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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院亂印藥單周一嶽：打印機出錯

美國加州一個學生團體舉辦一項烘焙食品
特賣會，但價格依據買家的種族背景及性別
而定，白人被收取的價格最高，印第安人和
女性則最低，此舉原意是藉此抗議州政府一
項准許大學依據學生種族和性別收生的法
案，但結果反而引爆種族、性別歧視爭議。

這項活動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校園
共和黨」發起，該團體在facebook網頁上，根
據種族列出烘焙食品特賣價（見圖）：白人2
美元(約15.6港元)、亞洲人1.5美元(約11.7港
元)、西班牙裔人士1美元(約7.8港元)、黑人
0.75美元(約5.85港元)及美國土著印第安人0.25
美元(約1.95港元)。此外，所有女性一律只收
0.25美元。

■法新社/《每日郵報》/美國廣播公司

1941年2月，隸屬「英印航運公司」
的「蓋爾索帕」號由印度前

往英國利物浦期間，不但遇上惡劣天氣，
更遭納粹德軍用魚雷襲擊。結果於愛爾蘭
西南對開約483公里海面沉沒，沉下4.7公
里深的海底，比「鐵達尼」號為甚，船上
85名船員中除一人能活 登岸，其餘全部
喪生。

英國政府去年初與打撈公司Odyssey簽訂
合約，委託後者搜索沉船蹤跡。由於深海
水壓強大，該公司透過新型堅固機械人、
燈光及相機協助搜索，據悉機械人需花3
小時半才能潛到沉船位置，反映搜索難度
甚高。最終英國政府於本月初證實沉船身
份。Odyssey表示，若成功起回船上貨物，
將是史上最深及最大型的海底打撈工程，
亦證明海洋科技突飛猛進。過去曾有另一
家公司嘗試尋找沉船，但失敗而回。

與英政府八二分帳
Odyssey總裁斯特稱，沉船平放在海底，

有利於在船艙直接卸下貨物，與貨櫃碼頭
的程序無異。他指出，越來越多航海國家
視打撈沉船貨物為新「財源」，私營公司
投資於昂貴的搜索行動，若有發現便瓜分
利潤。以今次為例，該公司便與英國政府
八二分帳。他認為合作不費納稅人一分一
毫，但亦可達致雙贏局面。報道稱，若成
功打撈，估計Odyssey可穩袋約1.18億英鎊
(約14.2億港元)。 ■《獨立報》/《紐約時報》

美國一家深海考古公

司昨日宣布，在愛爾蘭

海岸附近發現一艘二戰

期間遭德軍潛艇擊沉的

英國貨船，船上載有的

240公噸白銀仍原封不

動，估計總值逾1.48億

英鎊(約17.9億港元)，有

關方面計劃於明年春季

將這批白銀打撈上岸。

美國女子柯爾普2004年被丈夫托馬斯以霰彈槍一槍
擊中面部，雖然幸存下來，整張臉卻徹底毀容，丈夫
被判入獄7年。2008年，她接受22小時換面手術。之
後，很多孩子叫她「怪物」，但她並不因此感到困擾。

「這是我必須經歷的，我時常會往好的想—我還活 ，
我還有兒女孫子。」手術後她恢復良好，並決定講述7
年前的遭遇。

柯爾普說：「我記得每個細節，我記得他舉起槍，
朝 我扣動扳機，這個情景我永生難忘。」她覺得自
己還是愛 他。她認為，悲劇發生是因為丈夫妒忌她
人緣好和當時二人開的酒吧資金緊張。

現在柯爾普每天需要服用一把藥片以應對身體對面
部的排斥。她還堅持每天化妝，讓自己好看一點。

「現在我可以抬頭向前走了。雖然我看不清我具體的長
相，也知道這是別人的臉，不過有一張臉我就很滿足
了。生活依舊很艱難，但我覺得比以前好很多了。」

■《每日郵報》

美「換臉人」被稱怪物仍樂觀

在占士邦電影(007)

裡出現過的海上城

市，未來有望成真。

在摩納哥遊艇展上，

由英國一間遊艇設計

公司構思的新型遊艇

「 烏 托 邦 」 首 次 亮

相，令一眾來賓驚

訝。與其說「烏托邦」

是遊艇，不如說是海

上浮城來得更貼切。

這艘非一般遊艇由四個平台支撐，每個平台皆附有推動

器，以穩定整艘遊艇，毋懼風高浪急。遊艇上有11個可載人

甲板，360度觀景區，4個直升機停機坪，並建有碼頭和多個

游泳池，空間之大足以媲美一艘郵輪。

此外，遊艇能以緩慢速度移動，高度達距離海面65米，讓

用家可以在13樓高的觀景台上欣賞無敵海景。觀景台之下是

主要的居住及服務區，內有商店、酒吧及餐館，並建有一個

可開合的天幕。設計此

遊艇的BMT Nigel Gee

公司尚未公布這個海上

島嶼的造價及客戶對

象。 ■《每日郵報》

007情節成真
遊艇如機動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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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富豪近年紛紛購入超級遊艇炫耀家
財，英超球隊車路士班主艾巴莫域治名下的

「日蝕號」就登上全球最大遊艇榜之首。摩納
哥上周六起舉行年度遊艇展，業內人士稱，
來自金磚四國，即中國、巴西、俄羅斯及印
度的超豪買家，過去幾年在遊艇市場越見活
躍，令大型遊艇非常搶手。

根據《福布斯》富豪榜，中國億萬富豪共
有115人，僅次於美國，俄國有101人，排名
第3。超級遊艇公司YPI亞洲營運總監貝森表
示，本周有3名亞洲客人專程飛到摩納哥，參
觀長達45至60米的超級遊艇，他形容這是顧
客體驗大船好處的絕佳機會。不過他指出，
中國徵收逾43%的財富稅，以及基建設施不
足，都可能阻礙遊艇市場發展。

巴西是另一迅速崛起的市場，有意大利遊
艇公司過去5年在當地銷售額急增45%。印度
潛力亦不容忽視，翠鳥航空主席馬洛亞近期
就斥資購入95米長的「印度女皇」號。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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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3援助項目簡介
資助少數族裔及新來港人士報考語文考試計劃

對象：非在學及家庭月入低於指定入息限額的新來港或少

數族裔人士

申請期：即日起至2013年9月25日

資助內容：申請人在報考指定的語文考試，並獲取合格或

以上成績後，可申領發還全額考試費用

受惠人數：約3,000人

嚴重殘疾人士特別護理津貼

對象：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60歲以下人士，其家庭月入等

於或低於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的75％

申請期：即日起至今年11月30日

資助內容：提供最多12個月、每月2,000元的特別護理津貼

受惠人數：約3,800人

領取綜援的租置住戶津貼

對象：已是租置單位的業主達5年或以上，並正居於該單位

及領取綜援

申請期：即日起至今年11月30日，最快今年12月發放

資助內容：提供一筆過2,000元津貼

受惠人數：約1,300戶

資料來源：關愛基金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裕華

關愛再出3招 惠7000人1300戶
涉金額9400萬 助少數族裔新來港者綜援戶殘疾者

明春打撈 美考古公司發大財

英二戰沉船藏18億白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關愛基金繼發放6,000元予新來港人士，紓緩通

脹壓力後，昨日再推出3項援助項目，協助少數族裔及新來港人士、嚴重殘疾人

士和租者置其屋的綜援戶，解決各方面的生活及學習所需，預計有

近7,000人及約1,300戶家庭受惠，涉及金額共近9,400萬元。

低劑量醫肺癌
可慳一半藥費

流感疫苗資助計劃展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貝伐株單抗」
是治療肺癌的標靶藥，
於2008年獲香港衛生署
認可，但醫管局未有將
該 藥 列 入 「 藥 物 名
冊」，公立醫院病人需
自費使用。中文大學的
研究發現，高、低劑量
的「貝伐株單抗」對末
期肺癌患者的治療效果
相若，建議醫生按病人
情況減劑量，有助病人
節省50％藥費。

中大指高低藥量療效相若
中文大學於2008年對300名仍未展開治療的末期肺癌病

人進行研究，將他們分為2組，其中一組處方7.5毫克「貝
伐株單抗」及接受6個療程的化療，另一組則處方15毫克
的「貝伐株單抗」和接受6個療程的化療。結果發現，使
用較低劑量「貝伐株單抗」的病人，病情能保持平均5.8
個月穩定，使用較高劑量「貝伐株單抗」的病人，則能保
持5.6個月穩定。

中文大學腫瘤學系教授莫樹錦表示，現時7.5毫克「貝
伐株單抗」藥費為每3星期1.5萬元至2萬元，而15毫克

「貝伐株單抗」則需3萬元至4萬元，現階段公立醫院病人
需自費使用該藥，今次研究有助病人節省一半使用「貝伐
株單抗」的藥費。

此外，研究亦發現人體內一種名為VEGFA的生物標
籤，其血清濃度會影響「貝伐株單抗」的治療效果。接受
研究的病人當中，VEGFA血清濃度較高的病人接受治療
後，病人可保持病情穩定達6.1個月，但VEGFA血清濃度
較低的病人，保持病情穩定的時間較長，達7.4個月。

莫樹錦指出，有關發現有助醫生將來辨別患者是否適合
接受特定治療，甚至可為病人找出最適當的藥物劑量及用
藥時間表，以達最佳治療效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合資格的兒童及長者昨日起，
可透過政府的疫苗資助計劃，到1,500間已參與計劃的私家
醫生診所接種疫苗，以便在流感季節來臨前作好保護。年
滿6個月至6歲的合資格兒童可接受最多兩劑的流感疫苗接
種，每劑疫苗資助80元。65歲或以上的長者，可獲每劑80
元的流感疫苗及每劑140元的肺炎球菌疫苗資助，另可獲
額外每劑50元作為私家醫生注射費用的資助，換言之每劑
流感及肺炎球菌疫苗的資助總金額分別為130元及190元。

3項援助項目包括由民政事務總署推行的「資
助少數族裔及新來港人士報考語文考試計劃」，
旨在資助非在學及低收入家庭的少數族裔和新
來港人士，報考有關語文的國際公開考試，申
請人若獲取合格或以上成績，可申領發還全額
考試費用，藉以協助他們進修或就業，提升競
爭力，盡快融入社會。

申請考試費 新家園協會執行
該計劃為期兩年，受惠人數估計約3,000人，

涉及金額約126萬元。民政事務總署已根據招標
程序，委託新家園協會執行該計劃。申請人可
上網下載申請表，或到民政事務總署各區諮詢
服務中心、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或新家園協
會地區服務處索取申請表。

基金同時與社署推行「嚴重殘疾人士特別護
理津貼」，針對低收入家庭，並領取高額傷殘津
貼的60歲以下人士，提供最多12個月、每月
2,000元的特別護理津貼，減輕護理費用的負

擔。計劃預計約3,800人受惠，涉及金額約9,000
萬元。第3項援助項目亦由社署負責，為領取綜
援的租置住戶提供一筆過2,000元津貼，紓緩他
們的經濟負擔，預計約1,300住戶受惠，涉及金
額約270萬元。 社署將於下周開始陸續發信連同
申請表予有關人士，津貼最快於今年12月發
放。

3千元遊學資助 特殊校稱不夠
另外，教育局至今共收到40間特殊學校申請

關愛基金遊學資助，但有學校表示全額資助
3,000元不敷應用，因為殘障學生外遊時，需租
用復康巴士，亦要挑選有無障礙設施的食肆及
酒店，加上需要額外人手，較一般學生外遊，
每人成本起碼增加1,500元，關愛基金的資助不
足下，學校只能選擇廣東省的遊學團。關愛基
金督導委員會亦承認，最初討論時忽略特殊學
校的需要，認為金額有上調空間，希望教育局
盡快提交數據，以便基金進行調整。

■載白銀的沉船殘骸
被發現。 網上圖片

■「蓋爾索帕」號沉沒前
的歷史照片。 網上圖片

■柯爾普堅持每天化妝。
網上圖片

■未毀容時的柯爾
普。

■摩納哥的超級遊艇展品。 法新社

■「烏托邦」遊艇外觀。

■007電影中的浮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雁翔）伊利沙
伯醫院和瑪嘉烈醫院早前先後發生印錯藥
單事件，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昨日表
示，初步調查顯示事件涉及打印機出錯，
並非電腦系統出錯，相信只是個別事件，
日後發生同類錯誤的機會甚微。另外，近
日私家醫院大幅加價，他承認政府推出的
自願醫療保險計劃，保費有可能因此加
價。

醫院管理局早前公布，伊利沙伯醫院及
瑪嘉烈醫院分別出現「罕見」的印錯藥單
事故。本月21日，伊利沙伯醫院專科門診

打印系統，將一名病人本應處方1毫克的
降血壓藥，錯誤列印成9毫克，經藥劑師
覆核電腦系統紀錄後更正。翌日，瑪嘉烈
醫院打印機亦出現同類事故，把原本病人
應服150毫克的樸熱息痛，印成50毫克。

周一嶽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初步調查
後，相信是打印機出現問題所致，並非整
個電腦系統出錯，未來出現同類事故機會
不大；醫院在事後核查過2,000多張藥
單，未發現同類問題，懷疑故障的打印機
正進行檢查。周一嶽指出，現時由醫生處
方藥單，藥劑師核對的制度，可及時發現

問題。

私院加價 醫保或加保費
另外，近期有私家醫院大幅增加收費。

周一嶽指出，私院加價後，醫療保險有機
會加保費，因此在制定自願醫保計劃收費
時，當局會平衡市民負擔能力，以及私家
醫院收費，不排除醫保計劃或要加保費。
另一方面，醫管局初步評定29名海外醫生
合資格來港工作，周一嶽表示醫委會已考
慮到他們在執業經驗、專業水平及醫管局
的要求，因此豁免在港考試。

■莫樹錦表示，研究有助病人
節省一半醫療費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周一嶽表示，印錯藥單
事件屬打印機故障，並非
電腦系統故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雁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