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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33 ℃
最低 28 ℃

天晴炎熱

澳 門
廣 州
北 京
天 津
濟 南
南 京
上 海
杭 州
福 州
海 口
台 北
首 爾
東 京

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重 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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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
曼 谷
新加坡
悉 尼
墨爾本
洛杉磯
三藩市
紐 約
溫哥華
多倫多
倫 敦
巴 黎

法蘭克福

蘭 州
西 寧

烏魯木齊
銀 川

呼和浩特
南 寧

預測
密雲
雷暴
雷暴
驟雨
多雲
天晴
天晴
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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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雲
多雲
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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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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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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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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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樓自殺青年郭詠豪（二十三歲），與母親及胞
弟，一家三口住在安寧花園第五座一個單位。其母在
兩兒漸大後，已找工作自力更生，現時在區內一個屋
苑任職保安員；胞弟剛中學畢業，也準備投身社會尋
找工作。

據悉，郭母早年婚姻破裂離異，一度靠領取綜援
金養育兩兒，之後母親因要工作，唯有把兒子託予親
人照顧；所以事主幼時隨姨母在元朗區生活，後來才再
母子同住。上址單位是在父母離婚後，歸予母親所有。

親屬指出，家人對事主並無給予壓力，但他自幼
發憤讀書，學業成績優異，在中小學階段經常考第一
，順利大學畢業後，欲更上一層樓，在中大繼續攻讀
理科研究生課程，並獲聘為助教；前途可謂一片光明
。母親眼見兩子已長大，以為捱到出頭天大感安慰。
不過事主可能因為不斷自我鞭策，經常書不離手努力
讀書，以致社交活動不多，還沒有拍拖。

昨晨九時許，事主突然在寓所攀窗跳下自殺，跌
落大廈對開露天停車場空地，肝腦塗地昏迷，保安員

發現報警，救護車將他送醫院搶救後不治。警員上樓
逐戶拍門調查，當時母親外出不在家，其弟正在睡覺
，在警員登門始知出事，慌忙趕往醫院認屍，母親事
後接獲通知趕到醫院，驚聞喪子噩耗哭得死去活來，
令在場見者心酸。

「讀完大學就算啦，做乜咁大壓力！」曾照顧事
主的姨媽知道死訊大為慨嘆，並且情緒激動。警方經
過調查後，雖然沒有檢獲遺書，不排除有人在求學過
程中過分給自己施加壓力，最終壓力 「爆煲」，胡思
亂想下選擇了一條不歸路。

私家車衝入布行兩人傷
【本報訊】深水埗昨晚發生私家車衝入舖頭驚險意外。

兩輛私家車在十字路口相撞，其中一輛失控剷上行人路，
撞毀一間布行鐵閘（見上圖），全車剷進店內，幸職員已
下班舖內無人，只有女乘客與另一私家車司機受輕傷。

昨晚七時許，一輛本田房車沿楓樹街北行至汝州街時
，在路口與一輛私家車狂撼，繼而撞欄反彈，再橫越四條
行車線剷上右邊行人路，撞毀一間布行鐵閘，全車衝入舖
內，幾乎 「直插到尾」才停下。房車上女乘客（二十餘歲
）與私家車上傷殘人士司機受輕傷，送醫院敷治無礙。警
方初步相信有車 「衝燈尾」釀意外。

【本報訊】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內地用語漸
趨普及，教育學院研究發現 「微博」、 「維權」、
「黃金周」成為使用頻率最高的南下詞語榜前三名，

其餘還有 「減排」和 「自由行」等。
教院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昨天公布香港回歸

15 年來，十個最有代表性和使用頻率最高的內地南
下詞語：1. 「微博」2. 「維權」3. 「黃金周」4. 「減
排」5. 「自由行」6. 「提速」7. 「經濟體」8. 「國足
」9. 「博客」10. 「高新」。（詳見 http://www.ied.

edu.hk/rclis）
教院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總監鄒嘉彥表示，過

去 15 年，香港和內地文化交流出現了兩個高峰，每
年均有數以千計的內地詞語南下進入香港媒體，同樣
有數以千計的香港詞語北上進入內地。

整體而言，南下詞比北上詞數多。內地詞語南下
以2003年6月至2004年7月為高峰，而香港詞語北上
則以1999年7月至2000年6月為高峰。教院將於七月
公布97年後香港詞語北上內地的情況及分析。

部分自資院校收取中六中七生安排
院校

明愛專上學院

職訓局IVE

理大專上學院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浸大國際學院

東華學院

能仁書院

資料來源：各院校

收生及課程安排

中六生七成，中七三成，課程
無分別

中六生七成，中七三成，課程
時間可有長短

收生差不多，有些課程分開，
有些一起

無分別，不會分開處理

無分別，不會分開處理

無分別，按成績收生，額滿即
止

無分別，資源有限，不會分別
處理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七日電】一名港人在深圳發
展下線幕後操控二十一人團夥跨境偷運、販賣香港六合彩報
、馬經，並利用地下錢莊非法交易，遭深圳警方破獲。今日
，該團夥的十九名成員在深圳法院一審被判徒刑。

據披露，去年五月十三日，警方在深圳光明、羅湖、龍
崗三地同時抓捕這個地下六合彩的經營團夥，抓獲了以劉×
宏、聶×媚為首的團夥成員二十一名，繳獲六合彩報、馬經
共三萬餘份，作案用車輛九輛，搗毀一個地下錢莊。

目前，該團夥頭目劉×宏、聶×媚夫婦因 「非法經營罪
」分別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及八年，同時判處罰金合共
二十七萬元人民幣，李×安因 「非法經營罪」被判處有期徒
刑八年，判處罰金二十萬元人民幣，李×權因 「非法經營罪
」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判處罰金二十二萬元人民幣。此外
，涉案人員鄭×源、張×強等十六人也分別判處二到六年有
期徒刑並處罰金。

深警破獲六合彩集團

【本報訊】實習記者劉思岐報道：香港中文大學
獲 「ACM國際程式設計比賽」世界總決賽第八名，
取得近二十年香港大專院校 「出戰」該賽事的最佳戰
果。參賽者羅維漢、韓文軒及袁澤暉從兩萬五千名參
賽者中脫穎而出。

「ACM國際程式設計比賽」始於一九七零年，
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電腦程式比賽。總決賽共設十二道
應用題，要求三個同學用一台電腦在五個小時內作答
。例如，飛機從某起點飛向目的地，要求航線中每一
點必須與某些機場保持一定距離，令發生意外時可緊
急降落，學生須設計最短且安全的飛行路線。結果，
中大擊敗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及東京大學等傳
統強隊，勇奪銀獎。

中大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劉立志是中大參
賽隊伍的教練，十二年前，他曾代表中大參賽，回想
這十二年從隊員到教練再到教授的蛻變，他感嘆每位
隊員都十分不易，要經歷兩至三年的訓練才可參加比
賽， 「修得正果」後還會將所學精髓傳遞給新一屆的

隊員。 「正是因為對編程的喜愛及隊友間的深深情誼
，才令大家都堅持了下來」。

另外，劉立志當年的隊友現於美國 IBM 公司從
事研究工作，羅維漢亦獲聘成為FACEBOOK的軟件
工程師，十月即將赴美工作，年薪十萬美金。

【本報訊】記者潘婷婷報道：香港
浸會大學昨日首推 iQlickers 手機即時回
應教學系統，學生只需用手機發免費短
訊回應教師提問，系統便會快速顯示並
統計學生答案，成本相對低廉，無地域
及人數限制，有助增進師生課堂互動。

浸大化學系講座教授李慧明稱，因
女兒告訴他同台短訊免費而帶來研發
iQlickers的靈感，現時浸大暑期班已經開
始試行系統，浸大十幾位教師亦表示願
意試行，至於全港其他大學及中小學，
「目前正與教局探討中學推廣的可能性，

初步獲得很多中學老師的正面回應」。
與市場同類產品相比，iQlickers只需

安裝一個電腦服務器，成本低廉，無專
用配件，亦無地域及人數限制，又因同
台短訊免費，學生應用此系統便免費。

《醫路》講述醫護點滴
【 本 報 訊 】記者吳美慧報道：廿 四 歲 的 關 富 華

（Kenneth），偶像是德蘭修女，座右銘是心懷愛心做小事
，在伊利沙伯醫院實習加當正職的三年零九個月時間，深
信護士不止要打針提醒病人服藥，且需視病猶親，當病人
是親人。

有次快要下班時，關富華看見術後病人咀唇乾裂，
卻沒力取水杯，他走上前拿杯插上吸管，讓病人喝上比
什麼時候都甘甜的白開水，病人一句 「謝謝」，便是最
大欣慰。

Kenneth當腦外科護士，照顧在交通意外中撞傷頭的傷
者，從高處墮下的搭棚工人，以及中風病人： 「在公院，
不少是中風老人家，部分無家可歸，比住私院那些能負擔
的人，需要更多愛心。」他認為，替病人遞條毛巾、倒一
杯水，都可表達關懷。有次，他見到個神志不清的伯伯，
便將棉花餅沾水，替他抹臉、換紗布、抹厚厚的 「眼屎」
、抹凝固的鼻涕，連抹三天後，伯伯突然捉着他的手說多
謝，到了第四天，伯伯着他提早在下午四時替他抹臉，原
來伯伯終可出院。

伊利沙伯醫院的兒童及青少年科顧問醫生陳桂如，主
要治療紅斑狼瘡症等長期病患青少年，而廿五歲的文國斌
自十年前起成為她的病人，斌仔記得，初見陳桂如是在晚
上十時，第二天中午十二時再見到她： 「醫生輪班不是這
樣。」原來陳桂如見斌仔不能呼吸，X 光片呈白色，很不
放心，回家洗澡後便跑回醫院看他。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
心血液收集及招募部顧問醫生李卓廣，在九十年代初，他
因交通意外，留院長達半年，明白醫護人士的關懷是很重
要。現時，他很享受跟病人傾談的時光。

為慶祝成立二十周年，醫管局出版新書《醫路——生
命是美》，內有六十名前線醫護人員分享照顧病人點滴，
醫管局會將版稅收益，悉數撥歸醫院醫管局慈善基金。

回應通訊局調查報告
亞視將申請司法覆核

【本報訊】通訊事務管理局的調查報告指，亞視主要
投資者王征干預管理層工作，亞視執行董事盛品儒不是合
適持牌人，要求王征不可再參與管理層工作，禁止盛品儒
控制亞視和任亞視董事，否則會收回牌照，並向亞視罰款
一百萬元。亞視不滿，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案件
定於下月四日正式聆訊。亞視發言人表示，不會評論事件。

入稟狀指，亞視認為當局不願意公開曾會面人士的資
料，給予亞視回應的時間亦不合理，認為調查不公平，故
要求暫時禁止公開調查報告。通訊局下令亞視今日前就草
擬的報告提交書面回應，並在本月三十日向當局作口頭回
應，否則將報告落實。有關調查報告，本未向外公開，卻
因亞視入稟，主要內容提早被泄露。

院校憑面試成績收副學士

東廊噪音研究報告
預料三個月有結果

【本報訊】工聯會接獲北角和富花園居民投訴
，指飽受東區走廊交通噪音滋擾。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王國興昨日聯同路政署及環境保護署人員，以及
和富業主代表實地視察噪音問題，環保署承認噪音
嚴重，並會進行研究報告，以減低居民受噪音滋擾
，預計三個月會有初步結果。

鄰近東區走廊的和富花園有近五千名居民，業
主代表引述環保署數據稱，該區錄得的噪音平均為
七十九分貝，超過七十分貝的環境噪音指標。環保
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楊國良稱，由於東區走廊設計
過時，走廊之間的接駁位過密，因而產生密集的行
車噪音，王國興更指出，將來中環灣仔繞道工程落
成，與東區走廊接駁，將會進一步增加車流，令該
區的交通噪音更嚴重。

王國興建議，政府應為個別受影響住戶加設隔
音設備，並考慮將中環灣仔繞道工程的隔音屏障延
伸至北角和富中心一帶，施工時要採用較輕及有效
的隔音物料，減輕噪音滋擾，還居民 「耳根清淨」。

楊國良承諾，署方會進行短期研究報告，盡快
解決當前的噪音問題。

末屆高考明天放榜，文憑試成績則於下月二十日
公布。中六與中七兩批學生同年畢業，同於九月升大
學，但新舊學制不同，院校收生和課程安排會否相應
調整？浸會大學國際學院校長黃志漢昨回應，今年副
學士收生將延續之前安排，中六及中七生不會分開，
「如果考生報名早，成績優異，便可提早收到有條件

錄取通知。」
東華學院校長汪國成表示，招收中六與中七生的

安排和課程無差別，該校副學士申請數已達四千多個
，學額收滿就截止，不會有不同安排。能仁書院校長
黃景波也稱，中六與中七畢業生水平參差很正常，但
是資源有限，不會分別對待。理大專上學院稱收生要
求差不多，港專則謂無分別，也不會分開處理。

另一方面，明愛專上學院校長關清平透露，副學

位會按照中六生七成，中七生三成的比例收生，兩批
學生一起上課。職訓局專業教育學院顧問梁任城亦稱
，副學士收生也是中六生佔七成，中七生佔三成。
（見附表）

此外，考評局表示，所有高考生收到成績單後，
可 於 六 月 三 十 日 至 七 月 二 日 更 改 已 選 報 的 聯 招
（JUPAS）選科次序，並就成績有疑惑的科目於七月
六日前申請覆核考試成績。

考評局將於明年舉辦 「終極高考」，供自修生報
考，除了電腦、電子學及英國文學科外，較主流學科
均有開辦。輔導機構學友社提醒高考生，明年將沒有
機會靠高考成績透過聯招升讀大學，亦沒有官津中七
的重讀學位。有疑問考生可致電該社中七放榜輔導熱
線：二五○三 三三九九。

對於首屆中六文憑試考生與末屆中七高考生同時畢業，大專院校吸納兩批學生的課程
和收生比例是否相同引起應屆考生關注，對此，多間院校表示無分別，會以成績及面試表
現決定是否錄取。唯獨明愛專上學院和職訓局專業教育學院向本報記者表示，今年副學士
收生中六生將佔七成，中七生則佔三成，課程安排並無分別。

本報記者 潘婷婷

▲教練劉立志（最左）與隊員（右起）韓文軒、
羅維漢、袁澤暉都稱深厚的戰友情是最大的收穫

實習記者劉思岐攝

中大研究生跳樓亡
【本報訊】中文大學一名研究生兼助

教，因在單親及綜援家庭中成長，自幼發
憤苦讀，卻在快可自立時，昨日竟在將軍
澳安寧花園寓所跳樓身亡；由於沒有發現
遺書，警方正調查其輕生原因，不排除是
自我壓力 「爆煲」 。可憐慈母難忍喪子之
痛哭得死去活來，原以為守得雲開，結果
好夢成空。

中大國際程式賽奪佳績

內地潮語 微博自由行上榜

【本報訊】立法會交通委員會昨日討論港鐵加價
，港鐵承認加價導致近六百個車程的八達通收費高於
單程票收費，會考慮解決方法。議員狠批港鐵行政疏
懶及見錢眼開。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承認，可
加可減機制有改善空間，港鐵加價後的優惠已回應市
民訴求。

港鐵昨日在立法會表示，由於八達通收費調整以
一毫為單位，單程票五毫為單位，考慮到加幅，七元
以下的單程票收費不變，導致五百九十六個車程的八
達通收費高於單程票收費。有議員批評港鐵為行政方
便，調整票價時有疏懶，見錢眼開。

港鐵商務總監楊美珍回應稱，如果社會關注問題
，港鐵會考慮於明年大幅增加單程票票價。其言論引
來多名議員不滿，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葉偉明指責港鐵
威脅市民，批評港鐵我行我素，要求道歉。楊美珍解
釋，增加單程票票價只是收窄八達通和單程票票價差
距的方法之一，港鐵會考慮其他方向去解決問題。她

又說，設立全線月票在技術上可行，但違反用者自付
原則，港鐵暫不會考慮。

邱誠武表示，港鐵的可加可減機制檢討會在下半
年啓動，目標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完成。

八達通收費高於單程票
議員轟港鐵見錢眼開

▲李慧明（右二）稱，女兒告訴他同
台短訊免費帶來研發 iQlickers 的靈
感

▲仵工將死者屍體搬走

▲跳樓自殺青年郭詠豪，與母親及胞弟，一家三
口住在安寧花園第五座一個單位

本報記者區天海攝

▲港鐵亂收費被議員狂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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