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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警區設專隊遏虐畜

保障鐵路安全 馬時亨讚警隊專業

2018年4月15日（星期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
鐵主席馬時亨昨日在主持警察學院
結業會操時表示，香港得享世界安
全城市前列的美譽，市民日常生
活、工作、交通，都享有安全而舒
適的環境，全賴香港擁有一支訓練
有素、精幹優良、紀律嚴明的警
隊。
馬時亨在致辭中特別提到沙中線
灣仔地盤早前接連發現二戰時期遺
下炸彈一事。在外國，拆彈的工作
會由軍隊負責，但香港就由警察負
責，反映他們的工作任重道遠。
他感謝警方冒着性命危險順利完
成拆彈任務，「全賴警隊表現專
業，有效率而快速的應變，才可以
保障我們員工、附近市民、以至全
香港的安全。」
他說，警隊設有鐵路警區，專責維
持車站及鐵路沿線公共安全，馬時亨
強調，港鐵與警隊的合作十分緊密：
警方每天在車站及車廂內巡查，有效
打擊鐵路系統內的犯罪活動，和在遇
上重大事故時協調受影響的地面警區
和其他相關部門，確保乘客安全撤
離，並作出有效應變。
他特別感謝警隊對港鐵的支持。
在全球瀰漫恐襲陰霾下，警隊要加
強反恐力度，其中衝鋒隊、機動部
隊、反恐特勤隊、機場特警及警犬
隊等，近年更需要走入過往不屬巡邏範圍
的鐵路站巡邏，以提升鐵路系統安全系
數。他最後祝願結業的學員能與港鐵一樣
成為香港人的驕傲。

愛協歡迎盼修例增保障 民記倡早設「動物警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近
期接連發生虐待動物事件，引起社會高
度關注，特別是執法的問題。警務處處
長盧偉聰昨日在警察學院結業會操後表
示，會在全港 22 個設有刑事偵緝部門
的警區設專隊專責處理虐待動物事件，
愛護動物協會歡迎警方的決定，並期望
特區政府可以修訂法例，進一步為動物
提供更全面保障。民建聯則表示，香港
長遠仍需要設立「動物警察」。
港目前共分為 24 個警區，但目前只得 13
全個警區設有專門負責虐待動物事件的專

隊。盧偉聰昨日在出席警察學院結業會操後表
示，近日與虐待動物相關案件增加，警方明白
市民渴望他們加強保護動物方面工作，決定增
加專門負責虐待動物事件的專隊至 22 隊，分
佈於全部設有刑事偵緝部門的警區。
他指出，專門負責虐待動物事件的專隊每隊
約有 5 名至 6 名警員，本身是區內刑事調查隊
的警員，負責調查嚴重案件，包括爆竊、非
禮、傷人等，還需要接受包括愛護動物協會、
城大獸醫學院及外國專家的培訓，故專隊雖非
稱為「動物警察」，但一樣有專業能力處理虐
待動物案件。在變成專隊後，他們的經驗及智
識可以累積，可更有效處理案件。
他強調，警方一直關注動物權益，如早前舉
辦的單手掌上壓慈善籌款活動日，就是希望喚
醒市民對動物權益議題的關注，而警方全力支
持愛護動物，並呼籲市民一旦發現懷疑有虐待
動物案件應盡快報案。
愛護動物協會發言人表示，支持所有可以幫
助動物的方案，歡迎警方增加「動物案件專
隊」至 22 個警區，而協會定期舉辦訓練課程
予警方，讓他們學習與動物相關的知識。
自2011年起，協會與警方和漁農自然護理署
合作，每當發現懷疑虐待動物事件，協會都派
出前線人員到場協助調查，提供有關動物專業
意見，協助搜集和存檔證據，讓警方能夠即時
處理懷疑虐待動物事件及進一步調查事件。
不過，協會認為香港的動物福利相關法例和
政策改善進度十分緩慢，指香港保護動物的法例
已經過時，並且未能全面保障所有動物，要求特
區政府盡快修改法例，進一步保障所有動物。

李慧琼盼改善執法效率
民建聯多名立法會議員雖然同樣表示支持警
方的做法，但仍認為香港長遠需要設立「動物
警察」。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期望警方可以改善
目前執法效率，加強阻嚇冷血狂徒繼續殘害動
物。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則期望，警方長
遠可以有專業受訓的警員常規負責有關案件，
並修訂法例，增加對虐待動物行為的阻嚇力。

主持警院結業會操
昨日警察學院結業會操共有44名見習督
察及 283 名學警結業，代表最佳結業警員
和成為最佳結業督察的「薛富盃」和「施
禮榮盾」分別由游家俊與馮小曼奪得。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非執行主席馬時亨教授與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恭賀警察學院結業學員。

盲撐公屋養狗 毛婆抽水犯眾憎
銀狐犬「小白」慘
死，引發全港市民對
動物權益的關注。
「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毛婆（毛孟靜）
諗住乘勢抽水，喺 fb 重提佢要求放寬公屋
養狗嘅規定，否則就會造成棄養喎！不
過，佢竟然喺自己個同溫層俾人圍攻，話
住公屋第一日就已經知道不能養狗，夾硬
養唔喺愛狗而係害狗，仲質疑毛婆係為咗
選票而盲撐，有人更質疑佢只顧動物權
益，唔顧市民嘅居住權。
毛婆近日借住市民關心動物權益，將佢
以前要求放寬公屋養狗嘅舊聞上載 fb，仲
將愛護動物協會擺上枱，話公屋唔准養狗
會搞到棄養。不過，唔少網民就好唔 buy
佢嘅講法嘞。

大大聲嘈唔人道， 是誰先不人道？……
如果個個都有法不依， 咁要法例做乜
嘢？ 如果樣樣都可以因自私的理由去方
（放）寬， 咁就唔係法治，係人治。」
「Kant Leung」亦道：「規矩就係規
矩，如果因為養狗人多左（咗）就要放
寬，咁食草（大麻）係咪都可以放寬好似
美國咁？藏槍係咪又應該？」「Timothy
Yuen」就話：「我實難以同意公屋居民養
狗。環境不合，實是虐待狗兒！」
「Eric Mo」就直接攞毛婆自己養嗰兩
隻狗「孖寶」嚟講：「問下（吓）孖寶住
公屋好唔好。別為選票而盲撐。……香港
已好多狗長期困在家。已唔計班無修養嘅
人畀狗周圍痾（屙）。自己去公屋視察
吓，只會令無養狗人更憎狗。」

網民：本末倒置損法治

害狗唔顧人被鬧爆

「Yan Lai」 就 批 評 毛 婆 本 末 倒 置 ：
「養狗唔係錯，但入住前列明不能養而硬
要養， 然後又話趕佢走係等如奪走小生
命， 到底是誰先錯？ 你明知顧
（故）犯仲

「Galant Tuv」也揶揄：「毛議員住屋
大，唔多使返 12 個鐘夜班，又未見過 pk
狗主。我屋企之前附近就有狗，朝朝天一
光就狂吠。狗主又搞唔掂隻狗。……幼稚

&1

園都教，養寵物前要考慮同了解清楚。可
惜好多人（連）幼稚園小朋友都不如。」
眼見「群情洶湧」，毛婆難當睇唔到，
只得死撐話要求讓公屋戶養狗，只會失選
票，所以她只是期望「放寬一點」，「譬
如說，可否第一步考慮放寬精神支柱的定
義，又或者所有不超過 12 磅的小狗品種
不必申請都可以養。」
「Icee Hu」就寸爆佢：「我真係想知
道，如果有人嘅精神支柱係隻豬，係一竇
雞，又點？你只為狗主爭取？」
「Galant Tuv」則質疑：「幾小算小
狗？用尺寸定狗種來定？管理處、業主立 ■毛婆喺fb抽水，重提佢要求放寬公屋養
案法團邊個負責審批？用尺寸定，養時小 狗嘅規定，否則就會造成棄養喎。 fb圖片
狗，養大左（咗）點？狗種，邊個去出鑑
定？雜種狗又養唔養得？小狗，松鼠狗嘈 解 決 人 類 住 屋 問 題 ！ 」 「Choi Yuet
過德國軍犬。唔咬人，一年俾細狗咬的 May」就冇咁客氣：「正常野（嘢）唔見
你爭取，呢啲野（嘢）就咁努力！我地
人，一定多過金毛尋回犬。」
「Sandy Sand」就「好言相勸」：「有 （哋）香港人幾多人無屋住你唔理，我地
人排隊等上公屋，排極唔到，排到又可能 （哋）既（嘅）精神支柱就係希望有正常
係時候住醫院或老人院。毛議員在立法會 價既（嘅）屋住！」
係超勁好，……不如集中火力，先 focus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
名錫克教信徒早前因攜帶錫克教宗教
聖物 Kirpan 匕首進入勞資審裁處出
席聆訊，被法庭保安發現後報警，並
遭警方拘捕及帶返警署調查十多個小
時才無條件釋放。錫克教團體認為，
是次事件反映警隊前線人員在處理有
關事件時經驗不足，司法機構亦對少
數族裔的宗教和文化缺乏認識。民建
聯港島區立法會議員張國鈞表示，警

方已承諾未來會加強前線警員處理涉
及少數族裔人士案件的訓練，而他將
致函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要求司法機構正視事件和制訂清晰指
引。
張國鈞早前接獲錫克教團體的求
助，於剛過去的周二和民建聯少數族
裔委員會主席孔昭華、青年民建聯主
席顏汶羽邀約香港錫克教代表和警方
代表在立法會內會面，討論是次事

件。
錫克教團體指，警方一直清楚指出
Kirpan匕首為宗教用途，不會被視為
武器，故錫克教信眾可隨身佩戴而不
違反任何法律，但是次事件反映警隊
前線人員在處理有關事件時經驗不
足。
他們認為，儘管當事人被扣留十多
小時後獲無條件釋放，惟事件經傳媒
廣泛報道，特別是當事人被扣上手銬
帶署調查，無疑對錫克教的公眾形象
造成損害，故希望警方對前線警員加
強內部教育和培訓，並制訂清晰指
引，訂明日後如何處理同類事件，以
防再次發生這種事件。

警方代表回應指，在現行香港法例
下，Kirpan匕首不會被視為武器，故
錫克教徒佩戴 Kirpan 匕首是不會違
反香港法律。惟法庭屬於敏感機關，
警方接到法庭求助一般會嚴肅處理。
他們同意警方在處理這件事的手法上
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並承諾日後面對
同類事件，將會更小心和審慎處理。

警方續指，警隊內部有處理這類事
件的指引，未來會加強前線警員處理
涉及少數族裔人士案件的訓練。而警
方在會面中亦主動建議安排警隊成員
拜訪錫克教團體，加深警務人員對錫
克文化的了解。
錫克教代表在會上要求，警方或政
府可否研究發出證明文件，證明他們
有權於公眾地方攜帶匕首。
警方代表回應指，現行香港法例並
不視 Kirpan 匕首是受管制的武器，
故無法發出豁免牌照，反建議錫克教
團體考慮發出「會員證」供信眾隨身
攜帶，讓前線警員容易識別。錫克教
代表同意研究相關建議。
張國鈞同意法院是重要的政府機
關，維護法院安全是非常重要，但是
次事件反映出司法機構內部欠缺清晰
指引去處理涉及少數族裔的情況，同
時內部溝通和員工培訓也不足，前線
人員未了解少數族裔的宗教和文化，
以致出現不必要的緊張和誤會。
就此，他將致函立法會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促請司法機構正視事件
和制訂清晰指引，作出改善。

盧偉聰解釋，發出「擬檢控通知
書」是因為警方仍未完成調查，「這
絕對不是指我們見到案件表面東西，
就認為案件事實是這樣，未完成調查
就作決定。」
他指出，在 14 日內向涉及交通意
外人士發出通知書是警方一貫既定程
序做法，稱若事主有誤會或疑問，可

以隨時與調查隊聯絡。
盧偉聰並透露，案件很大可能交由
死因研究庭研訊，並透露警方會同步
檢視處理瘋狂駕駛時的工作指引，但
他未有正面回應駕駛人士日後可否拒
絕做「人肉路障」，僅重申警方有嚴
謹指引和訓練處理相關案件，確保其
他道路使用者安全。

警承諾日後小心審慎處理

■香港錫克教代表和警方代表在
立法會內會面，討論是次事件
立法會內會面，
討論是次事件。
。

「人肉路障」收擬控書 一哥：調查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方
被指今年 2 月在粉嶺公路截停市民車
輛作「人肉路障」，而當日被截停的
車輛司機近日更接獲警方發出的「擬
檢控通知書」。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昨
日解釋，向有關司機發出「擬檢控通

知書」是一貫既定程序。
有當日因依從警方指引停車而被
撞的司機投訴，近日接獲警方就事
件發出「擬檢控通知書」，並在意
外中被撞仍然有可能被控告感到不
滿。

民記成功爭取圓玄中學側建扶梯

張國鈞促警設指引處理少族事宜

不少居住位於上坡地區的屋苑居
民，出入都需要上落樓梯或斜坡，
一直深受不便之苦。經過多年爭
取，政府終於採納了民建聯的建議，初步計劃在圓玄中
學側加建有蓋扶手電梯。參與爭取的葵青大白田區民建
聯區議員郭芙蓉表示，她繼續聆聽居民意見，爭取盡快
落實工程細節及動工。
早於 2014 年，郭芙蓉已經向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反映居民意見，要求政府在區內加裝扶手電梯。在
參加區議員選舉時的競選政綱中，她承諾當選後會跟進
此事。
她在當選後，即和民建聯新界西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及
各拍檔一直爭取成立「上坡基金」，要求政府增撥 50
億元成立「上坡改善工程基金」，以專款專項的形式進
行一次過的撥款，提高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
及升降機系統的工程效率。
雖然經過數年的爭取，政府未有接納「上坡基金」的
建議，但郭芙蓉就繼續爭取在區內增建扶手電梯，包括
向葵青事務專員爭取將地區設施基金用於區內興建扶手
電梯。本月9日，政府終於採納他們的建議，並初步計
劃在圓玄中學側加建有蓋扶手電梯。
郭芙蓉即時和陳恒鑌及多名拍檔落區，向街坊宣佈這
好消息，並在fb發帖公佈這喜訊，帖中則標註了「好高
興」、「夢想
成真」、「居
民共同爭取見
成效」，並強
調自己會繼續
聆聽居民意
見，要求政府
盡快落實工程
細節及動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川





■陳恒鑌及
郭芙蓉等齊
齊落區宣佈
好消息。
郭芙蓉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