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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仔「唞暑」投注額史上首破千億
本年度錄1,018億元 煞科日創回歸後單日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蔡雨
詩）伊利沙伯醫院心胸外科早前
接到報告，指去年曾使用過期的
手術縫合線為病人進行心臟手
術，當中有239人受影響。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非
常關注事件，最關心病人會否受
到細菌感染。而醫院管理局已委
託專家委員會作調查及跟進，在6
星期至8星期內提交報告。

高永文：委會能監測防再犯
高永文昨日出席一項活動時表

示，醫管局就事件已委託專家委

員會調查事故原因及改善方法，
要求在6星期至8星期內呈交報
告，再遞交到食衛局進一步檢
閱。被問及使用過期的手術縫合
線做手術的死亡率會否上升，高
永文表示，專家委會員會詳細研
究紀錄及統計數字，計算及比較
病人群組與事件有沒有直接關係。
由於事件牽涉醫療上的專業，他認
為專家委員會有能力監測並防止事
件再次發生。他續指，醫院現時有
醫療消耗品的風險管理的機制，
如定期檢查存放的消耗品的過期
日期，包括藥物和其他消耗品，

當中在藥物方面亦一直有作跟
進。他指，當局會與醫管局商
量，嘗試以其他辦法檢討及解
決，避免增加人手負擔。
高亦指，以手術一般正常的程

序而言，當需要手術線的時候才
會在手術台上當刻打開包裝，以
減低病人受感染的風險。他補
充，手術縫合線是有兩層的獨立
包裝，就算將外層打開，亦會保
留內層包裝，放在確保無菌的手
術台上，到正式要用才會打開內
層。另外，高永文表示，當局會
在一星期至兩星期內派人到內
地，與國家質檢總局開會，了解
內地現時的檢疫情況，及跟進恢
復由內地輸入活雞的安排。

手術縫線過期 醫局委專家徹查

為了幫人，大家可以去
到幾盡？來自台灣的李一
辰，就放棄了醫院的高薪
厚祿，加入無國界醫生，

走過在敍利亞炸彈聲下的一片烽火大地，
到過巴基斯坦的亨古及阿富汗的昆都士。
日以繼夜的救援工作，日漸消瘦的自己，
即使曾患上甲型肝炎，即使曾經醒來後絲
毫不想動，用膳時亦毫無食慾，但他依然
想去服務這些極待救援的人，笑言「我就
是怪人啊！」

炸彈聲在旁 整房子在搖

李一辰是一名麻醉科醫生，在醫院工
作了五六年，感到有點沉悶，於是想做點
不一樣的事，最終決定加入無國界醫生，
至今轉眼已兩年。2012年時的首個救援
任務，就是前往敍利亞，面對的是貧乏的
資源，以及戰亂的環境。除了要用最少的
東西，讓病人得到最安全的照顧，李一辰
仍難忘那不時響起、震耳欲聾的炸彈聲，
「最近的好像只有幾百公尺吧？就像打雷
打在你的旁邊，然後整個房子都會搖。」

這樣觸目驚心的工作環境，李一辰和
一眾醫護人員卻總能專注在一場又一場的
手術和治療上，「沒辦法啊，如果你想太

多，就工作不了，所以當時沒
去想危險不危險的事情。反而
是我回到台灣以後，回想起來
才 覺 得 ， 當 時 真 的 挺 危 險
的。」

由於當地的醫院在戰亂中被
破壞殆盡，他們這一隊醫療隊
伍亦變得尤其重要。整個白
天，他們一個接一個病人地做
手術，4個至5個手術以後，已
是夜幕低垂，剩下的時間，就
是等待着隨時候命，李一辰坦
言︰「工作壓力真的很大，然

後也沒有甚麼時間休息。」

喜患甲肝 證無患憂鬱症
就在這樣日復日的忙亂中，李一辰在

黑漆漆的浴室裡感到自己皮膚下骨頭的輪
廓越來越明顯，整個人沒有力氣、沒有食
慾，變得面黃肌瘦，原來是染上的甲型肝
炎，但李一辰不但沒有抱怨，反而顯得有
點開心，「我還以為自己有憂鬱症，原來
只是肝炎，所以知道後超開心的。」唯一
的失落，是因為自己的病而要提早離開。

再出去做任務，已經回不了敍利亞，
因為當地的無國界醫生團隊曾5次被擄，
雖然最後都全部被釋放，但機構已決定暫
時不再派人到當地行醫。李一辰後來去了
巴基斯坦的亨古及阿富汗的昆都士，繼續
做着麻醉科醫生的工作，今年他決定稍稍
停下來，進修一年，了解公共衛生管理，
希望將來可在此範疇有更大貢獻。

或許沒有太多人能像李一辰般安然地
過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但為了吸納更多人
在各個崗位的支持，李一辰亦趁着今天的
「無國界醫生日」，來到香港宣傳，希望
在不同領域的人，可捐出一天的工資，為
地球不同角落等待救援的人伸出援手。

■歐陽文倩

台醫甘當「怪人」棄高薪戰地救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禁毒常務委員

會上周公布驗毒助康復計劃公眾諮詢總結，指
收到的意見書中，雖然過半數反對計劃，但今
年初委託港大的調查顯示，約90%支持計劃，
最後建議政府繼續探討驗毒助康復計劃。委員
會豁下小組主席張建良表示，不少意見書一式
一樣，影響諮詢結果，強調委員會非輸打贏
要。他又指，隨着毒品轉型，隱蔽吸毒者問題
越趨嚴重，擔心對家庭及社會造成沉重負擔。
委員會將在下一輪諮詢，就吸毒對社會危害再
進行研究，讓公眾意識到吸毒並非個人問題。

關注人權須平衡對社會危害
禁毒常務委員會早前就驗毒助康復計劃進行
公眾諮詢，共收到2,791份意見書，反對計劃
者佔56%；支持者佔43%。不過，禁毒處今年
初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的意見調查卻顯
示，逾90%受訪者支持計劃。委員會最後建議

政府繼續探討驗毒助康復計劃。
禁毒常務委員會戒毒治療及康復小組委員會主

席張建良，昨日在電台節目強調，委員會並非輸
打贏要，意見書主要用作收集建議，調查則是收
集民意。他又指，委員會以不記名方式收取意見
書，但不少意見書一式一樣，影響諮詢結果。對
於不少意見書關注計劃會侵犯人權，他指除了關
注吸毒者人權，亦要平衡他們對社會的危害。
張建良又指，最新呈報整體吸毒人數和21歲

以下吸毒人數均較去年減少，相信與當局政府
近年投入更多資源，在各區建立支援服務有
關。不過，吸毒人士首次接受治療的毒齡中位
數卻有上升趨勢，由2008年一年多，上升至去
年4.6年，今年初步數字更上升至5年。
他解釋，隨着毒品轉型，近年較常見的毒品

如K仔、冰毒等，毋須每日吸食，斷癮徵狀較
吸食海洛英少，同住家人也未必發現，令吸毒
者隱藏更易。

禁毒常委：驗毒諮詢意見書多一式一樣

香港賽馬投注額於千禧過後每況愈
下，2005年至2006年度更低見

600.5億元，幸其後從谷底反彈，及至
2009年至2010年度馬季增加5個賽馬
日以來，投注額更大幅上升。事實
上，香港賽馬水平愈來愈高，馬會近
年亦致力改善馬場設施，令投注額得
以拾級而上。
馬會昨日舉行馬季煞科賽事，加上
天公造美，不少馬迷蜂擁入場，期望
在季內最後一次賽事「標尾會」，甚
至加大投注額，兩個馬場合共吸引
38,680人次進場觀賽。而本季冠軍練
馬師之爭亦要戰至昨日始分勝負，對
馬迷來說亦多一個話題，以致現場投
注氣氛熾熱。

「魚躍鳥飛」驚險掄元
昨日頭場低班賽事已吸引逾1.1億元
投注額，及至全季最後一場賽事開跑
前，現場氣氛已推上頂點，最終單是
尾場賽更已吸引接近2.4億元投注額，
結果由莫雷拉策騎、蔡約翰馬房的
「魚躍鳥飛」以大熱門身份驚險掄
元，成為全季最後一場頭馬。賽事過
後，一眾騎師在場內向馬迷展開閉幕
巡遊，又大派精緻的馬匹毛公仔禮物
向馬迷暫別。

累計全日總投注額高達17.78億元，
較去季最後一個沙田賽馬天的14.17億
元勁升25.4%(去季煞科戰為跑馬地夜
賽，總投注額為13.46億元)，更是回歸
以來的單日新高。此外，由於昨日的
三T彩池只有部分投注金額獲中正
獎，將有逾1,530萬元多寶將撥入下一
個賽馬年度的首個賽馬天，而新一季
賽事將於9月14日於沙田揭幕。
尚未計算將於本周六舉行的越洋傳

播賽事，本年度賽馬共錄得1,018億元
投注額，首次衝破千億元大關，並按
年升8.5%。此外，全年83個賽馬天共
吸引201.7萬人次入場，連續兩季突破
200萬大關。截至昨日，馬會本季向政
府繳納的賽馬博彩稅共117.6億元，較
上季的110億元增加6.7%。

馬會：盼周年誌慶創佳績
應家柏指出，昨日不論現場氣氛、入
場人數及投注額方面均十分理想，更可
稱為史上最成功的一個賽馬天。他感謝
每一名員工全季所付出的努力，又指本
港馬匹水準不斷提高，遠征杜拜及新加
坡均取得絕佳成績，而千億元投注額亦
證明本地馬迷樂於支持香港世界級賽馬
產品。來季將是馬會130周年誌慶，應家
柏期望下季成績可更上一層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
輝) 香港經濟環境理想，賽
馬事業「水漲船高」，連帶
投注額亦連年上升，昨日於
沙田馬場舉行的11場煞科賽
事，合共錄得17.78億元投
注額，刷新回歸以來的單日
新高。總結全季賽事，本年
度賽馬合共錄得1,018億元
投注額(未計尚餘一次的越洋
傳播賽事)，按年升 8.5%，
更是本港賽馬史上首次突破
千億元大關。馬會行政總裁
應家柏對成績感到鼓舞，認
為是香港歷來最成功的一個
馬季，又對香港建立出一個
品牌感到十分興奮。

■■沙田馬場舉行沙田馬場舉行1111場煞科賽事場煞科賽事，，共錄得共錄得1717..7878億億
元投注額元投注額，，刷新回歸以來單日新高刷新回歸以來單日新高。。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趙虹）本季賽馬昨日煞
科，吸引大批本地馬迷前往沙田馬場「博尾彩」，更
有不少旅客特地買來回機票前來感受現場氣氛。有本
地馬迷表示，煞科日會加重注碼，視賽馬為娛樂。
本地馬迷林小姐表示，平日以電話下注，「我特意

於煞科日前來，一來可親自下注博尾彩，二來可感受
現場氣氛。」她坦言，煞科日會加重注碼，預計花費
5,000元至6,000元。她更攜同來自深圳的朋友劉小
姐，讓朋友感受煞科日氣氛。
來自台灣的林小姐表示，為了親身感受香港賽馬氣

氛，和男友特意前來香港，「這是我第一次觀看賽
馬，感覺不錯，氣氛很好。」來自深圳的個人遊遊客
謝小姐，同樣第一次入馬場觀賽，覺得現場氣氛很
好，場地管理亦不錯。
逾60歲的張先生是資深本地馬迷，由16歲接觸賽馬

至今，雖然他一向輸多贏少，但依然偶然前來馬場
「賭幾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冠軍練馬師之
爭，一直成為本季賽馬臨近煞科時的熱門話題。
繼上季煞科日最後一場賽馬，華人練馬師葉楚航
勝出「勁飛翔」，從後居上壓過告東尼奪魁後，
本季冠軍練馬師之爭亦要戰至最後一天，最終方
嘉柏「連中三元」，劣勢下反勝，榮膺本季冠軍
練馬師寶座，賽後更與前練馬師、患癌爸爸方祿
麟一同分享喜悅，場面令人感動。
昨日賽前，蔡約翰以60冠58亞44季帶頭，方

嘉柏則以59冠56亞52季緊隨其後，如最終二人
頭馬數目一樣，則順序以亞、季軍場數決勝負。
蔡、方昨日分別派出11匹及12匹馬出戰，牌面
上亦是前者被看高一線。然而，方嘉柏昨日分別
於第二場、第四場及第五場勝出3匹半冷馬，頭
馬數字反壓蔡約翰，全日更得3冠3亞。雖然蔡
約翰分別於第八場及第十場贏馬，總頭馬數目一
樣，但最終方嘉柏以多一場亞軍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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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迷「朝聖」博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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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賽馬全季投注額
年度 投注額(元) 升/跌幅
2001/2002 781.5億 -4.1%
2002/2003 714.6億 -8.6%
2003/2004 650.3億 -9%
2004/2005 626.6億 -3.6%
2005/2006 600.5億 -4.2%
2006/2007 640億 +6.6%
2007/2008 676.8億 +5.7%
2008/2009 668.2億 -1.3%
2009/2010 754.9億 +12.9%
2010/2011 804.1億 +6.5%
2011/2012 861.1億 +7.1%
2012/2013 938.4億 +8.9%
2013/2014 1,018億 +8.5%
資料來源：馬會 製表：聶曉輝

■■馬場內氣氛熾馬場內氣氛熾
熱熱。。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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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迷 張 先
生，雖然輸
多贏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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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深圳
的遊客謝小
姐（左）為
了感受現場
氣氛，第一
次入馬場觀
看賽事。
黃偉邦 攝

輸都捧場 感受氣氛

甜蜜一刻

■李一辰來港宣傳，
希望各界支持無國界
醫生。 歐陽文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