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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貨車撼的士五傷
【本報訊】一輛載客的士昨日在馬鞍山繞道駛至分岔路

口時，疑因選擇行車線舉棋不定，突然減速慢駛，遭尾隨貨
車收掣不及狂撼，車尾嚴重毀爛，導致石油氣缸漏氣險釀爆
炸，幸有驚無險，意外中共五人輕傷，包括一名手抱女嬰。

五名傷者為貨車尹姓司機（二十八歲）、的士張姓司機
（五十四歲）；的士上兩名姓朱、姓梁男女乘客（四十二及
四十一歲），他們抱着一名四個月大女嬰，各人頭頸輕傷。

司機疑不熟路突減速
昨日下午二時許，一輛市區的士載着乘客，沿馬鞍山繞

道駛向吐露港公路大埔方向，疑因不熟路，在駛至一個交匯
處分岔路口時，司機舉棋不定匆忙減速幾近停下，尾隨中型
貨車見狀猛然煞掣，惜仍然狂撼的士車尾，車尾幾乎完全
「摺埋」，裝載燃油的石油氣缸也出現漏氣。兩車五人悉數

受傷，送威爾斯醫院治理後並無大礙。由於擔心漏氣引起爆
炸，消防員趕到後需射水戒備；受意外影響，馬鞍山繞道一
度大塞車。

職訓局長沙灣設收生中心
【本報訊】實習記者劉思岐報道：配合高考放榜，職業

訓練局今明兩天在長沙灣荔枝角道702號設立統一收生中心
，供考生即場報讀轄下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香港專業教
育學院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考生亦可通過放榜熱線
28361888諮詢升學信息。

【本報訊】實習記者劉思岐報道
：青協 「會考寬頻 27771112」計劃已
處理近九百宗高考生求助個案，比去
年增加三成。

其中四成學生表示很有壓力，
更有百分之七的個案出現嚴重情緒
問題。

青協督導主任吳錦娟表示，今年
末屆高考與首屆文憑試同時舉行，很
多高考生認為社會只關注文憑試，忽
略他們也承受着同樣壓力。亦有考生
擔心，若於最後一屆失手，便無法經
聯招取得學位，只能與文憑試考生競
爭學額。

找換店東主遭扑頭搶手機
【本報訊】九龍城衙前圍道一名找換店東主，昨晨返

店準備開舖時遇上扑頭賊，幸從鐵閘倒影看到賊人持中藥
棍走近，及時回身避過頭破血流之災，但面頰仍中棍受傷
。賊人搶去一部手機逃走，但逃至附近賈炳達道時，被兩
警員截獲就擒。

被捕男子林×偉（二十七歲），涉嫌行劫罪；遇劫事
主陳×傑（五十四歲），在衙前圍道三十一號經營外幣找
換店，開業近二十年，因面頰受傷送院，敷藥無大礙。

中藥棍擊中面頰
昨晨八時左右，事主帶着飯餸及平板電腦等物，如常

返店開舖，蹲下準備拉起捲閘時，赫然從閘面倒影，看到
一名男子手持硬物不懷好意走近，立即轉身查看，但已被
對方用中藥棍擊中面頰，並企圖搶劫財物。他負傷反抗及
揚聲大叫打劫，賊人恐事敗，糾纏一輪後，只搶去一部約
值一千八百元的手機，即拔足逃跑。

有市民拖狗散步見狀，欲幫手攔阻但無效，賊人逃至
賈炳達道，兩名警員巡經知悉劫案，立即將疑人截停拘捕
，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本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 「五億探長」呂樂
曾作度假別墅、現屬休憩公園的沙田大圍博雅山莊，
因地處偏僻被黑幫開設牌九賭檔，經營三年屢冚屢開
，警方昨日掩至封鎖多個出口，再次搗破賭窟並首度
擒獲主持，共拘捕十四名男女，檢獲四千元現金及一
批賭具。

博雅山莊毗鄰美林邨，現屬休憩公園，因有一河
相隔，附近居民也極少前往。山莊佔地四萬多平方呎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曾為 「五億探長」呂樂名下公
司物業，用作度假別墅。當時山莊有十多呎高的大麻
石城牆圍繞，附近村民戲稱為 「萬里長城」。政府在
一九八七年建築城門隧道公路，拆毀了山莊大部分建
築物，只餘下門樓部分；二○○四年加建地台及長櫈
。呂樂在二○一○年去世。

約三年前，有黑幫在園內經營賭檔，因公園內有多
條路可通往銅鑼灣山路、美田路，方便逃走；警方自
○九年起，曾掃蕩賭檔四次，每次均被主持逃之夭夭。

首度擒獲賭檔主持
今次被捕八男六女，三漢（二十至四十歲）涉嫌

主持及「睇水」，其他為賭客。據悉，賭檔每日下午三
時許開檔至深夜，主要玩 「紙牌九」，每鋪抽水一百
至三百元不等；設施除了枱櫈、賭具，還有麵包、蒸
餾水及蚊香供應。

沙田特別職務隊聯同田心特遣隊、鄉村巡邏隊，
並出動兩頭警犬，昨日掩至上址封鎖所有進入公園通
道，當場拘捕主持及兩名負責「睇水」男子，十一名賭客
，檢獲四千元現金及一批賭具，全部帶返警署扣查。

警破博雅山莊賭檔拘14人

八特殊生獲2A或以上佳績
【本報訊】除了得天獨厚的狀元，今年亦有八名特殊學

習需要（SEN）考生，考獲兩優或以上成績，力證天生我才
必有用。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昨透露，最佳 SEN 考生考獲
四優，而另一名患有嚴重視障的考生，接近完全失明，只看
到少少光，須用點字試卷應考，但同樣克服困難考獲佳績。

考評局在今年高考為二百五十七名有特殊學習需要考生
，提供額外支援。考評局總經理許婉清說，考評局設立十九
個特別試場，配合個別考生需要，如延長答卷時間、安排特
別試場等。唐創時表示，八名有特殊需要考生考獲兩優或佳
績，分別患有聽障、視障及手部活動能力有不同障礙，主要
來自主流學校，他們的成績令人鼓舞。

據了解，親歷一○年末屆中學會考的視障學生黃嘉濠，
於會考獲得二十一分及兩優佳績。他目前就讀主流學校、馬
鞍山聖若瑟中學，該校老師鼓勵他今年再戰末代高考。

遊客獲「驚喜」生日禮物
【本報訊】傷者謝小姐（約四十歲

）昨日 「牛一」，可免費進入海洋公園
，選擇了玩氣球升空，詎料竟屬 「過山
車式」版本。她指出氣球急墜時，不但
感到速度明顯加快，而且傾側及左搖右
擺，由於吊籃欄杆只約一米多，她和其
他遊客嚇得紛紛蹲下，更要握緊欄杆，
恐防拋出籃外。

她昨日還找來朋友陪同共度生日，
其友獲半費優惠入場，結果出事時齊齊
受驚，未想到今年生日竟會如此度過。謝
小姐本身患有高血壓，安全着地後因感
到頭暈，雖然海洋公園的急救隊認為她
無大礙，事後仍與朋友堅持到醫院檢查。

五名傷者之中，地面一名內地女遊客因撞傷頭部，需
送往瑪麗醫院醫治。至於氣球內兩名本地女子，只是手腳
扭傷；另兩名印度男遊客經初步敷治後拒絕送院。

「七彩升空天地」是海洋公園在零七年加設的項目，
由一個直徑二十二米的巨型氦氣球，以吊籃載客上升到最
高一百二十米高空飽覽景色，再由鋼纜以每秒零點六米速
度拉回地面，過程需時約五分鐘，每次最多可載二十九名
遊客及一名操作員。

法供應商製造使用三年
海洋公園副行政總裁李繩宗指出，該氣球為法國供應

商製造，使用了三年。工作人員每天都會對氣球的氣壓計
、風速計等作檢查，每星期還會爬上氣球頂部檢查球體，
而上一次檢查球體在本周二。

昨日下午三時四十五分，當時大氣球載着一名操作人
員和七名遊客升空，因應天氣情況升至六十米後下降，但
降至離地二十米時，即相當於七樓高度時，氣球突然嚴重
泄氣，下降速度加快，還因風向影響左搖右擺，最終偏離
直徑三十二米的 「氣球管制區」，飄至附近音樂噴水池邊
的花槽處墜地，撞傷地面一名女遊客，並且吊籃傾側，籃
內遊客等被困。海洋公園職員趕到出動鋼梯，把被困者救

出，共五人受傷，其中三人需送院治理。海洋公園事後已
暫停該氣球升空活動。

機電署促七日內交報告
海洋公園副行政總裁李繩宗表示，將會配合機電署及

聯絡製造商全力調查意外原因，又對受影響遊客致歉。工
程總監曹志強指出，初步相信是氣球出現破損漏氣，以致
下降速度加快釀成意外，破損原因需待調查，但初步相信
氣球事前並無撞到任何物件。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回應事件
稱，十分關注今次意外，機電工程署已跟進事件。

20米半空突泄氦氣 傾側搖擺

海洋公園氣球急墜傷五客
【本報訊】今年屢次發生機動遊戲故障

的海洋公園，昨日 「七彩升空天地」 的載人
大氣球，竟出現漏氣急墜驚魂，氣球從二十
米約七樓高急跌並傾側搖擺，籃內遊客嚇至
心驚膽跳，氣球最後偏離降落區跌落附近花
槽，撞傷地面一名女遊客，事件中共五名遊
客受傷。海洋公園已聯絡法國製造商調查原
因，機電署要求海洋公園七日內交報告。

陳易希勉高考生勿放棄
【本報訊】記者潘婷婷報道： 「星之子」陳易希昨日獲

得 「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青年獎」。他領獎後寄語末屆高考
生，成績不是評定一個人的唯一標準，年輕人只要有熱誠，
對未來的方向明確，總會有成功機會。

二○○四年，陳易希憑發明作品 「智能保安機器人」，
獲得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物理學二等獎，並獲
嘉獎以他的名字命名一個小行星，因此被稱為 「星之子」。
二○○六年，他會考 12 分兼中、英文（課程甲）兩科不合
格，但被香港科技大學破格錄取讀大學。

陳易希去年從科大畢業，自主創業成立 Bull-B 科技公
司。昨日，他獲得 「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青年獎」，他稱：
其實現在很多青年都很有理想，但是最後未必能夠實現，我
想透過自己的經歷告訴大家，其實香港的ICT創意和技術水
平不低，對ICT有熱誠的青年要有信心。

「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員獎2012」由香港電腦學會舉
辦，共設二十八個獎項。城大資訊系統學系特約教授楊月波
獲頒 「資訊及通訊科技終身成就獎」。

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圖）昨公
布二○一二年高考成績，今年有四萬
一千多人應考，一萬八千二百多名日
校考生考獲中、英文和兩科高考及格
，符合入讀大學最低要求，比去年微
跌五十人，佔日校考生人數約五成八
。按近年八大透過聯招取錄一萬二千
名高考生讀大學計算，預料將有六千
多名末屆高考生需另尋出路，今年考
生更須與七萬名首屆中學文憑試考生
，一同競爭自資學位或副學位課程的
三萬四千個學額，普遍院校表明按成
績收生，不分中七和中六生。

6千達標考生無大學學位
考評局今年共給出四千七百多個

A，當中兩男兩女奪得六優榮登 「末
代高考狀元」，另有九男四女奪得五
優佳績，預料 「奪 A 工廠」恒生管理
學院再成大贏家。

唐創時又透露，今年最年輕的高
考生僅得十四歲（比去年再低一歲）
，並考獲符合入讀本地大學資格。據
了解，該名 「高考神童」是來自黃大
仙區的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
學的男生伍國頌，他曾在世界數學測
試及珠心算比賽奪佳績。

至於各科成績，英文科及格率未
見回升，在首次應考日校考生中，英
文科及格率不足百分之七十五，與去
年一樣。英文科整體及格率僅百分之
六十九，較去年跌零點七個百分點，
遠低於推行母語教學前及格率約八成
的水平，整體 「奪 U 率」更高達一成
一。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及格率，較
去年上升零點八個百分點，有百分之
九十六點一，當中百分之一點九人考
獲 A 級。生物科的及格率較去年下跌
五點七個百分點，近七成二；中國文
學及通識教育科的及格率均下跌約三
個百分點，及格率分別是八成四及近

七成三。四千人應考的中國歷史科，
及格率為七成六，較去年微升百分之
零點五。

考評局今年揭發三宗於試場內拍
照或將電腦條碼上載至互聯網個案，
考評局總經理許婉清指出，當中兩人
於試場拍照後上網，公開展示的個案
較為嚴重，故兩名考生該科成績被降
級，另一人則在試場被監考人員發現
偷拍則被扣分。

唐創時補充，隨着首屆中學文憑
試舉行，今年是最後一屆為學校考生
舉辦的高考，考評局明年將為自修生
舉行最後一屆高考，提供十五科高級
程度及十六科高補程度科目讓考生參
加，詳情將於八月底公布，九月接受
報名。

另一方面，天文台預計今日有狂
風驟雨及雷暴。考評局提醒考生，若
今日早上五時前天文台發出八號風球
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將延遲放榜；
若訊號在下午一時前取消，將於下午
放榜；若一時後才取消訊號，放榜日
期則延至明日。

今放榜 逾1.8萬人符入學資格

末屆高考誕四6A狀元
逾四萬一千名考生參與的末屆高考今日放榜，當中一萬八

千二百多人獲大學 「入場券」 ，可惜資助學額僧多粥少，料最
少六千名達標考生入本地大學夢碎，須另尋出路。末屆高考共
誕生四名六優狀元，以及十三名五優 「榜眼」 。另外，最年輕
考生僅十四歲，亦奪得入讀本地大學資格。

本報記者 劉家莉

近兩年高考概況

整體考生

符合大學入學要求日校考生

六優狀元

五優人數

考取三優或以上

考獲A級總科數

首次應考日校考生英文科及格率

首次應考日校考生中文科及格率

最年輕考生

最年長考生

資料來源：考評局

2012年

41,572人

18,212人

4人（2男2女）

13人（9男4女）

393人

4763

74.9%

96.1%

14歲（考獲入讀大學資格）

63歲

2011年

42,069人

18,263人

4人（3男1女）

17人（7男10女）

363人

4875

74.9%

95.3%

15歲（考獲入讀大學資格）

56歲

高考生求助個案增三成

▲警方掩至博雅山莊封鎖多個出口，搗破賭窟並首度
擒獲主持，共拘捕十四名男女 本報記者區天海攝

▲的士遭尾隨貨車狂
撼，車尾嚴重毀爛

本報記者區天海攝

▲ 的士上其中一名乘
客受傷送院

本報記者區天海攝

▲載人大氣球漏氣急墜偏離降落區跌落附近花槽
本報讀者提供

▲其中一乘客謝小姐（前面持膠袋）
事後與朋友到醫院檢查

▲末屆高考今日放榜，逾一萬八千二百人獲大學 「入場券」 資料圖片

▲ 「星之子」 陳易希寄語高考生，認準目標前進就會成
功 本報記者潘婷婷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