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會出版刊物概覽：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自一九九一年十月瑪麗醫院成功進行本港第
一宗肝臟移植後，至二零一九年底，成功移植者
人數已增加至 1 ４２５餘人，已移植和等待移植
的病友極需有一個自己的組織以互相扶持，香港
肝臟移植協康會因而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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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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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懷探訪、鼓勵病友積極面對人生；
2. 各種聚會，發展病友社交及康體活動；
3. 舉辦健康講座，公眾健康教育/ 大型社區活動；
4. 各種形式的宣傳，推動器官捐贈；
5. 義工訓練，照顧者支援活動；
6. 推廣校園健康教育。

本書可經以下途徑索取：
本會會址
華富邨華清樓 224 - 226 室
瑪麗醫院病人資源中心 瑪麗醫院 K 座 2 樓 2-10 號房
透過郵寄索取
查詢請致電：2566 4363

活動花絮：

社區教育

支持推廣器官捐贈

Lee

義工訓練

關懷探訪

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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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進病友間互相交流、勉勵和支持；
2. 努力宣傳和推動器官捐贈；
3. 輔導、關心肝病患者與家屬 / 照顧者；
4. 喚起社會人士關注，積極預防肝臟疾病；
5. 增強病友信心，協助病友重投社會；
6. 推行肝臟健康教育。

本書內容豐富，題材廣泛，從
肝臟基本功能說起，深入淺出，
說明肝臟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教育市民從生活小節開始，愛
惜肝臟這個重要的「化工廠」。

復生不忘助他人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是一個非牟利組織。
一九九八年七月在香港社團註冊，其後獲接納為
慈善團體，並由香港稅務局給予慈善團體捐款豁
免稅項資格。 社團註冊編號 20763

《天下無雙之肝康縷析》
肝臟健康教育書籍 ( 附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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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頻道

校園健康教育
Facebook 專頁

2566 4363
興趣 / 運動班

9776 0522

Instagram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男

性別：

WhatsApp

A      123

是否已接受肝移植手術：
捐贈者

輪候手術者

其他

手術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類別
我願意成為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年度會員 HK$50 元正

我願意成為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永久會員 HK$500 元正

加入義工團隊
我願意加入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或
「The Hong Kong Liver Transplant Patients'
Association」
＊ 存入本會滙豐銀行戶口帳號：518-130836-001

3. 成為會員者，必須詳閱「本會會章」，並同意遵守
本會會章內之規定。  
會章閱覽網址 : www.livertpa.org

身份證號碼：

受惠者

繳費方法：

2. 如閣下未滿十八歲，必須得到家長或有效監護人的
同意，方可向本會提供任何個人資料。

女

出身日期： _________ 年 ______ 月
例如：

1. 申請人需填寫會員申請表格連同會員費 ( 支票 / 銀
行存款收據 ) 郵寄、電郵或親臨本會會址辦理手續。
年度會員費 港幣五十元正 ;
永久會員費 港幣五百元正。

義工團隊

職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興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為配合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 本會 ) 對內及或對外
的各種活動及 / 或服務，本會可使用及 / 或保存會
員申請人 ( 閣下 ) 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及 / 或可向
本會會員及 / 或各方有關團體披露、轉移、使用及
/ 或處理。
5. 會員可隨時退出 / 或終止其會籍。
逾期而未辦理續會手續，則視作自願終止其會員資
格。
6. 根據「個人資料 ( 私隱 ) 條例」的規定，會員有權
查閱及修改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 會員如有任何個人
資料更改，須通知本會。
本會對上列規則有最終解釋及修訂權而無須另行通知。

如對本會有任何意見，歡迎致電 2566 4363 。

申請人簽署 : 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

未滿 18 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HK$2,000

HK$1,000

HK$500

HK$300

HK$200

HK$_______

捐款方法 Donation Methods
劃線支票 ( 抬頭請寫「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rossed cheque (No._______________ ) payable to
"The Hong Kong Liver Transplant Patients' Association".
直接存入「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匯豐銀行帳戶︰
518-130836-001（請連同存款收據寄回）
Banked in HKLTPA's account at HSBC :
518-130836-001（Bank-in slip/ ATM slip enclosed）

捐款港幣 $100 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減稅。
Donation of HK$100 or above are tax deductible with a receipt.
請寄回收據

Please send me a receipt

捐款人姓名 Name of Donor ︰
（先生 Mr./ 女士 Ms. ）＿＿＿＿＿＿＿＿＿＿＿＿＿
手機電話 Mobile ：＿＿＿＿＿＿＿＿＿＿＿＿＿＿＿
電郵 Email
：＿＿＿＿＿＿＿＿＿＿＿＿＿＿＿
地址 Address
：＿＿＿＿＿＿＿＿＿＿＿＿＿＿＿
   ＿＿＿＿＿＿＿＿＿＿＿＿＿＿＿
本會是根據 < 稅務條例 > 第 88 條獲豁
免繳稅屬公共性質的非牟利慈善團體。                                
社團註冊編號 2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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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申請人之關係 : __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傳真 : 2570 7527
電郵 : info@livertpa.org
地址 : 香港華富村華清樓 224-226 室
網址 : www.livertpa.org Facebook : HKLivertpa

我願意捐款
Yes,I am willing to give a one-off don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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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 監護人姓名 : _____________ 簽署 : _________

“您”的熱心捐款及支持，讓我們可以繼續為肝病患者及
其照顧者服務，促進社會人士關注肝臟健康和認識肝臟疾
病，加強肝臟疾病的預防和治理。努力宣傳和推動器官捐
贈，讓公眾明白「器官捐贈」可重燃生命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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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收取活動資訊之途徑：

捐款表格

入會須知

Th

會員申 請 表 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