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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卡數夫婦 兒女債多孭萬元
供書教學佔三成開支 須留現金應急惟簽賬

港大於本年8月的調查顯示，本港約
有六成居民擁有信用卡，其中有一

成半人曾經試過只還部分或最低還款
額。

未成年子女家庭佔財困四成
在曾經出現財務問題的人士中，擁有
未成年子女的家長約佔四成，平均最高
欠款額達8.3萬元，比沒有子女的受訪者
多一萬元，而還款年期也比後者多兩個
月至18個月才還清卡數。有未成年子女
的受訪者指，子女開支如書簿費、醫療
保險、興趣班等佔整體家庭總開支約三
成，不過大部分非以信用卡支付子女開
支，原因是相關機構多不接受以信用卡
付款，所以家長普遍以現金支付子女開
支，其他開支則盡量簽卡。

家長無「量入為出」概念
34歲的Jason膝下有對年幼女兒，為

了提供最好的生活條件予孩子，女兒會
在私家醫院作健康檢查，加上興趣班
等，導致家庭開支倍增，他亦只能用信
用卡支付不同費用，卻無法每月「清卡
數」，一度試過欠下20萬元款項，需要
向信貸機構求助。
中大會計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分析

指，部分家長沒有「量入為出」的概
念，以為信用卡可令家庭開支彈性一
點，事實上應該將簽卡款項納入家庭開
支預算上，並清楚目標款項是否負擔得
起、需時多久償還。
他指出，一些較年輕的父母沒有計劃

家庭的觀念，也無穩定的經濟基礎負擔
龐大的家庭開支，故建議家長應將家庭
收入劃分數份，如預算固定開支及非固
定開支的數額，可有助更好管理財務。

上半年未清卡數結欠達192億
另方面，調查發現受訪者今年上半年

平均擁有2.3張信用卡，平均每月信用卡
總消費為約6,640元。雖然信用卡擁有數
量及消費總額均為連續4年的調查以來
錄得最低數字，但據金管局今年第二季
信用卡貸款調查結果顯示，本港上半年
未全數清還的卡數結欠達192億元，為

2013年第四季以來最高數據。
李兆波認為信用卡張數下跌原因或與

市場已趨飽和有關，而192億元結欠則
反映港人卡數問題嚴重；有逾半及近八
成市民表示不清楚信用卡利息收費與現
金透支利息，可見市民理財意識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不少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給予子女，

但若未小心管理財務，或令家庭陷入經濟困境。有財務機構委託香

港大學進行調查，發現有子女的夫妻，平均欠下的卡數總額比沒有

子女的夫妻多一萬元，前者還款年期也較長。學者分析指，家長用

在子女的開支上較多，也為了保留現金應急，導致不夠錢找卡數，

形成家庭財政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不少
青少年以為經歷性行為後得以提升個人
價值，原來一切只屬謬誤。青協調查發
現，分別有男生及女生，早於12歲及13
歲已初次發生性行為，男生多數較着重
個人滿足，女生則是因着重對方愉悅，
才在不情願的情況下發生，但雙方往往
在性行為後後悔不已。青協建議家長與
子女討論兩性相處和戀愛界線，明白
「雙方溝通」及「表達個人對性和戀愛
期望」的重要性。
青少年對性充滿好奇，以為經歷首次
性行為便「長大成人」。青協於去年7
月至今年1月期間，訪問36名介乎10歲
至24歲，來自4個服務地區範圍並已有
性行為的邊青，發現當中有男生早於12
歲已有初次性行為，女生亦早於13歲已
經人事。
調查亦發現，大部分受訪者仍身處求
學階段，多數是男生向女生提出性要
求，女生主要於男方家中發生首次性行
為，男生則平均分布於雙方家中及公眾
地方等。

男：開心刺激 女：痛楚尷尬
調查亦指，大部分男生在發生初次性

行為時，雖然「腦內一片空白」，但期
間感到「開心、愉快、滿足、刺激
感」，顯示男生較着重個人滿足，及集
中官能刺激感覺。相反，大部分女生並
不願意發生性行為，但因着重對方的愉
悅，即使感到「痛、尷尬、掙扎和矛
盾」，仍願意交出「第一次」。
青協表示，雖然青少年在性行為前都

認為自己已深思熟慮，能承擔所帶來的
責任及風險，但往往在完事後卻後悔不
已。男生會憂慮令對方懷孕，及認為自
己表現不如電影中的情節，調查中就有
5男曾干犯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的
罪行；女生則認為「太早給予對方」，
甚至憂慮對方得手後會將自己棄之不
顧。
其中現年18歲的Carman，5年前從網

上認識當時21歲的男網友，相識不到一
星期就被氹上男方家中，並在沒有心理
準備下半推半就發生首次性行為，事後
沒有快感只有痛楚，更覺得毋須珍惜身
體，相隔一星期後再與該男網友第二次
發生關係，結果拍拖1年就因性格不合
分手。Carman自此多次網上結識年長男
性，更一度從事援交，結果惹上性病。
痊癒後Carman認識到現任男友，其間

因不安全性行為意外懷孕，最終以墮胎
收場。

性教育指引回歸後無更新
青協督導主任陳文浩指，調查中有女

生在性行為後認為「終於破咗處，大個
女咗」，亦有男生認為「好有成功感，
終於唔係青頭仔」，青少年在經歷性行
為，雖然覺得自己價值或會提高，但絕
不等於長大成人，因為「成熟與否不在
乎破處沒有」，而是在於如何待人處

事。城大社會科學系講師黎定基指，本
港雖推行性教育多年，但指引自1997年
推出以來未曾更新，加上社會夾雜傳統
華人觀念，故當局應推行健全課程，協
助青少年確立自我觀念，提升自我防衛
意識。
陳文浩補充，青少年與伴侶在獨處時

易增加發生性行為的風險，建議讓青少
年明白「雙方溝通」及「表達個人對性
和戀愛期望」的重要性，並建議家長與
子女討論兩性相處和戀愛界線。

誤當破處「變大個」青年事後空懊悔

本人最近分別對韓國和新加坡進行商務考察，廣泛
接觸了當地的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員，最突出的感受是
他們都把精力集中在如何做好生意、發展經濟上。這
是他們的發展速度遠遠高於香港的重要原因。香港與
新加坡、韓國同為「亞洲四小龍」，近年新加坡和韓
國的競爭力不斷提升，而香港則不斷下降。前年香港
還高居榜首的世界競爭力排名，今年跌出前三甲，已
被新加坡超過。500多萬人口的新加坡，其總GDP比
700多萬人口的香港還高，香港2013年人均本地生產總
值（GDP）為3.8萬美元，較競爭對手新加坡的6萬美
元，低約三分之一。韓國就更不用說，電子、汽車、
文化、醫療、旅遊產業蓬勃興旺，「韓流」席捲亞洲
乃至世界，香港難望項背。

韓星兩小龍極為重視「中國機遇」
本人今次考察韓國和新加坡的另一個特別感受，是

這兩個國家極為重視與中國的合作，全力從中國的發
展中獲取商機。事實上，韓國、新加坡能夠取得豐碩
成果，關鍵在於積極與中國合作，分享到中國市場巨
大、快速增長的發展紅利。

先看中韓合作的情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韓國
總統朴槿惠共同致力提升中韓雙邊合作水平，促進互
利雙贏，並成功實現最高層互訪。越來越多的韓國人
以讚許態度看待中國的崛起。韓國智庫的最新民調顯
示，超過6成的韓國人把中國視作合作夥伴（61%），
而不是競爭對手。中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已經完成，
中方將在韓國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中韓關係達到兩
國有史以來的最好階段。這十分有利朝鮮半島的穩
定，為韓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創造更優良環境。

本人此次考察韓國，看到的是一派生機勃勃景象，
如首爾市的「東大門」、「明洞」，類似我們的旺
角、銅鑼灣，是商業中心區，購物者人頭湧湧，中國

大陸人尤為眾多，甚至連久負盛名的美容護膚品也供
不應求，對中國大陸人士還限量購買。對比之下，我
們香港的旺角、銅鑼灣卻正在被「佔領」，失去了往
日繁榮興旺的風采。又如首爾市的「弘大」是校園繁
華區，更是一片興旺，大學生們忙忙碌碌做學問，而
我們香港的一部分學生卻正在熱衷搞「佔中」活動。
這些鮮明的對比，着實讓人心痛！讓人心焦！

觀看新加坡更是興盛紅火，尤其新加坡與中國的合
作，更堪稱國與國關係的典範。新加坡自知國土面積
小，人口少，把中國視為推動自己經濟增長的重要動
力。中國——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和位於天津市的中
新生態城、位於吉林省的中新吉林食品區，便是在新
加坡的大力爭取下興建的。在這些項目成功和正在深
化發展的基礎上，如今兩國又正在中國西部地區積極
籌劃另一個政府間合作大項目。新加坡從政府到社
會、從企業到民眾，都在關注和身體力行經濟社會民
生發展，而我們香港卻處於「佔中」的亂象之中。

「佔中」衝擊香港後果難以估量
香港背靠祖國內地，近水樓台先得月，發展速度卻

遠不及韓國、新加坡，差距日益擴大。其原因，當然
是越來越遭人詬病的地方——泛政治化。一些極端勢
力將經濟民生問題政治化，綁架社會，特區政府施政
艱難，經濟發展舉步維艱。今次「佔中」更是對香港
造成難以估量的衝擊，最突出的表現有五個方面：

一是直接影響企業的經營環境。匯豐近日公布的調
查顯示，受到「佔領」行動影響，本港上月私人企業
經營環境顯著轉差，創3年來最差的水平。「佔中」癱
瘓交通，擾亂秩序，嚴重打擊投資者投資、遊客消費
的意慾，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漸漸浮現。

二是破壞香港賴以成功的法治基礎。違法「佔中」

對香港的法治精神造
成前所未見的破壞，
示威者公然挑戰警方
執法，將法庭禁制令
視如無物，令香港依
法守法的核心價值受到嚴重衝擊，後患無窮。

三是損害香港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香港被譽為
「東方明珠」、「購物天堂」。香港一直是全球著名
的「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商貿中心」、「國際航
運中心」和世界各國各地人士嚮往的商務與旅遊勝
地。但「佔中」使香港在國際上的聲譽受到嚴重損
害，這種危害的後果是不可估量的。

四是嚴重干擾了香港市民的工作和生活。「佔中」導致
香港多處交通改道，一些公共場所被佔，造成了香港市民
上班開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方面都受到了嚴重干擾，
廣大市民對「佔中」破壞了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少數人
侵佔了大多數人利益而怨聲載道、群情激忿。

各界應支持警方依法清場
五是衝擊香港與內地兩地間經貿合作關係。「佔

中」叫囂要推翻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改作出的決
定，挑戰國家主權，衝擊「一國兩制」，損害兩地關
係，對香港有害無益。「滬港通」推遲到下周才開
通，就是受到「佔中」影響。

對照韓國、新加坡的快速發展，香港社會各界應該
警醒、猛醒！應該齊心一意，強力支持梁振英特首領
導的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依法清場，盡快結
束違法「佔中」，讓香港恢復法治秩序，恢復廣大市
民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民
生改善創造良好的法制與社會環境，共同維護香港的
長期繁榮穩定和鞏固提高廣大港人的幸福美好生活。

高敬德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創會會長、香港與內地投資商務促進會會長

任憑「佔中」亂折騰 港人將由「富」變「窮」

本人最近專門到韓國和新加坡考察，看到「亞洲四小龍」中的這兩小龍經濟快速發展，對
照被「佔中」拖累的香港，令人感慨萬千。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表示，很羨慕香港緊靠中國內
地的地理位置，笑稱時時刻刻都想新加坡和香港調換位置。本來，香港背靠祖國，是內地
「走出去、引進來」的窗口和橋樑，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擁有韓國和新加坡所最羨慕的
「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中國優勢」，發展潛力在「亞洲四小龍」中無人能比。然而，香港
由於政制爭拗嚴重干擾了經濟發展，違法「佔中」更是直接影響企業的經營環境，破壞香港
一直以來賴以成功的法治基礎，挑戰國家主權，衝擊兩地經貿合作關係。韓國、新加坡政商
界人士普遍認為香港較之韓國、新加坡已經十分民主、自由，而且背靠中國內地，實在太幸
福了，他們不明白香港人為甚麼「身在福中不知福」？有甚麼理由要「佔中」？如果再任憑
「佔中」亂折騰下去，港人將由「富」變「窮」。對照韓國、新加坡的發展，廣大港人必須
警醒、猛醒，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發展，必須盡快依法結束禍港殃民的「佔中」。

■高敬德

——韓國新加坡快速發展對香港的啟發和警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糖尿病患者需小心管
理自己的飲食習慣，特別是兒童患者，避免出現任何的
併發症危及生命。然而，香港營養師協會主席林思為
指，協會曾檢視6間至7間學校的午餐餐單，發現部分存
在誤導，例如把「上海粗炒」列為「營養師推介」。林
思為建議，學校應於午餐飯盒加上營養標籤，讓家長及
患病學童能適當地選擇。
根據國際糖尿病聯盟的資料，於2035年每10人便會有

1位糖尿病患者，而不良的飲食習慣會增加患上糖尿病的
風險，所以家長從小便要教導子女均衡飲食的重要性。
林思為指，現時很多餐廳及學校的飯盒，大部分都不符合
均衡營養比例，有學校的午飯餐單更存在不少食物陷阱。

上海粗炒竟列營養師推介
林思為續稱：「有學校的午飯餐單上寫有『營養師推

介』的類別，但竟然出現『上海粗炒』及『咖哩薯仔魚
肉飯』等不符合健康飲食原則的食物，而在素食類方
面，只有蔬菜及澱粉質，缺乏蛋白質。」
她認為，除了餐單上的選擇未能做到營養均衡的原則

外，學校只會一周提供一次水果，但學童應每天也進食
水果。
現年6歲的柏謙，於2歲時確診為一型糖尿病患者，每
天也要度血打針，飲食要非常謹慎。其母親何太表示，
由於兒子的飲食需「計住數」，所以在選擇午餐時會特
別小心，先由柏謙自行選擇，然後再由她修改。只要懂
得平衡各種食物的攝取量，兒子想吃甚麼也可以。
對於如何選擇健康的學校午餐，林思為建議以「321」
為準則，即3份穀物類、2份蔬菜及1份肉類，若選擇素
食餐，必須要有豆類食品以提供蛋白質。另外，她又鼓
勵飯盒供應商在飯盒上加上營養標籤，幫助糖尿病兒童
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攝取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與18區區議會負責環境衛
生的委員會主席或其代表舉行特別會議，呼
籲區議會積極發揮地區監察角色，與各相關
政府部門加強聯繫，通力合作，深化在地區
層面的滅蚊工作，預防登革熱。衛生署衛生
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醫生和食物環境衛生署
防治蟲鼠主任主管袁銘志又在會議上向與會
者簡介登革熱的最新情況和政府的滅蚊控蚊
工作。
高永文昨在會上表示，鑑於香港近日接連

確診3宗本地登革熱個案，各相關部門已進行
新一輪防治蚊患工作，深化所管轄範圍的滅
蚊及防蚊工作，而由多個政策局和政府部門
組成的防蚊患督導委員會亦已召開特別會
議，商討如何增強部門之間的合作，做好防
蚊滅蚊工作。
高永文補充，雖然已踏入冬季，但絕不可

掉以輕心，又重申預防登革熱的最佳方法是
防止蚊子滋生，因此全力推行全港性的滅蚊
行動實在是刻不容緩。
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食物）黎陳芷

娟則表示，防蚊患督導委員會在前日的會議
上與部門商討，採取積極措施，使控蚊工作
覆蓋全港，並得以深化。
她說，發展局已透過香港建造商會及發展

商向建造業界發出有關建築地盤滅蚊工作須
知，而房屋署及民政事務總署會分別透過屋
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及互助委
員會等組織鼓勵公屋、居屋居民及私人屋苑
居民響應政府的呼籲，以加強滅蚊工作。
出席的區議會代表都同意杜絕蚊患的工作

十分重要。他們建議政府各相關部門在滅蚊
方面應加強合作，加大公眾教育宣傳的力度，提高市民
的警覺性；舉辦講座以加深相關人士，包括業主立案法
團、互助委員會、管業公司及建造業界等組織，對滅蚊
控蚊工作的認識。

學校午餐「陷阱」糖尿童易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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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波(左)指部分家長沒有「量入為出」概念，應將簽卡款項納入家庭開支預
算，並清楚目標款項是否負擔得起。 記者袁楚雙 攝

■青協調查發現有青年早於十多歲已發生初次性行為，男多着重個人滿足，女則因
着重對方愉悅，而在不情願情況下發生，但雙方事後均感懊悔。 記者郭兆東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