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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名染金毛道友昨日偷奶粉，在屯門友愛邨
商場一間超市內，盜去五罐大裝奶粉放進黑膠袋離開，被職
員發現逃跑到四樓平台，張口咬傷追至職員後，為省卻兜路
時間，模仿電影特技人直接跳往對面一米外樓梯，但在中間
空罅墮下，跌落十多米下輕鐵路軌旁，跌斷雙腳就擒。警方
懷疑有人偷奶粉變賣後用來買毒品。

被捕男子姓陳（三十五歲），失竊奶粉的超市，位於友
愛邨商場一樓，該五罐奶粉總值一千餘元；超市一名梁姓職
員（二十二歲）追賊糾纏時，被咬傷右手臂，幸送院敷藥無
大礙。

昨日上午十時左右，一名男子走進超市內，把五罐奶粉
放進準備好的黑色膠袋，未有付款便離開，被職員發現拔足
狂奔。賊人慌不擇路，竟沿商場樓梯向上逃，走到商場四樓
平台盡頭時被職員追至，拋下奶粉金蟬脫殼不果，在糾纏時
竟張口咬傷對方右手臂。

他咬功得逞拔足再逃，因走到商場另一邊樓梯需要繞路
，疑慌張欲省時間，突然有如 「特技人」上身，攀過天台欄
河縱身跳向該樓梯，卻眼高手低，從相隔約一米多的空罅位
直墮，跌落十多米下輕鐵路軌旁邊梯級，當場雙腳骨折。警
員趕到把男子拘捕，與被咬傷超市職員分別送院；疑犯女友
到醫院探望時，見有記者在場，曾以粗言破口大罵。受 「特
技人」事件影響，現場輕鐵列車一度停駛。

【本報訊】一名中四女生疑因食物敏感影響求學，
昨日凌晨留下寫有 「唔鍾意讀書」等字句的遺書，在黃
大仙竹園南邨家中喝過數小樽白酒及果汁酒後，由大廈
高處跳下自殺，跌落一樓簷篷殞命。由於她前日到醫院
覆診後，聲稱覺得醫生質疑她 「詐病」，其胞兄認為情
緒或因此受影響。

跳樓輕生少女吳莉（十六歲），居於竹園南邨麗園
樓，年邁父親（七十七歲）已退休及多病，母親（五十
八歲）也無業，胞兄十八歲讀中六，她則在新蒲崗李裘
恩紀念中學讀中四，學業成績一般；一家四口靠綜援金
過活，兩兄妹在內地出生，移居香港十多年。

胞兄指出，其妹約五年前證實患食物過敏，有次吃

完咖喱魷魚和牛肉後，全身出紅疹，送抵醫院時更昏厥
，其後需每半年覆診，但因沒戒口，之後也試過要召救
護車送院；認為胞妹學業因此受到影響。前天她到廣華
醫院覆診，返家後聲稱覺得醫生質疑她 「詐病」。

昨日凌晨二時左右，女事主突然由大廈走廊跳樓
自殺死亡，警員在屋內找到寫有 「唔鍾意讀書」等字
句的遺書，以及三個已空或半空小酒樽，相信有人事
前曾飲白酒及果汁酒，估計原因或涉健康和學業等問
題。

胞兄表示，其妹曾透露心願是當傳教士，並希望購
買婚戒送贈父母，作為兩老當年沒購結婚戒指的補償，
而為了慳錢，見有平價即食麵，便會入貨儲糧節省零用
錢；不過兩個心願俱已變空。

勤奮爸爸遭貨車夾死勤奮爸爸遭貨車夾死
遺妻女生活無依 司機稱睡醒誤鬆掣

飛來橫禍男子陳燦基（五十三歲），和妻子及十
七歲女兒，一家三口居住順天邨天權樓一單位。他受
聘一間工程公司任散工，負責清理泥頭及搬運工作，
每早在觀塘區與少東等集合，地點視乎每單工程而定
，近日則在觀塘天香街近紫來里交界集合後開工。

被捕司機黃×成（四十歲），駕駛一輛二十四噸
中型密斗貨車，早前提取了一批電子零件放在車內，
價值達三百萬元，因此人不離車，前晚把車泊在上址
路邊，留在駕駛室內過夜，現場路面微斜。據悉，他
在座位上橫躺而睡，頭部靠近左邊車門，腳部擱在軚
盤側。

一聲慘叫吐血昏迷
昨晨七時二十八分，事主把一批水泥材料，從貨

倉搬到停泊路邊的公司工程車上，而工程車後方五、
六米處，也泊了一輛中型貨車。當大致搬完後，事主
把一輛手推車抬上貨斗，公司少東也在旁協助。此際
中型貨車突然溜前，少東發現大驚即時跳開，見事主
背向未能走避，欲大叫提醒已來不及，貨車已衝至撞及
事主，夾向工程車尾部，事主一聲慘叫當場吐血昏迷。

消防員趕到救援，勒令中型貨車司機把車退後，
期間未知司機是否慌張失神，貨車尾曾輕微碰撞後方
另一輛車；救護員替傷者即場急救，再送往伊利沙伯
醫院搶救，惜因胸骨重創，延至七時五十五分不治。
妻女聞訊趕到醫院，得悉與摯親從此天人永隔，哭得
死去活來，妻子在殮房激動緊握夫屍手臂時，死者口
部突然噴出一口鮮血。

司機在場向警員稱，事發前剛睡醒兩眼惺忪，懷
疑誤觸手掣致鬆開出事。警方經初步調查，以涉嫌危
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把司機拘捕帶署，並把貨車拖
走作進一步檢驗；期間工人一度打算把貨車上電子零
件卸下，但因涉及車輛重量問題或影響調查，被警員
阻止。至晚上准予暫時保釋候查。案件現由東九龍總
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跟進。

有汽車行業人士稱，私家車或貨車的手掣通常設
有安全裝置，需要按下按鈕或拉起操作桿，才能把手
掣鬆開，對於有人睡覺時誤觸手掣而鬆開，感到難以
想像。另外，他又指出，車輛停泊斜路時，司機應該
把車轉入一波或後波，若是極斜路段，更要做多一重工
夫，取來石塊放在車輪處頂住，防止車輛溜前或溜後。

【本報訊】觀塘發生貨車溜前夾死工
人車禍。一名任雜工勤奮養家的好爸爸，
昨晨和公司少東站在兩貨車中間搬貨時，
後方有司機留宿過夜的中型貨車，此車突
然在斜路溜前數米，少東及時跳開脫險；
但雜工背後無眼不及走避，夾於兩車之間
吐血慘死，遺下孤寡妻女，銀行戶口僅剩
七十元生活無依。司機聲稱剛睡醒誤碰手
掣出事，涉嫌危險駕駛被捕。

【本報訊】陳燦基的姓吳遺孀表示，丈夫現
職工作是經朋友介紹，因做事盡責，深得判頭讚
賞；工作每天收入約七百元，但僅可應付生活開
支，並無隔宿之糧，故她數月前也在將軍澳區找
了一份餐廳雜工，以幫補收入；為節省一程小巴
車資，她會步行半小時往港鐵站，昨日丈夫也有
陪伴她到港鐵站，詎料一別成永訣。

吳婦稱，丈夫視女兒如掌上明珠，加上自己
讀書少令生活艱難，平日有錢省下來，都會留予
女兒備用，如每月繳付數百元補習費，望她能升
上大學。愛女現時讀中五，早前喜歡彈古箏，丈夫
也給錢讓她上學習班，並買下一具古箏方便練習。

昨日事發時，吳婦正在上班，因手機放在儲
物櫃，至中午時才知道意外。她又展示其銀行存
摺，顯示戶口僅剩下七十元，連殮葬費也成問題。

銀行戶口僅剩70元

疑因健康和學業受困擾疑因健康和學業受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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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竊兵團潛大廈
遭警甕中捉鱉

金毛賊偷奶粉逃跑摔斷腿

▲後方貨車溜前，搬運工走避不及被夾死，現場遺留
大灘血跡

▲妻女路祭，與摯親從此天人永隔，哭得死去活來

上月底三名廣東大學生以假護照專程來香港，受
聘冒名頂替參加托福考試，結果被揭發而各被重判入
獄十個月，事件引起各界關注。

對於在本港舉辦的外國大學入學試先後被揭發
「請槍」事件，唐創時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過往

曾發生一宗同類個案，涉事的考生已被取消所有科目
資格。至於即將開考的首屆文憑試，他說當局已向所
有考生派發准考證，為防範作弊，局方推出 「六招」
提升文憑試准考證防偽特徵。

考評局學校考試及評核部總經理許婉清表示，准
考證會使用特別紙張印製，每張會有獨立編號，相片
會由校長核實後加印。 「監考員會使用掃描器掃描
右上角新增的電腦條碼身份，以及核對相片、個人
資料等。」

全新APP提供考試詳情
考評局今年一月向全港中學派發文憑試各科練習

卷，並為四大核心科目抽取二千八百份試卷評改。考
評局評核發展部總經理李王鍏表示，採用雙評方式評
卷的通識科，大部分考生表現中規中矩，有考生在個
別題目取得滿分，兩名評卷員評改同一試卷的分數相
差不大。她補充，為應付高考及文憑試評卷工作，當
局需招聘五千七百名閱卷員，已收到一萬一千份申請
，正在篩選。

另外，首屆文憑試在本月二十八日開考，為加強
對逾七萬名考生的支援，考評局昨日推出全新手機應

用程式，考生免費下載 「HKDSE」程式
後，輸入個人應考科目等資料，設
定個人檔案，程式會列有各科考試
時間表、重要日期、考試規則、試場
地圖等，並附投訴、報告考試異常情
況等功能，方便考生查閱。當局亦會透
過程式即時發放最新消息，包括惡劣天
氣下的特別安排。

【本報訊】首屆中學文憑試將在今年七月
二十日放榜，但為回應大學提早放榜的訴求，
考評局提出明年放榜時間提前至七月十日。局方
又提出六大措施，包括將文憑試的中英文科口試
開考日期，由五月提早至二月底、將中英數三科的
筆試考試時間由兩天壓縮為一天、若考生應考科目
不相撞，同一天設兩科考試。

考評局就提早放榜向全港中學校長發出問卷，秘
書長唐創時昨日表示，明白學界有正反兩面的聲音，
目前展開的是可行性諮詢。 「有關安排不會對考生構
成太大壓力，以往在高考時，考生同樣是在一日內考
完一科，考試時間約五、六小時不會太長。」他強調
，當局現時未有既定立場，未來會諮詢學界，最快五
月可通知學校明年的公開試安排。

廠商會中學校長麥耀光認為，提早放榜的確有助
大學處理收生程序。但他關注，現時三月底開考已為
師生帶來補課、趕課的壓力，若明年提前二月底考試
，他們的壓力必定加倍。 「若要提早考試，考評局可
考慮再簡化個別科目的校本評核，如通識科，既可減
輕師生壓力，又可令課時具彈性。」

教育評議會昨日發出通告，反對當局提前舉行文
憑試的安排，認為會加重教師負擔，及中英數筆試考
試由兩天壓縮為一天，令考生身心疲倦。

【本報訊】四年前一手提攜九歲 「神童」沈詩鈞
入讀浸會大學的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昨日與傳媒菜
敘期間 「爆料」，指現年十三歲的沈詩鈞已變成 「大
隻仔」，個子長得高高，一副成年人的樣子。 「他去
年十一月提早完成數學理學士和數學哲學碩士雙學位
課程，現正在美國研究數學，並打算在當地唸博士。
」唐創時透露，他們經常透過電郵聯絡，並已為對方
寫下十多封唸博士的推薦信，但仍未選定哪一間學校。

申報內地校港生達6217人
【本報訊】六千二百一十七名港生網上申請免試入讀內

地高校，文憑試考生佔四千八百七十七人，高考生為一千三
百四十人。

雖然報名人數多，但迄今辦理確認手續的人數偏低。有
關方面呼籲同學，到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934室
確認，那裡地方寬敞，確認點多，可減少等待時間。再者，
確認前可以更改選校志願和次序。

今 年 六 十 三
所內地高等院校
，首次推行免試
招收香港學生計
劃。學生可先在
網上報名，然後
於限期內到中國

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辦理確認程
序。報載，首天中心已經 「迫爆」，估
計約有五千人報到，情況踴躍。

有關計劃能夠落實，是香港教育局
與內地教育部門努力的成果，值得讚揚
。到內地升學，確實有其吸引之處。除
了享有地緣之利，學費、生活費、雜費
也較出國便宜。報載，有報名學生指出
，今時今日，港生應該放眼祖國，因內
地發展空間大，為了建立人際網絡和熟
悉內地的處事模式，開拓更多機會，所
以選擇內地院校，希望有利將來發展。

另外，內地可供選讀的科目也比香
港多，例如六十三所院校中，八所是中
醫藥大學，分布北京、天津、江蘇、浙
江、湖北、廣東、四川及福建，加上附
設中醫院，實習機會較多。再者，香港
今年踏入 「雙軌年」，升學競爭激烈，
早前已有學界中人指出，單看公、私營
大專學額總數，表面上是足夠的，但若
要選上心儀科目，則可能面對劇烈競爭
，擔心學生為求 「上車」，出現錯配情
況。今年內地首推免試招生計劃，剛好
為港生提供出路。

然而，美中不足之處，是六十三所
大學的最低收生要求跟香港一樣，是
「三三二二」，有些甚至更高。香港的

大學主要以英語教學，要求考生英語水
平達到三級水平，本無可厚非；但內地
的主要教學語言不是英語，要求考獲三

級程度，實無此必要。回想筆者當學生的年代，香港大學等
院校某些不以語文能力為主要考慮的學系，如理科、工科等
，會錄取英語能力稍遜的學生，中文大學所設的高等程度會
考，英語要求比高級程度會考更低。

筆者想指出，對於一些語文能力稍遜但數理能力較強的
學生，在以往的制度下，仍有升學機會；現在不管學生其他
科目如何出色，只要語文不達標，便等同斷絕升學之路，反
映出整個制度對男生的不利。男生沒有出路，就很容易成為
「憤青」！

香港是國際城市，勞動人口須具一定英語水平，以配合
經濟發展，這是鐵一般事實。面對目前香港考試制度的困局
，筆者本來期望內地大學可以為語文能力稍遜的港生提供出
路，可是觀乎現在的收生要求，難免失望。

【本報訊】香港理工大學一項全港抽樣調查指出
，五成二家長每日陪伴子女的時間不足三小時。相對
於二○一○年，認為自己與子女溝通時間有改善的家
長，只有兩成半。

圍繞父母與子女的溝通關係，理大應用社會科學
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上月以電話訪問三百多名子女介
乎三至十六歲的本港父母。結果顯示，五成二受訪者
每日與自己子女的相處時間少於三小時。兩成半稱相

處時間介乎三點五至五小時。
比起二○一○年，只有四分一父母認為陪伴子女

時間多了，兩成認為少了，逾半表示沒有多大改變。
至於受訪父母每日陪伴子女的時間，三成八表示介乎
一點五小時至三小時，兩成六表示是三個半至五個鐘
頭，近一成半則少於一小時。

雖然受訪者大多認為與子女的親密溝通時間對子
女的成長有深遠影響，但有三成多家長表示，過去一

星期未有與子女作任何外出活動。甚至有一成在一個
月內全無同子女外出活動。

調查發現，超過九成三受訪父母認為親子關係最
重要，七成八願意以部分工資換取更多時間陪伴子女
，其中三分一人願意減少兩成至三成工資。

另一方面，電子媒體普及，令親子溝通模式起變
化。除了面對面對話，四成受訪者主要以電話同子女
溝通，另有一成三則以電子產品（如短訊以及
What's App），一成半以留言、便條以及電郵等形
式溝通。

首屆中學文憑試本月底開考。為防範
考生作弊，考評局推出 「六招」 提升考生
准考證的防偽特徵，除用特製紙張外，亦
印有電腦條碼，監考員會以掃描器核對考
生身份。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強調，本港
的公開試採用嚴謹措施，有信心杜絕 「請
槍」 事件。

本報記者 李盛芝

52%家長每日陪子女不足3小時

文憑試擬提早放榜

唐創時：唐創時：神童神童已變已變大隻仔大隻仔

文憑試月底開考 考評局推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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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批爆竊兵團昨日凌晨傾巢而出，潛進尖沙
咀山林道一幢大廈企圖爆竊單位，有鄰居發現報警，大批警
員趕至封鎖出入通道逐個捉，一網成擒拘捕六漢，當中包括
一名南亞裔，並在附近尋獲賊人配備的私家車。由於賊黨
「大陣仗」出動情況異常，警方會作深入調查。

被捕六名男子年齡由三十二至三十七歲，警方在現場檢
獲螺絲批、鐵筆和電筒等爆竊工具，暫以企圖爆竊罪通宵扣查
。現場為山林道五十二號一幢大廈，案中沒有住客蒙受損失。

昨日凌晨二時許，一批竊匪配備螺絲批、鐵筆等工具，
潛入上址大廈住宅單位撬閘，一名姓余住客（二十七歲）聽
到異響發現，立即報警求助。二十多名警員聞訊趕至，首先
封鎖大廈各出入通道，再上樓仔細搜查，在其中一層發現一
名賊人正在撬閘，立即制服拘捕，其後再在大廈拘捕另外五
名疑犯，將賊黨一網成擒，並起出一批爆竊工具。

另外，警員又在附近的天文台道，找到歹徒所用一輛私
家車，稍後押解一名疑犯到場查車搜證。由於賊黨 「大陣仗
」傾巢行動，情況極不尋常，探員正了解選擇上址大廈是否
僅為 「求財」，抑或另有其他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