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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4個多月暫別校園，逾1,500名中三至中五跨境學生昨日終於迎來復課。在

港深兩地政府特別安排下，學生專用深圳灣及福田口岸回港上課。不過首日通關

下，由於部分學生未有預先填妥內地所需資料，過關流程欠妥順，加上校巴要等齊

同區各校學生「併車」致延誤開出，多校學生抵校時遲大到約30分鐘至一個半小

時。有校長及學生認為，首日復課需時適應，建議可考慮提早開放關口及簡化程

序，相信過一兩天情況會較順利。

1500跨境生首日復課遲大到
未熟過關流程 漏填表格 校巴等人齊才開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教育局早前公布的
三階段復課安排，截至昨日已全面落實。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於fb撰文，感謝辦學團體、校長、老師、
深圳市政府、特區政府相關部門，為準備學生復課所
做的大量工作。針對最近「政治入校」死灰復燃，有
團體更鼓吹學生參與罷課，林鄭月娥重申校園不應涉
及政治，學生更不應被利用以達到政治目的，籲家長
和學校共同努力，保教育質素，還校園寧靜。
「隨着今日幼稚園高班至小三回校上課……千多名
中三至中五的跨境學生亦獲特別的通關和交通安排回
校上課，教育局的三階段復課安排已全面落實」。林
鄭月娥說，昨日雖然有部分跨境學生因流程所需時間

而遲了到校，但相信日後情况會有所改善，透過朋友
傳來一些小朋友回校的相片，和看到電視新聞訪問家
長和學生，她感受到同學們在停課4個月多月後重回
校園，和老師及同學相聚的喜悅。

批別有用心者煽動違法
林鄭月娥續指，學校應該是孩子和青少年建立品

格、認識國民身份、培養守法意識、愉快學習的地
方，「但令人擔憂的是近年政治入侵校園，別有用心
的人藉某些活動或行為，向學生灌輸歪理，散播敵視
國家和政府的言論，甚至鼓動他們公然做出宣揚『港
獨』及以身試法的行為，導致數以千計的中學生被

捕。」
對於近日有人再次鼓吹學生罷課或參與所謂「罷工

罷課公投」，林鄭月娥強調社會應同聲譴責，重申校
園不應涉及政治，學生更不應被利用以達到政治目
的。
「教育是培養人才的關鍵，我上任後亦秉持教育開

支是對未來最有意義的投資這理念，先後撥出超過一
百多億元的經常性開支落實多項提升教育質素的措
施」，林鄭月娥表明特區政府在教育議題上絕非旁觀
者，教育局會做好把關人，期望與家長和學校一起努
力，培養青年人成為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國際視
野，對社會有承擔的新一代。

「政治入校」死灰復燃 特首譴責「罷課公投」禍害學子

跨境生復課獲港深兩地豁免強制檢疫，但要每
星期接受核酸檢測，填寫兩地健康申報表等

文件，又要留校午膳，及集中於深圳灣及福田兩
口岸指定時段（上午6時半至8時半、下午2時至
4時半）通關，並由校巴於關口及學校「點對
點」接送。

學生散落多校「併車」輪候需時
其中在元朗及天水圍，由於跨境生散落於數十
所學校，區內各校「併車」安排6輛校巴接載學
生。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晨到伯裘書院了解情況，
幾名跨境生約於8時半到校，較預算遲了逾半小
時。
該校中三生黃煒杰指，清晨6點25分已到達深
圳灣口岸等候，雖然一直有學校及其他跨境生交
換通關資訊，但關口所見路線指示不甚清晰，亦
不知是否需要排隊領取文件等，過關時間明顯較
之前長，到港後則要於校巴等候，點齊各校人數
才開車回校。
他認為，現時通關涉及文件較複雜，希望能
作簡化，例如將兩地申報表合二為一，或透過
健康卡供查驗等，以縮短時間為學生通關提供
便利。
同校中四生岑卓斌則表示，昨日花了45分鐘才
完成過關，較以往長約15分鐘，不過他亦指，累
積經驗熟習流程後，相信今日通關時間可大幅縮
短。

落車難「點對點」添播毒風險
另一間位於天水圍的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
重德紀念中學，昨日則有8名跨境生復課，由於
通關及校巴等問題，學生最終遲了45分鐘至1小
時20分鐘回校。校長馮金燕指，首日復課學生或

未能適應致過關較慢，認為關口可更早開放，相
信過一兩天情況會改善。
此外，該校跨境生的下車點亦一度出現混亂，

由於校巴不獲准駛入屋邨，學生要於邨外停車場
及巴士站下車步行回校，未能完全做到「點對
點」避免與社區接觸的目標，校方認為情況「非
常不理想」，會聯合各校反映問題。
至於在大埔，有跨境生則遲了約一個半小時才
到校，中三跨境生黃同學提到，昨晨不少學生忘
記預先填寫健康申報表，到過關時才去填表，致
令情況延誤，排隊人數亦增多。
伯裘書院校長黃頴東指，由於關口集合不同校

巴，雖然校方已提供車牌號，但學生首次尋找或
有難度，要花較多時間。他又表示，學校已酌情
處理跨境生考勤，不算作遲到，希望學生及家長
忍耐疫情期間往來返學會較為波折，並與學校多
作了解溝通。

教局料熟手後日漸暢順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早前約有1,800名中三至

中五跨境生預先登記回港復課，根據學校匯報，
昨日共有1,546人跨境上學，佔登記數八成半，
而部分學生因證件問題、未及取回核酸檢測陰性
結果、事先請假等原因缺席，他們跟其他暫時不
回港上課的學生一樣，會繼續接受網上授課等學
習支援。
就部分跨境生遲大到，教育局指由於不少使用

深圳福田口岸的學生，未有按指示預先填妥內地
所需資料，因而出現延誤，影響校巴開出及抵校
時間。不過教育局亦強調，新的跨境上學安排於
昨首次使用，學生需時熟習屬預期之內，局方已
透過學校再次提醒同學需要注意的地方，相信日
後上學情況會逐步暢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本港學校因新
冠肺炎而長期停課，於本學年最後一批復課
的初小及幼稚園高班學生昨日正式復課。有
幼稚園除了採取一系列防疫措施外，亦以
「開派對」形式舉辦開學禮，為學生及家長
打氣。有小學校長表示，復課後會先讓學生
「重拾人與人之間的親切感」，並表明取消
多級期末考試，以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
香港中國婦女會幼稚園昨早已有教職員在
校門外迎接20名K3級學生。為應對新冠肺
炎，校方採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為學
生量度體溫、清潔雙手，亦會要求學生回校
後更換鞋子，並為書包噴灑消毒噴劑。校長

廖海艷表示，首日復課情況順利，由於學生
經歷了漫長的停課日子，為協助他們適應學
習，特意以「派對」形式舉行開學禮，除了
有魔術表演外，亦有教師帶領學生做早操，
以緩和學生的緊張情緒。
她又提到，由於現時只有K3級學生使用校

舍，故會善用校園空間，例如增加座位間
距；雖然校方按教育局規定只提供半日課
程，但若學生有需要，校方亦會為學生提供
午睡的地方，床與床的距離也較以前更闊。

學校重編課程助溫故知新
至於學校課程方面，廖海艷表示，「學生

的日常自理、常規練習
等都需要重新訓練，為
彌補失去的學習時間，
學校會重新編排學校課
程，協助孩子溫故知
新。」考慮到K3學生即
將升讀小一，故學校不
會催谷學生的課業，而
是讓他們有更好的升學
心理準備。
該校K3 級蔡同學表

示，再見同學感到非常

開心，並承諾會戴好口罩、保持雙手清潔。
家長蔡太則表示，「我比孩子更緊張，怕她
不適應，相信只要做好防疫措施就可以大大
減低感染機會。」她又指，之前學校會幫忙
準備水樽、文具等，現時都要自己準備好，
以防交叉感染。

有小學特設「隔離區」
在小學方面，聖文德天主教小學除有一般
的防疫措施，更設立「隔離區」供身體不適
的學生休息，亦向學生派發口罩、口罩套及
酒精搓手液等抗疫物資。校長張偉菁接受傳
媒訪問時表示，由於停課太久，復課首要目
標並非追趕課程，而是讓低小學生「重拾人
與人之間的親切感」，故校方不急於教授學
術課，而是以傳授防疫知識為主，並給予學
生更多空間玩耍和相處。除小五呈分試外，
學校已經取消小一至小四及六年級的期末考
試，以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早前購買了9台自助檢

測體溫儀器，學生進校前需量度體溫、踏上
消毒地毯及清潔雙手。為避免人群聚集，校
方刻意錯開上課時間，初小學生會較高小學
生遲半小時上課；放學時，學生亦需要分批
從不同出口離開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
軒）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多
國的醫療系統均面對嚴峻挑戰。
為協助醫護人員快速診斷及識別
高危患者，理大與澳門科技大學
（澳科大）及內地院校合作，開
發一套快速診斷人工智能系統，
可通過胸部電腦斷層掃描有效分
析病況，並於20秒內預測嚴重程
度，準確度高達九成以上。負責
人形容系統準確度媲美資深醫
生，大大縮減診斷時間，系統已
於美國在內等多個國家應用，並
在科研期刊《細胞》上發表。

預測嚴重程度 九成準確率
該系統名為「人工智能輔助影

像學對新冠肺炎進行精準診斷、
定量測量和重症預測」，可通過
胸部電腦斷層掃描（Chest CT）
有效區分出新冠肺炎和其他類型
肺炎，並於20秒內預測嚴重程
度，準確率高達90％以上。
項目研究論文第一作者、澳科

大醫學院教授張康表示，團隊使
用來自3,777名病人的大型電腦
掃描數據庫進行深度學習和測
試，以建立一個人工智能診斷模
型，用作區分新冠肺炎和其他類

型肺炎。
該人工智能診斷系統能提供準

確的臨床預測，協助臨床醫生作
出診斷，例如可觀察出病人肺部
是否出現積水、纖維化等狀況，
從而判斷應否轉往深切治療部
等，有助及早安排合適的臨床管
理和資源分配。
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

客席教授劉耀南補充，一般資深
醫生分析電腦掃描需時15分鐘至
30分鐘，系統則可在短短20秒內
完成，有助加快診斷效率，節省
時間。

中美印等已應用系統
目前系統已在多個國家的醫院

內使用，內地包括武漢、廣州、
安徽、四川等地，其他國家包括
美國、伊拉克、伊朗、厄瓜多爾
及印度亦有使用該系統。
澳科大醫學院院長霍文遜解

釋，系統初期主要用於疫情重災
區，或欠缺放射專科醫生的地區
使用，香港整體而言病例不算太
多，使用系統的迫切性不算太
高。理大常務及學務副校長衞炳
江則表示，歡迎技術在港推行，
大學會與醫管局保持溝通。

幼園「開派對」小學取消考試

中三至中五跨境學生
昨日終於復課，但已比
其他同班同學延後兩個
多星期。有伯裘書院跨
境生直言，最擔心的問

題是臨近考試，心理壓力較大，怕成績
退步。該校校長黃頴東提醒，學生可於
學習上多下工夫，查漏補缺，有問題及
時問老師，又指校方亦正考慮將考試推
遲，給予學生更多時間溫習。
伯裘中四跨境生岑卓斌表示，自

同學在5月底復課後，自己都是透過
網課同步學習，但上堂時鏡頭看到
課室中上課的老師與同學，覺得只
有自己一人被排除在外，有點孤獨
感覺，心理也很有壓力，所以很期
待重新回到校園，亦很開心能與同
學相見。
該校中三生黃煒杰則表示，復課後

需要大力追趕進度，不過網課期間，老
師利用電子教材，亦為學生提供了不少
便利，而讓他最擔心的問題是臨近考

試，壓力較大，怕成績下滑嚴重。
除學習外，跨境生復課亦可能要面

臨較大經濟壓力。黃煒杰及岑卓斌二
人說，「點對點」校巴一個月返學交
通費或要多達1,600元，遠比以往每天
只約20元花費多，如加上核酸檢測費
用，每月開支甚至需要2,000元，他們
指家人一開始亦不贊成安排，後教育
局承諾提供津貼才同意讓其復課，希
望當局盡快落實津貼派發具體流程及
日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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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同學遲復課 憂成績追不上

■■有幼稚園開學禮提供魔術表有幼稚園開學禮提供魔術表
演演，，緩和學生的緊張情緒緩和學生的緊張情緒。。

香港中國婦女會幼稚園供圖香港中國婦女會幼稚園供圖

■林鄭月娥重申，校園不應涉及政
治，學生更不應被利用以達到政治
目的。 fb截圖

◀天水圍伯裘書院跨境生與其他學校「併車」回
校，在校門外下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跨境學生需在關口接受體溫檢測。

■跨境生進
校時要拍卡
及 量 度 體
溫。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 校 方 作
彈 性 安
排 ， 學 生
只 需 要 填
寫 資 料 就
不 算 遲
到。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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