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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基層家庭獲贈電腦

深港社區文化交流節啟幕

六合彩獨中有7400萬
【大公報訊】綜合報道：連同 「暑假金多寶」在內，連
續六期六合彩的頭獎均無人中，令今日攪珠的六合彩，累積
多寶獎金6394萬元，若然一注獨得，頭獎幸運兒將可獨攬
7400萬元獎金，刷新本港六合彩歷來第四高頭獎獎金紀錄，
預料勢將掀起全城投注追逐黃金夢熱潮。
昨日天色欠佳，即使巨額彩金影響下，全港多個投注站
亦未再現人頭湧湧情況。亞洲電視於下月起，正式失落六合
彩攪珠的直播權，今日很可能是亞視最後一次直播巨額彩金
的六合彩攪珠。翻查紀錄，六合彩歷來最高的頭獎派彩紀錄
是去年12月10日，頭獎幸運兒一注獨得90951590元，該期投
注額錄得1.49億元。至於歷來派彩最少的頭獎紀錄，則於
2001年10月30日，共錄得28注中，每注派彩僅183960元。

不甘變廢紙 逾千舊版課本送予區內學生

【大公報訊】暑假開始，不少父母已
為子女預備新學年課本，但教育局於2010/
11學年起實施 「五年不改版」 的 「緊箍咒
」 去年屆滿，加上中學文憑試考核形式及
新高中課程修改，新學年幾乎全部高中教
科書大改版，意味着家長只能 「焗買」 新
書。有元朗區二手書店則不甘舊版書變廢
紙，計劃將一千本舊書送贈予區內中四及
中五學生。但有書商則指，由於公開試課
程修改較大，為學習着想，實不建議使用
舊書，舊書只能作參考之用。
位於元朗的二手書店 「學民書店」負責人方先生
表示，雖然新高中大部分課本已改版，但對此後仍有
部分課本內容設計、排版大同小異，例如中國歷史、
歷史等科目改動不大，計劃將約一千本舊版課本轉贈
予區內學生。他說，買一套新書動輒三千多元，但元
朗、天水圍不少是基層學生，希望送贈舊書，可減輕
他們家庭負擔，中四及中五學生持學生證，可於八月
三及四日到書店免費自選五本舊版課本。
本港二手教科書龍頭 「檸檬書店」，在旺角及藍
田經營兩間書店並設有網上平台買賣書本。其總監王
偉聰表示，因去年起高中課本大改版，十多個科目只
有電腦科沒改版，相信舊書只能作參考之用，其書店
料只收初中課本或去年出版的高中課本，直接衝擊二
手市場生意。他說， 「不少行家亦看淡市場，以往在
暑假期間有不少臨時經營的二手店，但今年數目明顯
減少。」由於二手書需求下跌， 「檸檬書店」近年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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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多賣新書，他指，新書業務比例為三至四成，會
以89折出售新書。由於市面一般書店僅提供95折優惠
，推出89折優惠相信能吸引不少家長及學生購買。

書商：新高中舊書只作參考
漢榮書局負責人兼導師出版社社長石國基解釋，
由2009年推行新高中課程至今，課程已作不少修改，
例如高中中文科引入十多篇文言範文等，多個科目因
應課程內容及公開試考核模式而改版，坦言 「新高中
舊版絕大部分用唔番，為學生學習及考試着想，實不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高俊謙報道：動漫節踏入
第三日，主辦單位繼上年後，再度一連兩天增設 「創
天綜合同人祭」活動，讓動漫愛好者展出他們心愛的
創作作品，吸引數百名市民在同人祭開始前排隊。另
外，主辦單位今年另外開設展館專門給予Cosplayers
和公眾使用，不少Cosplayers都對新安排表示滿意，
認為空間更為充裕，多了人到場；但亦有早上到場的
動漫迷認為，新安排令動漫節的動漫氣氛較弱，影響
進場的意欲。
所謂 「同人」，是指志同道合的人和作品，同人
祭就是相關的販賣會。今年的 「創天綜合同人祭」為
第二屆舉辦，與去年一樣只在周六、日開放，共有
288攤位。數百名動漫迷在展館開放前便到場排隊等
候，人龍延伸至毗連的展覽廳內，甫開場便跑進目標
攤位購物。記者在現場所見，不少攤位都大排長龍，
記者在下午進入同人祭會場，花費了半小時才能跟隨
人流行畢整個展館，其中少男、少女區的攤位附近更
是寸步難行。首次參展的 「惡月庵」表示，相比起其
他同人活動，今次的同人祭明顯人流較多，更有一家
大細一起前來參觀。至於熱賣的產品方面，他首推大
熱遊戲《艦隊Collection》的布袋。
除同人祭外，大會今年亦特意開放一個四萬五千
呎的展館，讓喜歡Cosplay的市民使用，避免與參展
商 「爭位」。不少Cosplayers都對新安排表示滿意，

▲動漫節 「創天綜合同人祭」 第二度舉辦，吸引
大量市民到場參觀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認為空間更大，多了人到場向他們拍照。

擁躉：場內擠迫氣氛不如前
不過，也有參觀動漫節多年的動漫忠實擁躉說，
設立獨立的Cosplay專區，令整個動漫節的動漫氣氛
變弱。黃同學今年第五年參加動漫節，也曾在首天通
宵排隊，今天再度到場參觀同人祭。他說，今年的同
人祭場內非常擠迫，令他難以與其他同人交流心得，
加上現在的主展館都變成電玩為主，Cosplay區又搬
離主展館，動漫節氣氛不如以前，不會再如往年般 「
來足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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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饒燕芳報道：協青社成立
的 「蒲吧」是24小時的青年服務中心， 「太想滑翔」
計劃昨日在此舉行啟動禮，協青社展示重新打造的滑
板場地，吸引青少年使用其服務。
協青社早前聯同太古地產及慈善團體 「IDEA」
舉辦 「太想滑翔」計劃，通過舊滑板場地升級再造翻
新 「蒲吧滑板場」。於協青社擔任滑板教練的23歲青
年張恆達說，以前的滑板場地很殘舊，升級之後增加
了許多滑板設施和很有創意的滑板長椅，更潮、更舒
適，適合年輕人活動。張恆達玩滑板已經八年，15歲

至今都在協青社工作。張恆達稱，自己從中一開始不
讀書，一度淪為街童，15歲時偶然到協青社 「抖涼」
，從此對滑板產生興趣。他說，在協青社一班朋友一
起工作娛樂的熱情讓他下決心脫離黑社會。

協青社盼為青年注正能量
協青社會長區璟智表示，協青社正致力構建不一
樣的青年文化平台，通過不同的正面文化如街舞、滑
板等，讓青年的優勢得以發揮，同時為他們 「
注入正
面能量」，讓他們找到發展方向，為社會作出貢獻。

建議使用舊書。」至於初中課程不涉及公開試，改動
較少，故教科書二手循環機會較大。
另一方面，消委會早前調查逾600本廣為中小學
採用的教科書，小學及中學課本平均加幅3.9%及4.1%
，加幅超逾過去兩年。鑑於書價高企，津貼中學議會
主席兼獅子會中學校長林日豐指出，不少學校的家長
教師會亦會發起 「二手書寄賣行動」，其任職的中學
亦鼓勵學生使用課本時保持整潔，升級時以四折在學
校寄賣舊書，讓師弟妹以較便宜價錢購買課本，又能
環保。

吳克儉：會檢視學校行政指引

【大公報訊】記者程明越深圳報道：首屆深港社區文化
交流福田專場活動昨日在深圳福田區文化館．夢工場拉開帷
幕，來自香港南區的120餘名文化相關團體、聯會成員通過
舞蹈、聲樂、粵曲等專場演出，架起深港兩地社區 「一家親
」的友誼橋樑。在上午的歡迎儀式上，深港雙方共同觀看了
《多彩福田》、《福田文化》宣傳片，參觀了益田村社區文
化中心。下午，香港南區代表團分別來到福田文化館、舞蹈
主題館、福田文化館．音樂主題館、福田文化館．非遺主題
館，與福田各社區居民和演出團隊共同切磋，帶來了舞蹈、
聲樂和粵曲的精彩專場演出。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處長蔡偉東、香港南區社團聯席召
集人馬月霞出席了活動。馬月霞表示，深圳和香港都有着嶺
南傳統文化的底蘊，此次通過舞蹈、聲樂、粵曲等多樣化文
化交流形式，加深了深港兩地民眾的深層次交往及對相互民
風、民情的了解和認同感，文化交流的方式、種類、層面更
富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特色。福田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躍
平指出，經過兩地文化工作者十餘年的不懈努力，兩區的文
化交流現在已初具成效，並且還帶動了其他領域的交流。

元朗二手書店捐書贈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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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緊箍咒 去年屆滿，加上中學文憑試考核形式
及新高中課程修改，新學年幾乎全部高中教科書大改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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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惠 家 庭 顧 俊 雅 爸 爸（左）、
▼
顧俊雅（中）與義工李汶靜（
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實習記者李梓媛攝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李梓媛報道：一般人都認為電腦
是生活上的必需品，但社會上有很多基層家庭卻未能負擔起
買電腦的費用。 「第二屆i100電腦贈學童培育計劃」昨日舉
行閉幕禮，100個基層家庭已於去年11月獲贈電腦，主辦機
構小童群益會亦安排了大專學生義工到受惠家庭作定期家訪
，協助他們認識電腦運用的技巧。
將在九月升讀三年級的顧俊雅是受惠者之一。她說，獲
贈電腦前學習十分不便： 「如果要用電腦都要到社區中心或
者在學校借，有時都會借不到，做不到功課。」俊雅的父親
亦表示，女兒的成績在獲贈電腦後有明顯進步，「今次考試全
班排第八，特別在中文及數學方面有進步」。
同場亦有應用程序設計比賽總決賽及頒獎禮，比賽分為
初小、高小、初中及高中組，每組設有冠、亞、季軍各一名
。入圍者通過設計手機應用程序之比賽，每組分數最高的五
名才可以進入決賽。小童群益會主席鍾志平致辭時表示，參
賽者的作品水平都十分高，「對他們的創意感到十分驚喜」。
獲得初小組冠軍的王恩榮表示，設計的手機程序是 「電
腦世界」，是他在義工協助下一同設計，能獲得冠軍感到十
分開心。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黃詠君報道：
就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的女學生羅芍淇
在校內墮樓死亡一案，教育局已呼籲所有
學校在新學年開始前，重新檢視危機處理
程序。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表示，會跟
學校檢視行政指引，包括若遇緊急事故時
，校方應打999，期望開學前完成檢討。
吳克儉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向傳媒表
示，現時學校的行政手冊已清楚列明具體
指引，如處理自殺、打風及疫症等；但因
應今次死因庭的裁決，他認為，可以把 「
如需要特殊緊急服務，可致電999」這一
句加入手冊。吳克儉強調，學校行政手冊
是多年經驗，對不同緊急事件有詳盡指示
，但稱任何意外都有 「
特殊性」，須看當
場如何處理。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梁兆棠
早前指，將約見教育局商議訂立清晰指引
，希望九月新學年前成事。
被問及民政事務局和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換人一事，吳克儉指，該兩名離任的局
長均已表明離職原因，而行政長官亦交代
事件，自己沒有補充。

團體促檢視校本管理制度

學校有關999指引問題持續引起教界
反彈，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會長余綺華批
評，現時指引沒有明確規定何時需要報警
或召喚救護車，只要有支援措施便可。她
表示，教師若不遵從學校管理層的決定，
可能會被終止合約或不給予晉升機會。余
綺華表示，已約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要
求全面檢視校本管理制度。對於吳克儉認
為應在學校指引中加 「
如需要特殊緊急服
務可致電999」，余綺華表示歡迎。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的數字顯示，自本年三月起
，該會接獲十宗教師求助，指他們於學校內即使遇到
生命有危險的情況，校方也拒絕報警。其中一名於屯
門區任教的老師表示，他於學校內發現自己心律不正
，要求校長召喚救護車，卻反被校長要求離開校長室
。他拒絕離開，其後被學校的助理校長及主任強行抬
走。最後辦事處職員聽到該名教師的求救才召喚救護
車，延誤了救治時間約十分鐘。

18人下月征戰巴西技能賽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羅嘉雯報道：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狀元。從去年 「香港青年技能大賽」中脫穎
而出的18位 「技能狀元」將於今年八月代表香港遠征
巴西參加 「第43屆世界技能大賽」，與各國技能精英
一較高下。今次香港參與的項目和派出的選手人數，
均為歷屆之冠。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出席參賽代表
團舉行的授旗禮，他致辭時表示，政府近年在財政上
支持與重視職業教育，並祝願代表團在國際大賽中表
現出色。

曾俊華祝願代表團表現出色
曾俊華表示，現代社會發展令各行各業的分工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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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穗越法民四初字第13號
SAIKOU KASSAMA：
本院受理原告SAIKOU KASSAMA訴被告吉羅克
利 信 公 司 、 吉 羅 克 利 信 公 司 廣 州 代 表 處 、 DIALLO
ALPHA IBRAHIMA、林喬喬買賣合同糾紛一案，因
無法向被告吉羅克利信公司、吉羅克利信公司廣州代
表處、DIALLO ALPHA IBRAHIMA、林喬喬送達，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現
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的原告補充證據及開庭傳票。自
發出本公告之日起，被告吉羅克利信公司、DIALLO
ALPHA IBRAHIMA經過三個月，被告吉羅克利信公
司廣州代表處、林喬喬經過60日，即視為送達。本案
定於2015年10月30日上午8時45分在本院第233法庭開
庭審理本案。不依時到庭的，本院將依法缺席審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來愈細，對擁有專門知識和技能的人才需求亦愈加殷
切，因此在過去兩年的《財政預算案》都投放資源加
強職業教育，並有針對性地在金融、零售、鐘表、印
刷、護理、檢測等行業培育人才。他說，相信有關措
施能夠幫助青年人了解不同行業的專業階梯和發展前
景，並確保將來在不同的工作範疇有足夠切合香港發
展需要的人才。
青年技能比賽常務委員會主席許宗盛認為，專業
技術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希望更多的年輕人如
代表香港出戰的選手一樣，認識職業教育對個人及社
會的裨益。
香港代表隊首次參加西點製作項目，並派出職訓

局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西式包餅及糖藝文憑畢業
生、剛過22歲生日的張淑婷。在該項比賽中，選手需
要製作各式西餅及甜點，而評判將根據成品的數量、
款式、重量、質感、味道、主題和創意進行評分。張
淑婷認為其中的糖藝部分是最具挑戰性的，因為其中
包含煮糖、吹糖、拉糖等日常不常接觸的技巧，而且
煮融的糖非常高溫，即使戴上特製的手套亦能感受到
四五十攝氏度的高溫，而她比賽當日卻要將高溫的融
糖製作成一座約100㎝的模型。
來自職訓局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視覺傳意高級文憑
的畢業生陳承宗，將迎戰平面設計科技項目比賽，目
前他在讀香港理工大學學士學位課程，他認為肯多下
苦功，比別人努力多一點點，考取銜接學士學位並不
難。因為從小對繪畫和設計方面感興趣，所以在高級
文憑課程和銜接學士學位階段都選讀了設計方面的專
業，他亦希望日後能到一些廣告公司從事設計工作。
是次香港共有18位選手出戰16個項目，包括首次
派代表參加的西點製作及細木項目，另有美容護理、
電氣安裝、平面設計科技、美髮、資訊網絡布線、資
訊科技商業軟件方案、機電一體化、機械人、油漆裝
飾、水喉、餐飲服務、櫥窗設計及布置、鋪瓦及網頁
設計。他們將於8月11至16日與約1200名來自逾70個
國家和地區的技能精英交流切磋，提升專業技能水平。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後排左四）出席2015巴西
聖保羅 「世界技能大賽」 香港代表團授旗禮，香
港隊將派出歷來最多的十八名選手出戰十六個比
賽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