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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年
全球不時有針對鐵路系統發動的恐
怖襲擊，警方為確保鐵路系統的安
全及提升警隊的反恐應變能力，今
年成立一支「鐵路應變部隊」。部
隊將於明日開始執行職務，在全港
93 個港鐵站及鐵路系統巡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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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反恐隊明日「出更」
應對恐襲及緊急事故 巡邏高危轉乘站

■鐵路應變
部隊的全身
裝備。

港鐵突發事故。
1
「鐵路應變部隊」隸屬鐵路警區，由
名督察、1 名警署警長、8 名警長

及 24 名警員合共 34 人組成。作為應付針對
鐵路系統的恐怖襲擊和緊急事故等的專責
先頭部隊，他們將會於鐵路系統，包括列
車車廂、車站大堂及月台，特別是高危或
主要鐵路轉乘站巡邏，目前並不包括高鐵
及輕鐵。

馬場站反恐演習備戰
部隊昨日於馬場站進行反恐演習，模擬
兩名持槍恐怖分子在列車上發動襲擊，並
挾持多名乘客。鐵路應變部隊奉召出動，
開槍制服疑犯。
鐵路警區指揮官高級警司梁仲文表示，
部隊透過全警隊招聘，部分成員有機場特
警、飛虎隊及反恐特勤隊經驗，執行職務
前需接受 6 個星期基本訓練及戰術訓練。
梁仲文指出，雖然暫時未有具體情報指 ■鐵路應變部隊將在港鐵巡邏。
香港成為恐怖襲擊目標，但世界各地針對
鐵路恐襲個案愈來愈多，因此警方成立這
支部隊來保障乘客安全。除這支鐵路應變
部隊外，現行鐵路警區的軍裝、機動部
隊、衝鋒隊及反恐特勤隊仍會繼續在鐵路
系統內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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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應變部隊在馬場站進行反恐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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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針對鐵路系統地形
鐵路警區總督察吳子輝表示，由於鐵路系
統地形結構獨特，部隊需在隧道及較昏暗地
方執行職務，故配備針對性裝備，包括可配
夜視鏡的防彈頭盔、防毒面具、C91 防生化
保護衣、抗火頭套、保護手套、避彈衣、搜
索筆和爆破工具等。
一旦鐵路隧道發生事故，部隊亦能夠快
速開車門並展開救援。至於槍械方面，部
隊則配備半自動手槍及衝鋒槍。

▲▼鐵路應變部隊展示防毒面具、衝鋒
槍等裝備。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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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冬大過
年，中國人習慣在冬至當日與家人一同食
飯，曾經犯事的在囚者今日雖然不能回家
與家人團圓，但懲教署昨日亦特地舉辦
「腳踏實地」更生家庭活動日，安排一班
剛完成「裝修鋪地板工（木地板）中級工
藝測試備試基礎證書」課程的學員與家人
提前「做冬」。有即將重投社會的學員表
示，課程令他出獄後有一技傍身，有助尋
找工作，更向家人承諾會重新做人。
懲教署今年首次在院所開辦鋪地板課程，
首批 15 名正囚禁於東頭懲教所的學員早前
完成合共 45 小時培訓，成功考取符合本地
建造工地內從事鋪設木地板工作的註冊資
格，成為「註冊半熟練技工」。
該署昨日更特地為他們舉辦證書頒發典
禮，並邀請其家人到場見證他們的努力成
果，同時提前「做冬」。

獲釋後有一技傍身投建造業
21 歲的阿輝（化名）形容自己過往無心
向學，做事「得過且過」，與家人關係亦不
好，「過往只顧花天酒地，經常追女仔，一
回家便會與家人吵架。」他於 16 歲時更開
始接觸毒品，最終因販運危險藥物而被判
監。
不過，被監禁的經歷卻令他決心改過，他
早前更決定在獄中學習鋪地板，以便獲釋後
有一技之長可在工作機會較多的建造業工

▲阿輝示範鋪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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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輝向媽媽送上心意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作，他相信有一技傍身可令將來的生活較有
保障，更向家人承諾日後會「腳踏實地」做
人。
阿輝的媽媽表示，很高興可在冬至前夕
與兒子近距離接觸，並指對方在入獄後有
很大改變，最難忘是曾收到他寫的信，內
容提及「媽媽，我以後會重新做人，孝順
你，不用你辛苦！」她打算回家準備「靚
湯」待兒子於聖誕節後獲釋時一家人食
飯，之後再一同行街慶祝。
裝修鋪地板工人初入行時的日薪已有700
元至 800 元，晉升至師傅後更可高達 1,400
元，且由於有關工作辛苦，流失率甚高。

獲釋後不愁搵不到工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陳志球昨

日在證書頒授儀式上致辭時表示，該會
會員在過去一年內最少聘用了 7 名更生人
士，分別從事維修、保養及園藝等工
作，僱主普遍對他們的工作表現非常滿
意。
同時，香港不斷有新樓宇落成，對裝修
工人的需求殷切，相信完成鋪地板課程的
在囚者獲釋後不愁找不到工作。
懲教署監督（職業訓練）黃志昌表示，
懲教署一向會為在囚者開辦市場導向的職
業訓練課程，而在 2018/19 年度開辦的課
程數目更有逾40個。
鋪地板課程雖屬首次開辧，但反應亦十
分理想，透露該署計劃進一步在喜靈洲懲
教所開辦同一課程，令在囚者有更多不同
課程選擇。

學者：把關足 毋須停進內地豬
內地爆發非洲豬瘟，已波及 23 省，
最新傳入珠海，進一步逼近香港，而
本港每天從內地進口逾 4,000 隻食用
活豬。香港城市大學動物醫學及生命
科學院副院長 Dirk Pfeiffer 昨日向傳
媒介紹疫情時強調，非洲豬瘟不會傳
染人類，可放心食用，因此不建議停
止由內地進口生豬，但需採取措施阻
隔病毒傳播，包括全面禁止用廚餘飼
豬，及定時消毒生豬運輸車輛和工
具。
Dirk Pfeiffer研究非洲豬瘟達13年，
他指該種病毒雖然不會影響人類，但
會在豬隻之間極速傳播，染病豬隻死
亡率很高。他說：「由於非洲豬瘟病
毒生命力十分頑強，不僅能長時間存
活於自然環境中，且能抵禦高溫和低
溫，因此可透過豬肉製品、廚餘、豬
隻分泌物及排泄物、人類攜帶等各種
方式迅速傳播，而以廚餘餵豬及運輸
過程，是非洲豬瘟主要傳播途徑。」
其餘傳播途徑包括有傳染性的軟

蜱、豬隻間互相傳染、家豬和野豬接
觸時互相傳染等。
由於非洲豬瘟對豬隻高傳染性、高
死亡率，他預計未來可能導致供港生豬
數量大降，豬肉價格出現大幅波動，並
對本港豬農和野生動物造成極大威脅，
「非洲豬瘟至今無法治癒，沒有預防疫
苗。內地雖然盡了最大努力阻止疫情擴
散，但至今未有顯著成效。」

倡政府向豬農賠足免瞞報
他建議政府採取緊急措施防範非洲
豬瘟傳入本港，包括要求本港豬場如
發現疑似感染非洲豬瘟個案，需立即
通報，政府應向相關豬農提供足夠賠
償，避免豬農因擔心血本無歸而瞞
報，否則情況將一發不可收拾；確保
所有供港豬場沒出現非洲豬瘟，要求
相關豬場採取更嚴格的生物安全防護
措施，及全面禁止本港豬場以廚餘餵
豬並阻止進口未經檢疫的豬肉及豬製
品。

至於須否
仿效台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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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慮本港
可承受的風險，包括傳播疫情的風
險、活豬供應及價格等，避免大量豬
隻無辜被撲殺，至少確保豬價在農曆
新年前不會暴升。
他指非洲豬瘟若傳入本港會對香港
的食物供應、本地農業及野生動物造
成嚴重打擊，認為本地豬農、屠宰場
及商販和運輸業應加緊合作，制定更
全面的疫病預防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次輪大腸癌篩查元旦開展

在囚者技工畢業 懲教家人「做冬」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
生署將於下月 1 日起推行第二階
段大腸癌篩查計劃，覆蓋範圍擴
展至 56 歲至 75 歲的香港居民，即
出生於1943年至1963年的人士將
可接受政府資助進行篩查以預防
大腸癌。
大腸癌篩查計劃於今年 8 月 6 日
推出，第一階段覆蓋 61 歲至 75 歲
人士成為計劃的首批參加者，第
三階段會進一步擴展至 50 歲至 75
歲人士，詳情及開展日期容後公
佈。
衛生署昨日表示，截至今年 9
月 30 日，在交回大便樣本並得出
測試結果的參加者中，12,117 人
（約 13%）的結果呈陽性。在已
進行大腸鏡檢查服務參加者中，
6,689 名（約 69%）參加者有大腸
腺瘤，643 名（約 6.6%）參加者
有大腸癌。
參加者應約見已參與計劃的基
層醫療醫生，安排進行大便免疫
化學測試。
在計劃下大便免疫化學測試呈
陰性的人士需要每兩年進行覆檢
直至年齡超越 75 歲，以發揮預防大腸癌
的最大功效。
今年 9 月開始，他們已陸續收到短訊、
電郵或信件以提醒到期篩查覆檢，只需前
往任何一間已參與計劃的基層醫療醫生診
所，便可再次接受政府資助的大便免疫化
學測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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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瘜肉可獲資助8,500元
合資格參加者每次診症可獲政府資助
280 元，包括化驗結果呈陽性時，由基層
醫療醫生提供的第二次診症。若大便免疫
化學測試結果呈陽性，參加者會被轉介到
已參加計劃的大腸鏡醫生接受政府資助的
大腸鏡檢查，以找出大便帶隱血的原因。
參加者在接受大腸鏡檢查基本服務時，
如須切除瘜肉，可獲定額資助 8,500 元，
沒有切除瘜肉則可獲定額資助 7,800 元。
專科醫生提供指定大腸鏡檢查服務時，可
向參加者收取額外不超過 1,000 元的費
用。

97%診症不收額外費用
衛生署表示，現時已有722名基層醫療醫
生參與計劃，分佈全港1,056個診症地點，
當中 97%不會收取額外費用。如不需切除
瘜肉，約82%不會收取額外費用；如需在
大腸鏡檢查時切除瘜肉，約69%不會收取
額外費用。
同時，176 名大腸鏡醫生已加入計劃，
在 362 個服務地點提供大腸鏡檢查服務，
至今已有約 11.5萬名合資格人士參加計劃
並接受大便免疫化學測試。
衛生署指出，由於大腸腺瘤在大腸鏡檢
查過程中已同時被切除，因而避免演變為
癌症。大腸癌篩查計劃印證了適時接受篩
查的重要性，有助找出高危人士，及早醫
治。初步分析亦顯示，在計劃下篩查出患
有大腸癌的 458 宗個案中，約 60%屬於較
早期，治癒率亦相對較高。

漁署：若現病徵即撲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內地爆發的非洲
豬瘟現已蔓延至廣東省，最新傳入珠海。
漁護署署長梁肇輝昨日表示，政府相關部門早
於 8 月起已嚴陣以待，加強種種預防措施，包括
要求本港豬場盡快停止用廚餘餵豬、加強豬場生
物安全防護及加強運豬車輛和工具消毒等，若發
現非洲豬瘟，會立即撲殺相關豬場內所有生豬，
及禁止周圍三公里所有生豬進出，進行周密監
察，若發現病徵亦一律撲殺。
梁肇輝指出，由於非洲豬瘟是高傳染性病毒，
因此漁護署早於 8 月以來一直和有關政策局及食
環署通力合作，製訂應變措施，加強本港豬場保
安工作、加強運豬車輛清潔和消毒，並在豬場周
圍進行車輛出入管制，停止由內地輸入種豬。
他相信如果本港豬場做好生物防護保安工作，
可大大降低非洲豬瘟傳入風險。

爆疫點3公里豬隻需監察
漁護署助理署長薛漢宗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
示，本港爆發非洲豬瘟的風險屬於中度，本港豬
場一旦出現懷疑感染，當局會進行化驗，其間涉
事豬場 3 公里範圍內的豬隻不得流出市場，直至

化驗結果證實呈陰性為止；如結果呈陽性，便會
撲殺涉事豬場內所有豬隻，但附近 3 公里的豬隻
則毋須撲殺，只需密切監察。
他解釋，香港地方小且無散養家畜的情況，每
個農場都要領牌，受到政府監控，因此毋須撲殺
附近無受感染的豬隻。
食物安全專員何玉賢表示，非洲豬瘟不會傳染
人類，市民徹底煮熟豬肉進食便不用擔心。他指
如屠房有豬隻發病，便會撲殺受感染的豬，同一
屠房其他豬隻不會受影響。
他續說，非洲豬瘟的潛伏期為3天，過了潛伏日
期也沒發病的話，其他豬隻發病的機會不高。他強
調，香港有完善入境檢疫制度，包括在關口、屠房
等多重檢疫；過去數周曾在屠房拿死豬樣本到漁護
署化驗所檢驗，均無發現非洲豬瘟病毒。
香港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偉堅表示，內地供
港豬佔香港新鮮豬供應的 95%，但進入香港時設
多重檢驗，因此市面肉枱上的豬肉是「百分之一
百安全」。他指出，內地正盡一切辦法保持對港
供應生豬，包括豬車來港時繞路避開涉及非洲豬
瘟豬場的區域，市民毋須擔心沒有豬隻供應，但
不排除供應量或受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