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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3℃ 雷暴
河　　內 28℃ 36℃ 驟雨
雅 加 達 25℃ 34℃ 薄霧
吉 隆 坡 25℃ 34℃ 驟雨

馬 尼 拉 24℃ 31℃ 多雲
新 德 里 32℃ 45℃ 天晴
首　　爾 20℃ 32℃ 多雲
新 加 坡 26℃ 32℃ 多雲
東　　京 21℃ 26℃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8℃ 15℃ 驟雨

悉　　尼 8℃ 19℃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1℃ 22℃ 雷暴
雅　　典 24℃ 34℃ 天晴
法蘭克福 14℃ 28℃ 多雲
日 內 瓦 16℃ 29℃ 天晴
里 斯 本 17℃ 23℃ 多雲

倫　　敦 12℃ 20℃ 明朗
馬 德 里 18℃ 33℃ 多雲
莫 斯 科 12℃ 23℃ 有雨
巴　　黎 14℃ 21℃ 有雨
羅　　馬 15℃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1℃ 36℃ 大風

檀 香 山 23℃ 29℃ 大風
洛 杉 磯 16℃ 26℃ 多雲
紐　　約 14℃ 24℃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多雲
多 倫 多 19℃ 28℃ 多雲
溫 哥 華 12℃ 17℃ 多雲
華 盛 頓 16℃ 25℃ 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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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
氣溫：27℃-32℃ 濕度：70%-95%
潮漲：00:07(1.5m) 10:40(2.4m)
潮退：04:01(1.0m) 17:41(0.3m)
日出：05:45 日落：19:11

8/7(星期日)
氣溫：28℃-32℃

濕度：65%-85%

大致天晴

9/7(星期一)
氣溫：28℃-33℃

濕度：60%-85%

天晴酷熱

10/7(星期二)
氣溫：28℃-32℃

濕度：65%-85%

部分時間有陽光

氣溫：28℃-33℃

濕度：60%-85%

大致天晴及酷熱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15-40
空氣指數：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50-70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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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3℃ 雷暴
河　　內 27℃ 33℃ 驟雨
雅 加 達 25℃ 30℃ 薄霧
吉 隆 坡 25℃ 33℃ 雷暴

馬 尼 拉 25℃ 32℃ 密雲
新 德 里 29℃ 36℃ 雷暴
首　　爾 21℃ 30℃ 多雲
新 加 坡 24℃ 30℃ 雷暴
東　　京 24℃ 30℃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3℃ 14℃ 天晴

悉　　尼 8℃ 17℃ 驟雨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8℃ 22℃ 雷暴
雅　　典 22℃ 37℃ 天晴
法蘭克福 18℃ 25℃ 有雨
日 內 瓦 15℃ 23℃ 驟雨
里 斯 本 17℃ 26℃ 天晴

倫　　敦 14℃ 22℃ 多雲
馬 德 里 16℃ 30℃ 天晴
莫 斯 科 18℃ 26℃ 有雨
巴　　黎 15℃ 22℃ 雷暴
羅　　馬 20℃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7℃ 39℃ 天晴

檀 香 山 23℃ 30℃ 天晴
洛 杉 磯 17℃ 24℃ 多雲
紐　　約 22℃ 33℃ 天晴
三 藩 市 12℃ 21℃ 大風
多 倫 多 22℃ 35℃ 天晴
溫 哥 華 12℃ 22℃ 天晴
華 盛 頓 28℃ 38℃ 天晴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22℃ 29℃ 雷暴
長　　春 20℃ 31℃ 天晴
長　　沙 29℃ 37℃ 天晴
成　　都 23℃ 29℃ 雷暴
重　　慶 26℃ 36℃ 多雲

福　　州 27℃ 37℃ 多雲
廣　　州 25℃ 33℃ 驟雨
貴　　陽 22℃ 29℃ 多雲
海　　口 25℃ 32℃ 雷暴
杭　　州 28℃ 36℃ 雷暴
哈 爾 濱 19℃ 32℃ 天晴
合　　肥 27℃ 35℃ 雷暴

呼和浩特 20℃ 29℃ 驟雨
濟　　南 25℃ 34℃ 多雲
昆　　明 17℃ 25℃ 驟雨
蘭　　州 15℃ 29℃ 驟雨
拉　　薩 11℃ 23℃ 密雲
南　　昌 28℃ 36℃ 天晴
南　　京 26℃ 34℃ 雷暴

南　　寧 25℃ 33℃ 驟雨
上　　海 27℃ 34℃ 雷暴
瀋　　陽 20℃ 32℃ 多雲
石 家 莊 25℃ 32℃ 雷暴
台　　北 27℃ 35℃ 雷暴
太　　原 22℃ 28℃ 有雨
天　　津 25℃ 32℃ 多雲

烏魯木齊 18℃ 27℃ 多雲
武　　漢 27℃ 35℃ 多雲
西　　安 23℃ 30℃ 有雨
廈　　門 26℃ 33℃ 多雲
西　　寧 12℃ 24℃ 驟雨
銀　　川 19℃ 28℃ 密雲
鄭　　州 24℃ 30℃ 雷暴

1.2萬內地生報讀 取錄363人增24％
港大招省市狀元21位破紀錄

港校近年成為內地尖子升學熱門地點，捨棄
清華、北大等內地頂尖名校，選擇來港升

學情況漸見普遍。單以北京而言，2004年至2011
年共19名狀元中，逾半（11人）來港升學。

推摯友計劃 學長指導助適應
今年內地高校放榜後，「港校熱」仍風靡一眾

內地尖子，6所自行招收內地本科生香港院校，
昨日進入最後確認名單階段。率先公布結果的港
大，今年共接獲12,438名內地生報讀，較去年增
加約兩成；獲取錄者363人，較去年291人增加
24.7%，熱門學科包括經濟金融、工程、理學、
法學等。港大將推出「摯友計劃」，為每位內地
新生配對1位學長作生活嚮導，協助適應來港學
習及生活。

隨 取錄總人數增加，港大今年招收的內地省
市狀元人數也創下歷史新高，繼去年取錄17名省
市狀元後，今年進一步增至21位，當中10位是省
級狀元，分別來自江蘇、上海、甘肅、海南、湖

南、遼寧、雲南等；其餘11位為市級狀元。據了
解，甘肅省文科狀元郭山金堡及雲南省文科狀元陳
曦格嬌，今年均報讀港大。

數學化學賽得主 國家健兒齊來
除了考試及面試表現出色外，這些狀元更具備

廣泛興趣、才藝俱佳。港大發言人指，今年錄取
21名省市狀元中，3人分別獲省級數學/化學競賽
一等獎，有2人為國家二級運動員，1位湖南文科
狀元獲武術加分20分。另300多位獲取錄內地生
中，有不少鋼琴、書法、舞蹈10級選手，超過40
人在全國學科競賽中獲省級一等獎。

14工程專業生 獲薦升讀劍橋
今年港大與英國劍橋大學首度合推「聯合招生

計劃」，取錄14名工程專業內地生。他們將在未
來一學年就讀港大工程學院，並由港大擇優推
薦，再接受劍橋考核，合格者即可升讀劍橋，修
讀4年後更可取得「本科連碩士」學位。

至於同樣受尖子熱捧的中文大學，則與城市大
學參加「內地統一招生計劃」，最快本月中公布
招生結果；其他院校包括科技大學、理工大學、
浸會大學等，會於下周公布內地招生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今年9月起於小學及中學逐步開始3年

「開展期」，近日一套由教育局贊助的國民教
育教材，提及中國及美國政制上分別時，出
現「前者讚、後者彈」單一角度觀點，遭外
界批評。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於電台節目
受訪時稱，認同有關內容偏頗欠全面，與教
育局原則有差距。他表示自己仍未詳細閱
讀，但有關內容「一望就覺有問題」，如果他
是教師就不會採用。他將親身與局內官員跟

進，盡快對內容作出檢討，強調當局大前提
是確保所謂「洗腦」現象不會發生。

受爭議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
由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及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
究所共同編制出版。教材稱中國政制採用

「民主集中制」，好處是政權具延續性及帶來
社會穩定；至於美國政治制度，則以「政黨
惡鬥．人民當災」形容，指美國在「政黨輪
替」制度下，兩大政黨常因意氣之爭投票否
決對方議案，影響民生。

教材涉褒中貶美 遭外界批評
教材被批評褒中貶美，未能平衡各方觀

點，部分人更稱之「洗腦」。出席同一節目的
中學生團體「學民思潮」代表稱，社會大眾
對國民教育很多細節不清楚，希望政府再進
行諮詢。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張文光致電電台
節目指，社會主流意見十分擔心國民教育教
材內容不夠全面，希望當局暫緩推出該科。

吳克儉回應指，教材與當局強調「多角度
思考」原則有差距，「我們希望多角度，即
A可以是好，可以是不好，同樣B亦可以好，
可以是不好，不可以只說A好，只說B不好⋯
⋯我們覺得這是有偏頗」。他將親自跟進今次
事件，未來會與不同教育及師生團體會面聽
取意見。他又指很多學校開展國民教育教材
製作，水平相當不錯，不希望因獨立事件否
定教育界努力。

黃均瑜：建基事實即可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董事黃均瑜表示，未有

詳細審視教材內容，但強調只要教材觀點建
基事實便沒有問題。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
指，留意到社會對教材的關注，未來會在秉
持學術自由多元基礎上，繼續虛心聆聽各方
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實

習記者 林玨瑩）志奮
領 留 英 獎 學 金 計 劃

（ C h e v e n i n g
Scholarships）在香港
開展16年來，已資助
530名香港的大學畢業
生赴英國進修。計劃
今年轉由英國駐港總
領事館負責並重新啟
動 ， 共 1 1 名 港 生 入
選，獲資助全年留英
學費及生活費逾百萬
港元。昨日典禮上，
正訪港的英國外交及
聯邦事務國務大臣白偉明向6名獎學金得主
頒發證書。

牛津劍橋修讀研究生課程
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副領事Nina Cornwall

表示，「志奮領獎學金」每年接獲申請約
200份，選出20人至30人面試。經社會知名
人士組成的評審團審核，今年選出得主11
名，他們將於新學年往英國牛津、劍橋、
倫敦政經學院等學校修讀一年研究生課
程。

和黃捐款600萬資助
和黃為「志奮領」其中一個捐資機構，

成立「和黃志奮領獎學金」。今年該公司捐
款逾600萬港元，連同內地及香港，資助48
名優秀大學畢業生赴英進修。

今年獎學金得獎者之一黃梓謙，將前往
牛津大學修讀國際關係研究生課程。他表
示，申請過程中與評審互動印象深刻，此
次前往牛津，是因為牛津是政治家搖籃，
希望獲得學位後回港加入政界，回饋香港
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內地

尖子報讀港校熱潮持續，香港大學今年錄

取狀元數目更創下歷史新高。港大昨日率

先發布新學年內地收生結果，今年共接獲

逾1.2萬名內地生申請，最終取錄363名考

生，包括多達21名「省市狀元」，為歷來

最多。另隨 香港落實大學4年制，港大

內地生全額獎學金金額相應調高，獲獎尖

子最多可獲4年共64萬元，支援在港學

費、宿費及基本生活開支。

吳克儉允跟進國民教育教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踏

入下半年，大學畢業生陸續投身社
會，大學聯校就業資料庫（JIJIS）最
新數據顯示，今年3月至5月一季度
間，供大學畢業生申請職位空缺超過
1.8萬，較去年同期增加超過3成，月
薪中位數及平均薪酬分別為1.1萬元及
1.2萬元，與之前一季相若；月薪超過
3萬元的高薪職位更較去年同期增加近
兩倍。不過有人事顧問指出，歐債危
機帶來大圍經濟影響香港市道，預料
僱主招聘時會更審慎，提醒學生「好
工唔易搵」。

據資料庫數據顯示，今年3月至5月
間，大學畢業生職位空缺達18,006
個，較去年同期13,663個上升27.7%，
以銀行及金融業市道最活躍，有3,355
個空缺；其次是「銷售、客戶服務及
業務發展」及「IT及程式」，分別提供
3,190個及3,087個職位空缺。

薪酬方面，對上一季職位空缺平均
月薪12,036元，較之前一季（去年12
月至今年2月）略增36元，薪酬中位數

1.1萬元。各職位中，76.9%月薪介乎
8,000元至1.4萬元；月薪逾3萬元的高
薪職位今年有34個，較去年同期12個
增加近兩倍。

人事顧問：好工唔易搵
雖然市道樂觀，但合眾人事顧問總

經理蘇偉忠直言，香港經濟受歐債危
機困擾，僱主招聘時或會更審慎，未
必積極吸納剛畢業的大學生，「特別
是過往受歡迎的銀行、金融業，招聘
時多會首選有經驗的人才」，但零售、
飲食、醫療等行業，就業前景可能較
佳。

港 聞 拼 盤

大學畢業職缺增 月薪3萬多兩倍

■蘇偉忠認

為僱主今年

招聘時會更

審慎。

資料圖片

■吳克儉與

「學民思潮」

成員合照。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港大今年

招 收 2 1 名

省市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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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首屆
中學文憑試本月20日放榜，考評局已
初步完成評分工作，現正由專家委員
會釐定「1」至「5**」不同等級，預
料下周基本完成，可於放榜前作數據
覆核及分析。通識科及多個涉及主觀
意見的學科均採用「雙評制」，若兩人
評分有明顯差異，會交由第三名閱卷
員評核。

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指，約有一成
試卷須交第三人評分，數字為預期之
內，反映普遍閱卷員能掌握評核準
則。

考評局表示，已籌劃放榜日惡劣天
氣安排，若壞天氣持續，將會順延一
天放榜。當局已與職訓局及自資高等
教育聯盟商討，獲答應配合順延招生
程序。

僅一成文憑試卷須三重評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香港回歸15周年之際，「龍的
『船』人 親情回歸」昨日在北京拉開
帷幕，活動由香港旅遊發展局與《中
國青年報》合辦，將邀請內地15個屬
龍家庭，從香港乘郵輪赴台灣體驗郵
輪旅程。

上微博參與 8月有結果
活動面向廣大內地旅客，凡屬龍或

家人屬龍參加者均有機會獲得「與龍
同行」雙人郵輪船票大獎。主辦機構
最終將從參與者中挑選15個幸運家
庭，邀請他們免費赴港登船，體驗6天

「龍的『船』人」郵輪之旅。微博互動
活動7月6日啟動，持續至7月26日。參
與者關注主辦方官方微博─@香港旅
遊發展局和@中青在線，即可隨時參
與活動，選拔結果將於8月在主辦方官

方微博公布。

享海上風情 旅程慶回歸
香港旅發局大中華區域總監葉貞德

表示，今年是香港回歸15周年紀念，
相信內地遊客赴港旅遊將迎來高峰。
香港啟德郵輪碼頭即將於明年中建
成，不僅為香港這座國際都會增添全
新旅遊元素，更將掀起以香港作為登
船點的郵輪旅遊新熱潮。葉貞德說，
借龍年盛景，希望邀請「龍的傳人」
率先體驗一回「龍的『船』人」，讓他
們充分感受亞洲國際都會海上旅遊風
情，同時以穿行兩岸三地親情之旅紀
念香港回歸。

據了解，主辦方這次精選航線，將
帶領龍的「船」人從香港出發到達台
灣高雄、台中和台北，穿梭兩岸三
地。

內地15屬龍家庭 獲邀遊兩岸三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嘉露）近
年不少年輕人參與義工服務，不但擴
闊了視野，而且對人和事的觀感也變
得更成熟。中四學生張正熙初時以為
長者難相處，但去年參加探訪長者義
工服務時，發現長者講潮語、更大談
新款智能電話。他現在會主動關懷家
中長輩，學會與長者相處之道。

訪護老院後 更關懷長者
義務工作發展局昨日舉行第三屆青

年義工團畢業禮，向220位中學生頒
發嘉許狀。就讀華英中學的張正熙有
兩年義工經驗，探訪護老院前以為長
者不願接觸社會事物，但探訪後才發
現長者對社會時事極具洞悉力，半點
不比年輕人落伍。他稱過去沒耐性與
家中長者聊天，現在學會主動慰問他
們。

探智障宿舍 一同製食物
另一位獲嘉許的中學生是聖馬可中

學許曉宜，她首次探訪智障人士宿
舍，與他們一同製作食物、裝飾品、

復活蛋等等。她憶述指，初時與智障人士相處
有困難，後來學會精簡說話內容、語速要慢。
她說：「他們表達能力其實與一般人無異，亦
甚具創意、十分可愛，只是我們平常戴了有色
眼鏡」。

11港生獲志奮領獎學金赴英 220
中
學
生
做
義
工
獲
嘉
許

■白偉明（Jeremy Browne）為其中6名獎學金獲得者頒發證

書。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林玨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