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消滅乙肝的
模範

肝癌電子掃描
研究

研究新型縮氨酸
治療肝癌

美國國家科學、工程
學和醫學學院 (U.S.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委托亞
裔肝臟中心的研究流
行病學家Mehlika Toy
博士，制定一個於
2030年前在美國消滅
乙肝的可行性策略。
並於2017年發佈有關
消滅乙肝及丙肝的結
果及建議。

透過與美國Eureka
Therapeutics生物技術公
司的合作，我們研發了
一種antibody probe以識
別大部份早期肝癌的分
子變化，有關技術能提
供更準確的肝癌診斷。

縮氨酸是一種組成蛋白
質的物質，可以專門用
於阻止病變的蛋白質複
製。透過這種方法，我
們與斯丹福大學及以色
列科學家共同找出能有
效阻止蛋白質病變的縮
氨酸，這為治療肝癌提
供了一個有別於傳統的
療法。

JOINJADE:
消滅乙肝的全球
模式

具高度影響力的
發佈
蘇啟深教授代表美国国
家科学、工程学和医学
学院，分別於美國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峰會及華
盛頓美國肝病研究協會
的週年會上，發表有關
調查結果及建議。

蘇啟深教授受邀在第一
屆澳洲病毒性肝炎消除
峰會上做演講，重點通
過JoinJade展開針對文化
教育和宣傳活動，以消
滅全球乙型肝炎。

亞裔肝臟中心的研究報
告於2017年分別在多本
具權威的刊物上發表，
例如：《自然》《自然
通訊 》 與 《 腸胃病
學》等。

如何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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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丹福大學亞裔肝臟中心
Asian Liver Cente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780 Welch Road, CJ 130
Palo Alto, CA 94304, USA
Tel: 888-311-3331 or 650-736-8601
Fax: 650-736-8001
安全的網上捐贈:
med.stanford.edu/liver/home/donate.html
了解更多:
liver.stanford.edu
apavh.org
joinja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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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jad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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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消除乙型肝炎
和肝癌”活動20週年

JOINJADE | 終止乙型肝炎和肝癌

合作對抗乙肝之機構

慶祝青年領導會15周年

微軟 (Microsoft)
大中華區補償與
福利負責人Laura
Cheng表示：“對
於受到乙肝和肝
癌影響嚴重的中
國，這種預防乙
肝的教育顯得尤
其重要。”在2017
年，微軟中國開
始為員工提供自願乙肝檢測及注
射乙型肝炎疫苗的資助。
JoinJade僱員福利活動由中國推廣
至三藩市灣區，因為灣區是美國
受慢性肝炎和肝癌受影響最嚴重
的地區乙型肝炎。

我們舉辦了首次亞裔肝臟中心亞
太健康年度青年領導會的同學聚
會。來自醫學、工程學和商科
的校友就Annual Youth Leadership
Conference如何對他們的學業和
事業做出了積極的影響作深入討
論。

亞裔肝臟中
心的Hang
Pham 医
师為領英
(LinkedIn)
的員工進行
乙肝風險測
試。

青年大使

分別來自加州聖何塞市Lynbrook
高中和Leland高中的Vivien Cheng
(左)及Catherine Kim(右)是2017年
JoinJade活動的青年大使，他們均
參與志願活動超過100小時，並滲
入不同的創意想法以加強公眾對
乙肝的認識。

亞裔肝臟中心
成立20周年慶祝

嘉賓和斯丹
福大學為亞
裔肝臟中心
成立20周年
舉行慶祝活
動。為感謝
黃葉夏蓮女士與其已故的丈夫黄
彰任博士捐贈了亞裔肝臟中心的
工作大樓 (C. J. Huang Building)，
斯丹福大學醫學院的院長Lloyd
Minor教授向她送上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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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國和越南民眾對
乙型肝炎的認知

宣傳活動 //

我們與三藩市灣區的報紙，電台
和電視台合作，宣傳及推廣病毒
性肝炎的知識。

乙型和丙型肝炎
網上培訓

我們與越南衛生部合作在越南推
出了首個免費網上培訓課程，旨
在改善主要醫護服務人員，如家
庭醫生， 護士和助產士在預防肝
炎和控制方面的培訓。網址為：
knowhbvhcv.org。

左上：已故的黄彰任博士的孫女
Ka Ching Cha憶述自己的祖父，
如果他未過世，2017年就剛滿
100歲。
右上： Stephanie Chao醫生表示
她與該中心的關係由作為斯丹福
大學的學生開始。
右下：Amanda Wong醫生講述了
亞裔肝臟中心是如何啟發她建立
Team HBV高中和大學宣傳小组 ，
從而在全國範圍內提升公眾對乙
肝的認知。
左下：亞裔肝臟中心北京辦公室
負責人Linda Zhang講述肝炎患者
在中國遇到的就業歧視及亞裔肝
臟中心在中國開展的消除乙肝歧
視的活動。

2017年7月28日為世界肝
炎日，一連串的宣傳活
動增加中國公眾對乙肝
的預防、測試方法及治
療的認知。
1

翡翠絲帶行動
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推
出攝影比賽活動，是次
活動，我們收到全國參
賽者寄來的照片，擺出
“停止歧視”的手勢，以
表示支持乙型肝炎患
者。
中國名人
猜猜誰是中國世界肝炎
日的推廣大使？吸引到
65萬瀏覽人數和4499則
評論。
2

3

微博分享照片活動
吸納了25萬瀏覽人數和
1400則轉發。

消除乙肝母嬰
傳播//
7

乙肝宣傳視頻
李易峰是中國炙手可熱的
明星。在社交媒體上吸引
了數百萬瀏覽量。
4

北京地鐵活動
與中國和北京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合作，在北京168
個地鐵站和車廂內擺放為
期一個月，有關控制及預
防乙肝的教育展板，以向
大眾帶出相關訊息。
5

與共享單車ofo合作
將翡翠絲帶繫在共享單車
上，接觸人數超過5萬。
6

蘇教授受邀於中國國
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與世
界衛生組織的專家諮詢
會議擔任聯席主席，評
估在中國完全消除母嬰
傳播是否可行。亞裔肝
臟中心甘肅省的消除母
嬰傳播典範項目得到了
廣泛認可。

激勵中國年輕人//
亞裔肝臟中心的青青
基金
北京高中學校的義工團
隊利用黑白繪畫及互動
遊戲教導幼稚園生關於
乙肝知識。共有八所高
中被選出並獲得到亞裔
肝臟中心的全力支持。
8

亞裔肝臟中心的莘莘
基金
向26所大學團隊提供協
助，跨越17個省份並接觸
了15,000人。 四支隊伍更
以遠足活動作為散播預防
乙肝資訊，並派發乙型肝
炎小冊子和探訪農村。
9

與非營利組織合作//
亞裔肝臟中心的眾
基金
向34間非政府機構提供支
持，跨越25個城市以宣傳
預防乙肝知識，這些活動
分別在微信、微博、QQ
空間、百度BBS和電視上
發佈及報道。活動包括醫
學咨詢、單車和馬拉松等
等。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