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簡單的3個步驟，有助於企業建立品牌形象、加強員工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
透過我們推薦的年度計劃，令市民及員工提升對乙型肝炎病毒的認識，並鼓勵員工參與乙型肝炎檢查。

教育宣傳

STEP 1

為配合世衛所訂7月28日為「世界肝炎日」，我們希望貴企業能夠多加重視，
你們的支持對我們的教育宣傳活動均十分重要，讓更多市民認識乙型肝炎病毒與肝癌，
你們鼓勵員工參與亦能同時提升企業的社會形象及知名度。
企業只要鼓勵員工參與我們的免費提供的專題講座，提高對乙型肝炎風險的認知。

5月至6月期間

肝癌與肝炎專題講座
黎青龍教授主講
香港大學內科學系內科及肝臟科

沒有保護性抗體?

不清楚

乙肝帶菌者 ?

STEP 2

乙型肝炎驗血檢查

是帶菌者

接種3針乙肝疫苗

每年超聲波檢查

安排員工接受驗血服務
推動員工接受檢查，既可保障員工健康，又可成為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模範。
香港乙肝基金會能為各企業以成本價提供乙肝驗血服務計劃，
安排專業檢查人士執行，省時又方便。
** 如企業已為員工提供乙肝檢查服務，只需提供相關証明仍可參與此社責計劃 。

每6個月驗血檢查
肝臟損傷

JADE RIBBON CSR

第2屆翡翠絲帶社責計劃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資訊

乙型肝炎
第2屆翡翠絲帶社責計劃
10個中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乙型肝炎帶菌者，
乙型肝炎是肝癌的主要起因，
全世界死於肝癌的人，一半是中國人。
有鑑於現時普遍市民對乙型肝炎的認識仍不足，
存有不少誤解之餘，也不了解預防和治療的方法。
近年，我們透過一連串的宣傳活動，教育市民對乙肝的種種知識。

STEP 3 7 月 28 日「世界肝炎日」 嘉許禮

於本年的7月28日「世界肝炎日」 嘉許禮上頒發「嘉許狀」 ，

以表彰貴公司對社會責任及關愛員工方面的突出表現。

歡迎查詢
九龍 窩打老道 40號 寶翠大樓 3樓
香港 上環 禧利街27號 富輝商業中心 1402室
電話：852 2545 0363

傳真：852 2545 0317

電郵：jadecsr@hkhepbfree.org

網站：hkhepbfree.org ; #joinjade

香港乙肝基金會 Hong Kong Hep B Free Foundation
香港特區政府認可非牟利慈善機構 (稅局免稅編號: 91/11659)

香港影響

乙型肝炎病毒（HBV，乙肝）
是一種最為普遍的肝臟感染病。如持續惡化會引致肝癌和肝衰竭而導致的死亡風險。
然而，這一病毒完全可以透過疫苗進行預防。並不昂貴的一次驗血檢查便可以查出是否感染病毒，
如果是乙型肝炎帶菌者並應接受定期肝炎和肝癌檢查。

風險因素

健康狀況分佈

肝癌

乙型肝炎病毒的一個重要感染風

由於乙型肝炎病毒並沒有明顯的病徵，患者對此疾病毫無認識。

由乙型肝炎病毒所導致的肝癌是香港癌

險源自在分娩過程中從乙肝病毒

按香港乙肝基金會在2011年調查報告顯示市民對乙肝了解不夠深

病中的第三殺手。由於缺少正確的醫療

帶菌的母親傳染給新生兒。自從

入，忽視預防的重要性。六成受訪者不清楚或沒有接種過乙肝疫

知識和不了解定期作肝炎及肝癌檢查的

例行為所有新生嬰兒接種乙肝疫

苗，逾四成不知自己是否為乙肝帶菌者。有3-4成市民誤解乙肝傳

重要性，每4位乙型肝炎病毒帶菌者中就

苗,香港5歲或以下兒童慢性乙型

染途徑，甚至有一成不知什麼是乙肝。香港有大約57萬帶菌者，

有一位因為肝癌或肝衰竭而導致死亡。

肝炎患病率低至1%以下，成功

每10個成年人中就有1人為乙型肝炎病毒帶菌者。

達西太平洋世衛標準。
及早發現和控制乙肝，可減低患上肝癌的
機會。蘇啟深建議市民接受一次乙肝檢
查，包括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

國際影響

檢查及乙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檢
查，以確定是否乙肝帶菌者。若乙型肝炎
表面抗原檢查結果為陽性即屬乙肝帶菌
者，必須定期進行肝炎及肝癌檢查，監察

每29人中的1人

9千7百萬

病情進展，有需要時可服用抗病毒藥物控

40秒

40

制病情。若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及乙型肝炎

顯示世界上有比較多乙型肝

表面抗體檢查結果皆為陰性，則屬非乙肝

炎病毒帶菌者的地方 。

帶菌者及對乙肝病毒沒有保護性抗體，這
類人士宜盡快接種乙肝疫苗，以預防受病

中國

毒感染。

世界上有 2 億 4 千萬乙型肝炎病毒帶

乙型肝炎病毒在亞洲地區尤其

世 界 上 每 40 秒 鐘 就 有 一 人 死 於 這

菌者，這顯示世界上每 29 人中就有

顯著。據估算，僅中國就擁有 9 千

一個完全可以透過疫苗預防

1人為乙型肝炎病毒帶菌者。

7百萬乙型肝炎病毒帶菌者。

和藥物治療的疾病。

乙肝檢查不遲宜 員工健康得保障
接種三針疫苗預防 患病者應定期檢查

民對乙肝的正確認識及預防。為配合世衛
雖然如此，乙肝患者病情如得到恰當的制，且病情

所訂立每年7月28日為「世界肝炎日」，除

港地區最常見的慢性乙肝，更是導致肝癌和肝硬化的主要原因。可

及早發現，惡化的機會也相對低。現時有許多企業

了呼籲要接種三針乙肝疫苗，成年人要去

是，如果做好檢查和治療，患者病情就不易惡化。在職場中，僱主也

都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員工是公司無形的資產，面

找醫生作一次乙肝檢查，包括乙型肝炎表

可以鼓勵員工進行檢查，及早進行防治措施，既可為對抗乙肝傳播

對乙肝這樣的傳染病，蘇啟深希望企業能夠多加

面抗原及乙型肝炎表面抗體。

貢獻一分力量，又可以保障公司上下身心健康，提升生產力。

重視，鼓勵員工接受預防性檢查及接種三針疫苗，
並鼓勵證實患上乙肝的員工積極接受定期肝炎和肝

單是香港，約有57萬人是乙肝帶菌者。世界衛生組織亦呼籲各地區政
府，加強對慢性乙型肝炎的檢查、護理和治療政策。

教授表示，逾九成乙肝帶菌者均沒有臨床病徵，很多受感染的人根本
不自知，亦因此而容易忽略乙肝的嚴重後果：「乙肝帶菌者患上肝癌
的風險特別高，不少人發現患癌時病情已達後期，令治療變得非常

2014年7月28日
2014 世界肝炎日暨
社會責任計劃嘉許晚會

癌檢查。
同一時間，企業要明白，乙肝患者同樣可以過正常
人生活，一般工作和社交活動並不會傳染疾病，企業

世界衛生組織亞太區顧問、美國史丹福大學亞裔肝臟中心總監蘇啟深

年

立，目的為阻止乙肝繼續蔓延，及教育市

乙型肝炎是一個無形殺手，屬於全球一個嚴重健康問題。在中國和香

乙肝主要是通過母嬰直接傳染、血液傳染，以及性傳染。據統計，

2014

香港乙肝基金會由多位社會知名人士所創

縱使有員工患上此病，老闆和同事亦不應對他們抱歧視

2011年

2012年

心態。若他們擁有良好的身心質素，對服務的企業產生

2013年

歸屬感，可以為企業和顧客帶來無限裨益，也是企業履
行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表現。

困難。」他續稱，如果沒有定期檢查每四個人帶菌者就有一人會死於
由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癌或肝衰竭，故乙肝是極需正視的疾病。

2011年7月28日 帝京酒店記者招待會

2012年7月28日 尖沙咀文化中心

2013年7月28日 銅鑼灣維園

2013年7月28日
世界肝炎日 香港維園
一齊破健力士世界紀錄

香港影響

乙型肝炎病毒（HBV，乙肝）
是一種最為普遍的肝臟感染病。如持續惡化會引致肝癌和肝衰竭而導致的死亡風險。
然而，這一病毒完全可以透過疫苗進行預防。並不昂貴的一次驗血檢查便可以查出是否感染病毒，
如果是乙型肝炎帶菌者並應接受定期肝炎和肝癌檢查。

風險因素

健康狀況分佈

肝癌

乙型肝炎病毒的一個重要感染風

由於乙型肝炎病毒並沒有明顯的病徵，患者對此疾病毫無認識。

由乙型肝炎病毒所導致的肝癌是香港癌

險源自在分娩過程中從乙肝病毒

按香港乙肝基金會在2011年調查報告顯示市民對乙肝了解不夠深

病中的第三殺手。由於缺少正確的醫療

帶菌的母親傳染給新生兒。自從

入，忽視預防的重要性。六成受訪者不清楚或沒有接種過乙肝疫

知識和不了解定期作肝炎及肝癌檢查的

例行為所有新生嬰兒接種乙肝疫

苗，逾四成不知自己是否為乙肝帶菌者。有3-4成市民誤解乙肝傳

重要性，每4位乙型肝炎病毒帶菌者中就

苗,香港5歲或以下兒童慢性乙型

染途徑，甚至有一成不知什麼是乙肝。香港有大約57萬帶菌者，

有一位因為肝癌或肝衰竭而導致死亡。

肝炎患病率低至1%以下，成功

每10個成年人中就有1人為乙型肝炎病毒帶菌者。

達西太平洋世衛標準。
及早發現和控制乙肝，可減低患上肝癌的
機會。蘇啟深建議市民接受一次乙肝檢
查，包括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

國際影響

檢查及乙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檢
查，以確定是否乙肝帶菌者。若乙型肝炎
表面抗原檢查結果為陽性即屬乙肝帶菌
者，必須定期進行肝炎及肝癌檢查，監察

每29人中的1人

9千7百萬

病情進展，有需要時可服用抗病毒藥物控

40秒

40

制病情。若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及乙型肝炎

顯示世界上有比較多乙型肝

表面抗體檢查結果皆為陰性，則屬非乙肝

炎病毒帶菌者的地方 。

帶菌者及對乙肝病毒沒有保護性抗體，這
類人士宜盡快接種乙肝疫苗，以預防受病

中國

毒感染。

世界上有 2 億 4 千萬乙型肝炎病毒帶

乙型肝炎病毒在亞洲地區尤其

世 界 上 每 40 秒 鐘 就 有 一 人 死 於 這

菌者，這顯示世界上每 29 人中就有

顯著。據估算，僅中國就擁有 9 千

一個完全可以透過疫苗預防

1人為乙型肝炎病毒帶菌者。

7百萬乙型肝炎病毒帶菌者。

和藥物治療的疾病。

乙肝檢查不遲宜 員工健康得保障
接種三針疫苗預防 患病者應定期檢查

民對乙肝的正確認識及預防。為配合世衛
雖然如此，乙肝患者病情如得到恰當的制，且病情

所訂立每年7月28日為「世界肝炎日」，除

港地區最常見的慢性乙肝，更是導致肝癌和肝硬化的主要原因。可

及早發現，惡化的機會也相對低。現時有許多企業

了呼籲要接種三針乙肝疫苗，成年人要去

是，如果做好檢查和治療，患者病情就不易惡化。在職場中，僱主也

都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員工是公司無形的資產，面

找醫生作一次乙肝檢查，包括乙型肝炎表

可以鼓勵員工進行檢查，及早進行防治措施，既可為對抗乙肝傳播

對乙肝這樣的傳染病，蘇啟深希望企業能夠多加

面抗原及乙型肝炎表面抗體。

貢獻一分力量，又可以保障公司上下身心健康，提升生產力。

重視，鼓勵員工接受預防性檢查及接種三針疫苗，
並鼓勵證實患上乙肝的員工積極接受定期肝炎和肝

單是香港，約有57萬人是乙肝帶菌者。世界衛生組織亦呼籲各地區政
府，加強對慢性乙型肝炎的檢查、護理和治療政策。

教授表示，逾九成乙肝帶菌者均沒有臨床病徵，很多受感染的人根本
不自知，亦因此而容易忽略乙肝的嚴重後果：「乙肝帶菌者患上肝癌
的風險特別高，不少人發現患癌時病情已達後期，令治療變得非常

2014年7月28日
2014 世界肝炎日暨
社會責任計劃嘉許晚會

癌檢查。
同一時間，企業要明白，乙肝患者同樣可以過正常
人生活，一般工作和社交活動並不會傳染疾病，企業

世界衛生組織亞太區顧問、美國史丹福大學亞裔肝臟中心總監蘇啟深

年

立，目的為阻止乙肝繼續蔓延，及教育市

乙型肝炎是一個無形殺手，屬於全球一個嚴重健康問題。在中國和香

乙肝主要是通過母嬰直接傳染、血液傳染，以及性傳染。據統計，

2014

香港乙肝基金會由多位社會知名人士所創

縱使有員工患上此病，老闆和同事亦不應對他們抱歧視

2011年

2012年

心態。若他們擁有良好的身心質素，對服務的企業產生

2013年

歸屬感，可以為企業和顧客帶來無限裨益，也是企業履
行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表現。

困難。」他續稱，如果沒有定期檢查每四個人帶菌者就有一人會死於
由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癌或肝衰竭，故乙肝是極需正視的疾病。

2011年7月28日 帝京酒店記者招待會

2012年7月28日 尖沙咀文化中心

2013年7月28日 銅鑼灣維園

2013年7月28日
世界肝炎日 香港維園
一齊破健力士世界紀錄

只要簡單的3個步驟，有助於企業建立品牌形象、加強員工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
透過我們推薦的年度計劃，令市民及員工提升對乙型肝炎病毒的認識，並鼓勵員工參與乙型肝炎檢查。

教育宣傳

STEP 1

為配合世衛所訂7月28日為「世界肝炎日」，我們希望貴企業能夠多加重視，
你們的支持對我們的教育宣傳活動均十分重要，讓更多市民認識乙型肝炎病毒與肝癌，
你們鼓勵員工參與亦能同時提升企業的社會形象及知名度。
企業只要鼓勵員工參與我們的免費提供的專題講座，提高對乙型肝炎風險的認知。

5月至6月期間

肝癌與肝炎專題講座
黎青龍教授主講
香港大學內科學系內科及肝臟科

沒有保護性抗體?

不清楚

乙肝帶菌者 ?

STEP 2

乙型肝炎驗血檢查

是帶菌者

接種3針乙肝疫苗

每年超聲波檢查

安排員工接受驗血服務
推動員工接受檢查，既可保障員工健康，又可成為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模範。
香港乙肝基金會能為各企業以成本價提供乙肝驗血服務計劃，
安排專業檢查人士執行，省時又方便。
** 如企業已為員工提供乙肝檢查服務，只需提供相關証明仍可參與此社責計劃 。

每6個月驗血檢查
肝臟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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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
第2屆翡翠絲帶社責計劃
10個中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乙型肝炎帶菌者，
乙型肝炎是肝癌的主要起因，
全世界死於肝癌的人，一半是中國人。
有鑑於現時普遍市民對乙型肝炎的認識仍不足，
存有不少誤解之餘，也不了解預防和治療的方法。
近年，我們透過一連串的宣傳活動，教育市民對乙肝的種種知識。

STEP 3 7 月 28 日「世界肝炎日」 嘉許禮

於本年的7月28日「世界肝炎日」 嘉許禮上頒發「嘉許狀」 ，

以表彰貴公司對社會責任及關愛員工方面的突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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