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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昨日再新增一宗麻疹個案，患者是一
名在機場工作的25歲男子。他報稱曾接種麻
疹疫苗，於本月2日發燒，兩天後開始出
疹。他於潛伏期內曾前往泰國，但病毒傳染
期內則沒有外遊，其相關家居接觸者至今亦
無出現病徵。

學者：疫苗副作用被誇大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臨床副教授葉啟明在港台

「香港家書」節目中指，近年社交媒體群組不時分
享疫苗副作用的經驗，但許多講法都不盡不實、被
誇大或扭曲。雖然醫學界已澄清有關言論無根據，
但仍有不少人以訛傳訛，以致有家長拒絕子女接種
疫苗。
他強調現時廣泛採用的傳統疫苗安全性高，效用

雖然並非百分之百，但亦可大幅減低染病風險，以
及病情嚴重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中學文憑試
（DSE）核心科目考試首星期以昨日開考的英文科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作結，今屆聆聽試以時下
香港熱門領域「資訊科技」為主題。有中學資深英
文科主任認為，今屆聆聽卷屬歷屆最難，必答題錄
音語速快，並設有較多長題目，預計今年合格率要
較去年低。
英文科卷三在該科所有部分中佔比最高，佔該科

整體成績的三成。英文科卷三設有兩部分，甲部為
必答，主要考核聆聽能力；乙部則考核學生聆聽、
閱讀及綜合資料能力，分為難度較淺的B1或較深
的B2部分，考生須二選一，選答前者最高只可取
四級成績。
今年試卷以資訊科技為主題，必答部分講述中學

資訊科技網上雜誌的編輯與成員準備期刊的過程，
提及非政府組織在外地推動基建項目，題目中亦提
及「AR」（Augmented Reality ，擴增實境）等詞
彙。而選答部分則要求考生代入校際視覺媒體學會
秘書身份，籌備視覺媒體節。
廠商會中學英文科主任鄧美儀分析指，卷三必答

部分為歷屆最深，聲帶語速較快，題型很難，又涉
及多條長答題，考生需要很快理解及抽出重點作
答，而選答部分難度與去年相若，相信考生能夠應
付。

合格率或比去年低
她預計，卷三合格率有可能比去年低，由於卷三

比重佔英文科試卷三成，因此她料甚或會「拖低」
整體成績。
應屆考生馮同學認為，試卷程度與去年相若，但

錄音語速較快，難以摘錄，而主題與科技有關，並
非自己熟悉的範疇，認為最終可考獲二級至三級成
績。
張同學則認為，試卷整體感覺較去年難，較多長

答題目，需要花較多時間書寫，但因自己選修資訊
及通訊科技科，答題時會想到很多有關科技的單
字，料考取二級至三級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委會上
周三以暗票方式對4個放寬海外專科醫生
實習期的方案進行投票，以紓緩本港公立
醫院專科醫生嚴重短缺的問題，最終全部
方案意外地被否決，引起極大迴響。由瑪
嘉烈醫院副行政總監羅振邦醫生牽頭組成
的新醫生組織「公立醫院顧問醫生協
會」，發表聲明批評表決結果罔顧病人的
福祉，協會要求所有投反對票的醫委會委
員公開解釋反對的理據，並促請醫委會重
新審視方案。
據悉，公立醫院顧問醫生協會於三四個

月前籌辦，兩三天前正式成立，10名執委
當中，不乏重量級的公立醫院名醫，包括
協會主席羅振邦是瑪嘉烈醫院的副行政總
監；副主席是威爾斯醫院血液及血液腫瘤
科的王紹明等。

促投反對票者公開解釋理據
協會發表聲明指，對醫委會否決所有放

寬海外專科醫生實習期的方案感極度遺
憾。該會指出，公立醫院服務瀕臨崩潰邊
緣，放寬實習期能吸引海外專科醫生留在
本港公立醫院效力，批評醫委會的決定罔
顧病人的權益。協會要求，投了反對票的
醫委會委員主動公開解釋投票的理據。
身兼醫委會委員的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

志釉已去信醫委會主席，要求在下月8日
該會的例會上，研究以新的投票方式為放
寬海外醫生實習安排「翻案」。

他指出，上周無方案獲醫委會通過，問題不是委
員反對放寬海外專科醫生實習期，問題在於4個方
案分開投票，容易分薄票源，最終造成「四大皆
空」。
根據醫委會規定半年內不得就同一議題再進行表

決，但林志釉已去信醫委會主席建議修訂投票方
式，希望醫委會下月8日例會時重新討論。
他建議新的投票制度是，率先表決是否要海外專

科醫生在考試後「綑綁」在公立醫院工作，之後再
表決公立醫院的定義是否只局限醫管局，抑或包括
衛生署或兩間大學的醫學院等公營機構。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認為，本港整體醫生供

應不足夠，引入海外醫生的政策應該要愈開放愈
好，如果規定海外專科醫生在醫管局長期工作，或
無助吸引海外醫生來港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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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沙田大
涌橋路3天內爆兩宗車禍，不少司機歸
咎是該路段的十字路口設有多組俗稱
「孭仔燈」的交通燈，容易造成混淆，
釀成交通意外。警方的數據顯示，2008
年起的10年間，大涌橋路與沙田圍路交
界共發生74宗交通意外。民建聯昨日發
起汽車慢駛遊行，要求改善沙田交通燈
號，強烈要求撤換「孭仔燈」。

大涌橋路3天內兩宗車禍
「孭仔燈」的交通燈號同時採用箭嘴
及紅綠燈號，指揮車輛直行、右或左
轉，用於分流及提醒駕駛人士優先轉
彎。民建聯指沙田大涌橋路的十字路口
是交通黑點，經常發生交通意外，上周
3天內就發生兩宗車禍，批評是「孭仔
燈」令司機混淆。

李慧琼陳勇盼政府正視
昨日上午立法會議員、民建聯主席李
慧琼，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
副主席的新社聯理事長陳勇，香港商用
車輛駕駛教師協會主席鄭楚光，以及多

名區議員參與汽車慢駛遊行，希望政府
正視問題，盡快撤換「孭仔燈」，全面
優化大涌橋路交通燈設計，防止意外再
次發生。十多架車輛由沙田大圍出發，
經大涌橋路、青沙公路和西區海底隧
道，慢駛到政府總部，向運輸及房屋局
代表遞交請願信。
沙田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主席李世

榮表示：「這些『孭仔燈』基本上遍佈
全港，即全港都隱藏着這些道路炸彈。

這些『孭仔燈』令到道路駕駛者非常模
糊，有機會出現看錯燈的情況。在更換
交通燈前，有些簡單的過渡措施，包括
在轉彎線和分隔線之間加雙白線，令車
主辨識到不同燈號，有不同優次出車。
另外更換這些『孭仔燈』很簡單，未能
撤換時，可以用一些物品遮蓋着它，令
工程進行前能減少意外發生的機會。」
民建聯致運房局局長陳帆的請願信

指，雖然去年運輸署應民建聯要求，

答應全面檢討大涌橋路的道路安全，
並在該路7個路口加設交通標誌和改
善道路標記 ，也計劃在部分路口加設
衝紅燈攝影機，但局方卻拒絕撤換
「孭仔燈」的訴求。 事實上，馬鞍山
區內多個路口早年也已撤換「孭仔
燈」，例如西沙路與鞍超街交界處，
之後交通意外已經大幅減低，可見撤
換「孭仔燈」有助減低交通意外發
生。

民記慢駛遊行 促撤換「孭仔燈」

■民建聯強烈要求撤換「孭仔燈」優化交通燈號。■民建聯發起慢駛抗議。

昨日警察招募日，警
隊六個隊伍代表在現場
向申請者介紹工作內
容，包括科技罪案初步
應變小組、警察搜查

隊、警察談判組、警隊護送組、警察
高空工作隊及訓令支援組。警員除正
職外，加入這些需特別培訓的隊伍同
樣計算工作時間，且能學到專業技
能，更有助晉升，因此警隊內部的申
請者「爭崩頭」。
署理警察招募組警司胡志恆表示，

科技罪案初步應變小組負責支援科技
罪案調查，警察搜查隊負責大型活
動、要人訪問期間的搜查和安全檢
查，以及罪案現場搜證；警察談判組
24小時候命，透過談判拯救生命、化
解危機。警隊護送組護送政要訪港，
警察高空工作隊在高樓或山坡，以攀
岩技巧為現場指揮官提供特別位置的
行動支援。至於訓令支援組則按比例
製作現場模型，協助反恐策劃和訓
示，及為庭審提供佐證。
為申請者介紹警察高空工作隊的何

國蔚(見圖)，本職是水警高級督察，
加入高空工作隊4年。
他說自己一向喜歡攀石，因此申請

進入高空工作隊。要考進高空工作隊
並不容易，由於經常要高空攀爬，首
先一定要不畏高，另外身體亦要很強
健，背着20磅至30磅重攀石裝備在
高空活動，對安全性的要求很高，要
求零錯誤，並需要獨立處理、判斷各
種情況，很有挑戰性。
何國蔚印象最深的是進高空工作隊

時的考試，當時教官要求一眾申請者
徒步跑上38樓，然後掛上安全繩跳出
大廈外牆，在高空懸掛着做各種指令
動作，並須即場計算一道數學題。
他說，當時風很大，那麼高跳出去
「唔驚就假」，幸好自己成功闖關，
一次就合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昨日一早，大批收到面試通知的考
生就到達警察總部，列隊進入考

場，首先量度身高、體重、視力，然
後依次遞交個人資料，進行初次面
試，三四周後將收到書面通知。
進入第二輪的申請者將進行體能測
試、筆試、小組面試等，見習督察還需
進行壓力式全天延續性面試。考取警員
者將於5月進入警察學院訓練27周，考
取見習督察的進警察學院訓練36周。
曾於2017年代表香港出戰全國運動
會的前香港田徑隊成員盧嘉琳投考見
習督察，她於城大修讀犯罪學，早於
入大學時已對加入警隊有興趣，尤其
希望能當機場特警，「我覺得機場特
警的制服特別有型。」
她並表示自己在運動方面的能力可
以在警隊中發揮所長。她對投考見習
督察體能測試有信心，不過語文能力
方面較遜色，要多加準備。
現職公務員的岑小姐去年於港大化
學系畢業後成功考入二級行政主任
（EO），由於自小對刑事偵緝有興
趣，亦有參與過制服團體，故工作半
年後，還是希望能當一名「女神
探」，因此投考警隊。
她說，自己有半年在政府部門工作
的經驗，對政府架構及程序方面有一
定經驗及優勢，如果考獲警隊職位，
將會辭去EO的工作，絕不後悔，而
且家人亦十分支持。

科大女生終極目標做一姐

就讀科大工商管理、即將畢業的22
歲蘇小姐應徵見習督察，她認為香港
警隊是精英團隊，香港犯罪率低，全
賴香港警察。
她於學校參加警隊學長計劃，希望

學有所成後回饋社會，加入警隊為大
眾服務。她表示，若能考上，還未有
特別喜好到某個部門工作，笑言「終
極目標去到做一姐都唔錯！」

機械工程畢業生 盼入重案組
張先生城大機械工程畢業，這次亦

是投考見習督察，他認為做工程師太
沉悶，而且他剛畢業，要真正當上工
程師還要等很多年，做警察晉升前途
更明朗。
他從小就覺得警察能幫助和保護市

民，若加入警隊希望能進重案組或毒
品調查科，現在罪案都科技化，自己
的專業相信對破案有幫助。

招募組：體能考試 一大挑戰
署理警察招募組警司胡志恆透露，

這次申請見習督察的有800人，申請
警員的 1,113 人，申請輔警的有 97
人。有本港居民、海外港人、在職人
士、學生和非華裔人士。
他並說，體能考試是申請者一大挑

戰，過去幾年考生體能合格率為五成
至六成，通常於手握肌力測試及4米
乘10米來回跑失手，建議考生需提前
三四個月進行針對性訓練，鍛煉上下
肢肌肉及靈活性。

高空工作隊要求高
跑38層樓 半天吊計數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翔）昨日警隊進行春季警察

招募日，招募見習督察、警

員及輔警，共收到2,010份

申請，人數與去年同期相

若。警隊2019/20年度計劃

招募 1,815 名警察，包括

195名見習督察及 1,620 名

警員，另招募320名輔警，

即平均約40人爭1個見習督

察職位，10人爭1個警員職

位。曾為香港代表隊的田徑

運動員盧嘉琳報考見習督

察，希望成為機場特警。有

現職女公務員希望放棄文職

工作，加入警隊成為刑事偵

緝科探員。

■岑小姐希望能當「女神探」。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警隊六個隊伍代表在現場向申請者介紹工作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警察搜查隊向投考者介紹工作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警隊昨日舉行招募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警隊介紹器材。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