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看住劏房孩童學習困境

資料來源：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48%的居所

室內光線不足

47%
在疫情前有近
視、散光等視力
問題

68.6%
在疫情後使用
電子產品時間
增加，當中半
數每日增加2
至6小時

24%
家庭為慳電費而
減少開燈做功課

55%
慣常在上下格
床、走廊等光線
不足地方學習

大部分單位人均面積不足

50平方呎

31.7%
單位窗外是近距離大廈牆
壁，無法遠眺放鬆眼睛

約3%稱單位無窗

18.5%
只能用手機等
較小的電子產
品上網課，令
眼睛易疲勞

65%人

上網課時網絡
不穩定

25%
用儲值卡上網

近八成
家長無資源或途徑定
期為學童檢測視力

近75%
無足夠諮詢察覺
學童視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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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數
學童無意識保持視力健
康，包括使用較大電子
屏幕、遠眺休息眼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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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暗劏房上網課 孩子鴛鴦眼
劏房戶的艱辛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更為凸顯，有調查顯示，劏房學童在疫下只能上

網課，但家中狹窄、光線不足、網絡不穩定等問題，嚴重影響視力及學習效果，多數
家長亦缺乏護眼意識和輔導能力。有學童局在陰暗環境上網課一年，出現 「鴛鴦
眼」 ，一隻眼有200度近視。負責該調查的組織呼籲，政府和社區要加強正確資訊傳
播，提供合適電子產品及網絡支援，長遠應改善房屋居住條件。

調查：24%家庭慳電費 唔敢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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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腳」 可協助脊髓損傷致行
動不便的病人提高復康步行訓練效
率。 大公報記者解雪薇攝

機械腳幫手 脊癱病人安心出行 羅致光：增康復服務 追落後
【大公報訊】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羅致光表示，康復服務是眾
多社福服務中起步較遲，現在正
「追落後」 ，現屆政府已採取長

中短期策略，期望增加服務量，
預計短中期內可額外提供5949個
康復服務名額，而2021/22財政年
度亦將有1361個康復院舍宿位投
入服務。

羅致光昨日在網誌表示，康
復服務中的宿舍服務輪候時間十
分長，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服
務更是多年來輪候時間最長的服
務之一，雖然2019/20年的輪候時
間，已由2018/19年的168個月，
減至123.6個月，但仍要等候超過
10年。嚴重及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服務亦分別要輪候160.5個月及
144.3個月。

羅致光認為，宿舍服務輪候
時間長，歸根究底是服務規劃問
題。勞福局將聯同相關政府部
門，將康復服務相關需求納入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中
短期則會利用非政府機構所擁有
的土地、透過發展項目及購置處
所，及在現有服務中尋求空間。

至於學前康復服務方面，由
於服務恆常化與大幅增加名額，
平均輪候時間已大大縮短，羅致
光舉例，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的
輪候時間已由17.9個月減少至
11.2個月。羅預期，未來兩至三
年間，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與早期
教育及訓練中心的輪候時間將會
接近零。當局將檢視仍在規劃中
的部分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可
否轉化成特殊幼兒中心。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薇報道：嚴重脊癱
的病人，傳統訓練即使依賴物理治療師支撐，
也 「舉步維艱」 ，且礙於體力難以長時間站
立，影響復康效果。 「外骨骼機械腳」 則可以
為病人提供八成力量輔助，減輕患者體力負
擔，提高步行速度和步態，幫助半癱及全癱病
患重拾步行感覺。有患者從 「對腳完全行唔
到」 ，改善為可獨立行走數十分鐘；有全身癱
瘓的患者接受訓練後，左半身恢復自如，生活
質素大大提高。

本港每年約有200宗創傷性脊髓損傷個
案，接受機械腳訓練的朱生，三年前因按摩師
操作不當，致下半身全癱，手術後轉入麥理浩
復康院。當時他完全離不開輪椅和吊臂， 「大
小便失禁、對腳完全行唔到。」 經過六個月訓
練，他從在床邊東倒西歪坐不穩，到現時每日
可行走20分鐘至半小時，並可逐步回復正常工
作。

Connie兩年前於韓國自駕遊時遇車禍，受
傷後全身只有腳趾公能活動，全身插喉，進
食、大小便都有困難。一個多月前，她第一次
使用機械腳，用四分鐘步行了40步，約是一個
籃球場闊的距離。 「太久沒有行路，好緊張怕
失平衡，標晒冷汗。」 她亦傳授秘訣， 「信任
部機及治療師，下半身要放鬆讓機器帶領，但
腰及頸又要用力支撐身體。」 現時她左邊身體
活動較好，右邊身亦可稍稍活動。

瑪麗醫院矯形及創傷外科副顧問醫生高日
藍表示，長者不慎跌傷、意外工傷、暴力等都
有機會造成脊髓損傷。步態不穩及不同程度的
癱瘓，影響病人生活質素，傳統物理治療需要
有人 「扶着才能企」 ，一個小時僅可行走幾十
步，機械腳同樣時間可行走800至1000步，大
大提高運動強度及復康效果，而且可幫助病人
較早離開病床進入訓練階段，減少初期併發
症。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於去年五
月至今年三月期間，訪問300名
劏房學童家長，子女絕大多數為
幼稚園至中六學生。調查顯示，
劏房家庭經濟壓力沉重，65%家
庭的房租支出佔收入三成或以
上，難以為子女提供健康的學習
環境。47%受訪學童有近視、散
光等視力問題，但有24%家庭為
節省電費，就算室內光線不足，
也不開燈或減少開燈做功課。

窗外是天井 難以遠眺
受訪者人均居住面積不足50

平方呎，情況最嚴峻的四人家
庭，人均面積不足37.5
方呎。劏房單位窗戶外
視野不理想，7.2%住戶
的窗外是惡臭天井，
31.7%是近距離的大廈
牆壁，有10個是無窗
戶。

狹窄的居住環境，
學童難以遠眺讓雙眼休
息，部分學童只能使用
屏幕較小的手機或平板
電腦上課，需近距離看

屏幕，令雙眼容易疲勞，影響視
力。

視力轉差 學業成績跌
劏房學童的網課質素亦不

佳，僅41%家庭裝有家居寬頻，
36%使用電話流動數據，剩餘者
兩樣都無。超過65%學童稱上網
不穩定，途中會斷線或網速慢，
影響知識吸收和學習動機。然
而，69%家長因不懂使用電腦或
軟件、設備落後無法支援教學軟
件等原因，未能很好地協助學童
網上學習。

阿楠的女兒剛升上中一，上

了一年網課後，原本視力正常的
雙眼，有一隻急升至280度近視
及有散光，成績下降到幾乎科科
不及格， 「我也是接受了社區科
普 後 ， 才 知 道 用 眼 要 遵 循
20-20-20原則，眼和桌子要保
持距離等。」

詩女士的幼子即將升小學，
住所面積僅150方呎， 「以前覺
得兩盞燈已夠光，後來社工評估
才發現，遠遠未達500個lux，希
望來得及保護兒子的眼睛。」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表示，過
去一年向劏房家長傳遞護眼資訊
等健康知識，贈送燈具以改善光

源。
該會建議政府提供

額外資源，為劏房戶安
裝寬頻，或持續提供流
動數據儲值卡，提供免
費列印服務等。長遠應
將學童眼睛健康變成公
共衞生議題，加強投入
資源、社區參與，改善
樓宇設計等，令劏房學
童有較健康的學習起步
點。

▲團體建議，政府應將學童眼睛健康變成公共衞生
議題，加強投入資源。

盡快推動疫苗護照認清美國洗腦教育的荒唐邪惡

龍眠山

復活節加上清明節，五日長假
期，郊外、商場、旅遊景點熱鬧非
凡，到處是人頭湧動，大排長龍。旺
丁又旺財是好事，但也埋下播疫的隱
憂。以彈丸小島長洲為例，幾乎被蜂
擁而至的遊客踏平，當地居民形容
「五日都是太平清醮」 ，慨嘆生活飽

受困擾；食肆違例接待超過四人一枱
的情況，也並非罕見。

長洲被迫爆只是冰山一角，郊野
公園亦都是川流不息， 「旺過旺
角」 。在東龍島，光是紮營過夜的帳
篷就超過一百多頂；地處偏僻的西貢
沙灘，如今也是人聲嘈雜，盛況空
前。疫情之下，市民無外地可去，只
能島內遊；另一方面，疫情令大家更
注重健康，更樂意走到郊外呼吸新鮮
空氣，但也因此打破了鄉村的寧靜，
不少村口貼有 「入村請戴口罩，面斥
不雅」 的告示。最近一再有 「封村」
不准遊客經過的新聞，凸顯了疫情下
的城鄉摩擦。

怎樣才能解決這個矛盾？方法只

有一個：加快打疫苗。只有當七成人
接種，形成集體免疫，才能恢復與外
地的通關安排，展開旅遊氣泡。那樣
的話，市民就不必逼在香港這小地方
團團轉，鄉郊居民也會對外來客放下
戒心。

好在復必泰疫苗包裝瑕疵問題已
獲解決，今日開始恢復接種，從預約
的踴躍反應來看，市民對疫苗的信心
並未受到有關事件的嚴重影響。但另
一方面，香港目前接種率很低，大大
落後於國際形勢，特區政府必須考慮
提供更多的接種誘因。最大的誘因，
莫過於推動 「疫苗護照」 ，逐步放寬
對已接種市民的檢疫，讓他們看到免
檢去內地探親旅遊、日本浸溫泉、泰
國食榴槤的前景。

其實香港已有 「疫苗護照」 ，紙
張版由接種中心的工作人員提供，電
子版透過 「智方便」 應用程序下載，
打完兩針後一段時間就可以生效。早
接種，早享受！憋壞了
的市民還等什麼呢？

總有人將特區政府推動國民教育
的正當之舉抹黑為 「洗腦」 教育，在
中學恢復中國歷史課也被打上 「洗
腦」 的負面標籤，其實，說到 「洗
腦」 教育，美國人最擅長、最老道。
所謂 「新疆種族滅絕」 、 「強迫犯人
摘棉花」 等謠言引發的軒然大波尚未
止息，美國得州一所公立學校的辱華
考試題事件又刷屏，再次刷新世人對
美國為 「妖魔化」 中國而無所不用其
極的認知。

得州一所中學在社會研究測試中
出了一道選擇題，要求學生回答 「哪
一樣在中國屬於正常現象」 ：一，如
果有人在餐廳打嗝，就要割掉他們的
嘴唇；二是小孩偷糖吃，就要被家長
鞭打50下；三是人們吃貓狗很普遍。
任何心智正常的成年人，都明白有關
內容荒誕無稽，旨在侮辱中國人，醜
化中國形象，而這種題目居然堂而皇
之地出現在美國中學考試中，對年輕
人的心靈會帶來什麼影響？

積羽沉舟，積毀銷骨。古往今

來，謠言都是陰謀家打擊對手的利
器。美國人從小被灌輸有關中國人的
負面形象，令他們看不起中國，仇恨
中國，歧視華人。尤其是經過特朗普
的四年任期，對中國的 「醜化」 更是
登峰造極，難怪近年美國人對中國
「沒有好感」 的比例上升。得州學校

發生考題辱華事件不足為奇，而當事
件被揭發，校方輕描淡寫地聲稱有關
考題只是 「用字不準確」 ，直至當地
華人發起抗議行動，校方才不得不認
錯道歉，將三名肇事老師停職。

在美國的教科書中，在荷里活大
片中，類似對中國的抹黑不勝枚舉，
潛移默化地影響着美國的一代又一
代，進而影響信奉西方民主價值的人
們。很多人以為美國是民主大國，有
言論自由，會追求真相，但事實是，
美國言論自由早已蛻變為造謠自由、
抹黑自由，美國政客對國內政敵尚且
開動造謠機器，對國外的對手更是如
此。從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展示裝着
名為 「化學武器」 實為洗衣粉的小瓶

子，到另一名前國務卿蓬佩奧承認
「我們欺騙、撒謊、盜竊」 ，足證美

國這個 「世界民主燈塔」 其實是 「世
界謠言中心」 ，美國的 「洗腦」 教育
比世上任何地方都更徹底，不僅普通
美國人被嚴重誤導，包括香港在內的
其他地方也是受害者。

香港通識科教育異化，充斥大量
對內地 「人權問題」 的抹黑及對政治
體制的歪曲，而從教材編撰到教師培
訓，美國心戰機構扮演了重要角色；
前年黑暴期間，所謂 「太子站打死
人」 、 「新屋嶺拘留所強姦」 等謠言
四起，用以挑撥警民關係，背後也有
美國情報機關的手影。在這種系統的
「洗腦」 工程下，不少香港年輕人產

生 「身份認同」 問題甚至傾向 「港
獨」 ，教訓深刻。

反制美國等國家對香港年輕人的
「洗腦」 ，唯有加快進行教育改革。

事實證明，培養香港年輕人正確認知
國家、民族及 「一國兩制」 根本原
則，是實現人心回歸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