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生一「板」在手 公院巡房順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曾創下一日四捷、出道至今

在港累積58場頭馬的女見習騎

師蔣嘉琦，昨日宣佈掛靴，結束

光輝卻短暫的策騎事業。在港從

騎期間締造不少紀錄的蔣嘉琦，

早前因傷暫停策騎。她昨日透

露，於養傷期間經詳細考慮本身

事業發展及日後計劃後，決定退

出騎師生涯，並指這是她最光榮

的時刻。馬會見習騎師學校校長

陳念慈表示，十分尊重蔣的決

定，並代表全體騎師和見習騎師

學校的工作人員，祝福對方日後

一帆風順。

嘉琦BB掛靴告別策騎
累積58場頭馬戰績「這是我最光榮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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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琦BB小資料
■年齡：25歲

■初次在港出賽：2015年9月6日策騎「尊皇速龍」

出賽得第六名

■在港首匹頭馬：2015年10月10日策騎「頌友」

■從騎最後一匹頭馬：2017年7月16日策騎「慷慨寶」

■在港累積頭馬：58場

■威水史：

2016年4月10日一日四捷，分別策騎「好友心」、

「至尊飛星」、「快寶駒」及「閃電王」勝出。

2015/16年度馬季取得37場頭馬奪「告東尼獎」，並

成為首位華人騎師奪得最受歡迎騎師。

2017年3月23日在杜拜獲頒最受歡迎人物獎。

資料來源：綜合馬會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現年25歲，有「嘉琦BB」稱號的
蔣嘉琦昨日在其facebook貼文，

並上載一段自白片段，宣佈這個令人
震驚及惋惜的消息。蔣在帖文中開首
說道：「對我來說，今日係一個重大
的日子。」
她表示，明白許多人會感到驚訝及
充滿疑問，她指自己於過去6個月就手
指、背部和膝部的傷患養傷期間細想
事業與未來，並與導師及家人商量後
作出今次決定。

盼續在賽馬及運動方面發展
蔣嘉琦在片段中稱，要在香港成為
一位成功的騎師，個人必須在身心兩
方面均保持百分百的投入和高水平表
現，「我的夢想一直是要成為一位出
色騎師，而我亦竭盡全力以達成這個
目標。然而，基於健康理由，我認為
是時候作出改變，退出騎師行列。我
會繼續就我的未來思考探索，然後再
作計劃，希望未來可在賽馬及運動方
面發展。」
蔣嘉琦指出，在賽馬生涯學到很多
東西，也得到很多支持與愛戴，更曾

獲一天贏4場賽事等佳績，「一路走來
能夠有你們的加油鼓勵，真的真的覺
得自己好幸運！」她感謝香港賽馬
會、陳念慈、其師父練馬師呂健威給
予她的所有支持與協助。
她希望未來能將正面、開心的精神

延續，作更多新的嘗試，讓大家繼續
感受陽光歡笑的她。

馬會讚蔣表現出色
馬會亦發新聞稿證實蔣嘉琦退役，

牌照委員會已接納蔣的申請，即時撤
銷她現時持有的2017/18年度馬季見習
騎師牌照。
馬會賽事規管及發展執行總監夏定

安指出，香港馬圈是全球其中一個競

爭最激烈的地方，蔣嘉琦於最近兩個
馬季一直是香港騎師行列的一分子，
「她於從騎期間表現出色，不僅奪得
首屆『告東尼獎』，亦贏過一些國際
殊榮，我們祝願嘉琦前程美滿，並會
盡力為她提供所需協助。」
陳念慈指出，蔣嘉琦是一位努力不
懈的騎師，相信這一段日子是她從騎
生涯中充滿挑戰的時期，「對於任何
成功的運動員來說，全力以赴是不可
或缺的要素。與嘉琦進行深入審慎的
考慮和討論後，我們十分尊重她的決
定。」
呂健威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對蔣
嘉琦的決定不感到驚訝，因對方早於
兩星期前已找他商量，

他續說：「事實上她一直受傷患困
擾，如一定要復出上陣，若然在比賽
中傷患發作，到時是一個非常危險的
情況，所以她經過深思熟慮後才有這
退下的念頭。」
呂健威又指，蔣嘉琦是一位鋒芒畢
露的騎師，亦是他從練收徒最好成就
的一位，以對方為榮，並祝福她前程
似錦，身體健康，生活開開心心。

創女騎師一日四捷佳話
蔣嘉琦於2015/16年度馬季出道，即
成一顆耀眼的新星，短短一季間已累
積37場頭馬，成為香港史上勝出頭馬
最多的女騎師。她於2016年4月10日
在沙田馬場一日四捷，更成為佳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電子產品
成為現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醫院
管理局亦推出「流動臨床資訊系統」，公
立醫院醫生巡房時一機iPad（平板電腦）
在手，便能實時登入局內的系統，掌握病
人的病歷、藥量及病情，更可即時於平板
電腦上觀看病人的X光片，增加巡房診症
時與患者的交流及流暢性。
現時巡房時，醫生除了填寫病床尾的資
料板（俗稱「寫板」）外，更需要到病房
的大型桌上電腦輸入患者的藥量、觀看驗
血報告、病歷及X光片等，經常來來回
回，費時失事。
醫管局於前年開展流動臨床資訊系統的
試驗計劃，為全港七大醫院聯網、500名醫
生添置每人一部平板電腦。醫生巡房時可
透過隨身攜帶的平板電腦登入局內的系
統，取得患者的實時資料，一機在手便能
處理開藥、驗視驗血報告、改藥及更改藥
量等工作，代替大部分桌上電腦的工作。

醫生讚增與病人溝通
將軍澳醫院外科副顧問醫生李文傑表
示，平板電腦能處理桌上電腦約九成巡房
的工作，讚揚該應用程式甚至較桌上電腦

速度更快。
他解釋，以往巡房時需「寫板」，並到

病房的桌上電腦記錄患者的資料，有時候
未必能一次過記下所有資料，或需來回多
次。更重要的是，巡房時因需來回做桌上
電腦記錄，不時會中斷與患者溝通及解釋
的過程。
李文傑又以X光片為例，傳統上醫生要

查看患者的X光片必須於桌上電腦上觀
看，因電腦與病床有距離，不能於床邊讓
患者觀看自身情況，「很多時年輕的患者
骨折，他們想知具體哪條骨斷了，但沒有
理由叫他們落病床到電腦看。」
他又解釋，與桌上電腦一樣，平板電腦

能做到放大與調整X光片的光暗，患者看
見具體的情況會更安心；而醫生的解釋流
程亦不用中斷，巡房流程順暢，省下來的
時間能與患者有更深入的溝通。
醫院管理局資訊科技及醫療信息主管張

毅翔表示，醫管局自行研發該手機應用程
式，把大部分巡房用到的電腦系統功能搬
到該程式，醫生入系統後便能連接到不同
的程式。

料兩年推逾5000醫生採用

張毅翔續說，因試驗計劃反應熱烈，預
期兩年內推展至醫管局轄下約5,000多名醫
生，每人獲發一部平板電腦。
近年資料外洩事件時有發生，他指，平

板電腦不載有患者資料，所有資料透過局
方的內部網絡實時登入取得，並經過加
密，而遺失的平板電腦亦會被鎖定。

目前在美國及台灣等地，亦有利用電子
的應用程式讓醫生隨時監察患者需要，張
毅翔表示，醫管局以醫療團隊治理患者，
目前未有開放於醫院外網絡登入的打算。
他又說，應用程式將增設鏡頭程序，方

便醫生拍下患者傷口的情況，有助觀察患
者的康復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
威）新任特區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上任時辭去的空運牌照局主席一
職，政府昨日宣佈，將由前通訊
事務管理局主席何沛謙接任，任
期兩年，即日生效。是次委任會
於本月12日在政府憲報刊載。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

空運牌照局的成員來自不同專
業，政府深信在何沛謙的領導
下，憑着他們的專業知識及經
驗，定能繼續對空運牌照局促進
本地空運服務的工作作出貢獻。
陳帆早前稱，感謝鄭若驊在空

運牌照局任期內作出的傑出貢獻
和卓越領導。在她5年多以來的
領導和貢獻，空運牌照局成功推
行空運牌照的新規管制度，並有
效地履行其法定職能，促進香港
航空業發展。

空運牌照局是根據《空運（航空服務牌
照）規例》成立的獨立法定機構，職權是
根據該規例，審批香港的航空公司經營定
期航班服務的牌照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已分別預留10億元和2.5億元，設立「樂
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和 「殘疾人士
藝術發展基金」，加強照顧及支援長者和
殘疾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
預計基金於今年第四季推出。
施政報告曾宣佈預留10億元成立基
金，資助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試用和購置
科技產品，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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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成立的新基金名為「樂齡及康復創科
應用基金」。
在昨日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有議員關注，此基金與創科局的「創
科生活基金」有何分別。亦有議員質疑，
有關科技的基金會否令安老院舍服務變成
流水作業，甚至取代以人為本的服務。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彭潔玲解釋，「創

科生活基金」有研發部分，只限本地研發
產品；「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不涉
及研發產品，但可考慮容許引入海外研發
的產品，並調節到適合本港要求的水平。

羅致光：科技助照顧者減壓
羅致光則表示，同意照顧長者的科技產

品要「落地」，又指在扶抱、落床及洗澡
方面，有不少科技可以幫助照顧者，減輕
照顧者的壓力。
「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方面，政府

建議預留2.5億元作為藝發基金資本用作
投資，並以所賺取的預計投資回報，作為
該年度的可批出撥款上限。

長者殘疾者基金料年底推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本港踏入老
齡化，現時65歲以上長者達116萬人，當
中患腦退化和認知障礙比例隨年齡增長迅
速上升，子女外出工作時，會擔心父母走
失或發生意外。有非牟利公司以月費200
元推出長者定位便攜裝置「智愛寶」，子
女通過手機App就能24小時準確了解父母
位置及健康狀況，解除後顧之憂。投資
者、榮華慈善基金主席楊榮華表示，希望
這套裝置讓子女們更了解長者的需要，促
進家庭關愛，別遺留「子欲養而親不在」
的悲痛。
非牟利機構、榮華愛心科技服務有限公
司昨日舉行「智愛寶」定位及健康訊息雲
端管理平台系統，採用Wi-Fi、GPS加手機
基站三重定位，無論長者在市內還是室
外，甚至身處地鐵站內，均能準確定位。
當長者離開用戶設置的安全範圍時，子女
手機會即使接收到警示。主辦方正與各區
老人中心洽談合作，提供測量血壓、體
溫、體重等健康指標的設備，用戶可隨時
前往老人中心做簡單體檢，測量結果即時
在手機App中顯示。
智愛寶機身纖巧，僅重58克，可以掛在
鎖匙扣上。充一次電可持續使用30小時，
採用無線充電技術。長者回家後將智愛寶

放進機座就毋須理會，自動充電。

千名弱勢長者免費試用
榮華愛心科技服務有限公司宣佈即日起

接受用戶申請，200元月費全包所有設備和
服務，並終身免費保養。有經濟困難長者
可以申請榮華慈善基金永久全費資助。同
時推出1,000個名額的免費試用3個月先導
計劃，供弱勢階層長者申請使用。
楊榮華昨日在啟動禮上致辭時，一度哽

咽難言。他說自己幼年頑劣異常，母親束
手無策，但始終不離不棄。長大後自己忙
於拚搏事業，對母親疏於照顧。母親晚年
患上腦退化症，自己一天給母親數十個電

話，母親因為手機沒電，聽不見鈴聲，忘
帶電話等原因，大部分都沒接聽，令他焦
急萬分。只好放下工作飛奔回家，去母親
常去的地方尋找，還好每次大費周折後都
找回母親。
母親因病去世後，楊榮華悲痛萬分，決

定要幫助其他有長者家庭照顧長者，於
2011年成立榮華慈善基金，設計系列長者
專用日常用品贈送給長者服務單位。去年
更斥資1,500萬元成立榮華愛心科技服務有
限公司，並獲政府創科基金資助150萬
元，由政府支持的研發機構「香港物流及
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研發了
「智愛寶」裝置，現在正式推向社會。

他說：「能減少長者走失出事的悲劇，
在天堂的媽媽也一定感到安慰。」
87歲試用者黃太一開始嫌麻煩不想用，
她一手帶大的孫女勸說：「你是我的至
愛，我找不到你很擔心呀，有了『智愛
寶』就不用擔心了，乖啦。」
為了不讓八名孫子孫女擔心，黃太只好

出門就帶上「智愛寶」。帶習慣後覺得很
好，兒孫們了解她的行蹤後，就放心讓她
外出，祖孫們也多很多話題：「嫲嫲，我
知你去咗邊度玩喔……」
她稱，現在見到老朋友們都會介紹他們

用「智愛寶」，今後不用兒孫擔心，可讓
他們安心工作。

子女善用「智愛寶」知道老人家去邊

■榮華慈善基金推出1,000個名額的免費試用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黃太黃太（（左左））稱稱，，使用使用「「智愛寶智愛寶」」感感
覺很好覺很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攝

■ 李 文 傑
（左一）表
示，平板電
腦能處理桌
上電腦約九
成巡房的工
作，讚揚該
應用程式甚
至較桌上電
腦 速 度 更
快。

■蔣嘉琦（左）於出道首季，已
獲「最受公眾歡迎騎師」獎。

資料圖片

■蔣嘉琦昨日在facebook貼文宣佈掛靴，結束其光輝卻短暫的
策騎事業。 fb截圖

■蔣嘉琦於2016年4月10日沙田日馬取得一日四捷，圖為她當天策騎「閃電王」贏得
頭馬。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