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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童缺運動 逾半不達標
雙職父母難陪子女齊齊郁 專家憂年少孱弱長大「補唔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日日運動身體好，不過，有研究發現，香

港不足半數的兒童和青少年每天體力活動達標，而每周會與子女一同作

體力活動的父母則只有約三成，明顯低於其他國家及地區。有專家認

為，本港有不少雙職父母，下班後難抽時間與子女一同運動；亦有部分

家長會為子女安排運動相關的興趣班，但目的為有助升學。專家對兒童

及青少年缺乏運動表示關注，提醒若年少時身體狀況欠佳，長大亦未必

能「補底」。

港青體力活動指標等級
指標

步行或踏單車往返學校

社區及環境設施

靜態行為

學校體育

組織性運動參與

整體體力活動

家庭支持

動態遊戲

政府策略和資源投放

*等級A為81%至100%兒童及青少年達
標，B為61%至80%達標，C為41%至
60%達標，D為21%至40%達標及F為
0%至20%達標；另部分項目因無相關研
究而未能評級

資料來源：兒童及青少年體力活動報告卡

製表：黎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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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跨學科研究團隊昨日發表香港
首個「兒童及青少年體力活動報告

卡」，全面有系統地綜合本港現存有關資
料，按照9項指標包括整體體力活動、組
織性運動參與、動態遊戲、步行或踏單車
往返學校、靜態行為、家庭支持、學校體
育、社區及環境設施及政府策略和資源投
放，為兒童及青少年的體力活動作評估，
同時亦將本港與全球37個國家及地區的數
據作出比較。

僅10%兒童日花句鐘做運動
各研究項目按兒童及青少年達標比率而
作A至D，以及最差的F評級，香港在9項
指標中獲得2B、2C、1C-、2D，另兩項因
欠相關數據而未獲評級，其中於「整體體
力活動」及「家庭支持」指標均獲評D。

針對前者，資料顯示不同本地研究對兒
童及青少年運動達標情況評價參差，個別
報告只得10%人達每天一小時的國際指
標，但另有其他報告指達標率有22%至
50%；至於後者，則有約23%至37%兒童
及青少年每周和父母一同運動。

「社區及環境設施」亞洲第一
對照國際情況，港童「家庭支持」評級

明顯偏低，較高收入國家如荷蘭、澳洲，
以及內地、泰國等都要差；另外，香港獲
B級的兩項指標「步行或踏單車往返學
校」和「社區及環境設施」，則屬國際高
水平，後者更是參與比較的9個亞洲國家
或地區中排第一。
項目首席研究員、中大體育運動科學系

教授及系主任王香生分析指，研究反映不

少香港年輕人缺乏體力活動，情況令人擔
憂，特別是年級愈高的學生，運動的機會
就愈少，當中或涉及部分學校壓縮體育課
時，以安排更多時間讓學生準備公開試，
對學生身體並無益處。
而就「家庭支持」評級差，他認為與本

港多雙職家庭，父母下班後難以抽時間陪
伴子女做運動有關；另一研究員、中大體
育運動科學系副教授薛慧萍補充指，現時
香港家長對於孩子參與運動的期望兩極

化，部分人認為孩子應注重學業，不應花
時間在運動上，但亦有人積極為孩子報運
動興趣班，期望有助他們升學。
針對港童運動少問題，王香生建議應落

實「三多一少」的原則，讓孩子多參與體
力活動、多參與組織性運動、有更多的家
庭支持及減少靜態行為。他又提醒家長應
多給予孩子支持及一同運動的機會，否則
年少時太注重學業，缺乏運動而令身體狀
況變差，長大亦難以彌補。

社工哥哥/姐姐：
最近學校有些事很困
擾我呀！平日我的成績
還算不錯，在老師眼中
算是好學生，我很用心
做功課，但有些同學總

是不思進取，有時會叫我拿功課給他們抄，
這很不公平吧，功課是我努力完成的，他們
沒付出過，卻坐享其成。
不過，如果我拒絕，他們肯定會覺得我扮
清高，我怕他們杯葛我。再者，如果老師發
現了，我也會惹上麻煩的，我該怎樣
做？ 小花字
小花：

看了你的來信後，對你在校的情況有少許
掌握。若換成是我，也會生氣又無奈。要用
自己努力的成果來換取友誼，我想作為當事
人，內心總會有不為人知的掙扎吧！
我很欣賞你有用心做功課的態度，亦有對

與錯的正確價值觀，這是成長的良好要素，
希望你繼續堅守！在處理同學抄功課的事件
上，無可否認，抄寫功課確是不對的；畢
竟，做功課是其中一個最直接可加深老師所
教導知識的好方法，只有認真看待這件事，
學習上才可以事半功倍。
其實，不論是借功課給別人抄襲或是抄人

家的功課，兩者也承受着風險。舉例子說
明，既然做功課是其中一個學習的過程，難

免有錯漏，而老師總有方法發現，所以若透
過借功課給同學抄來維繫「友情」，只怕友
情未能維繫，自己已經被罰了。再者，如果
答錯了問題，同學一旦怪罪於你，那你真是
更是百辭莫辯了。

主動協助同學解決困難
要避免陷於兩難局面，我鼓勵你作出以下

的考慮，例如當同學再問你借功課抄襲時，
不妨用誠懇的態度告訴對方，自己擔心老師
會發現的心情；你亦可分享不想同學因抄寫
功課而被罰。同時你可嘗試主動提出自己願
意與同學一同討論如何把作業做好，協助同
學解決困難。

你可以說：「不好意思，我不能將我的功
課給你抄，因為我都很擔心我自己都做錯，
到時連累你被老師罰就不好啦！」或者「其
實我都不確定自己的答案有沒有出錯，既然
你未開始做，不如我們一齊商量，看看怎樣
可以答得好，一人想一點，可能有機會不用
答錯！」
當然，初時執行的過程可能遇上一些困
難，拒絕人家的要求，難免會覺得難以啟
齒。相信透過善意的主動幫忙，一同尋求解
決問題的方法，同學總會明白你的苦心。再
者，你亦可向同學表示搬字過紙的抄功課，
當下可能真的短時間能把功課按時呈交，但
一到考試測驗的時候，缺乏了平日的深化思
考，之後就自討苦吃。例如你可以跟同學
說：「今次份功課看上去其實都很難，不知
道之後考試同測驗老師會不會出呢，如果抄

去交給老師，之後大家都學不到東西，不如
我們一齊研究下！之後溫書就可以輕鬆很多
了！」
最後，衷心希望以上的分享可助你解決問

題，祝願你在學習過程中享受到跟好友共同
學習的樂趣。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出logo）
註冊社工郭安妮

查詢電話：2549 5106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借功課抄襲 難維繫「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現時醫院
急症室都會按求診者病情的輕重緩急實施
分流，前線醫護人員有效及準確的判斷最
為重要。有曾親歷分流錯配之苦的職訓局
轄下專業教育學院（IVE）學生，結合雲
端、物聯網、人工智能、自然語言處理、
面容辨識及擴張實境（AR）等多項技術，
研發出能為病人初步問診的「雲端虛擬智
能醫生系統」，冀減省部分前線分流步
驟，提升醫療體系效能。系統成本相當便
宜，每次診症僅需5仙，亦能推廣至社區中
心或老人院等地方應用，提供一站式自助
問診服務。
該系統由IVE雲端系統及數據中心管理
高級文憑二年級學生團隊研發，其中一名
成員洪佑瑜介紹指，系統適用於清醒狀
態、能自行往求診的非緊急個案病人，首
先透過鏡頭拍下用戶樣貌，透過面容辨識
辨別病人身份與年齡，同時分析其病容表
徵。系統亦設有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能夠
理解語意並與病人實時對話，通過問診查
詢病人有否不適。
「假設病人表示感到頭暈，系統便會建

議病人檢查血氧水平。」洪佑瑜指，系統
亦配備體溫計、血壓計、心跳血氧計等不
同醫療儀器，並以AR技術透過屏幕畫面的
虛擬「小助手」示範，支援病人自助量度
不同參數，再因應數據向病人提出建議。
另外，系統一旦發現病人數據異常，便會
發出警報通知醫護人員跟進，有助分流以
至縮短病人輪候時間。

每次診症 成本僅5仙
IVE李惠利分校資訊科技系講師黃俊彥

續分享指，系統收集數值後能充當解說者
的角色，「不同量計顯示的數字各有意
義，病人未必完全掌握當中含意」，而系
統正能協助病人從數據中初步了解自己身
體狀況，有關數據並會保存於雲端，隨着
病例累積其人工智能系統也不斷學習，答
案「愈來愈準」。
他表示，該系統使用無伺服器架構運
作，每次診症成本僅約5仙，成本相當低

廉。
洪佑瑜又稱，自己過往曾兩度爆肺（氣

胸）但病情被低估，險錯過最佳治療時
間，「第一次在五年前，半夜出現氣促、
胸痛、咳嗽等病徵，到急症室被當作非緊
急病人處理，等候數小時後休克暈倒，經
一番搶救才保住性命。」
他續說，事後有醫護人員坦言「唔知咁

嚴重」；而兩年前的一次他往求診時更主

動向醫生提及懷疑自己爆肺，「但醫生見
我『行得走得』，僅叫我照X光後便可離
開」，結果X光片證實確診爆肺，醫護人
員才將其叫住。
洪佑瑜指，那讓他深切體會準確分流的

重要性，冀藉系統提升效能，並集結和分
析不同醫診症經驗，避免大眾忽略嚴重病
症的早期症狀，以能及早為病人作適當治
療。

IVE生製「雲智醫生」自助問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的任期
將於明年8月屆滿，校董會昨日
召開會議，討論校長續任等事
宜。由於現行嶺大條例不容許學
生參與討論校長聘任事宜，校方
遂要求學生會會長鄭沛倫於此議
程上避席離場，惹來學生會發
惡，「捉字虱」稱續任不受此
限，聚集約20名嶺大學生到場
請願，但其聲明卻錯稱「鄭國漢
『潛』（僭）越校長職位數
年」，可謂貽笑大方！
嶺大發言人回覆指，校董會有

討論校長任期完結後的安排，但並無就
是否連任一事作決定。
嶺大學生會昨日發聲明指，校方通知

鄭沛倫於校董會審議鄭國漢連任時須避
席離場，因《嶺南大學條例》提到「學
生會會長無權參與審議教職員委任、晉
升或個人事務」。
學生會卻「捉字虱」稱條文的英文版

本並未提及「re-appointment（續任）」
情況，質疑校方「程序黑箱」，企圖在

學生校董不能參與討論該議案之情況下
「蒙混過關」云云。
對條例如此「咬文嚼字」的學生會，

昨日發表的聲明卻出現錯別字，令人啼
笑皆非。其聲明稱：「鄭國漢『潛』
（僭）越校長職位數年……堅決反對鄭
國漢續任嶺大校長。」
據了解，潛越的英文為「duckdive」，

形容像鴨子往下潛水一般的衝浪技巧，
主要應用在短板越浪。

嶺大學生會獻醜 玩「捉字虱」寫錯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隨着科
技日益普及，網上學習早已成為學童日
常學習的一部分，然而網速以至電腦設
備等各種「門檻」，對基層學童而言也
許是種負擔。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八成
基層學童在完成上網功課時遇到困難，
近一成半受訪家庭家中沒有電腦。
機構建議政府應改善現行的「上網學

習支援計劃」，以實報實銷津貼支援貧
童買電腦，並擴大計劃受惠範圍至幼稚
園學童。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去年12月至本

月調查了212個家庭，共涉及352名基層
學童。調查發現，逾八成受訪學童在完
成上網功課時遇到困難，其中五成人表
示上網速度慢，另有四成則指沒有打印

機和上網等設備。
調查並顯示，超過六成半受訪家庭只

有一部可供學童上網學習的電腦，子女
爭做功課情況普遍。另有一成半受訪家
庭家中沒有電腦，不利學習。
聯席表示，網上學習已成為趨勢，超

過八成學童需完成網上功課，就連幼稚
園學童中亦有過半人數表示有網上功
課，但上網費津貼及「上網學習支援計
劃」並未覆蓋幼稚園生，故有超過六成
受訪者表明計劃需要改善。
聯席綜合調查所得，建議政府改善計

劃，包括擴大計劃受惠範圍至幼稚園學
童，改善計劃的上門技術支援服務，並
設立有上限的購買電腦實報實銷津貼，
全面支援基層學童。

逾八成貧童難上網做功課

■嶺大學生會聲明。 fb截圖

■黃俊彥指
人工智能會
隨着數據與
病例的累積
不斷學習，
答案「愈畀
愈準」。
姜嘉軒 攝

■■IVEIVE學生研發學生研發「「雲端虛擬智雲端虛擬智
能醫生系統能醫生系統」，」，洪佑瑜洪佑瑜（（前排前排
左左））表示目標是提供一站式自表示目標是提供一站式自
助問診服務助問診服務。。 姜嘉軒姜嘉軒 攝攝

■中大研究團隊發佈全港首個兒童及青少年體力活動報告卡，發現全港少於半數學童能
夠達到每天進行一小時體力活動的國際標準。 黎忞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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