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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多事幹？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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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

■不少野豬出沒地點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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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片

近年野豬滋擾個案急升，至 2018 年 10 月的統
計，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已有 679 宗有

模 擬 試 題

關野豬出沒或滋擾的報告，當中 5 宗涉及
野豬傷人個案。一直以來，野豬主要在
新 界 鄉 郊 地 方 出 沒 ， 但 2012 年 至
2016 年間，卻在港島頻密出現，中
西區和灣仔區分別有 70 宗和 69
宗出沒或滋擾的報告。由於野
豬傷人的個案日增，漁護署重
新提出「人道處理」的建
議，期望減少野豬傷人，
「人道處理」有人支持有
人反對，於市民性命安全
與人道原則下，哪個措
施才是較可取之法呢？
■李文靖老師
通識科副科主任
青松侯寶垣中學

資料Ａ
漁護署自 2017 年起，已停
止由民間狩獵隊安排的野豬狩獵行
動，改用麻醉槍捕捉野豬，並替其
進行避孕或絕育手術，然後放生到
遠離民居的郊野。截至2018年12月，漁
護署已在香港各區一共為 54 隻野豬避孕
/ 絕育。由於野豬滋擾的個案有所增加，漁護
署建議加強管理野豬，包括對曾襲擊人、習慣
搶食物且易發惡的野豬列作「高風險」，基於
安全可「人道處理」。當局的發言人又指，若有人餵
飼野豬，會令牠們漸漸失去怕人的天性，除習慣在居
民附近覓食外，有少數野豬更會搶去市民的食物和膠
袋，或行為具攻擊性，威脅市民安全，呼籲市民切勿
餵飼野豬，並盡量與牠們保持距離。
當局的建議受到香港野豬關注組的反對，他們認為野
豬不會在毫無原因下襲擊人，認為個別曾襲擊人的野豬
可遷至偏遠郊野公園自行覓食，減少人豬衝突；當局亦
可改變郊野公園的垃圾桶設計，因為腳踏式垃圾桶可減
低野豬從垃圾中覓食。

資料Ｂ
有居於郊野邊緣的居民指，野豬出沒嚴重影響生活，因為野
豬經常在垃圾堆中覓食，將垃圾弄得四散，影響衛生，為了保
持生活環境的整潔衛生，甚至需要每天在屋前或村口打掃垃
圾。另一方面，野豬於秋冬季節經常出沒，吃掉農田內種植中
的蘿蔔、芋頭等，令農民的收入大受影響。
野豬傷人的事件不時發生，馬鞍山近輋下村村口亦曾發生過
兩隻野豬襲擊男子的案件；有區議員指香港大學附近曾有巿民
被野豬撞傷，之後感染豬鏈球菌；有野豬闖黃大仙富山邨女
廁，咬傷一名65歲女保安手腳。
西貢區區議員邱玉麟認為，愛護大自然及野生動物固然重
要，但當情況已經影響市民生活及安全時，就應該作出控制。
香港野豬關注組則認為，政府應多教育市民，如遇上野豬時無
需驚慌，亦不要餵飼，可讓路予野豬離開。

想 一 想
(a) 解釋政府在處理野豬滋擾問題時可能
會遇到的困難。(8分)
(b) 參考資料，指出及說明「野豬出沒」
對市民的生活質素帶來什麼負面影
響。(6分)

概 念 鏈 接
．野豬
野豬在香港十分常見及分
佈廣泛，較多在新界郊區出
沒。牠們可棲息於林地、草
原和農田等多種環境。

a題拆解：
題目為評估題，學生需要解釋為什麼政府會面對那些困難，以及那些困難如何阻
礙政府處理野豬問題。回答題目時，應先指出政府面對現時野豬問題可採取什麼措
施，當中可包括人道毀滅。

．人道處理
亦即人道毀滅，當動物嚴重受傷
或患病的情況已到了無可救藥，或
就算有救治機會，但動物必須經歷
痛苦卻獲救機會渺茫的療程時，經救援
人員評估所有人道考慮後進行。

■野豬在香港十分常見
野豬在香港十分常見。
。

(a) 解釋政府在處理野豬滋擾問題時可能會遇到的困難。(8分)
．持份者反對，導致法例難以獲得通過：如利用「人道處理」的手法處理野豬問題，會遭
到關注組的反對，認為手段不人道，有失香港作為「文明之都」的形象；如利用「教育
宣傳」的方法，會令部分區議員或受影響的市民不滿，因為他們是首當其衝地受野豬問
題影響，除了環境衛生問題，亦包括了生命安全，利用「教育宣傳」的方法呼籲
市民不要餵飼野豬需時長，不能解決迫切的問題；
．執行操作時面對的困難：「人道處理」的手法處理只為「補救性」的解釋
方法，由於野豬活動地方廣泛，故只能於野豬襲擊人後才可進行「人道處
理」，未見手法有可控性；「教育宣傳」的方法呼籲市民不要餵飼野豬的
可控性亦低，政府就「不要餵飼野生動物」的宣傳教育已行之有年，
成效明顯並不顯著，致令野豬問題繼續存在，故此方法執行成效
低；
．難以尋找其他成功經驗：野豬問題於香港雖然常見，但於
外國的例子並不多，加上香港人口密集，難有明確的參
考對象，令處理野豬滋擾問題時失去參考性；
．執行法例及監察過程涉及大量人力及行政成
本：「改善設施」如改用腳踏式垃圾桶
的可行性。

b題拆解：
此題為後果題，學生需指出及說明野豬出沒對人類生活質素
帶來的負面影響。題目明確指出需緊扣「生活質素」，故回應
時可由環境衛生、農民收入、社會的不滿情緒等方面入手。
(b) 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
， 指出及說明出
指出及說明出「
「 野豬出沒
野豬出沒」
」 對生活素質帶來什麼影
響。(6 分)
．環境衛生
環境衛生：
：野豬經常在垃圾堆中覓食
野豬經常在垃圾堆中覓食，
，將垃圾弄得四散
將垃圾弄得四散，
，令細菌容易
滋生，
滋生
，如遇有傳染病時更會造成骨牌效應
如遇有傳染病時更會造成骨牌效應；
；
．經濟損失
經濟損失：
：野豬出沒會破壞農作物
野豬出沒會破壞農作物，
，令部分農民的收入受到影響
令部分農民的收入受到影響；
；
．社會穩定性
社會穩定性：
：市民對政府處理手法意見不一
市民對政府處理手法意見不一，
，形成爭拗
形成爭拗；
；
．生命安全
生命安全：
：野豬傷人的事件常有發生
野豬傷人的事件常有發生，
，除了居於近郊地區的人會受到
影響外，
影響外
，野豬近年亦開始走向城市
野豬近年亦開始走向城市，
，令市民人心惶惶
令市民人心惶惶。
。

■香港曾發生多宗市
民遭野豬咬傷的事
件。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尖 子 必 殺 技
延 伸 閱 讀

人若不餵 野豬不來
近年來，野豬誤闖民居的新聞時有聽聞。
這不但危害市民的安全，亦對香港的公共衛
生帶來威脅。在此，筆者將集中建議不同持
份者能實施的相應措施，以應付野豬問題，
維持都市環境衛生和保障公眾安全。
．政府相關部門
首先，政府的相關部門能加強溝通和協
作。針對野豬問題，漁護署一直有向受影響
市民和物業管理公司提供應對野豬的建議，
亦有與食物環境衛生署分享相關資訊。
筆者建議漁護署和食物環境衛生署，以及
其他相關部門定期檢視現時野豬的活動情況
和現行措施的成效。
根據一份 2018 年 3 月的立法會答問文件，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指出，食物環境衛生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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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有在較易受野豬滋擾的地點，例如垃圾和
回收物收集站進行改善工程。除了減低野豬
對現時設置的垃圾和回收桶的破壞外，政府
亦可以考慮成立野豬專責小組，研究和制定
應對野豬的短、中、長期措施。
此外，政府可以積極考慮延續現時的野豬
避孕試驗計劃。在現行的計劃下，漁護署安
排的承辦商會為適合的野豬注射避孕疫苗、
植入晶片和佩戴全球定位追蹤器。筆者認為
此計劃的好處眾多。
第一，這能有效控制野豬的數量。
第二，這能提供更多數據予政府和研究野
豬的學者或相關團體，提升應對措施的針對
性和有效性。
不過，同學記緊在支持某一方案時，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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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方案的缺點。例如，這不難聯想到野豬
避孕計劃涉及大量公帑，避孕疫苗、晶片和
全球定位追蹤器均屬成本相對高的科技。
因此，政府在考慮是否延續此計劃，以及
計劃的具體執行細節時前需仔細評估試驗計
劃的成效。
．大眾市民
對市民的公眾教育，即不應隨便餵飼野豬
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視。不少市民由於對野豬
的認識不足，會餵飼廚餘給亂入民居的野
豬。此舉不單會助長野豬在民居附近覓食的
情況，亦容易使廚餘的管理狀況不善，增加
細菌滋生的風險。
筆者認為公眾教育除了以香港整體性進行
外，亦能以地區性重點推行。根據漁護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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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野豬出沒或滋擾的投訴數字，在 2017 年
香港島和新界各佔投訴個案的 44%和 50%，
實屬大多數。筆者建議政府可以將用作公眾
教育的資源重點投放於野豬經常出沒的香港
島和新界區，防止野豬誤以為人類為牠們穩
定的食物來源。
．民間團體
坊間亦有由民間志願人士組成的野豬狩獵
隊。同學不妨思考一下，政府和這些民間團
體合作的可行性和可取性。例如由於志願人
士未必具備應付和狩獵野豬所需的知識和技
能，此做法可能會危害到市民的人身安全。
筆者建議同學嘗試從不同持份者的角度出
發，提出並解釋不同改善野豬問題的建議。
■馬燕雯 通識科5**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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