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賽馬會全面擴展獎學金
重視回饋社會 培養未來棟樑

葉錫安：盼同學貫徹馬會行善精神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於1998年設立「香港賽馬會獎學金」，
早前便為本屆36位獎學金得主及17位畢業生，舉辦第十五屆頒

授典禮暨畢業晚宴。獎學金不僅單純經濟上資助學生，更希望全面培
育同學發展。馬會主席葉博士在典禮稱：「馬會致力支持獎學金得主
發揮天賦，除了提供金錢上的支援外，馬會的獎學金秘書處亦舉辦一
系列的領袖培訓活動，例如每月的高桌晚宴讓獎學金同學有機會與社
區領袖交流，及由今年開始舉辦的牛津大學海外領袖交流項目。透過
這些培訓活動和獎學金，希望他
們貫徹馬會樂行善行、匡助社群
的精神。」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林
煥光擔任晚宴演講嘉賓，他表示
馬會從不同範疇全面擴展其獎學
金，為青年人提供多元化的發展
平台，為香港培育全面的社區領
袖。他鼓勵獎學金得獎同學努力
去追求自己的夢想，珍惜社會給
予的機會，同時充分利用自己
的才能回饋社會。

甄選重成績 更重服務社會
獎學金每年均會提供36個名額，甄選在8間大學及香港演藝學院就讀
的本港及內地本科生，全面資助他們的學費及生活費。計劃經已讓逾
400名同學受惠，至今撥款總數已達4億港元，並於去年成立獎學金秘

書處。正如馬會主席葉博士
所言，賽馬會獎學金與一般
獎學金的最大的分別，便是
着重每名同學除了學業成績
優異之外，更要有一顆服務
社會的心，積極參與課外活
動及義務工作，利用專長及
能力，回饋社會。每位得獎
同學平均可獲約46萬港元
獎學金，款項會於整個本科
生課程內分期支付，全面資
助他們的學費、書簿費及生
活費所需。

獎學金得主必須學術表現及品格卓越、具備領
導能力以及熱心參與社會事務，即使在遴選後，
計劃依然會對得獎同學加以栽培。馬會為得獎同
學籌備不同培訓活動，培育他們成為未來社區領
袖，包括在「高桌晚宴」邀請不同社會領袖與同
學交流，加強同學的社會及人際網絡。得獎同學
亦有機會參與義務導師社區服務、牛津大學海外
領袖交流項目等，進一步擴闊視野。
事實上，得獎同學身體力行服務社群，例如於
馬會主導推行的「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的
師友計劃與年輕人分享經驗，並在「陳校長免費
補習天地賽馬會大角咀才藝發展中心」擔任義務
導師，讓他們利用各自的專長為社會出一分力。

全面擴展獎學金提供多元化發展出路
馬會於去年宣佈，在5年內撥款1億7千萬港元全面擴展獎學金，為青年人提供更多元化的

發展出路，計劃將於2016/17年度起擴展新資助項目，包括支持研究生前往牛津大學或哈佛
大學繼續進修以及參加大學舉辦的培訓課程，每筆研究生獎學金每年上限約80萬港元，首6
名畢業獎學金得主將於今年夏季公佈，另亦資助9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於本港9間院校修
讀本科生課程，以及16名正就讀職業訓練課程的學生繼續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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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未來棟樑除了要擁有卓越的個人能力及品格，更

要有回饋社會的心，願意為社會事務出一分力。「香港

賽馬會獎學金」致力培養這些未來領袖，近期有36名學

生加入新一屆獎學金得主的行列，貫切馬會樂行善行的

精神。

高經緯 香港理工大學 工程物理學二年級生
「香港賽馬會獎學金」讓我不需擔心財政狀況，有時間追求發明的夢想，發揮我的

專長，以改善人類的生活。

黃詩皓 香港大學 言語及聽覺科學二年級生
我早前舉辦了數個社區服務計劃，目標是幫助少數族裔擴闊視野，並提高他們學習

中文的興趣。他們處於弱勢但依然非常好學，令我很感動。

岑鈞宜 香港城市大學 法律學二年級生
我很榮幸有機會結識到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一群具影響力的人士，他們讓我加

深了對少數族裔在香港面對歧視的認識。

■馬會獎學金秘書處為得獎同學舉辦迎新營，旨
在培育他們的領導才能。

■馬會主席葉錫安博士（第一排右六）、林煥光（第一排左六）、馬會副主席周永健（第二排中）、董事李家祥博士（第二排左五）及楊紹信（第二
排右五）、行政總裁應家柏（第一排左五）、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第二排左四）、各大專院校代表及今屆獎學金得獎同學合照。

■賽馬會獎學金每月舉辦「高桌晚宴」，當中
Green Monday創辦人楊大偉曾與同學交流營
運社企的經驗。

■馬會主席葉錫安博士（右）致送
由賽馬會獎學金得獎同學親手創作
的藝術雕塑予當晚主禮嘉賓行政會
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林煥光。

獎學金
甄選條件

成績優異

具領導才能熱心社會服務

品格卓越

切瘜不涉施壓 還譚Sir清白
無證據指涉利益衝突 委會倡醫院提醒員工跟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伊利沙伯醫院早前成立調

查委員會，調查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疑獲醫院優先安

排進行切除耳瘜肉手術一事。委員會昨日公佈調查結果指

出，醫生可根據臨床經驗，酌情安排病人手術次序，惟整

件事當中的部分做法偏離了慣常及既定程序，且影響公眾

觀感，但並無任何證據顯示當中涉及利益衝突或施壓。委

員會建議院方應提醒員工遵從醫院管理局既定的專科門診

預約程序指引；醫護人員應盡量避免為個別病人作特別安

排，以及慎用調動手術次序的酌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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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糖尿病是香港常
見的都市病。中大研究香港逾2.5萬名糖尿病患
者的心、腎及死亡風險，發現當中27%嚴重糖尿
病患者於患病7年間，出現各種嚴重併發症甚至
死亡。有醫生指出，因早期糖尿病缺乏明顯病
徵，估計香港目前約有30萬名潛在患者，建議政
府與私營醫療合作，建立系統以提高接觸更多患
者的機會，長遠減輕公營醫院處理有關病人的人
手壓力。
中文大學追蹤25,344名於1994年至2015年間

列入香港糖尿病登記冊、平均年齡為58歲的二
型糖尿病患者，平均追蹤各患者7年。中大昨日

首次公佈中期觀察報告，發現27%嚴重糖尿病
患者出現糖尿心、糖尿腎等嚴重併發症，甚至
死亡。
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副教授陸安欣指出，

糖尿病患者的心、腎健康互相牽連，並舉例指一
名腎臟功能正常人士終身患上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累積率為約20%，但患有第四階段慢性腎病患者
的終身發病率卻可高達90%，嚴重威脅健康。
原本任職廚師的39歲林先生5年前體重逾190

磅，常常大魚大肉且喜愛喝汽水，有時一天喝4
罐至6罐，身體質素指數（BMI）超標。他其後
發現自己如廁尿液多泡而求診，及後確診患有早

期糖尿病，病情已影響腎臟及眼睛。
他直言，患病前自恃年輕，從未想過糖尿病對
身體影響大至可損害身體機能。不過因及早發現
病情，林先生經過藥物治療及飲食控制後，現時
病情已大為改善，糖尿指標達標。

料港30萬潛在早期患者
根據衛生署資料，本港去年有近40萬名糖尿病

患者。香港肥胖醫學會會長、威爾斯親王醫院糖
尿及內分泌主管周振中指出，由於早期糖尿病缺
乏明顯病徵，患者很大機會患病而不自知，估計
全港今年有逾70萬名患者，當中30萬名為潛在
早期糖尿病患者。他強調，糖尿病病情複雜及多
變，患者眾多，故「愈早介入治療，最能節省金
錢花費」。

4個糖尿病人 1個「傷心損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聖德肋撒醫
院（九龍法國醫院）於上月17日發生一宗退
伍軍人病個案，翌日一名有長期病患的59歲
男病人因肺部感染死亡。衛生署衛生防護中
心昨日指出，經檢驗後發現，醫院有4個水
樣本對退伍軍人桿菌呈陽性反應，已向醫院
提出消毒有關供水系統的建議。

1長期病患者肺感染死亡
衛生防護中心指出，已連同機電工程署

到醫院，採集水樣本及環境採樣樣本作退
伍軍人桿菌檢測，調查可能感染源頭及支
援控制措施的執行。經檢驗後，12個水樣
本中有4個對退伍軍人桿菌呈陽性反應，
濃度為每毫升0.5個至39.5個菌落形成單位
不等。

3樣本濃度高於行動水平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

科學委員會建議，並於今年起實施的策
略，該4個陽性樣本中，3個濃度高於行動
水平，包括兩個採自病人轉往特別治療部
前入住的病房花灑的樣本，濃度分別為每
毫升3.1個及39.5個菌落形成單位，高於醫
院低風險區供水系統的行動水平（即每毫
升一個或以上菌落形成單位）。
另外一個採自病人入住特別治療部病房

水龍頭的樣本，濃度為每毫升0.9個菌落形
成單位，高於醫院高風險區供水系統的行
動水平（即每毫升0.1個或以上菌落形成單

位）。其餘8個水樣本對退伍軍人桿菌呈陰性反
應。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再次連同機電署人員視察醫

院，提出消毒有關供水系統的建議，並向職員和住
院病人提供預防退伍軍人病的健康建議，包括免疫
力低弱人士應以無菌或經煮沸的水飲用、刷牙及漱
口。發言人補充，該署已連同醫院在病人曾入住的
病房加強醫學監察，至今沒有發現新增個案。截至
本月2日，今年共錄得35宗退伍軍人病個案，包括
34宗社區感染及這宗院舍死亡個案。去年及前年分
別有66宗及41宗。

九
龍
法
國
醫
院
4
水
樣
本
含
退
軍
菌

伊利沙伯醫院成立的3人調查委員會
早前約見涉事醫生、護士長、護士

及當值醫護人員合共8人，耗時4周完成
調查，並於昨日公佈結果。
報告指出，譚耀宗於5月22日在一個
社交場合，首次接觸涉事的一名外科副
顧問醫生及一名護士長，並向該名醫生
稱耳部不適。醫生替他檢查後認為他出
現病變，勸喻他接受治療。當時譚耀宗
表示，希望在伊利沙伯醫院接受治療。
兩天後，有護士致電譚耀宗於同月31日
到伊院專科門診看醫生。

當日有非緊急手術病人甩底
譚耀宗依約於當日在太太陪同下到
伊院接受診症，醫生臨床檢查後認為

譚耀宗的情況屬緊急個案，建議他接
受切除活組織檢查的手術程序，並即
時查看當天有否手術室提供。適值當
日有一名需進行非緊急手術的病人未
有依約出現，故該醫生即日安排譚耀
宗接受手術。鑑於譚耀宗為公眾人
物，手術室護士長認為有必要保障其
私隱，遂安排他經由職員通道進入手
術室範圍；其太太亦獲安排經由員工
通道進入員工休息室等候。
小組主席何曉輝表示，根據一般專科

門診預約新症安排指引，病人或其親友
預約需出示身份證明文件、醫生轉介信
及住址證明。雖然指引並沒有註明病人
的醫生轉介信不能由有關醫生自行簽
發，但委員會認為今次事件的門診預約

安排偏離了慣常及既定程序。

醫生可按臨床經驗酌情安排
不過，譚耀宗的臨床情況被分類為緊

急個案是醫生專業判斷，屬合理安排。
該名醫生遂酌情安排病人做手術，過程
中沒有其他病人的手術因此被取消。
何曉輝指出，醫生可根據臨床經驗，
酌情安排病人手術次序，今次事件不涉
及利益衝突及施壓。
他表示，明白保障公眾人物的私隱需

要，相信涉事護士長只是出於好意而安
排譚耀宗等人出入手術室，其間二人亦
穿着手術室專用鞋或鞋套，對手術室感

染控制沒構成影響；但做法影響公眾觀
感，建議醫護人員在兩者間取平衡，有
需要可事先請示上級。
伊利沙伯醫院行政總監盧志遠就事件

向公眾致歉，承認事件引發公眾質疑公
立醫院公平對待病人的憂慮，院方接納
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並將落實有關建議。
但他指出，涉事的3名醫護人員的做
法不涉及重大過失，看不到有停職需
要，但會根據醫管局人力資源條例作出
適切跟進。
譚耀宗就報告發聲明表示，對報告內

容無補充及無評論，並對伊院的醫療人
員表示感謝。

■ 何 曉 輝
（左）稱今
次事件不涉
及利益衝突
及施壓，不
過做法影響
了 公 眾 觀
感。

文森 攝

■周振中（右二）指由於早期糖尿病缺乏明顯病徵，導致很多人患病而不
自知。 趙虹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