不知情。惟民航處前日披露，早
於8月中已接獲香港快運口頭通知，安全培訓
導師將全部離職，令人質疑陳帆有否問清楚事
件才現身回應。陳帆昨晚啟程前往巴布亞新幾
內亞前在機場澄清，他當日會見傳媒時，已交
代香港快運安全培訓人員集體離職事件。他當
天說不知道的，是指香港快運在黃金周取消18
班航班的事。至於其他情況，民航處同事已非
常專業地告知他。
他表示，希望大家明白在監管機構和被監管

機構之間，基本上需要有合作和互信。當一間
被監管的公司 (即香港快運) 以書面確認不會影
響日常運作及航班操作時，他相信民航處決定
採取信任態度是有其理由。

局長知悉導師荒
未料「快運」砍航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今年中
秋節與國慶假期相連，帶來了 「消費
黃金周」。新鴻基地產昨日表示，雖
然有市民外遊，但亦有旅客到港消
費，加上10月份天氣轉涼，令購置轉
季秋冬新品意慾上升，帶動本地消費
氣氛，旗下9間商場於國慶及中秋「黃
金周」期間銷情平穩上升。撇除正進
行工程的將軍澳中心，8間商場於過去
6天內共吸引了460萬人流，按年升
11%，2.9億元營業額亦按年升10%。
新地指出，旗下商場於上月30日至

本月5日「消費黃金周」有策略地集中
於餐飲、中秋賀禮及保健產品三大方
面刺激消費，其中將軍澳東港城人流
達108萬，比去年同期升13%，1.1億
元營業額則按年升12%，銷情升幅最
強的為 Pop Walk 天晉匯，升幅為
16%。
新地並指，首三季人流及營業額平

穩增長，下半年會繼續集中刺激本地
消費。新地代理租務部總經理鍾秀蓮
表示，對下半年市況保持審慎樂觀的
態度，仍會着重刺激本地消費，在接
下來的聖誕節傳統消費旺季會因應各
場之目標客群推出別具特色的推廣活
動，為市民帶來驚喜，從而刺激銷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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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德蝦碌片賀警fb專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再有美食車經
營者計劃退出美食車先導計劃。旅遊事務署昨
日表示，最近曾接獲一部美食車營運者的口頭
通知，可能會退出美食車先導計劃，但至今並
未接獲任何正式通知。
旅遊事務署引述該美食車營運者指，由於和

商業夥伴在合作上有分歧，所以可能退出計
劃。署方表示，若該美食車退出計劃，仍有15
部美食車營運，包括新加入的兩部美食車，預
計在未來一兩個月可正式營運。

又有美食車言退
兩部準備補缺

「關愛」資助心瓣手術 醫生冀年惠百人

■王敏德在警方專頁介紹飛虎隊。警方fb圖片

■海關提醒
應試者熟習
穿梯動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顏晉傑 攝

■譚碧玲(左)表示，海關即日起全年接受投考關員申
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多個建制派議員組成多個建制派議員組成「「罕見病癌病關注組罕見病癌病關注組」，」，為病人及家屬爭取更多資源為病人及家屬爭取更多資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陳庭
佳）香港足球代表隊昨晚在旺角大球場
與老撾進行友誼賽，賽前奏國歌時再次
出現噓國歌情況，更有球迷作出不文手
勢。上年國際足協已因「噓國歌」行為
作出罰款及警告，今次再犯有機會被進
一步處分。有立法會議員批評，噓國歌
者不尊重國家也不尊重自己，令國家形
象受到損害，亦令香港蒙羞。還有立法
會議員指出，國歌法稍後會在本地立

法，社會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故意
侮辱國歌的行為，相信會令本地立法時
可調整的空間變小。
港隊昨晚在旺角大球場以4:0輕取老
撾表現不俗，不過賽前球迷再有「噓國
歌」的行為可能會令香港足總再受處
分，有部分球迷在賽前奏國歌期間發出
噓聲騷擾，不過比起之前的港隊主場賽
事聲浪明顯有所減弱。
香港足球總會主席梁孔德表示，會視

乎監場的亞洲足協代表如何撰寫賽事報
告，再決定是否跟進。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對部分觀賽

者的表現感到失望，強調國歌代表國家
尊嚴，有些人不了解國歌的真正意義，
甚至明知卻照噓，這些人既不尊重國家也
不尊重自己，令國家形象受到損害，亦令
香港蒙羞，「對他們有好處嗎？」他又認
為不應將政治和體育掛鈎，即使持不同政
見，也不應以任何方式干擾體育賽事。

隨着國歌法於本月1日在內地生效，
明確規定了奏國歌時在場人士應當肅
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
行為。香港社會稍後亦會就國歌法進行
本地立法。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回
應傳媒查詢時表示，在此前提下，香港
社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故意侮辱國
歌的行為，相信會令本地立法時可調整
的空間變小。
事實上，香港足總上年已因球迷「噓

國歌」被國際足協懲罰。2015年11月
17日港隊主場對國家隊的世界盃外圍賽
中，有球迷在賽前播放國歌期間發出噓
聲，到2016年1月國際足協引用《國際
足協紀律章程第67條》向香港足總罰
款1萬瑞士法郎（折合約港幣7萬8千
元），並警告如再有上述不當行為，會
作出更嚴厲處分。今次港隊主場再有
「噓國歌」行為出現，最嚴重可導致港
隊主場需要閉門作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