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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連日來遭遇暴雨侵襲，台灣不只

各地道路、運輸中斷，農田、學校都傳出災情，農損加上校損達到1.02

億元（新台幣，下同，約合2,683萬港元）。台灣災害應變中心昨日表

示，截至昨日下午1時20分，新增南投縣失蹤1人，豪雨災情造成2人

死亡、5人受傷、2人失蹤。

暴雨連日 台138校受災
農田學校損失超2600萬 島內逾三萬戶一度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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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3萬對離婚
逾三成難抵「五年之癢」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
一家求職網調查發現，今年應屆或退伍的準
職場新人，有高達九成六希望畢業後立即就
業，創下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新高。
調查指出，畢業生求職成功平均需時66
天。在這期間，畢業生平均要寄出17.8封履
歷才獲得一次面試機會；同時平均面試9.2
間公司，才有一次獲取錄。換算下來，相等
於要投164封履歷，才可能找到第一份工
作。
數據顯示，今年職場新人期望第一份工作

的月薪平均為29,832元（新台幣，下同），
見10年以來的新低。學士學歷與碩博學歷
新人的期望值分別是 28,138 元和 34,988
元。但公司願意提供學士學歷畢業生的起薪
點平均僅26,619元，碩博士級則是28,625
元，勞資雙方期待的起薪落差約為1,500元
至6,400元。

台畢業生求職難
平均寄164封履歷方獲取錄

據台灣當局農業管理部門統計，截至昨
日下午5時，農業產物及民間設施估

計損失共計5,752萬元，其中以雲林縣損
失2,421萬元最為嚴重。同時，當局教育
部門稱，共有138所受災學校，以新北市
43校最多，其次是台北市33校，災損金額
初估4,449萬元。
此外，台灣島內航線昨日取消20班、延

誤5班；阿里山森林鐵路祝山線、沼平
線、神木線3條支線全天停駛；受到部分
路段積淹水，共有85條客運路線全線停
駛，另有多條公路都因路基流失或邊坡路
段，正積極搶修中。
「水利署」指出，截至昨日，全台曾發

生積淹水1,165處，已退水1,157處，未退

水8處，其中淹水區集中在雲林縣的二
崙、大埤、元長及台西等地區，均為道路
積淹水，深度約20厘米至40厘米，另彰
化員林市一處路段的道路積淹水60公分。
停電停水部分，總計這次豪雨釀成全台

33,325 戶曾停電（待修復 1,165 戶）、
20,561戶曾停水（待修復150戶）、市內
電話579戶曾停話、基地台受損426座，
仍有73座待修復。

基隆雨量破42年紀錄
基隆市府教育處表示，上周五（2日）
的梅雨鋒面過境，累積降雨量達346毫
米，是自1975年以來，最大雨量紀錄，造
成基隆市災情慘重，其中學校災損極為嚴

重。基隆市府教育處統計，全基隆市學
校，有28件積淹水災情、4件基礎設備災
情，基隆市立田徑場北區遭大雨沖刷，有
兩處邊坡坍塌，嚴重危及運動民眾安全。

高雄八民宅被沖毀
此外，高雄市山區受持續的強降雨影響，

造成溪水暴漲，土石鬆軟，靠近行水區的原
住民部落被沖毀。昨日凌晨沖毀八棟民宅，

包括兩層樓高的磚造屋及平房等，官方統計
指，高雄的桃源地區兩日內雨量高達1,500
毫米，高雄山區撤離民眾有3,129人。
台灣的氣象部門在昨日下午繼續發佈豪

雨特報指稱，豪雨或大雨的情況仍將在從
北到南的19縣市持續，呼籲民眾注意瞬間
大雨、雷擊、強陣風及溪水暴漲；連日降
雨，請慎防坍方、落石及土石流；低窪地
區請慎防淹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國
民黨主席交接陷入僵局，支持吳敦義的黨
員將在周三中常會要求現任黨主席洪秀柱
「依章行事」，延後中央委員候選人提名
與選舉；洪秀柱陣營則說，不提前交接且
延後選舉，黨禁得起空耗嗎？
國民黨5月31日停開中常會，希望雙方

陣營尋求共識，謀求圓滿解決，不過，洪
秀柱卻於上周四（1日）透過媒體拋出若
吳敦義陣營不願提前交接，她將宣佈下月

請辭黨主席的震撼彈。若洪秀柱提前請
辭，吳敦義陣營表示，回歸黨章，主席缺
位時，由副主席代理。新當選主席要等全
代會召開之日就職，不會提前上任，都是
按照黨章規定。

洪若提前請辭 由副主席看守
洪秀柱陣營則說，因去年洪秀柱提名副

主席是向全代會報告，加上根據今年2月1
日大量解僱後的回聘契約，黨務一級主管

都是隨主席同進退，因此一旦洪秀柱提前
請辭，副主席、一級主管全都走人。不
過，洪秀柱陣營表示會慰留一位副主席看
守。
對於國民黨中央委員選舉，挺吳國民黨

黨員認為應回歸制度，6月14日中央委員
候選人提名公告延後、7月8日中央委員選
舉延至8月20日全代會後，否則有適法性
問題，若有落選者提告，恐造成當選無
效。 該黨員表示，6月7日將視洪秀柱回

應，若依舊不「依章行事」，將向法院提
出提假處分，凍結中央委員提名公告與選
舉。
洪秀柱陣營表示，如果等到8月20日全

代會交接，之後再選中央委員、中常委，
整個決策組織到9月才能就位，國民黨禁
得起這3個月時間的流逝、空耗嗎？這也
是洪秀柱面對吳陣營主張8月20日交接、
之後再選舉，提出不排除提前請辭的主要
考量。

藍營黨魁交接陷僵局 周三中常會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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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
內政部門公佈最新統計顯示，2016年全台
離婚53,850對，平均每天147.5對離婚。離
婚者婚齡以未滿5年者為最多，佔33.6%。
有輿論戲言，婚姻中的俗諺「七年之癢」，
在台灣有可能變成「五年之癢」。
據當局內政部門分析稱，2016年離婚對

數佔有偶對數比率千分之10.1。統計數據還
顯示，2016年離婚者的婚齡中位數為7.8
年，即半數離婚者婚齡未滿8年，其中以結
婚未滿5年者佔33.6%最多，5年至9年者佔
20.7%居次，婚齡10年以上者則隨着年數漸
增而離婚對數漸減。
數據又顯示，台灣地區近10年離婚狀

況呈波動緩減趨勢。

疆七普氏野馬
赴甘肅「完婚」

女童高燒送院塞車 交警接力奔跑救助

■都汶高速交警及時將高燒女童送到映
秀鎮醫院救治。 網上圖片

四川映秀隧道內前晚上演暖心一幕，執
勤交警抱着一名一歲多、正在發高燒的女
童在隧道內接力奔跑，務求以最快速度送
醫，讓女童及時得到治療。
當晚，正在都汶高速巡邏的交警盧宇和輔

警邱晟輝接到指令：「映秀隧道有一名女童
發着高燒，車子被堵在隧道裡，孩子的媽媽
正沿着隧道向外跑，你們快去找到她們，幫
助她們！」當時正值周六返程高峰，隧道內
車流量大，加之前方隧道正在施工，車輛都
在緩慢爬行。通過電話詢問，盧宇和邱晟輝
確定當事人在距離隧道出口近兩公里的位置

後，便立即趕赴現場。

輪流抱孩 來回狂奔四公里
由於抱女童的母親在往成都方向的映秀隧

道中間，而且和他們執勤的方向相反，車輛無
法到達現場，因此到達隧道口後，兩人立即將
車停在隧道外，一路朝着隧道中間逆向奔跑。
縱使隧道內佈滿大量的廢氣和灰塵，盧宇和邱
晟輝只用10餘分鐘就找到女童及其母親。
盧宇憶述當時的情況說：「女童大概一歲
多，滿臉通紅，頭髮早已濕透，渾身滾燙。發
着高燒的她哭個不停，情況看起來很急。」見

女童身體情況不好，母親又累又急，他們趕緊
接過女童，向洞口外的警車快跑。就這樣，一
路上他們抱着女童輪流奔跑，疲憊的媽媽也跟
在身後一路小跑。當晚7時許，來回奔跑四公
里的路程後，他們跑出隧道口，用警車把女童
送到最近的映秀鎮醫院檢查。
據了解，該女童前日開始哭鬧不停，其
父母就想將孩子轉到都江堰市人民醫院治
療，卻在途中遇到嚴重交通擠塞，幸好交
警及時趕到救助。女童經映秀鎮醫院急診
處理後情況已好轉，其家人事後亦以短信
向交警表示了謝意。 ■《華西都市報》

合肥一中加拿大高中暨美國蒙
特威高中2017屆高三畢業

典禮昨日舉行，畢業生用自己精
心編排的節目和視頻，訴說着對
母校的不捨和對未來的期盼。畢
業典禮上，合肥一中、加拿大高
中、美國蒙特威高中相關負責人
分別致辭，並為同學們頒發了畢
業證書。

多倫多大學錄取率破95%
據合肥一中校長陳棟介紹，合肥
一中加拿大高中2017屆高三學生在
大學錄取中取得佳績，本屆48名畢
業生，共獲得來自加拿大及其他國
家高校的308份錄取通知書。「其

中，加拿大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
19 的多倫多大學錄取率突破
95%。」合肥一中加拿大班高三
（1）班班主任張冰雪表示，全班有
42人申請了多倫多大學，經過三年
的拚搏努力和一次又一次的嚴格考
核，均取得了較優異的成績，最終
有40人得到了多倫多大學伸出的
「橄欖枝」。
不僅如此，加拿大排名前三的

大學，本屆畢業生錄取率也達到
了85%，加拿大排名前五大學和
澳洲八大名校的錄取率更是達到
驚人的100%。她認為，「良好的
師生氛圍和獨特的教育方式，讓
學生們相較於同齡人，思維更加

積極發散。」
學生代表方飛揚目前已經收到

包括多倫多大學、麥基爾大學、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五所名校的
錄取通知書。方飛揚坦言，雖然
相較於知識的難度和深度，國內
高中更勝一籌，但西方教育更看
重學生的綜合素質，他希望能在
大學裡更加全面地發展自己所
長。
據了解，目前，合肥一中國際

部主要有三個項目，分別是美國
高中課程實驗班、加拿大高中課
程實驗班以及美國蒙特威高中課
程班，通過多年的發展，各個實
驗班的課程如今各具特色。

在眾多學子埋頭複習，準備即將來臨的高考時，安徽合肥

一中的幾十名「學霸」卻早已被全球頂尖名校錄取了。據了

解，該校加拿大班48名學子已獲得來自加拿大及其他國家高

校308份錄取通知書，累計獲得12.4萬元加幣（約合71.7萬

港元）獎學金。值得一提的是，其中40名學子收到加

拿大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19的多倫多大學的

錄取通知書。 ■央廣網

■內地民眾可以不帶錢包，用支付寶購買
早點。 資料圖片

■■合肥一中合肥一中「「學霸班學霸班」」
4848名學子獲得名學子獲得308308份名份名
校的錄取通知書校的錄取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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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
代表向母
校贈送畢
業禮物。
網上圖片

貴陽市民周莉昨日健身後突然想喝一杯
果汁，她徑直走向路邊的果汁店，熟練地
以手機用支付寶付了果汁費。「出來健
身，帶錢包不方便，但一部手機就可以搞
定很多事情。」周莉說。
隨着智能手機、移動支付等快速普及，

如今在內地，北至北京，南至廣州，「無
現金生活」都正逐漸流行。在貴州省遵義
市，不少賣烤紅薯、烤肉串的攤販已經開
始使用二維碼，支持掃碼支付。
近年來，隨着移動支付的快速發展，內

地正率先進入「無現金社會」。中國央行
的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移動支付業務
257.1億筆，金額157.55萬億元人民幣，同
比分別增長85.82%和45.59%。 ■新華社

7匹普氏野馬昨日從新疆準噶爾盆地啟
程，趕赴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完婚」。
從新疆野馬繁殖研究中心裝箱調運的野馬
為2雄5雌，牠們乘車前往河西走廊的甘
肅武威市，與國家林業局甘肅瀕危動物保
護中心的野馬一起繼續繁衍後代。由於捕
獵和環境問題，普氏野馬於上世紀60年
代在野外滅絕。
位於準噶爾盆地南緣的新疆野馬繁殖研

究中心，是目前亞洲最大的野馬繁育基
地，該中心至今繁育的613匹普氏野馬，
大多數已逐漸遠離保護者的照料，形成了
相對穩定的野生種群。然而，河西走廊由
於長期沒有從別的種群引入新成員，這裡
的野馬近親繁殖現象突出，面臨種群退化
的危險。 ■新華社

移動支付快速發展
內地邁「無現金社會」

安徽高中學霸班安徽高中學霸班
4848人人獲獲303088份名校錄取書份名校錄取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