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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or Oper. Unit
Franchise or Dept.

Changing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At Novartis, we harness the innovation power of science to  
address some of society’s most challenging healthcare issues.  
Our researchers work to push the boundaries of science, broaden 
our understanding of diseases and develop novel products in  
areas of great unmet medical need. We are passionate about 
discovering new ways to improve and extend people’s lives.

這廣告於此刊物展示，並不代表本會認可這廣告的內容，包括其產品及/服務等。



親愛的各位會員、院友、醫護人員，捐贈者恩人：	

不知不覺間，本人擔任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第十二屆會
長已經超過一年了，這段期間疫情仍然反反覆覆，尤其是今

年年初第五波疫情特別嚴重，每天染疫人數一度達到數萬之多，
危害市民生命安全，鑑於本會大部分會員，屬於器官受贈人士，因為長期服用抗排
斥藥更容易受到感染和出現併發症，為此本會執委會一直堅持以「復生不忘助他人」	
精神，盡心盡力繼續為會員爭取不同機構贊助費用或捐助抗疫物資，疫情至今共十
次分派抗疫物資予會員及共十二次贈送抗疫物資予有需要同路人病友及弱勢社群，
用以抗疫。

而在全體執行委員的全力支持之下，本會在這一年期間，秉承本會的宗旨，開展以下
助人活動 :

1.	由於醫管局的應變級別由2020年年初至今維持緊急級別，公立醫院暫停一切病
房義工探訪服務，本會一直無法探訪病友、本會正籌備不同途徑關顧病友服務，
希望可以接觸及鼓勵正在等待肝臟移植或術後康復中的病友 ;

2.	本會在遵守政府限聚令條件下，不間斷舉辦各種興趣班、健身班、心意禮物班、
行山等病友社交聚會，還組織羽毛球、乒乓球、草地滾球康體活動，除了加強會
員之間的互動之外，亦可以增強康復者回復信心並重投社會 ;

3.	去年至今本會共舉辦四場網上醫生健康講座，希望藉此幫助會員及病友有關肝臟
移植、肝臟健康、情緒支援知識。	另外本會正在聯合其他病人自助組織，向政府
爭取改善病友面對醫療問題，包括增加醫護人手以降低病友覆診時間、協助病友
增加申請獲資助昂貴治療藥物機會、及早診斷感染病毒性肝炎病友，實踐本會一
向貫徹重視公眾健康教育 /大型社區活動的初心 ;

4.	由於限聚令的公共場所限制，衛生署暫停義工參與器官捐贈現場推動器官捐贈活
動，本會藉參與器官捐贈行動組舉辦「大愛恩人」春祭及秋祭，共同宣揚推動器
官捐贈，亦計劃在各種形式的活動中加上宣傳器官捐贈，例如網上醫生健康講座
中加上宣傳器官捐贈環節 ;

5.	本會的重要活動都是以助人自助出發，義工服務不可或缺，自去年開始，本會策
劃不同義工訓練，照顧者支援活動，包括專業社工朋輩關懷訓練、醫院防感染訓練、
衛生署器官捐贈推廣培訓工作坊，培養義工裝備自己、幫助同路人及弱勢社群。

祝各位會員
復生自強、不忘初心、自助助人	!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第十二屆會長
黃龍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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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葉永堂先生

會長
黃龍輝先生

副會長
何鉅華先生

司庫
李浩遠先生

康樂
袁惠珠女士

委員
林惠娟女士

委員
張月華女士

委員
林香星先生

委員
何漢忠先生



教育委員會架構教育委員會架構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教育委員會

宗旨：
•	進入校園推廣有關肝臟健康之通識
教學。

•	通過健康通識教學，加入領袖培訓
課程令學生可基於正確理念，長遠
深化地建立健康校園；更讓有興趣
於課餘後或日後投身社會義工工作
的同學，提供一個有意義及成長的
學習平台。

•	帶領年青人在社區推擴健康教育訊
息，除令學生能學以致用外，更可
建立其對社會之使命感。

•	從小灌輸健康生活態度，並以康復
者的生命歷程為鑑，珍惜及愛護	
生命。

理念宗旨
教育計劃理念：
						＊通識教學
						＊學生培訓
						＊健康生活

戴永釗醫生
(肝臟移植外科醫生 )

主席

何惠儀護士

秘書

何鉅華先生
(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委員 )

副主席

李浩遠先生
	(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委員 )

財政

教育界專業人士

委任顧問

范上達教授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外科系榮休教授

養和醫院肝臟外科中心主任 )

盧寵茂教授
( 香港瑪麗醫院外科學系系主任 )

 委任會監

陳詠欣護士

外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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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倡立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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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九九八
年中，成功移植者人數已增加至七百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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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由一群已經
接受和正在輪候肝臟移植之人士、曾經
捐出部份活體肝臟之親友、及他們的家
人組成的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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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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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架構本會架構
*（排名不分先後）本會顧問名單

香港大學醫學院
盧寵茂教授			范上達教授			陳詩正教授			黎青龍教授			袁孟峰教授

竺兆豪醫生			陳智仁醫生			馮恩裕醫生			張丹圖醫生			黃楚琳醫生			吳國際醫生
夏威醫生	 周嘉歡醫生	 廖子良醫生	 戚夏穎醫生			邱家駿醫生			李志誠醫生

瑪麗醫院高級臨床心理學家
胡婉芬女士

義務會計師
鄒曾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義務律師顧問
歐國義陳健民律師行

網頁顧問
陳偉倫先生

幹事名單

會長：黃龍輝先生				副會長：何鉅華先生				司庫：李浩遠先生			
		秘書：葉永堂先生					康樂：袁惠珠女士

義工護士名單

李華珍、古慧敏、何惠儀、林家瑤、關婉雯、
陳小珍、李慧明、劉嘉敏、夏明珠、余慧玲、陳詠欣

委員名單

張月華女士、林惠娟女士、何漢忠先生、林香星先生

5



之肝康縷析》兩冊，於全港各大圖書館供市民免費借閱。長期向政府申請固定運
動場地，讓病友鍛煉體能，以運動裝備自己，實際上不少的肝移植患者，於世界
移植運動會中獲得驕人的佳績；陳若鵬亦曾經於南非舉辦的運動會中戰勝了澳洲
隊，取得草地滾球之世界金牌。

病房探訪服務尤其重要，通過關懷正在住院中的同路人病友，促進會友之間互相
扶持，用過來人之身份幫助及輔導，舒緩受困擾病榻之中肝病患者的壓力，以生
命影響生命，傳遞信心，鼓勵病友積極接受治療，早日重過新生活，只可惜目
前正受Covid	19	疫情影響醫院暫停所有義工服務引致而病房探訪服務完全停滯，
盼望病毒早日遠離，將來回復義工病房探訪服務去支援同路人病友。

不敢為他邀功，事實上在這二十多年之中，身邊不乏持共同理念的戰友支持，	
眾志成城地努力灌溉，十年樹木，協會受群體的滋潤，如今正值壯年階段。雖然
他已乘鶴西去，深信今後協會繼續發光發亮，戰友世代秉承初心『復生不忘助	
他人」，繼續努力，與時並進，做福社群。

抱歉地近幾年以來他體質驟然下降，未能繼續理念，辛苦了眾盟友。縱然他大半
生都受著病魔纏繞，曾經移植了肝臟、腎臟及胰臟，感恩他依然擁有樂天的性格，
有助他減少了身心上之痛苦，更令他短暫的生命添上意義的質素，借用陳若鵬人
生的座右銘：『不受往事擾，只為如今笑！」，祝願大家開懷面對，健康生活。

	 陳若鵬太太（林笑珍）
	 2022 年 6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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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憶君容  宛然在目緬憶君容  宛然在目
跟先夫陳若鵬由相交至患難與共近半個世紀，這數十載的人生一起走過高山	
低谷，深深地體會生命不在乎長短，在乎質素及意義。質素的重要元素就是健康，
只可惜當你擁有健康時，大多數時候都會忽視了。陳若鵬也不例外，他發病始於
壯年，先後移植了肝、腎、胰三種器官。於 2007 年出版的《肝戈化玉帛》書中，
他娓娓道出個人病患的前段心路歷程，不少病友回應閱讀後身同感受，產生共鳴，
作為他的枕邊人，確實很佩服他堅強掙扎的勇氣。

緬憶於二千年初，他接受了愛兒的活體肝臟移植，當時肝臟之父范上達及盧寵茂
教授組織「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陳若鵬明白這是給病海中浮沉一群肝病患者
的橋樑，由於協會只是萌芽的階段，沒有資源，只靠眾執行委員的熱誠，連開會
的地點亦是靠熱心的病友借用。他深深明白若能推廣會務發展，自然有更多肝臟
患者得到移植之醫訊、正確的保健知識，就必須鞏固這個聯繫的渠道。著手策劃
組織的架構，尋覓建立固定辦事處，作為病友長期聚集點，物色人力資源配合工
作推廣，籌募穩定財政資助。

人脈方面他游說肝臟移植醫生支持，聯繫各專科醫護部門，如深切治療部、營養
師、藥劑師、物理治療師、牙科醫生、臨床心理學家和護士學生等等，提供寶貴
健康知識，向社區推行講座，舉辦不同健康交流會。

向新一代推廣健康教育，籌組合作伙伴，有聖約翰救傷隊、深切治療部、護士學
校、嘉諾撒聖心商學書院、余振強紀念中學、油麻地新民書院配合，將肝臟健康
教育及移植資訊向學童播種。健康資訊刊物中，特有《肝戈化玉帛》、《天下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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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十分尊敬的前輩 - 釗哥懷念十分尊敬的前輩 - 釗哥
（謝榮釗榮譽會長）（謝榮釗榮譽會長）

想起與釗哥的相識，緣起於四年前參加了本會組織的門球訓練隊，以備戰香港器官移植運動會主辦的「第
四屆香港器官移植及透析人士運動會」中的門球比賽，這是第一次認識釗哥，已經感受到他對於服務同路
人的熱誠，他是一位運動健將，對於門球運動技術十分純熟，他細心的指導包括我在內每位初學者練習門
球運動，示範正確的運動姿勢、不厭其煩指導我們練習正確運動方法，練習後釗哥與我們一起聚餐時，釗
哥十分健談，分享自己的運動心得、曾經患病而需要接受肝臟移植手術，重生後積極投入義工服務的經歷，
並從多位資深會員口中得知釗哥多年前曾經擔任本會會長及多屆委員，他多年來積極參與多項運動包括門
球、競步、法式滾球、單車等並取得好成績，成績有目共睹，亦知道釗哥無間斷參與本會及其他友好機構
義工服務，真正實踐「復生不忘助他人」的精神以幫助同路人及有需要的弱勢社群的行為，會內人盡皆知，
本人對於釗哥以往無私的付出感到十分敬佩，亦仰慕他對於本會的巨大貢獻。

過了差不多一年，我應本會委員邀請加入上屆執委會，開始與他聯絡多了並逐漸熟絡，他待人以誠，對於
我知無不言，在本會執委會內是我的指點明燈，我開始參與各種會務運作時，很多都不明白如何做、很多
都弄不清事情的來龍去脈，除了得到上屆會長華哥(何鉅華先生)	全力幫忙之外，我都會向釗哥請教，由日
常會務運作、與職員之間的工作溝通方式、執委會的會議操作、助人活動的基本精神、本會與合作伙伴包
括兩間醫院、不同藥廠、其他友好病人自助組織和其他友好機構的人脈關係，都得到
他知無不言的回應，他是我在會務和私交上的良師益友，現屆執委會已一年多以來，
無論他的身體狀況如何，都會盡量抽空出席，全力支持本會執委會內優化會務、
幫助同路人抗疫活動、強化友組織合作關係的工作、甚至逐步推行很多新的助人
服務，回想釗哥一直以來積極助人的態度及行為，使我對於會義務工作有更深刻
的領悟，更加明白如何才是以愛出發去實踐「復生不忘助他人」的精神以幫助同
路人及有需要的弱勢社群。

感謝釗哥無私的付出，亦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承傳「復生不忘助他人」的使命，	
因為釗哥的精神，永遠活在我們心裏！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第十二屆會長
黃龍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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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達二十多年的義工委員陳若鵬先生於2022 年 4月13日
因病與世長辭，本會同人深感惋惜，令我們深感哀痛，痛失良朋摯友！

陳若鵬先生現為本會永遠名譽會長，生前一向熱心會務，做事一向親力親為。更	
曾在本會擔任多屆會長、貢獻良多，深得會員愛戴，慷慨捐助。他永遠都默默	
支持我們，笑容可掬，親切待人，只管耕耘，從不喜出風頭，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委員會
全體委員

懷念永遠名譽會長懷念永遠名譽會長
陳若鵬先生陳若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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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 2019 冠狀病毒重症
幸好，	現在疫情在香港也大致上受控，每日在瑪麗醫院因新冠病毒而新
需要住院的病人也平均不足十宗，	醫療制度的負荷也相對減輕了。預防
勝於治療，除了在日常生活注重個人衛生，數據亦顯示，接種一劑新冠
病毒疫苗已有明顯保護力，	接種任何三劑疫苗更能大幅減少死亡風險。
可惜的是，我們肝移植的病友因需要服用抗排斥藥而減低了疫苗的功效。
有鑑於此，政府在接種疫苗方面，亦給接受了器官移植的病人有特別的
安排。	現時接種了第二劑疫苗的病友，	可在至少	二十八日後接種第三劑
疫苗，而第三劑和第四劑的相隔日期也減少至九十日。

假若不幸出現輕微感染病徵如發燒、咳嗽、喉嚨痛	而快速抗原測試又
出現陽性結果，亦應儘快致電醫管局轄下2019冠狀病毒指定診所預約
醫生診症服務。希望這個疫情能儘快過去，我們的病友也能儘快回復正
常的生活。

懷念陳若鵬先生
認識陳會長大概有十多年了。那時候，我們還在瑪麗醫院A3病房，他有一
段時期在醫院內住了相當長的時間，他讓我知道什麼是「久病成醫」，每
次巡房，他都已經很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亦會參與討論如何處理他的
病情，亦很照顧身邊的病友。過了幾年，我有幸參與香港肝臟移植協康
會的活動，和他接觸的機會也多了，看見他每次都很積極參與會務和活動，
積極推動器官捐贈的運動，真正履行了「復生不忘助他人」的精神。雖然
他已經不在我們身邊，但相信他這份樂觀助人的精神會一直陪伴和鼓勵
着我們。

撰文 :	戴永釗醫生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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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冠狀病毒病的治療2019 冠狀病毒病的治療
香港在	2022 年	上半年經歷了一個艱難的時刻。直至	六月三十日，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累計感染人數超過一百萬	，死亡個案超過
9400 宗，其中	95%以上的死亡個案為六十歲或以上長者。根據醫管
局的統計，在第五波疫情高峰期間，經急症室入院的創傷病人（無症狀
感染者），有高達17%是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見疫情期間香港整體的
感染情況是非常的嚴重。的確，在這幾個月，	我們在門診也見到很多接
受了肝移植的病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並逐漸康復了。

治療新冠病毒的口服藥物
醫院管理局亦在第五波疫情的時候引入了新一代治療新冠病毒的口服
藥物	，	包括了默沙東藥廠	(MSD)	的莫努匹韋 (Molnupiravir)	和輝瑞藥
廠 (Pfizer)	的帕克洛韋	(Paxlovid)。兩者都在臨床研究發現能有效減
低體內病毒數量	、嚴重的病徵、	病人住院時間和整體的死亡率。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確診病人都需要接受這些藥物治療，大部份確診的
病人都只是需要舒緩性的治療。這些口服藥物主要用於高危的確診病
人，	包括長者、	未完成三劑疫苗接種、孕婦、長期病患如心血管病、	糖尿、	
癌症病人或是免疫力弱人士 (如肝移植病人 )，而且需要在出現症狀五
天內服用才有效。兩種藥物都能有效減低住院時間達百分之三十至八十
和減低病發一個月內的死亡率達百分之八十至一百。兩種口服藥物的療
程都是五天。

帕克洛韋並不適用於嚴重肝病或腎病的病人，	亦要留意它和某些藥物如
薄血藥或心血管藥亦有交互作用，	使用的時候要加倍留意，如有疑問，
亦可向醫生查詢。另一方面莫努匹韋有機會引致畸胎的情況 ,	所以並不
適用於懷孕的女性，亦建議男性如在服用此藥物後的三個月內進行性
行為的時候，務必要使用安全有效的避孕方法。

其他治療新冠病毒的藥物
這兩種口服藥物並不適合用於一些有嚴重症狀、	或需要氧氣輔助的
病人。	在醫院內，一般都會處方吉利德藥廠	(Gilead）出產的瑞德西
韋 (Remdesivir)	 	或是干擾素（Interferon）、托珠單抗 (Interleukin-6	
monoclonal	antibody)	或類固醇等藥物以調節身體的免疫系統細胞，
而這些藥物會由醫院內相關專科的醫生處方。11



護士隨筆護士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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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第五波疫情高峰時，即今年二月初到三月期間，我們每天經查詢熱線接收的電話
不計其數。九成電話內容都和「2019 冠狀病毒病」有關。普遍電話詢問內容有：我中
招了或我同住家人中招，怎麼辦？；疫情那麼嚴重，可否單取藥，延遲覆診？；我身在
國內 /外地，無法容許過境兩地所需的隔離時間，不能回港覆診等等…。當時社會防
疫信息時常更新，而衛生處很多可供查詢的電話也通通接不上。在這情況下，我們的
查詢熱線變得很繁忙。而通話過程中往往能感受到對方的情緒，有擔心、焦慮和情急
很想在數字之內交代過去數天所發生的事情等等…..一個正在通話的電話往往密密夾
集著嘟 ..	嘟聲 (即是正在有電話打入 )，可想而知當時社會疫情緊張連帶人的情緒也一
樣緊張。我們（肝臟移植聯絡員團隊）每天除了解答問題外，還充當聆聽員，聆聽對
方的感受，期盼可舒緩對方緊張的心情。
高峰期過去，執筆之時，已到六月尾，第五波疫情確診個案雖然比高峰期回落很多，但
每天仍徘徊在千多宗上。現在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和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正忙著準
備應變方案可望數日內運作來迎接急增的患者。此時此刻，讓我們一起整理思緒，準
備一旦疫情趨勢又再惡化：
1.	如自己或家人中了「2019 冠狀病毒病」，請謹記保持冷靜，冷靜情緒才何思考周詳

計劃，讓自己及家人得到適當治療，盡快康復。
2.	盡快透過衛生處衛生防護中心網頁申報及提供資料。醫管局會根據資料按風險評

估將有需要的人移送醫院或送往社區隔離設施隔離。等候移送期間，留意身體狀況，
若有輕微症狀可致電醫管局熱線1836115 查詢或透過電話預約到醫管局「指定診
所」求診。詳情請參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網頁：https://www.coronavirus.gov.
hk/chi/index.html 和防疫錦囊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tips_booklet.
pdf

3.	不要到醫院覆診，請聯絡我們的電話熱線 2255	5800 延期覆診，延期間所需藥物，
可派遣其他沒有隔離的家人來醫院取。

4.	康復病者要注意有否出現「新冠肺炎長期綜合後遣症」症狀例如：疲倦、記憶力差、
失眠、呼吸困難和脫髮等。需要時，醫生可按臨床情況轉介其他康復支援服務跟進。

5.	身處國內或外地的病人，如不能回來覆診，可在當地驗血檢查，然後把報告傳真給
我們。待醫生評估後，再延期覆診和安排取藥。若因 2019 冠狀病毒病延期覆診和
取藥，一般診金和藥費現在是免收的。

6.	要經常看新聞報導或上網緊貼疫情時事，這可增進知識助己助人。
7.	時刻緊記保持感染控制措施
8.	六月十三日「疫苗通行證」已伸展到醫管局轄下的專科門診診所，病人與陪診者進

入專科門診大樓時都必須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要想保護自己，保護家人，若病情
經醫生評估為可打針者，請儘快打疫苗喇。還有，器官移植者現已可打第四針疫苗，
這可助高風險人士預防重症。如有需要，覆診時可徵詢醫生意見。

	
祝大家身體健康

撰文：何惠儀	( 肝臟移植聯絡主任 )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懷念陳若鵬先生懷念陳若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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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陳若鵬先生已有十多年，當時我剛上任肝臟移植聯絡主
任職位，而鵬哥是病人互助組織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的幹事，前

期亦擔任過主席，是會內活躍份子。初時對陳若鵬的名字比較熟悉是
因為他經常提出瑪麗醫院S4 專科門診服務要改善的地方。由等待抽血、

見醫生到預約或改期覆診等。很多時都是代其他病人反映，希望覆診情況得
到改善，可見他對會員十分照顧。過後幾年，我們彼此認識多了，每當我有肝臟
移植康復病人在日常生活遇上問題，或想聯絡一些做了移植的過來人作訪問，又
或是有等待移植的病人想探討往中國國內做肝臟移植的過程，我都是找鵬哥幫手，

他永遠都很快作出回應。	
早幾年，鵬哥雖然身體情況轉弱，但仍積極參與器官移植運動項目以宣傳器官捐贈
的重要性。鵬哥是法式滾球的愛好者，組隊的中堅份子，每屆他都積極參與，為他們

全隊每屆得全場總冠軍出一分力。	
印象深刻的一次是某年香港移植運動協會的週年會慶，鵬哥抽中大獎，但他所坐的
席位離頒獎臺很遠，當時的他需要撐著拐杖走路，其實他可選擇由親人代領，但
他選擇自己領取。在全場百對眼見証下他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到臺前領獎，領獎
時他笑得很開心。當時的他可能想告訴在場關心他的朋友知「我得既…」。	

鵬哥，你是復生不忘助他人的典範，祝一路好走。	
	

撰文：何惠儀
瑪麗醫院肝臟移植聯絡主任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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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ab 社區夥伴協作室 OverLab 社區夥伴協作室 
面書 Go 計劃 2021面書 Go 計劃 2021

李浩遠與康復科學 李浩遠與康復科學 
治療系學生訪談治療系學生訪談

此計劃是病人互助發展中心作為平台，透過交
流和協作，連結病人自助組織與香港中文大學
社區健康理學士學生進行病科推廣協作。
由本會提供資料及意念，同學協助將病科相關
資料整理及製作成社交媒體 Facebook 帖文。
在此感謝中文大學社區健康理學士學生為本會
製作多個 Facebook	帖文。

2022 年 3月 16日	本會司庫

李浩遠先生 (Stephen) 與大

學生訪談，讓他們在投入職

場前認識病人組織及肝臟移

植復康者的需要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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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私捐贈及無私分享無私捐贈及無私分享
大家好，我是一位中學退休校長，我的名字叫胡文明，我是一位肝臟移植受贈者，接受
肝臟移植已經六年了，同時我有另一個身份 :	捐贈遺體器官家屬。

我記得在18年前，我的一位妹妹在睡夢中突然逝世，這次不幸的事情對於我家人而言
實在很難接受，所以我們在悲痛之餘，母親更加接受不到，當時有一位負責器官移植的
主任，希望我們家人能無私捐出妹妹的遺體器官，母親即時大力反對，因為她希望保存
妹妹的全屍，然而作為長子的我，最終說服了她，願意無私捐出妹妹的遺體所有器官，
藉此遺愛人間，最終可以拯救了六位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末期器官衰竭垂危病人。

半年之後，我們收到器官移植受贈者及家屬的慰問卡，更加證明當初我家人捐贈遺體器
官是正確的決定，因為這個決定不單拯救了六條生命，還幫助了六個家庭。其實每年都
有很多人逝世，如果人人都能夠放下中國人死要全屍的傳統觀念，便可以幫助更多垂危
病人及他們的家庭。

可以讓大家知道，當時瞻仰妹妹遺容的時候，其實遺體一切跟正常遺體完全沒有分别，
不會缺少任何一部分，所以我呼籲大家，能夠積極支持器官捐贈推廣計劃，鼓勵你所認
識的人到衞生署的「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並將其意願告知家人，謝謝。

（與大學醫學院學生分享篇）

很多謝會長邀請和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的安排，讓我有機會與中文大學醫學院的一年級
學生分享，他們的訪談，已於2021年10月份在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進行。

他們一行六人，兩男四女，在中大剛下課就趕來，委實難得！這次訪談，主要圍繞在我五
年前突發急性肝衰竭的經過、肝臟移植過程、出院後的生活如何受到影響、在心理和精
神上的需要、影響社交的情況等。

面對眼前這六位年輕學生，讓我立時回憶未退休前的學校生活。他們都是剛完成DSE
考試，進入大學修讀醫護僅一個月的學生。

整個訪談大約兩小時，除了預定的問題外，我也分享了一些個人的經歷及感受。他們最
後問我，作為一位退休校長，可否就未來將會是醫護人員的他們，給予一些意見。

我就以過去面試新老師的經驗，跟他們分享。我會問準教師，他們入行是為了甚麼？為了
一份薪高 (算是吧！)糧準的工作 (job)？準時下課離校，依時完成學校給予的工作，然

後就是月底支薪；還是教學是自己心儀的職業生涯 (career)？面對學生，
每一位都是獨立個體，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們會怎樣去關心、教導
和培育他們呢？古語有云：“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意思是：
老師，不只是簡單的教書匠，還要教授學生為人處事的道理與
主動學習的可貴品質。

醫護人員跟教師很相似，服務對象都是人。因此，我期望他
們不要只當醫護是一份賺錢的工作，對病人多一點的關懷、
對工作多一點付出，把醫護作為他們的職業生涯。

會員胡文明先生
202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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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首次與中華基督教會基富堂與

培英中學合作，計劃在 2022	年期間，

透過課堂向高中同學提供課程以外

的學習與義工體驗活動。

課堂內容由本會設計，例如 :	病歷

分享、肝臟移植、病者需要、關懷同

路人…等等 !

校園生命教育康復者分享校園生命教育康復者分享

中大醫學院學生與會友訪談中大醫學院學生與會友訪談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一直致力培訓醫科學生，提供優質醫學課程，

讓學生接受全面的醫科訓練。	有見及此，中大醫學院方面希望醫學

院一年級學生透過訪問病人從而了解病症對病人心理及社交層面上

的影響，啟發學生在未來的行醫道路上對病人提供更全面及專業的

關顧。

本會作為病人組織一份子，十分支持這項訪談活動 !	每年都會讓不同

的院友會員參加接受中大醫學院一年級學生訪問。	讓醫科學生透過

接觸本會院友會員而深切了解到病人所需，為未來作更專業的準備。

在此感謝院友會員張達偉先生、周玉冰女士及胡文明先生協助是次

訪談 !

2022 年 5 月 11 日2022 年 5 月 11 日

2021 年 9 月至 10 月2021 年 9 月至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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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廣告於此刊物展示，並不代表本會認可這廣告的內容，包括其產品及/服務等。



2021 年 11 月 27 日
主講嘉賓 : 姚家聰精神
科專科醫生
主題 :	「病人在疫情新
常態中的情緒支援」

2022 年 5月 14 日
主講嘉賓 : 郭展維內科
腫瘤科專科醫生
主題 :	「可關注轉移性的
( 肝細胞癌 )HCC 治療
之講解及肝癌病人在疫
情中如何避免受到冠病
毒感染」

2022 年 6月 11 日
主講嘉賓 : 陳穎樂醫生 
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
主題 :	新冠肺炎新常態	
——	初確診癌症病人要
注意

2022 年 6月 18 日
主講嘉賓 : 唐美思醫生 
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
主題 :	新冠肺炎新常態	
——	癌症病人對新冠肺
炎嘅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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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2021-2022
醫生網上答問會醫生網上答問會

鑑於本會委員會今年接獲不少康復者或家屬會員，查詢康復者在面
對疫情中如何避免受到病毒感染。	包括生活中抗疫的行為、服用藥
物時的注意事項、保持社交距離的重點、甚至於對於是否適合接種
新冠疫苗的疑問，尤其是很多會員已經年過 60 歲，並患上其他不同
的病症，例如糖尿病、膽管不暢順甚至閉塞、腎臟功能差而需要定
期洗腎、癌症復發、心臟病等等，以上問題都是一直困擾著不小會員。

有見及此，本會委員會堅持復生忘助他人宗旨去舉辦一系列的不同
主題及不同講者的「醫生網上答問會」直播活動，希望透過醫生網
上答問會，可以幫助器官移植康復者、肝臟病患者及照顧者解答面
對疫情中的疑問或困難，從而減輕甚至解決問題。

2021 年 8月 28 日
主講嘉賓 : 陳智仁副教授
主題 :	「勉勵器官移植康復者如何在
疫情新常態中回復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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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與病人組織交流會工聯會與病人組織交流會

第二場 衛生署 健康促進處第二場 衛生署 健康促進處
之義工講座交流分享會之義工講座交流分享會

本會會長黃龍輝先生聯同	同路人
同盟、全球華人乳癌組織聯盟、香
港骨髓移植復康會及其他兩個病
人自助組織向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反映主要包括香港癌症策略2019
的意見及建議 !		
希望立法會議員向政府爭取改善
病人自助組織的醫療權益包括病
毒性肝炎篩查計劃、加強治療肝
癌及其他肝病及加快回復肝臟移
植手術到正常水平 !

是次交流分享會是鼓勵負責執行
推廣約章計劃的義工參與培訓工
作坊，使他們能更有效地帶領推
行器官捐贈推廣活動。

2022 年 6 月 15 日2022 年 6 月 15 日

2021 年 9 月 4 日2021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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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長黃龍輝先生 本會會長黃龍輝先生 
接受瑪麗醫院病人資源 接受瑪麗醫院病人資源 

中心專訪中心專訪

SHOHub 織聚點的專訪SHOHub 織聚點的專訪

《復生不忘助他人》
經歷過四次肝癌，再接受由大女兒
捐贈的肝臟，得以延續生命，重生
後的Ken	( 會長黃龍輝 )	積極為肝
病友服務，更以活生生的例子，見
證康復後的精彩人生。
專訪影片，讓我們聽聽他的分享 !
#支持器官捐贈	#將愛延續

本會接受SHOHub	織聚點的專訪，
依家有得睇啦，大家唔好錯過 !	😊
原來連年疫情為肝臟移植康復者
及等待換肝者帶來咁大挑戰，防疫
用品對佢哋嚟講更加重要。好彩有
病人自助組織一直發揮「助人自助」
精神，定期派贈物資鼓勵他們，將
同路人的關懷承傳落去！😊

本會Youtube	頻道 :
https://youtu.be/kf4hIr16vkE
或者掃瞄二維碼

細閱互助好計劃專訪全文
https://shohub.hksr.org.hk/
engagement/livertpa/
或者掃瞄以下二維碼

感謝各義工協助是次專訪 :
黃龍輝先生	( 會長 )、袁惠珠女士	( 康樂 )	、何漢忠先生	( 委員 )	、
夏少英女士	( 義工 )	、曾志強先生	( 義工 )	、梅應全先生	( 義工 )
鳴謝製作團隊~	漸白	~	
導演	:	Yuson	Tong@ 漸白		攝影指導	:	Jeff@ 漸白		
攝影	:	Connie@ 漸白	/	Michelle@ 漸白
後製	:	Yuson	Tong@ 漸白

感謝各義工協助是次專訪 :
黃龍輝先生（會長）、何鉅華先生（副會長）、
袁惠珠女士（康樂）、謝榮釗先生（康樂）、
林惠娟女士（委員）、林香星先生（委員）。

2022 年 2 月2022 年 2 月

2021 年 7 月202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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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6 日【急救入門基本原理課程】
在日常生活中，不小心碰到鋒利邊緣割傷出血?	活動時突然
有昏厥感覺？意外被燙斗等發熱電器燙傷？吞噬類似圓形食
物哽塞食道？	夏天高溫中戶外活動有中暑徵狀？	等等…	藉
著此課程介紹急救的基本原理；認識並練習最基本的急救處
理方法；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應用基本的急救處理方法。

2022 年 5 月26 日 及 2022 年 6 月2 日【和諧粉彩】

和諧粉彩源自日本，是日本藝術療法的一種形式，學員不

分年齡層，無需繪畫基礎，用輕鬆愉快心情在沒有壓力下，

簡單用手指並透過柔和的粉彩藝術，經導師指引下自我

創作獨一無二的日本和諧粉彩畫。

2022 年 6 月 8 日【療癒藝術 禪繞畫】
藉助線條精緻的重複圖案，你可以專注於每一
個筆畫——將其稱為冥想的藝術形式。纏繞繪
畫主要構成元素是點、線、面，禪繞畫意即在點、
線、面的組合過程中尋求一種心靈的寧靜、沉
靜的思索，所以禪繞畫具有平復情緒、淨化心
靈的作用。禪繞的世界裡，沒有比較，沒有對錯，
只要跟著感覺畫，自在愉悅就好，所以又被稱為
“心靈的畫作”。
此作品將製作成一個環保袋。	環保袋將連同預
防肝炎教育宣傳單張於世界肝炎日	2022年7
月28日在各醫院免費派發 ! 28



照顧者學堂及 照顧者學堂及 
分享小組系列分享小組系列

賦予活動平台及鼓勵手術後

的康復者及照顧者參與活

動。	提供機會凝聚各病友

及其照顧者，與同路人分享

彼此經驗和照顧心得。	

發揮互相支持的精神，並舒

緩他們之各種憂慮，
減輕壓力 !

2021 年 12 月30 日【金盞花抗敏手工皂】相信敏感肌膚嘅朋友對金盞花唔會陌生，		金盞花有消炎抗菌作用，能加速皮膚炎症的傷口癒合。

2022 年 1 月13 日

【魚腥草修護手工皂】

魚腥草可抗菌、抗病毒、

提高免疫力、利尿等，

被稱為「天然而又安全

的抗生素」。

2022 年 5 月28 日【香薰治療減壓工作坊】

香薰治療師介紹香薰治療、製作香薰按摩油和

按摩手法，大家可以透過簡單按摩手法，釋放

壓力和放鬆身心，一齊嚟輕輕鬆鬆參加我哋嘅

工作坊啦。
2022 年 6 月29 日【洋甘菊修護皂】
保濕、可修護受損的肌膚，促進疤痕癒合、同時
美白，軟化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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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互助送祝福計劃『關懷互助送祝福計劃
發揮互助互愛精神，提高正能量，從而增強病友的自信心，有助他
們重投社區。

手工藝 <工作坊 >義工完成的心意小禮物，會透過醫院病人資源中
心的協助將這份小小心意禮物連同抗疫物資贈送給住院的病人及外
展院友長者，為他們送上鼓勵及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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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生之路工作坊計劃』  及 復生之路工作坊計劃』  及 
因新冠疫情關係，這兩年本會之探訪隊暫時未能開展醫院探訪活動，
本會組織了一個探訪心意禮物手工藝 <工作坊 >，每週一次招募義
工製作心意小禮物。

提供機會予病友及其照顧者，與同路人分享彼此經驗和照顧心得，
從而舒緩情緒，減輕壓力。藉此活動平台凝聚各病友及其照顧者，

2021 - 20222021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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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地行山組出動啦 ~ ~ ~我地行山組出動啦 ~ ~ ~
行山活動能夠

讓你在放鬆身心的同
時鍛鍊體格。	讓義工、
病友及其照顧者互相認
識、交流復康心得，發揮

互相支持的精神，	
提高正能量 !

2021 年 12 月 2 日《悠閒一天遊》

2021 年 12 月 25 日

《水浪窩榕樹澳深涌一天遊》

2022 年 1 月 25 日

《欣澳遊》

2022 年 6 月 26 日

 《大欖涌引水道之行山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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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人關顧服務及 同路人關顧服務及 
訓練 2022訓練 2022

瑪麗醫院病人互助組織研討會瑪麗醫院病人互助組織研討會

由於公立醫院已經啟動「緊急應變級別」
超過兩年了，醫院義工服務一直未能恢復。		
本會收到部分在醫院病房及專科門診覆診
的會員反應，知悉病房內之病人未能釋懷
肝臟移植及治療的憂慮，心理上出現負面
情緒。所以本會希望嘗試開展電話及線上
關顧同路人服務。
本會專程邀請「香港復康會」以包班形式
提供專業關顧服務訓練，為求本會的義工
/ 會員完成訓練後，將來能夠提供到位及合
宜的關顧服務。

研討會之目的是（一）彙集各方
對醫療服務的意見，集思廣益，
從而貫徹本院致力提供優質醫
療服務及（二）促進病人互助組
織與醫院間的溝通及了解，藉此
加強彼此之夥伴關係。

2022 年 5 月 21 日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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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恩人」春祭「大愛恩人」春祭
「大愛恩人」紀念花園轉眼已經踏入第五年，器官捐贈行動組除了推動
器官捐贈之餘，亦希望遺體器官捐體者得到記念，家屬得到安慰。春
祭儀式簡單而隆重，全體出席人士向所有「大愛恩人」鞠躬致敬。
自從 2017 年「大愛恩人」撒灰紀念花園成立以來，到今天快 5年了，
直至今年三月底，香港的器官捐贈人數有 190 人，同意在這個花園安
息的有 60 位。已經上碑的就有 57 位。200 多位病人因為你們的大愛
得到新生，200 多個家庭可以保持完整。我們感恩見証接受器官移植
人士再展潛能，更積極和樂觀地面對人生。
我們感謝器官捐贈者給予等待名單上那些器官衰竭病者的一個希望，
樹立後人勇於付出救人的典範。
各位「大愛恩人」的家屬，再一次向你們致謝。說不盡的感恩，我們
永遠不忘。誠懇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平安喜樂。再次多謝華永會成立
這個撒灰紀念花園，給「大愛恩人」安息。讓受贈者和市民隨時到來
瞻仰憑弔。
我們呼籲社會大眾到衞生署網頁登記器官捐贈，同時向家人表明自己
的捐贈意願，以及向身邊的朋友分享此信息。
大家可掃瞄以下二維碼 5 月 25 日「大愛恩人」
春祭的當日片段 

2022 年 5-6 月2022 年 5-6 月

2022 年 5 月 25 日202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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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運動教學網上運動教學

健身室器械興趣班健身室器械興趣班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反覆，過去一年不少人
都要留家抗疫，外出及戶外運動的時間自
然大減。	疫情影響下，不論老中幼都要增
加運動量，以加強免疫力。
今次好榮幸請到奧地運動健體會會長	Andy	
Sir，	係嚟緊呢6個月Andy	Sir 會在網上
(本會Facebook	專頁	及YouTube
頻道 )教我們在家運動 !

透過教練帶領健身室器械興趣班建立及培養	長期、固定、正確的運動習慣，
有效及直接減少肌肉退化症，預防痛症、減慢骨質疏鬆、增強心、肺、血管
功能、預防三高等問題	同時達至減壓舒展身心的目的。
運動是對抗長期痛症的有力武器，它不但可改善痛患，更有助提升
身體機能及紓緩緊張情緒。	大家緊記培養做運動的習慣，加油 !

請放本會 Facebook	 專頁
QR	code 及 YouTube 頻道	
QR	code	及活動海報

2022 年 1-6 月2022 年 1-6 月

2022 年 5-6 月2022 年 5-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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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香港醫護人員 支持香港醫護人員 
致敬海報致敬海報

感謝各位會員

當天到來海報簽名

支持香港醫護行動 !
2022 年 4 月 26 日2022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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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滾球三人隊比賽草地滾球三人隊比賽

草地滾球三人隊際賽事已順利完成，恭喜所有得獎隊伍及

多謝各球員踴躍支持參與，明年再見！

2022 年 6 月 21 日2022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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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第七至     第十次健肝防疫支援行動2021-2022 第七至     第十次健肝防疫支援行動
有幸得到商業機構及社福團體的支持，送贈防疫物

資，並交由本會分發予各會員。以發揮本會的「復

生不忘助他人」的精神 !

第八次
健肝防疫支援行動  2022 年 1 月 22 日

第十次
健肝防疫支援行動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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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第七至     第十次健肝防疫支援行動2021-2022 第七至     第十次健肝防疫支援行動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對需要經常進出醫院

的院友會員尤其急切。委員會一直努力不懈地張羅

物資，以供有需要會員解困之用。

第七次
健肝防疫支援行動  2021 年 9 月 4 日

第九次
健肝防疫支援行動  2022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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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喺我喺 VickyVicky 我喺 Icy我喺 Icy

我喺 Lee我喺 Lee

我喺我喺 RexRex我喺我喺 EvanEvan

			歡迎會員參加，
詳情可致電
	2566	4363	

查詢

40

你哋好呀 !你哋好呀 !
我哋 5 個喺「香港肝臟移植協我哋 5 個喺「香港肝臟移植協

康會」嘅康會」嘅護肝小天使護肝小天使	!	!
　　　　平時嘅任務喺幫手宣傳活動，如果大家對我平時嘅任務喺幫手宣傳活動，如果大家對我

哋會嘅活動有任何建議，或者想參加本會義工團隊，哋會嘅活動有任何建議，或者想參加本會義工團隊，
歡迎聯絡我哋嘅職員	2566	4363	歡迎聯絡我哋嘅職員	2566	4363	

　　由於本會是一個非牟利慈善組織，活動的各項行政開支，　　由於本會是一個非牟利慈善組織，活動的各項行政開支，
包括活動的籌備、宣傳等都十分需要大家或各企業 / 機構的熱包括活動的籌備、宣傳等都十分需要大家或各企業 / 機構的熱
心捐助，才能讓這些有意義的活動得到足夠經費舉辦。希望大心捐助，才能讓這些有意義的活動得到足夠經費舉辦。希望大
家都慷慨解囊，捐贈表格喺會訊底頁，感謝大家多多支持	!	家都慷慨解囊，捐贈表格喺會訊底頁，感謝大家多多支持	!	



 

鳴 謝

又一村獅子會又一村獅子會
贈送防疫物資給本會贈送防疫物資給本會

本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嚴峻，「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委員會繼續努力
不懈地張羅防疫物資。		幸得各界有心人士和團體慷慨捐輸，才可將防疫
物資送給會員，以發揮本會的「復生不忘助他人」的精神。

鳴謝以下機構及團體 ( 排名不分先後 ) 捐贈防疫物資 :

•香港又一村獅子會 •羅氏大藥廠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大塚製藥有限公司 •香港安斯泰來製藥香港有限公司

•瑞士諾華製藥 ( 香港 ) 有限公司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

•香港防癌會 •口罩工廠

•香港哮喘會 •社會福利署 (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 )

•同心同行 一路有我 愛心車隊 •加減乘除基金會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9 日2022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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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廣告於此刊物展示，並不代表本會認可這廣告的內容，包括其產品及/服務等。





年度會員（一年會籍　HK$50）
永久會員（永久會籍　HK$500） 願意加入本會義工行列： 願意 	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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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捐款 Yes,I	am	willing	to	give	a	one-off	donation	of：

HK$2,000 HK$1,000 HK$500 HK$300 HK$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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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寄回收據　Please	send	me	a	receipt
捐款人姓名　Name	of	Donor︰（先生	Mr./	女士	Ms.	）＿＿＿＿＿＿＿＿＿＿＿＿＿＿＿＿
電話 Tel ：＿＿＿＿＿＿＿ 傳真 Fax：＿＿＿＿＿＿ 電郵Email：＿＿＿＿＿＿＿＿
地址Address ：＿＿＿＿＿＿＿＿＿＿＿＿＿＿＿＿＿＿＿＿＿＿＿＿＿＿＿＿＿＿＿＿＿

捐款方法 Don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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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女
聯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例如：A123） 	受肝 / 損肝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住宅 )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術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

會員類別 加入義工團隊

新會員　　　續會　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

職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興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取本會會訊之途徑： 電郵 		WhatsApp

家長 /監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
與申請人之關係 ：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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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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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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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資料會供行政運用（包括統計、聯絡及活動推廣）。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查詢及更改其個
人資料。申請人如須查詢或更改其個人資料，請致函本會。

此表格適用於申請成為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會員。會員證
有效期為 1年或永久。請填妥此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
寫「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或將款項存入本會匯豐銀行
戶口 518-130836-001，並連同入數紙，寄回香港華富邨
華清樓 224-226 室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會員須知及繳費方法：

捐款表格捐款表格

會員申請表格會員申請表格會員申請表格會員申請表格

捐款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