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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報讀興趣班部分多達5個 四成日做作業3小時

小學生多活動
暑假忙過返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莎） 悠長暑假

本來是學童「充電」休息的好機會，但一項

調查發現，近80%受訪小學生均會參加暑期

活動，當中 18%會報讀 5個或以上；另逾

45%人要在暑假內完成5本或以上的作業，

超過40%孩子自評每日要用3小時以上做作

業，反映他們在暑假隨時忙過返學。有資深

社工更透露，見過有家長為孩子每天安排至

少四項活動，孩子要奔波於不同場地，建議

家長在安排活動時，要與子女有商有量，避

免增加對方的壓力。

增校巴牌成效存疑 17%校「零入標」無車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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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太陽能電動車是新一代的
能源交通工具，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工程學科課程
學生有份參與研發的第五代太陽能電動車SOPHIE V，將
出戰10月於澳洲舉行、兩年一度的「世界太陽能車挑戰
賽」。IVE一眾師生昨日舉行出賽誓師儀式及試車示範，
期間SOPHIE V首度登場。
上述挑戰賽匯聚了全球大專院校及企業等組織的太陽能
車隊一同比試，每兩年舉行一次。參賽師生團隊需由澳洲

北部的達爾文港出發，以太陽能電動力到達比賽場
地，全程約3,000公里，行車時間為6天，比賽過程
中只能為車充電一次，以增加比賽難度。
今次IVE學生參與研發的第五代太陽能電動車

SOPHIE V，採用多種技術，讓性能和效率等各方
面均有顯著提升。車身物料採用碳纖維及聚醯胺蜂
窩夾層（Carbon Fiber Composite & Aramid Fiber
Honeycomb Core），其特質是輕巧但堅硬，強度
是鋁合金的3倍。
SOHIE V團隊運用太陽能板配合最大功率追蹤

技術（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以提升
太陽能電力系統中的電能供應效率；又利用計算流
體力學的技術，模擬測試風阻的風洞測試，以改良
車身的設計。

IVE今屆參加的組別為「Cruiser Class」，與來自12個
地區，包括美國、法國及德國等地的世界隊伍一同角逐殊
榮，隊伍更是中國唯一的代表隊參加挑戰賽「Cruiser
Class」組別。
此外，校方又特別推出命名太陽能電池計劃「Adopt A

Cell」，希望藉此推廣SOPHIE及IVE工程學科，若個人
或公司贊助100港元，便可命名1粒電池，200元2粒，廣
邀公眾參與為學生打氣，支持太陽能研發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由衛生署
與教育局合辦的「至『營』學校認證計劃」昨
日舉行頒獎禮。計劃推行至今，全港已有三分
之一、逾230間小學參與，當中有約46%、共
108間成功取得認證資格，當中更有90間獲最
高水平的「至『營』學校」嘉許。衛生署認為
成績令人鼓舞。
近年成功取得認證資格的學校數目均穩步上

升，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監測及流行病學處主任
程卓端表示，感謝各校長、
老師和家長的付出，以及食
物供應商的充分合作，使校
園成為支援兒童建立健康飲
食習慣的地方。
她指近年小學生的過重

及肥胖率有下降趨勢，全
賴學校、家長、學生，以
及社會人士共同協作，
「但現時每5名小學生仍
有1名屬於過重或肥胖，
故仍需努力解決兒童肥胖
問題。」

另一位主禮嘉賓、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表
示，「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香港學校課程
的學習宗旨，加強健康教育元素是該局要聚焦
發展的工作之一。她表示，透過課程的整體規
劃及多元化的教學活動，能讓學生明白良好飲
食習慣的重要性並付諸實踐，進一步提升學生
自我管理的能力，主動地建立健康而均衡的生
活模式，達致全人教育的目標，為未來發展打
好穩固基礎。

90小學膺「至『營』校」學童肥胖率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劉問渠
北京報道）香江國際中國地產有限公司昨日向香港
未來之星同學會捐資30萬元人民幣，以促進兩地青
年交流，資助更多香港大學生赴內地認知國情。捐
資簽約儀式在香港文匯報華北新聞中心舉行。

吳來盛邀港生香江國際參觀
香江國際中國地產有限公司執行及財務董事吳來

盛在儀式上表示︰「作為在內地投資的香港企業
家，我們有責任支持香港同學來內地看一看，感受
國家發展的最新形勢。」他又提議，未來之星同學
會可安排學生到香江國際等機構參觀，了解香港企
業在內地的發展狀況。
香港文匯報社長助理、華北新聞中心主任、未來

之星同學會副主席秦占國向香江國際表示感謝。他
指未來之星同學會旨在讓香港青年了解祖國的文化
與歷史，提高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該項活動10年
來得到了國家教育部、外交部、國務院新聞辦、中
聯辦、國務院港澳辦、港澳駐軍辦、清華大學、中
國傳媒大學等機構，及多位香港和內地企業家的支
持。
北京市海外聯誼會楊魁表示，未來之星到內地參

加交流活動，是一個久久為功的過程，短時間並不
一定見效，需要多方攜手，持之以恆。

教局：TSA非為操練勿谷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有團體近日批評「全港性

系統評估」(TSA)增添師生壓力，促請教育局於明年起廢除，
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昨日於教育局網誌《局中人語》回應
指，TSA並非操練，目的是為了促進學生的學習。

數據不用作將學校分級
陳嘉琪強調，TSA屬於低風險評估，旨在評估學生分別在

完成小三、小六及中三時，中、英、數三科的基本能力。她
指出，由於每個學生只須完成評估的部分題目，TSA不會亦
不能考核學生個人成績，此外，有關數據亦非用作篩選學生
或將學校排分等級，所以TSA不應為學校和教師帶來爭取排
名及資源方面的壓力，亦不會間接給家長及學生構成壓力。
陳嘉琪補充指，教育局早於2014年4月已宣布不向個別小

學發放他們在TSA的基本能力達標率，故學校無特別原因去
操練學生，而校方應善用題目分析報告以了解學生的強項及
弱項，從而提供具針對性的學習支援。她建議學校應給予學
生鼓勵和空間，透過合適的方式，例如閱讀，令學生更有效
地學習。
據了解，教育局於2011年及2013年蒐集教師及家長的意

見，大部分教師認為學校報告有用，同意TSA能讓學校通過
一套客觀的系統，尤其能分析整體學生在小學階段的能力，
以及早跟進和提供相關的學習支援。陳嘉琪呼籲學校準備
TSA時，要顧及學生的學習興趣，避免為他們帶來不必要的
壓力，影響學習效能。

■出席嘉賓在香港文匯報華北新聞中心合影。 江鑫嫻攝

■秦占國(左)向吳來盛（右）贈送紀念品。江鑫嫻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近
年校巴服務供不應求、收費急增，令
學界大受困擾。一項調查顯示，九成
學校反映校巴公司報價上升，加幅平
均達14%，當中11%學校面對逾三成
的加幅。有17%學校面對「零入標」
窘境，數目雖較去年減少，但意味着
這些學校在開學時學生或面臨「無車
搭」危機。就運輸署早前建議增加用
作 校 巴 的 非 專 營 巴 士 牌 照
（A03R），但34%學校認為這無助
解決問題，教聯會建議政府簡化學校
招標及採購程序，並向學校提供全面
的校巴服務資訊，助學校找到合適的
校巴公司。
教聯會上月向全港學校發出問卷，
獲得212間有提供校巴服務的學校回
應，當中以小學為主。調查顯示，
97%學校直指近年校巴招標困難。有
需要招標的117間學校中，44%今年
提早招標，並已完成招標過程，較去
年上升17百分點。據了解，每校平均
向7間校巴公司發出招標邀請，但平
均只接獲1間公司報價，反映承辦商
對提供校巴服務的意慾低落。

自購巴難覓司機有牌亦無用
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透露，今年有
20間學校無接到入標申請，情況較去
年的35間有所減少，但這些學校在新
學年能否提供校巴服務仍然成疑。不
過，就算「有幸」獲得報價，九成學
校指校巴公司報價上升，加幅平均達

14%，當中近一成指加幅逾30%，幅
度令人吃驚。
為解決校巴供不應求的問題，運輸

署早前建議增加只可用作校巴的非專
營巴士數目。不過，僅36%學校認為
此舉能有效解決問題，34%則認為無
用。身兼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的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認為，這反映學
界對運輸署增發校巴牌照的成效意見
不一，運輸署對新方案的宣傳不足。
她指該校早年自行購入校巴，但自去
年司機退休後，因校巴司機供應不
足，至今仍未能聘請到司機，故就算
政府發牌也未能解決問題。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亦指，有位於

九龍塘的幼稚園因有5名學童居於大
埔，需要校巴服務，但人數太少，未
有校巴公司入標，最後由教聯會協助
尋找有提供相近路線的校巴公司。他
續指，由於A03R是大型校巴，就算
校巴公司購入牌照，每日亦只能接載
一間學校的學童，經營成本非常高，
未能吸引業界。他指在上述情況下，
即使政府增加發牌，亦無助解決問
題。

促簡化學校招標採購程序
王惠成建議，政府應簡化現時學校

招標及採購程序，減輕學校招標校巴
的行政工作以吸引承辦商入標，並向
學校提供全面的校巴服務資訊，以便
學校聯絡合適的校巴公司承辦有關服
務。

業界擬設網上平台 同路線不同校合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不

少學校面對校巴招標困難，可能是缺
乏相關資訊所致。為了令更多學校配
對到合適的校巴公司，學童車協會及
業界有意推出校巴網上資訊平台，以
便學校和家長掌握不同校巴公司提供
服務的路線及校巴車型等資訊。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表示，不少學

校因部分路線的學生人數不足而未有
校巴公司入標，該會早前為32間學校
提供轉介服務，「例如有些校巴有位

剩餘，而路線又一樣的，便可安排不
同學校的學童一同乘坐。」結果有9間
學校找到合適的校巴公司。他認為，
若學校獲得更多校巴服務的資訊，可
助學校解決問題。
學童車協會主席梁剛昨日出席電台

節目時指，該會已向運輸署及業界提
出建立網上資訊平台的建議，讓學校
和家長掌握校巴公司提供服務的地區
及校巴車型等資訊，相信有助學校及
家長找到校巴服務。

■王惠成(中)建議，政府簡化現時學校招標及採購程序，並向學校提供全面的校
巴服務資訊。左為林翠玲、右為蔡若蓮。 鄭伊莎攝

■一眾師生昨日出席誓師儀式及試車示範。 受訪者供圖

■「至『營』學校認證計劃」取得認證學校數目穩步上升。

為了解小學生在暑假到底有多忙，青協青少年評
估及發展中心今年5月以問卷成功訪問了來自

20間學校的1,465名小三至小六學生。調查結果顯
示，近80%人會報讀暑期興趣班，涵蓋運動類、畫
畫、手工藝及創意課程等，12%人會報讀操練做學
科練習的暑期班；至於報讀數量，有14%人會報讀5
個或以上暑期活動，但有20%學生未有參加任何暑
期活動，反映部分家長取態兩極。

逾45%學童要完成5本或以上作業
除了參加課外活動，同學們亦忙於做暑期作業，
逾45%學童要完成5本或以上的暑期作業，由於工作
量不輕，超過40%孩子估計每天要花3小時以上才能
完成這些作業，部分人更要每日至少要用5小時才能
達標。負責調查的青協督導主任徐小曼指，學生要

面對繁重的課外活動及暑期習作，情況值得關注。
青協單位主任廖麗英表示，今年不少家長早在3月
底已拿着一張A4紙的時間表，為子女揀選暑期活
動，有人更搜集了大量課程資料，亦有家長銳意趁
暑假催谷孩子的學業成績，足見家長均非常緊張孩
子的暑期安排。

家長「填滿」子女日程表怕蝕底
她透露，有雙職家長要「填滿」子女的日程表，為
孩子安排了每天至少四個活動。她慨嘆：「有些活動
地點不同，即要舟車勞頓，大人都會攰及會辛苦，更
何況小孩？」她認為家長此舉只會令孩子吃不消。
育有兩子一女的魯太表示，為讓兩名將升讀中一
的孖仔充實地度過暑假，已安排了鋼琴班、跆拳道
班、英文班及圍棋班，每周上課一次，每次約一小

時，並分散4天進行，且事前會與兒子討論，確保孩
子不會太吃力。她坦言，其將升讀大一的女兒，在
小學時只報一個暑期班，但近年家長會互相交流資
訊，「當大家都報幾樣(興趣班及暑期班)，我不報就
怕蝕底，會有壓力」，故報讀四個活動「已很正
常」。其子Bernard指，只要暑期活動是合適及有興
趣的，都會抱着期待的心情參與。

專家倡勿「機械式」操練
徐小曼建議，家長選擇暑期活動時應考慮子女的

興趣，彼此有商有量，要取得平衡，切勿「機械
式」的操練，亦應預留時間予子女休息及進行親子
活動。她又補充指，有放任式的家長會讓子女自行
安排時間，或會增加子女沉迷上網及流連街外的風
險，故家長要「鬆緊得宜」。

◀廖麗英（左）認為家長若為「填
滿」子女的日程表，只會適得其
反。右為徐小曼。 鄭伊莎攝

▲魯太表示，近年家長互相交流資訊，令不
少家長跟風報讀暑期課程。 鄭伊莎攝

IVEIVE研生太陽能電動車研生太陽能電動車 1010月澳參賽月澳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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