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贈推廣運動
邀請簽署器官捐贈推廣約章

對患有末期器官衰竭的病人來說，器官移植是他們重獲新生的
希望。器官捐贈和移植，以至最後能否救助病人，取決於多個環節，而
大眾對器官捐贈的取態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遺憾的是，有不少病人會因
為等不及適合的器官，便離開這個世界。為著縮短病者等候的時間，使
他們能及早重獲新生，市民積極支持器官捐贈，實在十分重要。因此，
政府一直致力推動器官捐贈的文化，希望可減少個人及家屬對捐贈器官
的抗拒或猶豫。
衞生署於二零零八年設立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名冊)
(www.codr.gov.hk)，為市民提供一個平台表達死後捐贈器官的意願。截至二
零二二年六月，名冊登記人數已有超過三十四萬。
為了進一步推廣器官捐贈，政府在二零一六年四月成立了器官捐
贈推廣委員會（推廣委員會），以協調並整合不同部門及組織就推廣器官
捐贈所進行的工作，提高有關工作的成效。推廣委員會負責推行「器官捐贈
推廣運動」，有關工作包括制訂推廣器官捐贈的策略和方向，協調並聯同
其他合作夥伴推出各類推廣器官捐贈的活動及節目，以及進行公眾教育
等。
現誠邀各機構╱公司成為推廣委員會的合作夥伴，參與「器官捐
贈推廣運動」，並透過簽署載於（附件一）的器官捐贈推廣約章，承諾支
持推廣器官捐贈的活動。推廣委員會希望貴 機構╱公司會與他們分享你
的執行計劃（附件二）。你們的努力和貢獻將會在衞生署的器官捐贈網
站中公布，讓市民大眾知悉，廣為傳揚。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致電陳啟盈女士(電話號碼: 3151 7648；
電郵：organdonation@dh.gov.hk)或與推廣委員會秘書馬仕高先生查
詢(電話號碼: 3509 8528)。

醫務衞生局
衞生署
醫院管理局
器官捐贈推廣委員會秘書處

附件一
器官捐贈推廣約章
承諾宣言
我們理解並同意 －
 協助推動公眾教育，令市民明瞭器官捐贈的意義和重要性。
 器官捐贈必須是自願及無償的。
 鼓勵市民到衞生署的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並告知家人其意
願。
 協助透過持續的宣傳工作，逐步在社會建立推崇器官捐贈的文化。
執行
為協助在社會建立推崇器官捐贈的文化，我們承諾會致力 －
 在機構╱公司內進行推廣，讓各成員╱員工認識及接受器官捐贈的
文化；
 鼓勵成員╱員工到衞生署的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
(www.codr.gov.hk)登記；
 鼓勵成員╱員工告訴家人其捐贈器官的意願及鼓勵家人支持器官捐
贈；
 透過不同的宣傳途徑鼓勵公眾表達其器官捐贈的意願；及
 參與推廣器官捐贈運動的宣傳活動或安排其他活動協助推廣器官捐
贈。

簽署:
姓名:
職銜:
機構╱公司名稱:
日期:

聯絡資料
請提供聯絡人的資料：
(中文)
機構╱公司名稱：
(英文)

機構╱公司類別:
(姓)
聯絡人姓名：
(名)

聯絡人職銜：

(請填寫中文)

(請填寫中文地址)
聯絡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Please be advised that it is voluntary for you to supply to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your personal data. All personal data submitted will only be used for purposes which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is application.
請注意， 你可自願向衞生署提供你的個人資料。你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只會用
於與是次申請直接有關的用途。
The personal data you provide are mainly for use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ut
they may also be disclosed to other Government bureaux/departments or relevant
parties for the purposes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f required. Apart
from this, the data may only be disclosed to parties where you have given consent to
such disclosure or where such disclosure is allowed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主要供本署內部使用， 但如有需要， 也可能為前段所述
目的， 向其他政府決策局／ 部門或有關各方披露。此外， 只有在你同意作出該
項披露或該項披露是《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所允許的情況下， 本署才會向
有關方面披露有關資料。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access to and correction of your personal data hel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Request for access or correction of personal data should
be made in writing to Senior Executive Officer (Health Promotion), Health
Promotion Branch, Department of Health, 7/F, Southorn Centre, 130 Hennessy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本署所持有你的個人資料。查閱或改正該等資料，可以書
面形式向衞生署健康促進處高級行政主任﹝ 健康促進﹞ 提出， 地址為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7 樓。

附件二
器官捐贈推廣運動
器官捐贈推廣約章的執行計劃
機構╱公司名稱：
機構╱公司員工人數：
行動計劃╱現有的推廣工作
1.

在機構╱公司內進行推廣，讓各成員╱員工認識及接受器
官捐贈的文化
(例如：派發或透過電郵發放有關器官捐贈的資訊 1)

2.

鼓勵成員／員工到衞生署的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
(www.codr.gov.hk)登記
(例如: 通過電郵鼓勵成員╱員工到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
登記或協助收集填妥的表格)

3.

鼓勵成員╱員工告訴家人其捐贈器官的意願及鼓勵家人支
持器官捐贈
(例如：鼓勵成員╱員工與家人分享器官捐贈的資訊及作出
討論)

1

簽署約章後首六個月的
執行的計劃、目標及時間表

計劃的進展和成效
(在簽署約章後的六個月填寫)

貴機構/公司如欲向衞生署索取中央器官捐贈名冊的登記表格和單張、宣傳海報，以及紀念品，可到衞生署的器官捐贈網頁(www.organdonation.gov.hk/tc/resources.html)
填寫電子索取表格。

行動計劃╱現有的推廣工作
4.

透過不同的宣傳途徑鼓勵公眾表達其器官捐贈的意願
(例如:在機構的街站派發「支持器官捐贈」的單張)

5.

參與或組織推廣器官捐贈運動的宣傳活動及通過其他活動
協助推廣器官捐贈
(例如:在機構╱公司的大型聚會或員工活動中鼓勵員工到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

6.

其他支持行動

簽署約章後首六個月的
執行的計劃、目標及時間表

計劃的進展和成效
(在簽署約章後的六個月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