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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自1988年起為所有初生嬰兒注射乙型肝炎疫苗，計劃首見成效。現時香

港5歲以下兒童的乙肝感染率低於1%，達世衛西太平洋區的目標。然而，88年前

出生的人士多未受到疫苗保護，專家呼籲他們盡快進行乙肝檢查，未受感染者應

盡快接種疫苗。

兒童乙肝發病率低�

香 港 達 到 世 衛 標 準

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駐北京官員 Dr Yvan Hutin（胡廷） 

新聞發佈會上希望透過世界肝炎日提高公眾對乙型肝炎的關注

世界肝炎日 The One 廣告

2011年7月28日世界肝炎日酒會上合照

世界肝炎日地鐵廣告

商場及網上進行問卷調查

7月28日為世衛正式所訂的「世界肝炎日」，香港乙肝基金會為嚮應及支持首個「世界肝炎

日」，推出一連串的宣傳活動，口號為「三針護肝 你我都OK」，目的是要令市民關注乙肝，提

醒市民三針疫苗的重要性，教育市民由出世開始就要注重肝臟健康，減低日後患嚴重疾病的風

險。香港乙肝基金會創辦人，美國史丹福大學亞裔肝臟中心總監蘇啟深醫生表示，乙肝最主要的

傳播途徑是嬰兒從母體受感染，其次是血液傳播，如使用受污染的剃刀、重複使用針筒、接觸帶

菌者的傷口等，而不安全性交行為也是感染途徑之一。

2011年7月28日世界肝炎日

乙型肝炎是一種十分常見的疾病，亞洲更屬高發地區。為了提高公眾對乙肝的關注，世界衛

生組織特別將7月28日定為世界肝炎日。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駐北京官員 Dr Yvan Hutin（

胡廷）早前親自訪港，宣布世界肝炎日誕生。他表示，世衛正致力加強乙肝的預防及控制工作，

並計劃在5年內透過注射乙肝疫苗達到減低傳播率、減低發病率，以及減低肝炎對社會及經濟的

影響三項目標。

西太平洋三達標地區之一

統計顯示，香港的乙肝帶菌者約佔總人口的8%，即每12個成人中就有一個乙肝帶菌者。由

於母嬰傳播是乙肝的主要感染途徑之一，為減低本港的乙肝感染率，政府自1988年開始，為所

有香地出生的嬰兒接種乙肝疫苗，並在1998年起向全港小六學生推廣乙肝疫苗補充接種計劃。

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顧問醫生（特別預防計劃）黃加慶指出，自上述接種計劃實施後，

香港兒童的乙肝感染率持續下降，根據2009年的統計，5歲以下兒童的感染率為0.78%。世衛在

今年7月19日正式確認，香港達到西太平洋區控制乙肝的標準，即已接種疫苗人群的感染率低於

2%。香港是繼韓國及澳門後，第三個達標的地區。黃加慶續稱，雖然兒童的感染控制理想，但

仍需加強針對成年人的預防工作，包括提升市民對乙肝的認識。

港人對乙肝認知不足

香港乙肝基金會於2011年6月至7月期間訪問了1,924名市民，調查結果顯示，雖然九成受訪

者表示聽過乙肝，但就有超過四成受訪市民不清楚自己是否乙肝帶菌者；逾四成人誤以為乙肝帶

菌者有明顯病徵；清楚乙肝所有傳播途徑的市民更只有13%。香港乙肝基金會會長蘇啟深認為，

調查結果反映本港市民對乙肝的認識有待提高：「乙肝可透過母嬰、血液或性接觸傳播，帶菌者

患上肝硬化、肝衰竭及肝癌的風險均較一般人高，但很多人不清楚乙肝可帶來如此嚴重的後果，

加上帶菌者沒有明顯病徵，容易令人輕視這個病。」他指出，88年後出生的香港市民已接種乙

肝疫苗，但在此之前出生的市民卻大多未受保障：「現時23歲以上的人士多未受疫苗保護，而

他們在這個年紀已開始性生活，受感染的風險將大增。」蘇啟深呼籲，23歲以上而從未接種乙

肝疫苗的人士，應進行一次乙肝檢查，若證實未受感染應盡快接種疫苗，完成3次注射後便能終

生免疫。至於乙肝帶菌者則必須定期進行檢查，即使病情惡化也能及早接受適切的治療。

2011年7月28日世界肝炎日新聞發佈會上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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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肝炎日「擊退乙肝」之

  「百大門派鬥乙肝」公益活動 
現時香港估計有56萬人患有乙型肝炎，患者若不盡早接受治療，有很大機會惡化成肝硬化甚至肝癌。香港乙肝基金會為此在7月28日的「世界肝炎日」聯同中國香港傳統武術總會，

來自近百個門派約500名成員，齊集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行大型宣傳活動，希望藉此增加市民預防乙肝的意識。

2012年7月28日世界肝炎日

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著名導演、傳媒人，香港乙肝基金會乙肝大使徐小明先生在基金會舉辦的

「翡翠力量 同心協力 擊退乙肝」之「百大門派鬥乙肝」活動中，表演擊鼓為活動打開序幕。在一輪聲勢浩大

的醒獅和舞龍表演後，中國香港傳統武術總會派出約500名，來自近100個門派的武術師傅浩浩蕩蕩，走到廣

場上，在陽光普照中為市民表演自創的，集合太極及中醫護肝概念的「新篇護肝八式」，意寓同心協力擊退

「乙型肝炎」。徐小明導演及影視紅星馬浚偉在現場解說護肝之道，以及各武術門派精彩的武術表演。

據估計，香港有56萬人患有慢性乙型肝炎，

佔香港人口約一成，而乙肝在華人地區是擁有較

高發病率。乙肝基金會創會會長，美國史丹福大

學亞裔肝臟中心始創人蘇啟深教授在活動表示：

「乙型肝炎是中國人的無聲殺手，國內每十二個

人中就有一個是慢性乙肝感染者，如果不知道自

己已經被感染，每四個慢性乙肝感染者就有一個

會死於肝病或肝癌。」他指出，乙肝的傳染途徑

包括經由母體、血液傳播及性交。而乙肝可引致

能夠致命的肝癌，多達八成肝癌都是由乙型肝炎

病毒所引致。

香港政府自1988年開始為初生嬰兒全面接種

乙肝疫苗，此年以前出生的市民，由於多數未有

接種，故此感染乙肝的風險較大。蘇教授鼓勵

22-23歲以上的市民應進行一次乙肝檢查，並分

期接種三針乙肝疫苗免疫。若不幸證實患有乙型

肝炎，應及早治療及就要接受定期檢查，以減低

惡化成肝硬化及肝癌的機會。早期及輕微的乙肝

患者只需接受口服藥物治療即可遏制病情。

香港乙肝基金會成立於2010年，使命是教育

及提高市民對乙肝的認知及預防知識，成員包括

創會會長蘇啟深教授、創會副會長程萬琦博士、

楊明標博士、創會主席李金松博士、創會副主席吳惠權博士、創會秘書長兼行政總裁馬興利博士、創會財務

總監徐世和博士、創會理事蘇裕康博士、王金獅博士及張成林先生等多位熱心的商界人士。他們除了籌辦基

金會活動推廣預防乙肝外，平日亦十分熱心向身邊人士推廣預防和治療乙肝的訊息。例如本次「翡翠力量 同

心協力 擊退乙肝」的統籌，身兼基金會創會副會長的東方表行楊明標主席說，在基金會的活動中，認識了許

多乙肝病患的知識，故此平日在工作中不忘鼓勵下屬接受身體檢查及接種乙肝疫苗，以保障公司上下的身體

健康。

香港乙肝基金會在過去舉辦了「港人對乙肝認知」調查，又曾舉辦記者招待會，邀請世界衛生組織官員

及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醫生講述香港乙肝情況等公益及教育活動。本年度基金會更得到社會各界人士贊

助，將免費向1000名人士提供乙肝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驗血，以及向300名乙肝帶菌者進行超聲波檢查，是

為基金會最新一輪大型社區乙肝預防活動。

維森集團主席蘇裕康博士7月26日出席商台
有誰共鳴節目呼籲聽眾關注乙型肝炎

左起 : 徐世和博士、蘇啟深教授、沈祖堯教授、 
馬興利博士、楊明標博士

乙肝大使徐小明導演表演擊鼓為活動打開序幕

新鴻基集團贊助員工驗血服務

徐小明導演及影視紅星馬浚偉示範「新篇護肝八式」

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表演
自創的「新篇護肝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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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經由母體、血液傳播及性交。而乙肝可引致

能夠致命的肝癌，多達八成肝癌都是由乙型肝炎

病毒所引致。

香港政府自1988年開始為初生嬰兒全面接種

乙肝疫苗，此年以前出生的市民，由於多數未有

接種，故此感染乙肝的風險較大。蘇教授鼓勵

22-23歲以上的市民應進行一次乙肝檢查，並分

期接種三針乙肝疫苗免疫。若不幸證實患有乙型

肝炎，應及早治療及就要接受定期檢查，以減低

惡化成肝硬化及肝癌的機會。早期及輕微的乙肝

患者只需接受口服藥物治療即可遏制病情。

香港乙肝基金會成立於2010年，使命是教育

及提高市民對乙肝的認知及預防知識，成員包括

創會會長蘇啟深教授、創會副會長程萬琦博士、

楊明標博士、創會主席李金松博士、創會副主席吳惠權博士、創會秘書長兼行政總裁馬興利博士、創會財務

總監徐世和博士、創會理事蘇裕康博士、王金獅博士及張成林先生等多位熱心的商界人士。他們除了籌辦基

金會活動推廣預防乙肝外，平日亦十分熱心向身邊人士推廣預防和治療乙肝的訊息。例如本次「翡翠力量 同

心協力 擊退乙肝」的統籌，身兼基金會創會副會長的東方表行楊明標主席說，在基金會的活動中，認識了許

多乙肝病患的知識，故此平日在工作中不忘鼓勵下屬接受身體檢查及接種乙肝疫苗，以保障公司上下的身體

健康。

香港乙肝基金會在過去舉辦了「港人對乙肝認知」調查，又曾舉辦記者招待會，邀請世界衛生組織官員

及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醫生講述香港乙肝情況等公益及教育活動。本年度基金會更得到社會各界人士贊

助，將免費向1000名人士提供乙肝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驗血，以及向300名乙肝帶菌者進行超聲波檢查，是

為基金會最新一輪大型社區乙肝預防活動。

維森集團主席蘇裕康博士7月26日出席商台
有誰共鳴節目呼籲聽眾關注乙型肝炎

左起 : 徐世和博士、蘇啟深教授、沈祖堯教授、 
馬興利博士、楊明標博士

乙肝大使徐小明導演表演擊鼓為活動打開序幕

新鴻基集團贊助員工驗血服務

徐小明導演及影視紅星馬浚偉示範「新篇護肝八式」

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表演
自創的「新篇護肝八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