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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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雷暴
河　　內 28℃ 34℃ 密雲
雅 加 達 23℃ 31℃ 多雲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6℃ 32℃ 密雲
新 德 里 28℃ 38℃ 多雲
首　　爾 24℃ 29℃ 多雲
新 加 坡 25℃ 31℃ 雷暴
東　　京 26℃ 32℃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9℃ 14℃ 驟雨

悉　　尼 9℃ 19℃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4℃ 21℃ 有雨
雅　　典 25℃ 36℃ 天晴
法蘭克福 15℃ 22℃ 多雲
日 內 瓦 11℃ 25℃ 天晴
里 斯 本 25℃ 38℃ 天晴

倫　　敦 15℃ 22℃ 多雲
馬 德 里 20℃ 36℃ 天晴
莫 斯 科 12℃ 21℃ 天晴
巴　　黎 15℃ 24℃ 密雲
羅　　馬 18℃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4℃ 38℃ 天晴

檀 香 山 23℃ 31℃ 天晴
洛 杉 磯 16℃ 23℃ 毛毛雨
紐　　約 22℃ 35℃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毛毛雨
多 倫 多 25℃ 37℃ 天晴
溫 哥 華 17℃ 24℃ 天晴
華 盛 頓 25℃ 37℃ 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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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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天晴及酷熱 有煙霞 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
氣溫：27℃-33℃ 濕度：60%-90%
潮漲：00:59(2.1m) 13:58(1.6m)
潮退：06:53(0.9m) 18:47(1.0m)
日出：06:03 日落：18:48

25/8(星期六) 26/8(星期日) 27/8(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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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20
空氣指數：中等至甚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100－145
空氣指數：偏高至甚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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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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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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雷暴
河　　內 26℃ 32℃ 密雲
雅 加 達 24℃ 32℃ 薄霧
吉 隆 坡 24℃ 33℃ 雷暴

馬 尼 拉 25℃ 30℃ 驟雨
新 德 里 25℃ 30℃ 雷暴
首　　爾 22℃ 26℃ 有雨
新 加 坡 24℃ 31℃ 雷暴
東　　京 27℃ 34℃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7℃ 14℃ 驟雨

悉　　尼 11℃ 20℃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2℃ 22℃ 多雲
雅　　典 25℃ 37℃ 天晴
法蘭克福 13℃ 26℃ 多雲
日 內 瓦 18℃ 29℃ 雷暴
里 斯 本 18℃ 27℃ 多雲

倫　　敦 15℃ 21℃ 明朗
馬 德 里 22℃ 36℃ 天晴
莫 斯 科 11℃ 18℃ 有雨
巴　　黎 14℃ 27℃ 天晴
羅　　馬 21℃ 32℃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18℃ 32℃ 多雲

檀 香 山 24℃ 31℃ 天晴
洛 杉 磯 19℃ 27℃ 多雲
紐　　約 19℃ 31℃ 多雲
三 藩 市 12℃ 19℃ 多雲
多 倫 多 16℃ 29℃ 天晴
溫 哥 華 14℃ 21℃ 明朗
華 盛 頓 20℃ 31℃ 多雲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18℃ 29℃ 天晴
長　　春 17℃ 28℃ 天晴
長　　沙 21℃ 27℃ 多雲
成　　都 21℃ 29℃ 多雲
重　　慶 24℃ 30℃ 密雲

大　　連 16℃ 26℃ 多雲
廣　　州 25℃ 35℃ 多雲
貴　　陽 16℃ 25℃ 多雲
海　　口 26℃ 32℃ 雷暴
杭　　州 21℃ 29℃ 有雨
哈 爾 濱 17℃ 30℃ 天晴
合　　肥 21℃ 29℃ 密雲

呼和浩特 13℃ 26℃ 多雲
濟　　南 17℃ 29℃ 天晴
昆　　明 17℃ 25℃ 驟雨
蘭　　州 16℃ 31℃ 天晴
拉　　薩 11℃ 24℃ 多雲
南　　昌 24℃ 30℃ 多雲
南　　京 22℃ 29℃ 多雲

南　　寧 24℃ 32℃ 多雲
上　　海 24℃ 29℃ 有雨
瀋　　陽 14℃ 29℃ 天晴
石 家 莊 19℃ 28℃ 多雲
台　　北 25℃ 30℃ 有雨
太　　原 14℃ 27℃ 天晴
天　　津 20℃ 29℃ 多雲

烏魯木齊 21℃ 33℃ 天晴
武　　漢 21℃ 28℃ 多雲
西　　安 20℃ 30℃ 多雲
廈　　門 27℃ 34℃ 密雲
西　　寧 7℃ 25℃ 驟雨
銀　　川 17℃ 30℃ 多雲
鄭　　州 16℃ 29℃ 天晴

氣溫：27℃-31℃

濕度：75%-95%

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及雷暴

氣溫：27℃-32℃

濕度：70%-90%

短暫時間有陽光
有幾陣驟雨

氣溫：27℃-32℃

濕度：70%-90%

短暫時間有陽光
有幾陣驟雨

氣溫：27℃-32℃

濕度：70%-95%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有
煙霞稍後幾陣驟雨及雷暴

夏令營學員 踢爆《蘋果》「變臉」
昔讚助青少年除陋習 今描繪成「赤化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近日《蘋果日報》將「香港青少年軍

事夏令營」描繪成「赤化基地」，有

曾接受該報訪問的學員大踢爆，指該

報過往明明大讚「夏令營有助青少年

戒除壞習慣及學習遵守紀律」，今年

卻忽然炮轟夏令營「洗腦」，質疑這

種「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的做

法。另有學員指，該報為打擊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的推行，將夏令營同學會

自發出版的會員通訊《軍號》扭曲為

軍人雜誌。夏令營發起人董趙洪娉則

強調，並不在意傳媒對自己的評論，

但希望報道不要冤枉學生。

本報翻查《蘋果日報》過往對軍事夏
令營的報道，發現該報於2005年首

屆夏令營舉辦時，即大讚可培養學生「紀
律嚴明的精神」，令「嬌生慣養 少爺兵」
脫胎換骨外，而於翌年報道中，該報又以

《150「小兵哥」學有所成》為題，內文引
述學員回應指「軍訓有助戒除以往的壞習
慣以及學習遵守紀律」；另一篇報道則指

學員「入營之後學識 敬禮同步操，坐
度條腰都挺直 」，對夏令營評價甚高。

不過，該報為了反對國民教育科無所不
用其極，今年態度180度大轉變，忽然炮
轟夏令營是「赤化基地」。有見夏令營被
無理抹黑，曾接受該報訪問的第二屆學員
許朗軒早前撰文表示︰「不明白為何同一
家的傳媒、報道同一事件、對同樣的訓
練，在短短幾年間會有如此巨大的改變。
這會否因為該報立場不夠堅定，還是報館
只在商業角度考慮，想刺激讀者？」踢爆
該報突然「變臉」。

屈互相祝酒為個人崇拜
許朗軒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進一步指

責該報扭曲事實，明明是結業禮吃飯前學
員與董趙洪娉互相祝福的「祝酒環節」，
被說成「要先向董太高呼身體健康才可吃
飯」。他希望大家在使用言論及新聞自由
的同時，要懂得互相尊重。

將會訊扭曲成軍人雜誌
夏令營同學會會長黃俊維亦批評有關報

道譁眾取寵，不少會員都對此表示不認同
及失望。他澄清指，夏令營中活動內容多
元，有德育及公民教育相關的講座，所邀
請的演講人士亦不拘一格，從出色運動員
以至抗日英雄都有，並非《蘋果日報》所
說的洗腦講座。

最令他不滿的，是該報將同學會自發

出版的會員通訊《軍號》扭曲成軍人雜
誌，「其實《軍號》只是讓各位曾參加
夏令營的學員知道彼此的最新消息，我
們亦講明了這本通訊不談政治，亦不談
宗教。」另外，他又指出，夏令營名額
有限，學員都要經過兩輪篩選才能入
營，相信爭取入營的學員都了解夏令營
內容，如果入營後有不適應或意見，都
歡迎向他們反映。

董太：學生被冤枉心痛
董趙洪娉則表示，對指責她的報道並不

在意，但就學生被冤枉卻顯得心痛。她表
示，自有關負面報道刊登後，不少歷屆學
員都寫信支持她，現在已收到約40封信。

《蘋果》關於夏令營報道態度轉變
報道日期 相關內容及節錄

2005年7月21日 報道講及解放軍表演令人「歎

為觀止」，指出夏令營包括步

操、國防、地理知識、中國近

代史及電影欣賞等文娛活動，

「加強學生的國家和民族意識，

培養他們紀律嚴明的精神」。

2005年7月31日 大讚學生軍體拳「耍得有板有

眼，重拳拳有力」，又指100位

參加夏令營的學生由嬌生慣養

的「少爺兵」，「個個都好似脫

胎換骨」。

2006年7月31日 以《150「小兵哥」學有所成》

為題，講及學員認為「軍訓有

助戒除以往的壞習慣以及學習

遵守紀律」；同日報道還寫到

「聽班學員講，入營之後學識

敬禮同步操，坐 度條腰都挺

直 ！」，以及「董太同田二少

（田北辰）咁辛苦，但對未來社

會棟樑有 貢獻都係值得 。」

2007年7月10日 「去年參加有關夏令營的許朗

軒昨在記者會上指，軍訓增強

了體魄及加強他投身紀律部隊

的決心。」

2012年8月13日 形容夏令營為「赤化基地」，教

學生「將自己的生命交給黨」。

2012年8月21日 進一步將夏令營寫為「洗腦

營」，更指它「淪為個人崇拜

騷」，要學生高叫「董媽媽，身

體健康」才能吃飯，又指參加

者「要受洗腦講座疲勞轟炸」。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六成邊青稱拍拖便有性行為

僱主不熟悉新學制評分

港大支援少數族裔及殘障生胡紅玉：國教學校自主或德育先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悠）政府日

前公布「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
名單，以協助學界解決國教科在籌備及
實施上的困難，並確保教材多元化。不
過，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仍一意
孤行，堅持政府要撤回該科才肯罷休，
昨日部分成員到特首辦示威，而大聯盟
成員「學民思潮」下周將到全港官立學
校「踢館」，揚言要求老師拒教該科，但
有學界人士批評此舉根本是向學校施
壓，「踩過界」影響教學專業。

開展委員會主席胡紅玉昨接受電台訪
問時表示，委員會尊重學校自主權，學
校可於3年開展期內自決教授形式，包括
獨立成科或滲透式，「我們亦向教育局

反映過現時太多聲音，看可否於開展期
內以德育先行」。對於3年後是否必須推
行國民教育科，胡紅玉指，該會現時未
有結論，會先聽取社會不同意見，再向
政府提出。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委員會會就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在開展期內的推行，持
續向教育局提供意見，以確保達致本科
課程指引的目的，又重申會確保委員會
有廣泛參與，並能真正了解社會各界的
意見。

學民思潮擬到官校「踢館」
大聯盟數十名學生、家長及教協代

表，昨日到特首辦請願，要求當局立即

撤回國教科。不過，曾煽動罷課抗爭的
大聯盟，昨日已改口風，未有再提及罷
課。大聯盟發言人沈偉男指，社會對罷
課有不同聲音，將繼續與不同持分者溝
通，又指現階段會先做好組織工作，若
政府再不回應訴求，才會「有其他大型
行動」。「學民思潮」則計劃於本月26至
28日，一連3日到港九新界官小「踢
館」，成員黎汶洛稱行動非向教師施壓，
而是給予支持。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
為，上述行動根本是向學校及教師施
壓，「實質是想影響學校的決定」。他表
示，是否推行國教科應由校本自決，家
長及學生要尊重教師的專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邊緣青少年性行為開放，有
調查發現28.6%受訪邊青考慮與16歲以下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
為，甚有61.5%人認為「拍拖便有性行為」。青協青年違法防治
中心監導主任陳文浩表示，邊青性危機意識薄弱，並存在不少
性謬誤，誤以為「用可樂沖身」可以避孕，呼籲社會應多關注
邊青，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性觀念。

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與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合
作，在去年12月至今年6月以問卷訪問273名介乎10至24歲的邊
緣青年。調查發現28.6%受訪者考慮與16歲以下異性發生性行
為，另有19.4%稱已嘗試，甚有61.5%人認為「拍拖便有性行
為」；調查亦發現24.5%認為相愛便可為對方做任何事，包括
性交及犯法，而曾經與對方性交或犯法的佔19.8%。

誤信「可樂沖身」可避孕
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監導主任陳文浩表示，今年4至6月已

跟進339宗處理青少年性危機案件，當中涉及性知識及價值觀
不足的案件佔38%。他又稱，部分青少年的性觀念上存有不少
謬誤，誤以為「用可樂沖身」、「性行為後沖身」、「體外射
精」、「事後避孕丸」、「計算安全期」可安全避孕，認為有需
要灌輸正確的性知識。

陳文浩表示，邊青缺少關懷及保護，容易陷入性危機纏身局

面，建議家長多聆聽他們的意見，保持良好溝通。為協助邊緣
青少年了解高危性行為的負面後果，重建正確性觀念，青協已
製作100套全新紙牌遊戲，讓青少年透過遊戲，樹立正確的性
觀念。曾試玩紙牌遊戲的青年阿銘表示，遊戲相比以往的講座
及導師說教，更能深刻地接收性知識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首屆文憑試
上月放榜，考評局和教育局昨舉行「新學制．
新文憑．物色人才新方向」簡介會，向僱主介
紹新學制的特色，及如何以公開試成績等級，
評估考生的工作能力。多名出席活動的僱主坦
言，對文憑試的計分方法感到陌生，甚至有人
誤以為1級等同最高級成績，要花時間重新適
應新的評級，並調整招聘條件，這或會影響文
憑試畢業生受聘的機會。

考評局發展及教育評核總監張光源於會上表
示，文憑試5個等級各有仔細的描述，讓僱主
清楚了解學生的學術及表達能力，按需要聘請
合適的員工。不過，不少機構代表均指，出席
簡介會後雖已釐清部分疑團，但仍須要時間去
適應新的評級制度，或會影響文憑試畢業生受
聘的機會。「日本城」人力資源部鄭小姐表
示，起初以為1級是最高分，5級最低，「所以

不大明白5**級是甚麼意思。」她指經當局講
解後，才了解不同等級的意義，至於雙軌年
下，高考生與文憑試生一同湧入勞工市場，鄭
小姐稱未有劃一標準量度雙方的能力水平，要
多花時間研究。

前線銷售英文要求達3級
從事奢侈品及時裝買賣的李小姐，看過教育

局播放的英文口語短片後，認為2級的水平明
顯太低，不能應付該店的前線零售工作。她初
步考慮把應徵要求提升至3級，又指文憑試學
生的工資會比一般中五生稍高，「始終文憑試
的學生多讀1年書。」

來自教育界的鄭小姐認為，不同的崗位需要
不同「等級描述」水平的員工，但要和同事商
討，調整以後的招聘條件，增加聘請到適合人
選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隨 大學聯招放榜，大專院校的
收生基本已塵埃落定。香港大學
昨日公布，暫已取錄4名殘障學
生、6至7名少數族裔學生，為協
助他們融入校院生活，校方設有
專人跟進有關學生，希望可提供
適切援助。其中針對少數族裔學
生，該校設有清真小食店及祈禱
室，同時又設有「陳天生教育基
金」，學生可申請不多於1萬元，
以鼓勵他們參加課外活動，助他
們融入校園生活。

港大昨安排了其中3名「非主流
學生」與傳媒見面。其中今年20歲的林錦萍，
患上神經線纖維瘤綜合症，雙腳經常長出纖維
瘤，要經常接受手術切除增生的肌肉。她在應
考文憑試前一星期，因發高燒入院治療，身體
十分虛弱，但意志卻更堅定，「當時的我，抱

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決心去應考。」她要求哥
哥把課本帶到醫院以作溫習，最後中文科取得
5*，加上「幾個4級及3級」成績，考入港大文

學院，希望未來從事語言工作。
少數族裔Noman Mohamad及Saif Ullah，亦

憑自己的努力考獲不錯的成績，兩人更在
GCSE的中文科考獲A*，並成功考入文學院、
教育學士及理學士 (雙學位課程)。他們勉勵其
他有相同背景的學生，不要輕言放棄夢想，要
盡力去嘗試，「有時候是因為堅持，才看到了
成功的希望。」

■3名港大學生會見傳媒分享成功經驗。 劉景熙攝

■青協調查發現28.6%受訪邊青考慮與16歲以下未成年少女發

生性行為。 陳錦燕攝

■《蘋果》昔日大讚學生在軍事夏令營「學

識步操，條腰都挺直」，今年卻因為德育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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