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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1997至1999年期間參與了一件改變每名

香港市民的事情！當日你帶同嬰兒到母嬰健

康院作檢查期間所填寫的問卷，結果顯示嬰

兒生長在二手煙的環境中的健康會較差。    

 

你還記得曾回答有關在母親懷孕期間以及在

子女年幼時家庭吸煙和二手煙的情況嗎？或

許你會想知道為何我們會問及嬰孩患病求診

情況？  

你作出的回應讓我們得知在全無二手煙的環境中

成長的嬰兒

會最健康，

而父母遠離

子女吸煙亦

可減低二手

煙對嬰兒健

康的影響。 

 
 

現在，因著你付出時間參與我們的研究，二手煙

對公眾健康的傷害得以廣為人知，香港公共衞生

政策的推動亦得以鞏固。新實施的擴大公眾地方

全面禁煙條例現已惠及所有香港市民，我們在此

感謝你所作出的貢獻。 

你知道你對香港已作出貢獻嗎你知道你對香港已作出貢獻嗎你知道你對香港已作出貢獻嗎你知道你對香港已作出貢獻嗎？？？？    落實擴大禁煙區法例落實擴大禁煙區法例落實擴大禁煙區法例落實擴大禁煙區法例，，，，使香港成為健康都市使香港成為健康都市使香港成為健康都市使香港成為健康都市    

衷心感謝所有家庭衷心感謝所有家庭衷心感謝所有家庭衷心感謝所有家庭!!!!    

你的子女在香港歷史佔有獨特位置你的子女在香港歷史佔有獨特位置你的子女在香港歷史佔有獨特位置你的子女在香港歷史佔有獨特位置    

你的子女是香港其中一個最具

影響力的孩子。儘管他還是一

個不足十歲的孩子，他亦已為

身處的社會作出貢獻。  
 

眾多在一九九七年四至五月期

間出生的孩子與你的子女共同

分享這份光榮，因為差不多所

有在當時出生的孩子都參與了

此項調查。 

另外，你的子女亦出生在一

個獨特的歷史轉捩點—代表

1997年過渡期的孩子。他是

其中最後一名出生在英國殖

民地的嬰兒，並為見證香港

回歸祖國這歷史性時刻中最

年輕的市民之一。 

 

 

有鑑於他對本港的貢獻以及其

獨特歷史身份，我們正籌備一

個電視特輯。該特輯將會在香

港慶祝回歸十周年期間播放，

這亦是你子女慶祝十歲生日的

重要時刻。如你想參與這個電

視特輯，請參閱第三頁的報名

方法。  

    「我們最愛無煙香港。」 

『『『『填寫問卷看似是微不足道填寫問卷看似是微不足道填寫問卷看似是微不足道填寫問卷看似是微不足道，               ，               ，               ，               
卻能夠改善整個社會卻能夠改善整個社會卻能夠改善整個社會卻能夠改善整個社會，       ，       ，       ，       

這是何等奇妙這是何等奇妙這是何等奇妙這是何等奇妙！』！』！』！』    

『『『『你的子女想參與電視特輯嗎你的子女想參與電視特輯嗎你的子女想參與電視特輯嗎你的子女想參與電視特輯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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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研究小組一直忙於發表研究結果，並

已刊登於多份主要的國際醫學期刊，例如

《Pediatrics》和《Epidemiology》等 

(我們已發表的學術報告細列於第四頁)。 
 

新聞記者與各傳媒均迅速並廣泛地報導我們

的研究結果，包括多篇刊載於明報、星島日

報、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和南華早報的新聞

文章。  
 

除了有關二手煙的報導，我們的研究小組亦

發現利用剖腹生產的母親在餵哺母乳時感到

困難，建議助產士及其他護理人員應為他們

提供相應的協助。  

從問卷調查到從問卷調查到從問卷調查到從問卷調查到............科學證據科學證據科學證據科學證據————我們最新的研究我們最新的研究我們最新的研究我們最新的研究啓啓啓啓示示示示    

「「「「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    

我們一直致力於為公眾發佈有關研究結果，本港各

大主要電視、電台和報章均有報導。 

第二頁第二頁第二頁第二頁    

林大慶教授與梁卓偉教授負

責帶領整個研究小組，並得

到衞生署麥國恒醫生和梁士

莉醫生的支持。 
 

林大慶教授早期受訓於香港

大學醫學院，並一直投身於

香港大學。林教授負責二手

煙與嬰兒健康研究的最初構

思。 
 

梁卓偉教授醫學院畢業後，

積極從事學術研究。其研究

範疇涉獵甚廣，包括兒科流

行病學、傳染病如「沙士」

和流行性感冒研究和公共衞

生政策研究。 

梁士莉醫生畢業於香港大學醫

學院，現任衞生署家庭健康服

務首席醫生，關注本港兒童健

康。 
 

Mary Schooling博士從事流行

病學研究，尤其關注社會發展

史對人類健康的影響。 

我們的研究小組我們的研究小組我們的研究小組我們的研究小組    

麥國恒醫生畢業於香港大學醫

學院，曾參與1997年禽流感爆

發的處理工作。麥醫生現為衞

生署學生健康服務顧問醫生，

致力推動本港學童健康。 
 

何禮明博士為研究小組提供專

業的統計數據分析意見，並妥

善管理所有收集的問卷。 

「九七的兒女」研究小組，由左起為林大慶教授、梁卓偉教授、     

     Mary Schooling博士、麥國恒醫生和梁士莉醫生。 



三歲定八十三歲定八十三歲定八十三歲定八十 :  :  :  : 是謬誤還是事實是謬誤還是事實是謬誤還是事實是謬誤還是事實？？？？        

你的子女在三歲時是怎樣的？你認為他的性格是

否早已定形？讓你感到奇妙的是，你子女的終身

健康其實在其胎兒時間及在剛出生不久已經開始

形成。更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健康亦可能受著其

祖父母的成長環境所影響。  

 

事實上有關孩子成長與發展的醫學問題真是多不

勝數。這些疑問將有助研究學者探索最適合孩子

的生理與心理發展和達致終身健康的誘因，從而

減輕常見疾病所帶來的負擔。  

 
現時我們最關注的問題包括︰  

• 現今香港孩子的身高是否如其他國家的孩子一樣，抑或會受到其父母甚至祖父

母的成長環境所局限呢？  

• 孩子是否真的需要多進食奶類食品才能適當地成長嗎？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公共衞生學院社會醫學系          

「九七的兒女」研究小組                     

香港薄扶林沙宣道21號                      

蒙民偉樓5樓         

第三頁第三頁第三頁第三頁    「「「「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    

如果你已更改住址、家居/手提電話號碼或想新增電郵地

址，你可以將資料連同子女的名稱、性別和出生日期… 

(i)  發送電郵至aprmay97@hku.hk  或 

(ii) 發送短訊(SMS)至 9767 0405 

與我們聯絡︰與我們聯絡︰與我們聯絡︰與我們聯絡︰    

『『『『你最關注孩子哪一方面的發展你最關注孩子哪一方面的發展你最關注孩子哪一方面的發展你最關注孩子哪一方面的發展？』？』？』？』        

如你們一家樂意參與電視特輯，   

請致電 2819 9921 與郭小姐聯絡。 

 你有沒有一張三代同堂的合照？ 

        你的子女跟你和祖父母相似嗎？     

郭小姐  

電話: (852) 2819 9921  

傳真: (852) 2855 9528 

電郵: aprmay97@hku.hk 

綱頁: www.hku.hk/aprmay97 

 

                標誌設計比賽標誌設計比賽標誌設計比賽標誌設計比賽    

你的子女將來會是一名醫

生、律師或是畫家？他會否為這個

研究設計一個標誌？我們想看到他

富創意的作品，你可在3月31日或

之前將其設計的標誌透過電郵至

aprmay97@hku.hk 或郵寄至  

香港薄扶林沙宣道21號蒙民偉樓5

樓A5-26室。敬請填寫你子女的名

稱、住址和出生日期。冠軍標誌將

會印刷於每一份研究刊物上，得獎

者將會獲得一千元書券

以示獎勵。 



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和衞生署 

 

研究經費研究經費研究經費研究經費    

本研究獲得香港政府衞生福利及食物局研究處撥款  

•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 

• 衞生及醫護服務研究基金 

• 控制傳染病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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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    

近年大家都對母乳餵

哺的優點產生疑問。

雖然母乳餵哺對嬰兒

有益，但這又會否改

善孩子的智力發展，

或預防肥胖症？  

 

從你們提供的資料，我們發現母乳餵哺的

嬰兒在出生首十八個月的患病求診次數較

少。相較本港十年前母乳餵哺的情況，在

1997年出生的嬰兒，曾接受母乳餵哺的比

率增加了7%，而且餵哺時間亦較長，這實

在令人鼓舞。 

本港母乳餵哺的比率上升了本港母乳餵哺的比率上升了本港母乳餵哺的比率上升了本港母乳餵哺的比率上升了7%7%7%7%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將作為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代表將作為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代表將作為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代表將作為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代表。。。。    

第四頁第四頁第四頁第四頁    

讓中國躋身全球出生隊列研究讓中國躋身全球出生隊列研究讓中國躋身全球出生隊列研究讓中國躋身全球出生隊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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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或與生長
速度較快相關

含有花生油
的嬰兒配方
藥膏可引致
花生過敏症

出生體重可能
與日後患上
高血壓有關

長得較高的孩子
有較佳的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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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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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或與生長
速度較快相關

含有花生油
的嬰兒配方
藥膏可引致
花生過敏症

出生體重可能
與日後患上
高血壓有關

長得較高的孩子
有較佳的學業成績

中國香港中國香港中國香港中國香港
「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九七的兒女」

我們是全球出生隊列研究的一分子，並致力為兒童找出最合適的成長環境，從而促進

終身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