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老友」最長壽 有賴日行多步
較上班族行多約三千步 劇烈運動時間逾38分鐘

數據顯示，2021年香港男女的平

均預期壽命分別為82.3歲及88.1歲，

是全球最長壽。為探討港人長壽原

因，嗇色園與理工大學昨日公布的一

項針對85歲或以上長者的研究發現，

雖然84%受訪者只會在距離家中半徑

150米範圍內活動，但所有受訪者平

均每日步行9,684步，明顯較一般辦

公室上班平均大約五六千步多，而每

日劇烈運動時間平均持續逾38分鐘。

研究團隊認為，維持身體功能、保持

積極的生活態度，以及積極投入社會

是長者健康長壽的關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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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運動量記錄儀

中等至劇烈體能活動平均時間（分鐘)

步行數目最高的一天

平均步行數目

資料來源：嗇色園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許芷欣

平均值

38.35

11,766.31

9,684.35

中位數

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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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世界前十名預期壽命排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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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於去年9至11月與理大護理學院老年
護理研究中心進行「百歲長壽長者健康指

數調查」，以問卷形式訪問151名85歲或以上
長者，並透過全球定位系統實時記錄長壽長者
的活動空間，分析他們的活動範圍，並配以智
能手帶收集每位長壽長者的運動數據，從生
理、心理、社會與居住環境及靈性各方面，剖
析長壽要訣。團隊又從中揀選22人作深入個案
訪談，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生理及心理狀
況。
嗇色園董事會主席馬澤華於昨日的結果發布
會上表示，希望透過是次研究啟發業界與社會
大眾提升安老服務質素，共同為長者構建健康
快樂的社會氛圍。是次研究結果將發送至全港
所有長者護理院，令護理人員通過報告為長者
提供更加好、更加適切的服務。

積極投入社會是長壽「錦囊」
理大護理學院副教授兼老年護理研究中心副
總監雷逸華分析，一眾受訪者每日平均步行
9,684步，比一般辦公室上班族平均約五六千步
還要多，活動量起碼高出51%，所有受訪者均
認為長壽必須維持身體功能正常健康運作，包
括堅持運動及健康飲食。
同時，大部分受訪者均保持積極正面的生活

態度，樂觀、開心看待事情，並投入社會積極
與長者中心其他人交流，亦會經常相約朋友見
面，「可見維持身體功能、保持積極的生活態
度，以及積極投入社會就是長者們的長壽『錦
囊』。」
96歲的冼群仙到場分享長壽要訣時表示，自

己每周7天當中，6天有節目，亦非常喜歡吸收
新知識，「唱歌、跳舞、學英文普通話樣樣都
有，好唔得閒。」她又經常與社區中心其他長

者交流，並非常留意自己的身體狀況，「要睇
醫生同體檢，唔適合的食物，要控制自己切勿
進食。」
91歲的梁鳳珍則每天都做運動，「在中心

（長者中心）開機器做運動，通常至少做1小
時。」她說，自己已在長者中心做了20年義
工，非常高興能與不同人交流及為社會作貢
獻，又警惕港人：「認為身體出現問題就要即
時看醫生，不能諱疾忌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臨近冬季流感高
峰期，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持續，香港醫學會昨日
舉行記者會，呼籲市民接種新冠與流感兩款疫
苗，但接種期應相隔14天，學會多名成員亦即
場接種流感疫苗以身作則。學會並估計今年會有
更多市民接種流感疫苗，希望特區政府做足供應
準備。
醫學會昨日表示，如果市民同時感染新冠肺
炎和流感，併發症及死亡率均會增加。近期一
項研究顯示，同時感染新冠肺炎和流感人士的
死亡風險，較只感染新冠肺炎的人高一倍以
上，在慢性病人、長者等較高風險群組，更會
高3倍至6倍，因此鼓勵市民接種新冠和流感兩
款疫苗。

建議兩針相隔14天
對接種兩款疫苗的時間間隔，醫學會指，各地
政府指引有所不同，美國認為可同時接種，澳洲
建議相隔7天，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建議相隔14
天，醫學會亦認同14天做法，可更仔細監察兩

款疫苗的副作用。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陳以誠表

示，根據往年經驗，12月及1月是流感高峰期，
而疫苗從接種至起效需要約兩周時間，故建議市
民盡早接種流感疫苗。
陳以誠表示，香港去年有約170萬人接種流感

疫苗，佔全港人口約兩成，較歐美等地偏低，望
市民加強意識。他續指，特區政府今年對流感疫
苗宣傳較多，料有更多市民想打針，估計需求量
或在200萬劑以上，醫學會亦已收到不少私家醫
生反映今年流感疫苗供應緊張，憂慮目前數量不
足以應對，故希望特區政府早做準備，提供足夠
的流感疫苗。
合資格人士下周起可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醫

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表示，市
民最終是否打第三針始終是個人選擇。新冠抗體
水平目前沒有一條紅線標準，如跌至某個數值以
下就需要打加強針，故市民選擇打第三針與否主
要視乎個人感受經驗，包括是否屬高風險群組、
接種前兩劑疫苗時有無明顯過敏反應等，強調無

論是否接種第三針、是否選擇「溝針」，均是個
人選擇。
曾祈殷並指，接種第三劑疫苗時的副作用反

應通常不會強於第二劑，如早前接種時未產生
嚴重過敏而僅有輕微不適，一般可以承受第三
針。

醫學會籲市民打齊新冠流感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市民由本月起進入食環
署街市、圖書館等政府設
施，須強制使用「安心出
行」，長者、幼童及殘疾人
士等可獲豁免，但仍須「填
紙仔」。但對視障人士而
言，無論使用程式或填紙都
並非易事。香港失明人互聯
會總幹事盛李廉昨日在電台
節目上建議，工作人員可在
二維碼上設置一個凸起處，
方便可熟練使用手機的視障
人士對準掃描。
盛李廉表示，約三分之一的

香港失明人士是獨居，外出時
亦經常無人陪同，他們很難在
無人幫助下完成掃描或填紙，
「填表對視障人士來說一直非
常困難，政府提供表格的字又

好細，就連弱視人士填寫都有
好大困難。」
他續說，掃描「安心出
行」對視障人士也並非好選
擇，因其二維碼大部分是張
貼在牆上的一張紙，視障人
士摸不到框框，不知如何對
準，故建議工作人員在二維
碼上設置一個凸起處，方便
可熟練使用手機的視障人士
掃描。
盛李廉指出，部分政府設

施雖會有職員設法幫助視障
人士，但一般街市只有一個
入口，工作人員繁忙，視障
人士可能無法獲得幫助，
「為避免去街市，近期不少
會員轉去超市購買食材，價
格偏貴亦不如街市般新
鮮。」

倡「安心」設凸點
團體：助視障者掃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正研
究在香港國際機場設立不同區域，分隔管理來
往內地及其他地區的旅客，包括要求航空公司
安排處理內地及其他地區航班的機組人員分開
工作。有航空業工會擔憂，規模較小的航空公
司或難以分配空間和人手，無法應對突發情
況。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工會歡迎特區政府加強防疫

措施，但是同事亦對實際操作層面可能產生的問
題有憂慮。
他說，香港機場本身是開放式設計，盡量利
用空間，接待更多旅客，如要分隔兩區，員工
需要在有限空間內完成任務，會增加不便。目
前大部分機場員工已接種兩劑疫苗，並開始執
行「三日一檢」，同時機場已部分採取分隔措
施，包括在禁區餐廳分隔轉機和其他旅客，及
劃分職員及旅客洗手間，估計正式實施分流後

工作量會更大。
李永富認為小型航空公司應對上會更難，部分
公司可能只有一個辦公室和一間更衣室，如分成
兩班員工，空間和人手上都難以處理，更無法應
對突發情況。
目前起落香港機場的內地航班約佔兩成，他認
為如要求航空公司調配機組團隊專責處理，一旦
有航班觸發內地的熔斷機制須停航，或會令部分
員工在該段時間不能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擬要求B類
食肆顧客全部轉用「安心出行」，取消以「填紙仔」
記錄個人資料。立法會飲食界議員、自由黨張宇人昨
日聯同多個飲食界代表與食物及衞生局會面商討有關
事宜，業界認為有關做法必定影響生意，建議特區政
府放寬其他營業限制，如延長堂食時間等，以彌補餐
廳生意額下跌的損失，及如果顧客用假「安心出行」
瞞騙食肆，食肆應可免責。
張宇人與多個飲食業代表明確表示有關做法必定影

響業界的生意，「若全部B類食肆都轉用『安心出
行』，預計生意會減少至少一成。」他指，業界希望
特區政府能相應放寬其他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延長晚
市營業時間、增加每枱人數上限及全店人數上限等，
平衡防疫與經濟。多項建議之中，張宇人相信特區政
府傾向放寬營業時間。
業界亦建議如果措施生效，倘有食客用假「安心出

行」，希望特區政府不要讓食肆負刑責。張宇人坦
言，業界無能力知道顧客使用的「安心出行」是真是
假，「到時又要罰我們（停晚市）14日，（但）是因
為我們沒有能力，不是沒有檢查，我們今天也提出了
要免責。」
張宇人與飲食業代表表示，明白早日恢復正常通關

對全港的重要性，假如加強食肆防疫追蹤功能，能爭
取早日恢復正常通關，業界願意配合，也希望特區政
府作出相應放寬。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過去數月不少

B類食肆因為「填紙仔」有問題而被罰停14日晚市堂
食，令食肆員工壓力很大，故支持B類食肆亦用「安
心出行」。
12月是餐飲業的旺季，若措施可在今個月中開始

實施，讓市民逐漸適應，相信對年尾的生意有積極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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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業憂機場分流難有效分配空間人手

●嗇色園及理大護理學院研究團隊合照。 嗇色園供圖

●91歲梁鳳珍(左圖)及96歲冼群仙(右圖)到場分享長壽要訣。 嗇色園供圖

●香港醫學會多名成員即場接種流感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水務署日前在灣
仔一個私人非住宅處所發現食水樣本鉛含量超
標，惟至今沒有交代處所具體地點。水務署總水
務化驗師蔡德業昨日表示，涉事大廈已提供另類
食水水源，正在聘請專業人士調查鉛的來處及受
影響範圍。灣仔區議會主席黃宏泰則表示，署方
至今未公布涉事大廈資料，引起公眾不必要擔
心，處理手法有更大改進空間。
蔡德業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涉事大廈其
中一個單位發現超標現象，但未確定其他單位有
無同樣情況。該大廈目前已經提供另類食水水
源，以及在公共地方張貼告示，確保其他用戶知
道食水可能受污染，而暫時公共健康風險已經消
除。

他指出，大廈系統相當龐大，已要求負責人聘
請專業人士詳細調查，找出鉛的來處以及受影響
範圍。水務署會密切監察調查進度，如果專業人
士未能在合理時間完成調查，會作進一步行動，
「我會再睇，其間會唔會引致公眾健康風
險，如有就可以公布大廈地址」，若發現大廈使
用不合規格物料，可運用《水務條例》令其暫停
甚至截水。
蔡德業表示，涉事大廈參與「水質監測優化計

劃」，雙方事前有協定除非構成公眾健康風險，
或者得到業主、用戶等同意，才可公開參與者地
址和資料，否則會令參與者卻步，影響署方收集
資料和檢討本港食水標準的成效，將會「極之不
理想」。

黃宏泰批署方不公布引公眾擔心
黃宏泰在同一節目中表示，「水質監測優化計
劃」有規定在特定情況下須將檢測結果通知相關
部門，但至今水務署連衞生署等相關部門都沒有
通知。灣仔區議會曾向水務署查詢，但對方稱現
階段不適合公開大廈名稱。
黃宏泰表示，有市民致電議會想知道確實地
點，「佢就想知道邊度，擔心係自己嘅大
廈。」署方至今未公布涉事大廈資料，引起公眾
不必要擔心，「家引起公眾不安及好多揣
測」，認為署方處理手法有更大改進空間，「你
（水務署）做通知之前係唔係應該花下心思，
或者同內部部門溝通。」

灣仔「鉛水樓」已換水源 水務署：正查受影響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