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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床」首來港 防「老友」跌落地
樂齡科技博覽展380件發明 三主題館免費任睇

社聯主席陳智思昨日於開幕禮上表示，希望
透過博覽使更多市民接觸並了解樂齡科

技，並探討香港進一步推動樂齡科技的策略。他
指出，最終目的是希望透過樂齡科技，讓長者及
殘疾人士也可過着安全、舒適和自主的生活，並
紓緩照顧者的壓力。

院舍用「超低床」可免綑綁長者
是次展覽佔地逾 8,400平方米，設三大「特色

主題館」，分別展出智能家居系統、方便長者及
吞嚥困難者的食物、以及日本的「樂齡科技」產
品租賃服務，並設兩個「體驗區」，提供體驗活
動和展出不同功能的輪椅。大會亦會邀請本地及
海外專家出席高峰會及工作坊分享經驗。
不少展品均是首次在香港參展，包括來自日本
的產品「超低床」。該床的床體可電動升降，最
低可降至離地7厘米，減低長者從床上跌落的風
險，並可局部調節床的角度，方便護理員照顧使
用者。
展商指，院舍及安老院可引入數張「超低
床」，照顧有特殊需要的長者，從而減少採用綑
綁的方式防止意外發生。

電動推輪椅器方便老夫妻行街
有展商引入德國研發設計的電動推輪椅器，
器材適用於絕大多數輪椅，加裝後只需輕微的
力度便可推動輪椅，更可調校輪椅的速度，最
慢每小時0.2公里，避免急速下坡的情況，增加
安全度。
晉利有限公司負責人戴浩明表示，香港比較多
斜坡，照顧者在推輪椅時或感到吃力，特別是老
夫婦若有一方需以輪椅代步，可能日常會減少外
出，「加裝後單手已可推輪椅上坡，而每次安裝
只需約10秒時間，即使長者亦可輕鬆上手。」
東華三院展示該院屬下服務單位最新引入的創
新科技產品，包括去年從日本引入、索價約10
萬元的多功能運動儀器「活力傘」（Body Spi-
der Exercise Machine），讓長者即場體驗。
「活力傘」的外形似大型的蜘蛛，底部有腳踏

單車，高處有多條橡筋繩，並可調節不同角度，
長者可站着伸展筋骨，亦可坐着鍛煉四肢。
東華三院計劃主任（安老服務）鄺美恩表
示，該院去年合共引入7部儀器，供安老院舍
及日間護理院的長者鍛煉身體及強化四肢肌肉
持久力。
她直言，引入儀器後成效顯著，因儀器可讓
12名長者同時訓練，過去不願做運動的長者也
一邊聊天，一邊做運動，改善身體各部位的肌
肉，而需要獨自進行復康訓練的長者亦可享受
群體生活，「長者能以開心的模式活用科技，提
升整體生活質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珈琋） 全

球各地均面對人口老化問題，不少企業

覷準銀髮商機，推出切合長者需要的樂

齡科技產品。由香港特區政府與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社聯）合辦、香港科技園

公司協辦的「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

2018」昨日起一連4天假灣仔會展中心

舉行，近130個參展商展出近380件發

明及產品，市民可免費進場參觀。

智能家居日漸普
及，為人們日常生活
帶來不少便利。是次

樂齡科技博覽特設「智能家居體驗
館」，展示一套來自澳洲的「智能安全
家居」（SSH）系統，只需在家中安裝不
同的感應器，便可自然地收集長者的生
活數據，並透過系統分析其健康狀況，
能夠及早偵測任何異樣或病變。
首次在本港展示的SSH系統平台由澳

大利亞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發組織開發，
可配合紅外線運動、速度、壓力、電源
及濕度等感應器，收集及分析使用者的
日常生活數據，例如睡眠時間、步行
量、血壓及日常生活習慣等等，以推測
其健康狀況的變化。

可同時測多人數據
平台負責人表示，目前澳洲有醫院與

平台合作，採用相關技術監察病人的狀

況，一個感應器可同時偵測多人的數
據。
社聯一級職業治療師羅奇芳解釋，隨

着科技發展，長者家居或院舍均可加以
應用智能家居的技術，毋須採用閉路電
視等欠私隱度的方式，便可記錄長者所
有的活動。他舉例指出，透過偵測步行
量可得悉復康程度是否理想，又例如在
櫃門上安裝速度感應器，便可得知長者
有沒有按時服藥。

他續說，由於系統收集大量數據，可
長期偵測長者的健康狀況，一旦發現有
任何改變及異樣，雲端可即時分析並通
知相關人員，及早偵測到異樣或病變，
「如果步行量少了，有機會是肌肉衰
退。至於偵測到長者不斷開啟放藥品的
櫃門，便可能是『老人癡呆症』。」
醫療人員掌握數據後，可及時作出相

應的醫療或復康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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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系統 蒐數據測病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在樂齡科技博覽開幕
典禮上致辭時宣佈，10億元「樂齡及康
復創科應用基金」將由下月3日起接受
申請，所有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資助，
為長者或殘疾人士提供資助院舍照顧服
務、長者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或日間
康復及社區支援服務的非政府及私營機

構均可申請該基金，以資助它們購置或
租借科技產品，或試用新研發的科技產
品，以改善服務使用者的生活，並減輕
護理人員及照顧者的負擔和壓力，預計
逾1,260間服務單位受惠。
「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是行政

長官2017年施政報告內宣佈的一項措
施，由社署成立和管理。社署會諮詢各

持份者，以制定「認可科技應用產品」
的參考清單，並會成立評審委員會以審
批基金申請。
基金的資助範圍亦包括訓練員工使用

有關科技產品的費用，及產品保用／維
修的費用。
基金將於下月3日開始接受第一批次申

請，截止申請日期為明年2月28日，合

資格的機構亦會獲邀出席於下周三舉辦
的基金簡介會，以便了解更多關於基金
的申請程序及評審詳情。
張建宗表示，特區政府期望透過應用

創新科技協助長者在家中獨立和安全地
的生活，並加強他們的社交網絡，從而
提升長者的生活質素，同時減輕護理人
員及照顧者的負擔和壓力。
政府亦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下不
同的資助計劃，鼓勵在長者服務方面的
科研發展。

10億樂齡創科基金下月接受申請

■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2018開幕禮。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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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2018
日期

地點

門票

重點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11月22日（早上11時至晚上7時）

■11月23日、24日（早上10時至晚上7時）

■11月25日（早上10時至下午5時）

■灣仔會展展覽廳1A-1B

■免費入場

■近380件來自本地及世界的科技產品

■3個特色主題館，包括智能安全家居體驗館、頤養適食
館及樂齡科技器材租賃體驗館

■逾20節工作坊、專題分享及合作夥伴活動讓公眾參與

浸會大學有學生在宿舍開生日會時，燃
點蠟燭和撒麵粉引致火警，導致12名學生
受傷。學子遭逢火災受傷的不幸事件，令
人痛心。年輕人輕狂無知，一時貪玩，疏
忽安全，招惹禍害，樂極生悲。事件背後
顯示校方對宿舍管理不嚴，更與近年大學
泛政治化的惡果不無關係。皆因近年來反
對派包庇縱容校園激進暴力歪風，少數學
生目無師長、無視規矩，令校方在嚴格校
政管理上縮手縮腳，最終令部分學生成為
意外事故的受害者。社會各界和校方有必
要從意外中反省，抵制校園政治化歪風，
引導學生明辨是非，吸取教訓，遵紀守
法。這才是對學子真正的愛護。

在室內環境下，麵粉等粉塵達到一定濃
度，遇火會發生爆炸，這是中學的物理知
識，大學生理應知曉。但是近年不少年輕人
在集體瘋狂之下，容易喪失理智，將生活常
識和安全意識拋諸腦後。2015年台灣新北
市一個狂歡派對，發生粉塵爆炸慘劇，導致
15人死、484人傷，當時媒體廣泛報道，港人
記憶猶新。這次浸大宿舍粉塵火災，反映本港
大學生並無吸取同類事件血的教訓，貪圖一時
之快，重蹈覆轍，所幸未造成嚴重傷亡。

事件亦暴露本港大學宿舍管理存在的漏
洞。現時大學對宿舍管理以「學生自主」
為原則，這種做法固然有助於學生自由發
展和自我管理能力，形成各具特色的舍堂

文化，但亦助長一些不文明的風氣。有媒
體揭露，浸大學生在宿舍撒麵粉、玩水的
玩意層出不窮，弄得宿舍一團糟後，更留
下爛攤子不清理，需要職員協助執拾。另
外，近年亦頻頻鬧出大學生集體欺凌、迎
新活動大玩不文遊戲等醜聞。有管理大學
宿舍的職員反映，事件癥結在於監管放
任，怕引起學生反抗。

大學校方怕學生，的確是本港越來越明
顯的現象，令人倍感憂慮。近年本港「泛
政治化」歪風入侵校園，反對派政黨、政
客推波助瀾，大學學生衝擊校委會、圍堵
辱罵校長、老師的事件屢見不鮮；大學的
開學典禮、畢業典禮，經常淪為激進學生
的政治表演舞台，擾亂大會程序，破壞莊
嚴氣氛，甚至羞辱主禮嘉賓。但反對派還
顛倒是非，為搞事學生撐腰，打擊校方管
理威信，削弱學校管理效果，激進學生更
有恃無恐，以挑戰校方為能事。歪風之
下，連校長都讓學生三分，管理舍堂的大
學職員，更加不敢對學生的違規行為嚴加
監督，造成宿舍「無王管」。

宿舍是大學生生活的地方，不可任由學
生為所欲為，絕不能在宿舍進行危害公眾
安全的活動。是次浸大粉塵火災，不僅是
宿舍管理的警號，更提醒校方要加強對學
生的全面管理和引導，嚴格執行校規，才
是對學生負責和愛護。

從嚴校政管理才是真正愛護學子
港珠澳大橋開通「滿月」，帶動、便利大灣區人流、

物流的成效初現，來自珠江西岸的遊客明顯增加，特區
政府及時採取分流措施，內地遊客過分集中東涌的情況
不復見。當然，目前使用大橋的貨車比例較低，有人因
此擔心大橋經濟效益。事實上，使用大橋往返珠江西岸
成本效益顯著、優勢更大，長遠而言，要擔心的恐怕是
車流過多而非不足。三地政府應一方面推動物流運輸業
界盡快習慣善用大橋便利，另一方面未雨綢繆，加強協
調溝通，做好車流的規劃、調控和配套，用好管好大
橋。

大橋開通僅1個月，實現了「安全、便利、有序、通
暢」的預期目標。交通運輸部昨日公佈的資料顯示，港
珠澳大橋通車以來，客運量共約179萬人，平均每日約
6.4萬人次，最高約10.3萬人次。大橋開通，給香港帶
來人流立竿見影，首個周末東涌都人頭湧湧，給當區居
民生活造成一定不便，引起一些抱怨。特區政府高度重
視問題，及時調整相關措施，包括縮短申請時間，增加
接載遊客的巴士，與業界合作增派人手維持秩序，請求
內地制止違規旅行團來港，情況迅速改善。

大橋開通，車流能否達標，同樣備受關注。特區政府
2008年做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曾指，大橋於通車初期，
日均車流量可達9200至1.4萬架次。由10月24日至11
月21日的大橋通車首29天，總車流只有合共89,750架
次，每日平均只有約3100架次，只達當年預計的兩至
三成左右。本港運輸及房屋局提供的數字亦顯示，大橋
通車首29天的車流量，超過6成是穿梭及過境巴士，包
括私家車及出租車等小型客車則佔3成，普通貨車及貨
櫃車只佔數個百分點。

但運輸業界對大橋的使用前景並不悲觀。香港陸路客
貨運輸業議會主席蔣志偉認為，大橋選擇在10月底通
車，時間上比較尷尬，因年底轉口貨運高峰期早已結
束，算是進入淡季；加上當局在通車前的通知時間相當
倉卒，以致貨主未能及時適應。更重要的是，蔣志偉指
出，有同業在大橋通車後，試過由葵涌貨櫃碼頭經港珠
澳大橋駛到中山工廠裝貨，車程只需約2小時，較過去
繞經虎門大橋約4個多小時快一倍，路費亦較虎門大橋
便宜三分一，「大橋節省時間和路費」，運輸業界已準
備就緒，只是貨主需要時間適應。

大橋通車，三地交通更便利快捷，為物流運輸、產業
合作帶來新機遇。香港空運貨站、珠海市港口協會、澳
門物流貨運聯合商會等8家物流商會，已簽署協議，推
動港珠澳物流聯盟合作，打造港珠澳貿易便利電子平
台，大力發展跨境電商業務；中國海關總署、香港海
關、澳門海關也共同簽署了關於港珠澳大橋口岸合作互
助的《備忘錄》，三方將共同建設安全便利、優質高效
的大橋口岸通關環境。可以肯定，大橋的成本效益逐漸
發揮作用，三地產業合作更全面深入，大橋的運輸必然
更頻繁，車流達標完全不成問題。

與其擔心大橋車流不足，不如思考如何提高本港的
承載力。隨各類車輛越來越習慣使用港珠澳大橋，
日後更多澳門和內地車輛經過大橋來港，本港的道
路、停車場的承受力是否足夠，更值得重視。政府、
業界和澳門、廣東方面對此應早作預算、規劃，有效
調控，將大橋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功能有效發
揮，令大橋真正成為圓夢橋、同心橋、自信橋、復興
橋。

大橋「滿月」成效初現 更需做好車流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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