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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遏止日益猖獗的電話詐騙
近來一些跨地域犯罪團夥電話詐騙日益
猖 獗 ， 單 是 上 月 騙 款 已 經 超 過 8,500 萬
元 ， 昨 日 又 再 有 一 名 73 歲 本 港 長 者 中
招，損失達 2,000 萬元之巨。電話騙案的
作案手法逼真，花招層出不窮，令人防不
勝防，尤其長者更容易上當受騙。警方必
須採取全方位措施，既加強防止電話騙案
的宣傳及教育活動，提高市民的警覺性，
又要與內地執法部門加強合作，迅速偵辦
破案，並儘量挽回受騙港人的損失。
本港電話騙案愈見猖獗，今年首 7 個月
所涉及的騙款已高達 1.75 億元。不法分子
冒充內地公安、司法、郵政人員，以漁翁
撒網手法廣泛致電，然後以不同藉口恐嚇
事主要求匯錢到內地。由於本港市民一般
不太了解內地機關的辦事程序及工作方
式，即使是有一定判斷能力的成年人接獲
騙徒電話，往往也難辨真假，而一些思維
較緩慢的長者被人連哄帶嚇，很容易就方
寸大亂而掉入騙局陷阱。在所有電話騙案
受害者中，長者往往是損失最為慘重的一
類人，其一生辛苦所得的養老積蓄，可能
因為一通陌生來電就化為烏有，「養命
錢」被騙對長者而言絕對是近乎毀滅性的

打擊。
打擊電話騙案，須多管齊下。首先，
要全面加強對公眾的防騙宣傳教育，提
高包括長者在內的廣大市民的警覺性，
讓大家都知道無論是內地哪個執法部
門，都不會用電話方式要求轉賬到內
地，呼籲市民如果接到此類電話，應立
即報案。市民亦應該多多關心家中的各
位成員，尤其是家中長者，提高他們應
對騙術的能力。其次，電訊和銀行業界
須與警方密切配合，及時將可疑情況向
警方報告。電話騙案由套取資料到轉賬
匯款的過程，涉及環環相扣的犯罪網
絡，背後更有一定的專業技術支持。此
次受騙的 73 歲長者是在騙徒指示下分多
次把 2,000 萬元存入內地一個銀行戶口。
如果銀行方面能夠及時發現異常情況，
對長者提供協助，有可能減少損失。
鑒於許多詐騙電話和銀行戶口都是來自
內地，要破獲這些案件，需要得到內地公
安大力支持。兩地警方應該提升合作層
次，完善交換資料和合作方式，聯手偵辦
此類案件，並儘量挽回受害者的損失。
（相關新聞刊 A2 版）

日本理當深切反省真誠道歉
日本媒體報道，首相安倍晉三將在 8 月 14 日發
表戰後 70 周年的談話中，明確使用「道歉」和
「侵略」等字眼。事實上，安倍對是否「道歉」
態度反覆，面對國內外強大輿論壓力，「安倍談
話」才選擇加入「道歉」、「侵略」等內容。日
本的侵略罪行給亞洲各國造成深重災難，「安倍
談話」理應深切反省，真誠「道歉」、「謝
罪」，並放棄擺脫和平憲法的圖謀，才能實現與
亞洲各國的友好與和解。
此前，安倍被指對戰後 70 周年談話明確加入
「道歉」等字眼持消極態度。安倍曾透露「安倍
談話」，將有別於戰後 50 周年的「村山談話」，
「不會原封不動地繼承這一談話」。「村山談
話」是戰後日本官方就歷史問題發表的正式談
話，時任首相村山富市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
歷史，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對改善日本與
周邊各國關係發揮了重要作用。「安倍談話」有
意不繼承「村山談話」，只「反省」，不「道
歉」，引起各方的強烈批評。
日本主流媒體紛紛敦促「安倍談話」要明確寫
入「侵略」、「道歉」等關鍵詞。《讀賣新聞》
社論指，「安倍談話」應對日本過去的戰爭行為
表示反省和道歉。《朝日新聞》社論指出，安倍
應用具體語言明確「繼承」歷屆內閣立場。《東

京新聞》的社論更指，如果「安倍談話」不寫入
歷史認識的根本，不如放棄發表談話。中國的媒
體評論指出，「安倍談話」不道歉就是拒絕反
省。韓國執政黨首席發言人強調，若安倍在戰後
70 周年談話中沒有就侵略歷史謝罪，日本將失去
國際社會信任，辜負國際社會期待。
與此同時，安倍內閣強推安保法案，引起國內
民眾的反對和反感。最新公佈的民調顯示，安倍
內閣的支持率已經跌至 32%，是安倍 2012 年出任
首相以來的最低支持率。面對國內外壓力，安倍
調整談話內容，寫入「道歉」等字眼，明顯是不
希望在安保法案以外再起爭論，並為 9 月份訪華鋪
路，作出改善兩國關係的姿態，以促成中日首腦
會談。
對於安倍政府，人們除了「聽其言」，更要
「觀其行」。近期，安倍政府在推行旨在修改和
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所謂「積極和平主
義」道路上越走越遠，「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
跡象日趨明顯，引起世人警惕。日本發動戰爭，
禍害鄰國及世界人民，自己也深受其害。包括日
本人民在內的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士，都要
強烈抵制反對安倍政府修憲突破和平憲法的約
束，防止戰火再起，遺禍人間。
（相關新聞刊 A20 版）

「黐家」狀元怕競爭拒入劍橋

阿驚
上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大學聯招於昨日揭盅，港大成為

「大贏家」，本屆 11 名考獲 7 科 5**的文憑試狀元全部入讀該校，當
中 7 人讀醫科；其中「超級狀元」陳樂邦本已取得全亞洲僅有 9 個名
額的渣甸獎學金以升讀劍橋大學自然科學課程，但他卻坦言自己較
「黐家」及「一出世屋企好多人照顧，好驚一個人生活」，又驚日
後要與全球尖子競爭，思前想後之下，終放棄了與投身研究理想更
銜接的劍橋及巨額獎學金，而留在港大讀醫。升學專家認為，本港
尖子其實在國際很有競爭力，有人寧願放棄國際頂尖名校的機會，

■方鈺倫（右二）透過聯招的「校長推薦計劃」，獲中大
取錄。
中大供圖

與部分港生視野太窄有關。

■陳樂邦最終放棄在劍橋大學升讀自然科學，選擇在港大讀
醫科。
資料圖片

今年港大共取錄了 2,487 名聯招生，以文憑試
四科核心科目及最佳兩科選修科目計算，平均收
生成績為 31.4 分；全港平均成績達 5*級的 689 名
考生中，近六成被該校取錄，包括 11 名狀元。當
中 7 名狀元將入讀醫科，包括於數學延伸單元也
取得 5**的「超級狀元」陳樂邦和張滌豐，以及
林銘端、郭俊勤、錢凱瑤、劉曉晴、高梓諾。至
於其他狀元，鍾易會修讀政治學與法學，譚樂敏
獲工商管理學學士（法學）及法學士雙學位取
錄，黃海旋讀牙醫，黃沚堯則入讀社會科學學
士。

慣受家人照顧 離港怕不適應
港大表示，8 名在 6 科兼數學延伸部分取得 5**
的學生中，有 6 人亦考入港大；在全港報讀醫科
及法律兩大課程的頂尖學生中，該校取錄了當中
的 82%及 98%。校長馬斐森對收生情況表示鼓
舞，是對港大投下信心的一票。

陳樂邦早在文憑試放榜時，已坦言自己「黐家」
及「一出世屋企好多人照顧，好驚一個人生活」，
故對是否升讀劍橋大學自然科學課程而掙扎，怕人
在外地會不適應。
他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已成功申請的渣甸
獎學金只涵蓋劍橋的學士學位學費，曾表明自己對
科研有興趣的他指，大部分修讀完自然科學學士的
學生均會升讀博士或研究生課程，怕到時未能與各
地精英競爭而得不到獎學金，未能支持他繼續學
業。幾經考慮，終決定在港大讀醫，他本人亦坦言
感到可惜。

吳寶城嘆部分港生視野窄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表示，不
評論個別同學的意向，但其實可在文憑試成為狀
元根本不用怕與全球精英競爭，「而且長遠來
說，從事研究有機會比做醫生得到更高成就。」
他又指香港的教育制度以考試為本，不少學生的
目標只是在公開試取得好成績，視野太窄，未有
為將來作長遠計劃。

71%課程要識中文 少族難升大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不諳中文的少數
族裔學生要升讀本港大專課程困難重重，據香港
融樂會昨日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186 個有提供
完整資料的課程當中，多達 71%課程無法配合不
懂中文的學生。至於具中文聽、說能力但不能
讀、寫中文的學生，仍僅 50%課程適合報讀。據
了解，一些以英語授課的課程，卻要求學生以中
文面試，變相增加非華語生的入學難度。
香港融樂會早前以電話或電郵向 553 個副學
士、高級文憑、基礎文憑、文憑、中專教育文
憑、毅進文憑及證書等課程，查詢少數族裔修讀
有關課程的入學安排及課程內容，其中共有 257
個課程回應。

能聽說僅可讀半數課程
昨日公佈的調查發現，部分專上教育課程以中

大學的理科課程一直被學生冷
待，但近年大學及社會對科研日
漸重視，令有關科目的收生情況有所改善。以最佳 5 科成
績計算，今年科大的國際科研課程平均收生成績為 6.63
分，比其「皇牌」環球商業管理的 6.49 分更為理想。此
外，今屆文憑試的 15 歲「神童」黃澤鉅，新學期將到中大
理學院修讀化學，足見昔日的「水泡科」已越來越吃香。
除了科大的國際科研課程收生理想，今年中大取錄的 6
名考獲 6 科 5**尖子中，亦有人入讀首年開辦的理論物理精
研課程。中大表示，若以最佳 5 科成績計算，此科的入學
中位數為29分，很受對物理有興趣的學生歡迎。
今屆文憑試最年輕考生，現年 15 歲來自喇沙書院的狀元
黃澤鉅，新學期將到中大理學院修讀化學。他應考 7 科，
成績全達 5 級或以上，其中 4 科考獲 5**。據了解，他曾在
2012 年暑假參加中大數學系舉辦的「數學英才精進計
劃」。他期望入讀中大後可以鑽研化學理論及參加海外交
流，將來繼續深造及從事化學研究工作。
至於透過「校長推薦計劃」獲中大數學精研取錄的方鈺
倫，曾花一年半時間研究古埃及分數的理論，贏得 2014 年
恒隆數學獎金獎，亦曾參與中國香港數學奧林匹克。他期
望將來可從事研究工作。

再非
「水泡」

■香港大學盡攬 11 名
文憑試狀元，當中 7
名狀元入讀港大醫
科。
資料圖片

689 名 5*考生六成投港大

理科跑贏商管 「神童」也報讀

稱「好驚一個人生活」寧留港讀醫「求安心」

文教學、具中文必修科目、未就非華語學生語
言需要作出調適 、收生時不接受其他中文資
歷，及用中文面試等，令非華語生難以入讀。
該會綜合了 186 個有提供完整資料的課程當中，
高達 71%（132 個）不適合完全不懂中文的學
生；而對具中文聽、說能力但不能讀、寫中文
的學生而言，亦僅有 50% （93 個）課程可作選
擇。
單是教學語言方面，在 257 個已回覆的課程
中，44%主要以中文教學；而在以英文作主要教
學語言的課程內，達 72%課程設有中文必修科，
其中10%課程不會為少數族裔作出調適。
針對少數族裔學生多以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GCSE）和普通教育文憑（GCE）中文卷代替
中學文憑試中文科成績，但在 30 間院校中，只有
20%在官方網頁上列明非華語學生的其他中文成

至於中大今年取錄了 2,681 名聯招生，99.7%
來自第一組別；在文憑試考獲 3 科 5**成績或以
上的考生中，32%獲中大取錄。該校的醫學(環
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環球商業學的最佳 5 科成
績中位數為 35 分及 33.5 分，至於藥劑學、醫
學、計量金融學及風險管理科學，中位數同為
32 分。
科大取錄了 1,667 名聯招生，平均文憑試成績
為 5 科 5 級，99.3%來自第一組別。以最佳 5 科計
算，其收生成績平均達 5*級的課程包括國際科研
（6.63分）及環球商業管理（6.49分）。
理大取錄了 2,337名聯招生，其中 1名為最少有
5 科 5**的尖子，92%來自第一組別。浸大共錄取
了 1,167 人，平均收生成績最佳的課程為中醫學
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傳理學社會科學學士、
音樂文學士等。城大取錄了約 1,700 人，該校與
教院同樣有92%來自第一組別。
截至昨午 6 時為止，學友社放榜輔導熱線共接
獲 3,609 個求助個案，近 84%個案屬尋求升學意
向輔導。
績最低入學要求，13%（4 間）院校表明不會接
受其他中文科考試成績，大部分院校則指要視乎
個別情況而定。

英文授課需以中文溝通
巴基斯坦裔的 Zahid 在職訓局完成了基礎文憑
課程，並立志成為社工，於是報讀了兩間專上學
院的相關課程。他以 GCSE 中文科 B 級成績欲取
代文憑試中文科，不過由於不能以流利中文溝通
和讀寫中文，結果在面試中啞口無言；而另一間
院校雖以英文授課，但校方指即使他獲取錄，實
習機構都以中文溝通，恐怕他無法畢業。Zahid
苦無辦法下，現在改為修讀市場學副學士課程，
令他非常失望。
融樂會計劃主任卓文寶表示，現時本港學校的
中文課程為母語學生而設，沒有為少數族裔提供
適當配套，該會促請教育局在這方面多做工作，
並鼓勵及支援各大專院校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中文
進修機會，以改善有關情況。

■ 現 年 15
歲的黃澤
鉅，將在中
大理學院修
讀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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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外地做科研增吸引力

科大理學院副院長、數學系副教授嚴民表示，近年科大
科研成果顯著，國際
科研課程保證學生有
機會到外地做科研，
對學生來說有一定吸
引力；而更多優秀學
生願意修讀純理科課
程，若他們日後可投
身科研、或留在大學
教學，長遠對院校和
他們自身的發展均有
好處。
■記者 黎忞

申免試內地升大
港生近半獲錄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除
了本地專上課程外，內地高等院校
免試招生計劃亦是不少香港文憑試
生的升學選擇。負責計劃收生工作
的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
表示，經過首輪的第一至第四志願
錄取，及次輪的補錄之後，計劃初
步數據出爐，今年免試計劃共接獲
2,988個申請，最終有1,444名港生
被取錄，取錄比率為48%。
今年為內地免試招生計劃的第
四 屆 ， 共 有 78 所 內 地 院 校 參
與；而 1,444 名獲取錄的港生，
則分別涉及 74 所院校共 242 個課

程。如以院校計，當中暨南大學
取錄的港生人數最多，其次為廣
州中醫藥大學、中山大學、山東
大學和北京中醫藥大學等等。而
收生最多的學科專業，首五位依
次為中醫學、中國語言文學、工
商管理、經濟學及設計學。
去年內地免試招生計劃共接獲
3,249 個 申 請 ， 錄 取 港 生 1,733
名，隨整體文憑試考生人數減
少，今年計劃及申請錄取及人數
分別下降 7.6%及 16.7%，不過今
年數字仍比 2013 年的 2,279 人申
請及1,274人錄取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