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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深近視學童視網膜變異
小孔撕裂脫落損視力 理大：長遠致盲風險大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希雯） 本港校園處處都
是「四眼一族」，主要與
學生學習時間長，又經常
使用電子產品有關。香港
理工大學首個針對深近視
港童的研究發現，約10%
學童有深近視問題，當中
逾四分三人已出現嚴重眼
睛健康問題，包括視網膜
出現小孔、撕裂及脫落，
眼球後極及邊緣視網膜變
異等，長遠而言有關學生
的致盲風險將大幅增加。
專家推算全港約有近2萬
名學童中招，情況令人憂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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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心鎖」感謝益友

■勵進教育中心將邀請中國首位
女航天員劉洋參與演講。

勵進教育中心供圖

■成立防止兒童近視委員會，跨部門（包括教育
局、食物及衛生局、環境局、民政事務局等）協調

■投放充足資源至學生健康服務，確保所有學童
每年接受由眼科視光師進行的綜合眼科視光檢查

■於3個月內轉介視力問題（如近視）學童至眼科
視光師跟進

■資助經濟困難學童接受控制近視療程

■向學校發出指引：鼓勵學童在小息或午膳時間
做戶外活動

■推動護眼活動

■加強對教職員的相關培訓

■提供護眼教學工具給老師

■要求私營補習中心、幼兒中心等有適當的護眼
措施和指引

■推動大型公眾教育活動

■增加子女戶外活動時間

■書寫及閱讀時需要有充足的光線（除讀物照明
外，四周的環境也不應太暗）

■閱讀或書寫時腰肢要挺直及保持相等於手肘至
手腕的距離，約 30厘米至40厘米

■定期帶子女接受綜合眼科視光檢查，盡早帶有
需要的子女尋求眼科視光師安排療程

■提醒子女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距離和正確姿勢

資料來源：理工大學 製表：吳希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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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是次研究針對120名本港12歲至18歲深近視
的學童，他們近視度數平均為841度。專家發

現78%學童有視網膜變異，當中約62%學童屬邊緣
視網膜變異，眼球後極變異佔2.5%，至於視網膜出
現小孔、撕裂及脫落令視力受損的有0.8%。

推算約17750學童中招
專家指出，正常的學童眼球長度為23.5毫米，是
次研究的深近視學童眼球平均長達26.9毫米，而眼
球每拉長1毫米，代表近視深300度。研究同時指
出，當眼球長度達26.5毫米便顯著增加視網膜變異
的風險，而不同的視網膜變異會導致不同的問題，
部分可導致視網膜出現裂縫或破孔，增加裂孔性視
網膜脫落的風險。

整體而言，港童有視力問題的比率屢見新高，小
學生近視比率於10年間上升7.5%，至2014至2015
學年已達83%。理大眼科視光學院教授林小燕指，
根據政府統計處本年度數字推算，全港有約17,750
學童出現視網膜變異，情況嚴重。
理大眼科視光學院副顧問眼科視光師伍尚舜指，

長遠而言，深近視學童因眼球拉長，患不同眼疾的
風險會增加，包括視網膜脫落的發病率較中度近視
（474度或以下）者高出212倍，患上後囊性白內障
及青光眼的風險為無近視人士的7.8倍及4.6倍等，
以上的病症均有致盲機會。

教局僅「畀料」欠配套措施
由於現時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提供的基本視力測

試只屬初步視力篩查，由護士而非眼科視光師進
行；如經評估後需轉介至眼科視光師，不少個案更
需再排期1年，可見需求殷切。專家指現時教育局只
向學校提供資料，如建議每20分鐘小休，遠望20呎
最少20秒等，但沒有跟進執行情況及配合政策鼓勵
學校推行相關措施。
伍尚舜提醒家長，應留意一旦子女有深近視，
即使日後接受激光矯視，患嚴重眼疾的風險不會
減少，因近視使視網膜被拉扯，增加撕裂的風
險，激光矯視只磨平角膜，無法將已拉長的眼球
變回原狀。香港眼科視光師學會外務秘書丁偉祺
指，家長只着眼學童的成績，犧牲孩子參與戶外
活動的機會，又縱容小孩打機減壓，令學童近視
問題惡化。

■理大研究報告促請大眾正視近視問題。 大會供圖

「王同學，今日你是值日生，先擦完
白板和整理好壁報板才好離開啊。」陳
大文拍下我的肩膀，提醒着我。
「好的，明白，收到。」我用埋怨的
口吻回應，放下已經背起的書包，拿起

白板擦。我的心已沒有當初對他「多管閒事」的憎恨，
只有對他又一次友善提醒的感激。
我是個容易受到別人情緒感染的人，因而亦容易隨波
逐流。記得當日是星期五，上完最後一堂後，大家都很
興奮地討論着，等待班主任的到來。也不知是誰開的
頭，我們七嘴八舌地議論起新老師來，「其實他還可以
啊，只是有點煩，樣子有點嚴肅。」李小明插嘴道。大
家似乎對這個話題興致勃勃，我周圍僅剩陳大文在埋頭

寫作業。「班主任嘛，」我爭着表達我的看法，「肥
胖，而且雞蛋裡挑骨頭，着實令人討厭。」這時教室的
門打開了，我驚慌失措地立即抓起筆裝寫字，幸好也及
時止住了口。
「各位同學，我並不因為你說別人胖而責怪你，但我
希望你們認識什麼叫做禮節，我希望有人敢說敢當，認
了這個錯。」班主任平和地說。

敢做不敢認 非君子所為
此時課室非一般的安靜，空氣在我周圍凝結，擠壓着

我的每一寸肌膚。過了幾分鐘，我仍然沒有表態。這時
陳大文輕輕搖了一下頭，舉手向班主任揭發了我。我感
覺瞬間血液湧進我臉上的每一根細小的血管，心中對陳

大文一陣惡毒的詛咒，枉我平時待他如朋友，果然日久
見人心。結果我被記了缺點，受了教訓。
那一晚陳大文發訊息向我解釋為何指證我，因為我所說

的不僅是普通的閒言，而是對老師的無禮、不敬，他不敢
苟同。況且敢做不敢認，而要全班同學陪我一同受責，也
並非君子所為。我沒有回覆他，難道他這麼正直可以當飯
吃嗎？他若是個圓滑的人，也許我們會更加友好。
這事發生後，我有一個星期都沒有理睬他。這天放學
後，我準備離開，陳大文微笑地對我說：「把課桌的書
都拿回家吧，學校是不允許的。」我沒有看他，回答：
「其他人都是如此，老師也不會檢查，怕什麼。」「我
知道你會收拾好的，再見。」他說完便快步離開了。待
他走後，我站着想了想，不太情願地把書放進書包，慢
悠悠地離開教室。
第二天回到教室，我立即發現氣氛不對，老師站在講
台邊，講台上堆着一堆書。一場腥風血雨就要展開，我

坐在我的位置，下意識地摸下課桌抽屜，呼出一口氣。
我望着坐在我前面的陳大文，似乎他又不是那麼令人憎
恨了，我突然有一股道謝的衝動。老師在前面滔滔不
絕，訴說着他的失望，並決定按照學校規定留一本書記
一個缺點作為懲罰。因為我們是甲班，老師表示更不能
對我們妥協。
我現在內心並不在意老師說了什麼，我決定解開自己

心中的枷鎖。我輕輕碰下陳大文的背，低聲說：「多
謝。」我的心隨即卸下了沉重的大石。他其實也是個不
錯的朋友，要是他是我之前想的那種圓滑的人，而不是
稜角分明，我的處境便不幸了。那一天，我想了很多。
「好了，白板也擦完了，壁報板又整理好了，我們走
吧。」我輕輕關上教室的門，對站在一旁的陳大文說。
這個益友，雖然之前他指證了我，我亦憎恨過他，但那
都是我自己造成的過錯。現在，他的正直和友善感染了
我，我是真的愛他的君子言行。 ■麗澤中學 王柏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忞）中
國太空實驗室「天宮二號」早前
在中秋節晚上成功發射，加上近
日舉行的「創科博覽2016」，令
香港再次掀起航天熱。勵進教育
中心亦緊貼熱潮，將在10月邀請
中國首位女航天員劉洋作演講嘉
賓，向青少年分享成為首位女航
天員的艱苦歷程及中國航天事業
的最新發展情況等等。
勵進教育中心將在10月 7日

（星期五）在觀塘翠屏道基督教
家庭服務中心舉行「青心直說」
第二講「為夢想飛翔—中國首位
女航天員劉洋」活動，屆時劉洋
將會與年輕人分享其成為首位女
航天員的艱苦歷程、如何堅持她

的航天夢及中國航天事業的最新發展情況
等，並由勵進教育中心理事、前警務處長
李明逵作嘉賓主持。
活動將在晚上7時至9時舉行，費用全

免，設有310個名額，先到先得，有興趣
人士可透過網址：http://endeavour.org.
hk/seminar1查詢詳情及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希雯） 香港
中文大學將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合作，由本學年開始，中大每年可派5名
優秀的生命科學學院本科學生，於加州
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生物科學海外學習
課程。
獲選同學可將留學時期所修的學分，轉
移至中大，並獲大學資助全數當地學費，
而且有機會於暑假參與柏克萊實驗室的實
習工作。

首批明年初出發讀生物科學
為讓學生獲更多與海外優秀學生及學者
交流的機會，以培育有志從事科研的學
生，中大生命科學學院與美國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綜合生物學系和分子與細胞生物
學系，昨簽署為期5年的合作備忘錄。

由本學年開始，中大每年可派5名優秀
的生命科學學院本科學生到柏克萊唸書，
首批獲推薦的學生將於明年初前出發，留
學一個學期，攻讀柏克萊生物科學海外學
習課程。
中大生命科學學院二年級或以上學生，

包括主修生物化學、生物學、細胞及分子
生物學、環境科學，食品及營養科學，以
及分子生物技術學的學生都可申請上述課
程。學生除了需要成績優異外，還需要對
科研具熱誠及抱負，和經過面試。
入選有關計劃的中大生物學三年級學生

曾子滔，一向醉心鳥類學。他分享曾觀察
醫學院餐廳一隻紫色鳥，「只要夠細心便
可發現鳥類的不同習性。」他期望可以透
過課程學到有關鳥類和濕地保育的最新知
識，將來可以學以致用，為香港的保育工

作作出貢獻。
中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黃錦波表示，希

望是次嶄新的海外學習安排，將為有志從

事科研的優秀學生提供學習機會，擴闊視
野，更期望他們到當地找到自己的科研指
導老師，尋找實習機會。

中大年派5尖子赴柏克萊留學

■首批獲選的5位學生將於明年初前往美國修讀課程。 大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鼓勵
粵港澳三地學生活學活用普通話並提升

個人溝通決策能力，香港電台與廣東及
澳門廣播媒體日前舉行「第十屆粵港澳

高校普通話辯論賽」，三地各自派出精
英大學隊伍雲集澳門就多個辯題進行多
場激辯。
其中香港科技大學辯論隊，經歷連番唇

槍舌劍後脫穎而出，勇奪辯論賽冠軍，而
兩位科大同學更獲選比賽「最佳辯手」，
滿載而歸。
「粵港澳高校普通話辯論賽」自2007

年開始輪流在三地舉行，今屆賽事於上周
六假澳門科技大學進行，三地代表包括香
港科技大學、南方醫科大學和澳門科技大
學先後進行多場比賽。首場賽事的辯題為
「審美中性化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由南
方醫科大學出任正方，對香港科技大學；
次場辯題為「在當代，年青人應該先成
家」，正方為澳門科技大學，對南方醫科
大學。第三場比賽的辯題是「大學嚴進寬

出比寬進嚴出更有利」，由正方香港科技
大學迎戰澳門科技大學。

兩隊員膺最佳辯手
經過三場精彩的賽事後，最終由香港科

技大學勇奪冠軍，亞軍及季軍得主分別為
澳門科技大學及南方醫科大學。
另外各場賽事各設一名「最佳辯手」，

三名得主依次為香港科技大學的蔣文灝、
南方醫科大學的吳際及香港科技大學的崔
智煒。獲獎的香港科技大學學生賽後分享
心得時指，辯論是一門說理的藝術，關鍵
是怎樣「有理性的論，有學識的爭」，他
們又指每個辯題都是兩個極端，參與辯論
能鍛煉多用不同的角度考慮每一個問題，
學會換位思考，對每一個觀點進行理性的
論證，而不是輕易訴諸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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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普通話辯賽 科大奪冠

■三地普通話辯論賽精英隊伍雲集澳門，參與「第十屆粵港澳高校普通話辯論賽」互相
較量。 大會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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