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8 年度「政府防疫注射計劃」的合資格組別人士
2017/18年度「政府防疫注射計劃」會繼續為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免費提供以下疫苗接種：
甲) 合資格組別人士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流感疫苗)
乙) 65 歲或以上合資格長者接種肺炎球菌疫苗
2017/18年度「政府防疫注射計劃」於10月25日開展。各個組別的合資格人士將會分階段接種疫苗 (詳
情請見下表)。

甲) 季節性流感疫苗(流感疫苗)接種
根據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科學委員會)的建議，政府於2017/18年度為符合下列資格的人士提供
免費流感疫苗接種。
註1

(其他人士若符合資格可透過「疫苗資助計劃」 獲資助接種流感疫苗。請向家庭醫生查詢接種流感疫
苗的需要及詳情。)
科學委員會建議的
優先組別

服務提供者
(由 2017 年 10 月 25 日開始
提供疫苗接種服務)

2017/18 年度「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免
費接種流感疫苗的合資格組別人士

(以下註明日期的個別組別除外)

1. 孕婦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持有
有效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減免證明
書)註 2 的孕婦

2. 居於安老院舍的長者

居於安老院舍的院友

3. 居於殘疾人士院舍的
長期宿友
4. 50 歲或以上人士

居於殘疾人士院舍的院友
65 歲或以上(以出生年份計算)




衞生署 : 母嬰健康院
(為現有接受服務人士)
醫管局 : 醫院的產前專
科門診 (為覆診孕婦)


 到診註冊醫生 (衞生署會與
院舍作出安排)

指定公營診所的現有病人/ 接
受服務人士/ 會員：
 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
專科門診診所
 衞生署：長者健康中心、胸
肺科診所、特別預防計劃治
療中心、專業發展及質素保
證診所、美沙酮診所、社會
衞生科或皮膚科診所
其他沒有預約的長者 (2017年
11月6日開始)：
 醫管局 : 普通科門診診所
 衞生署 : 14間指定長者健康
中心 (附件)

50 至未滿 65 歲領取綜援或持有有效
減免證明書註 2



醫管局 : 普通科門診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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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委員會建議的
優先組別

2017/18 年度「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免
費接種流感疫苗的合資格組別人士

服務提供者
(由 2017 年 10 月 25 日開始
提供疫苗接種服務)
(以下註明日期的個別組別除外)

5. 有高風險情況#的人士

未滿 65 歲領取綜援或持有有效減免
證明書註 2，有高風險情況並屬於指定
公營診所的現有病人/ 接受服務人士
領取傷殘津貼並屬於指定公營診所的
現有病人/ 接受服務人士

6. 醫護人員

 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
專科門診診所
 衞生署：胸肺科診所、特別
預防計劃治療中心、專業發
展及質素保證診所
 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
專科門診診所、醫院(為住院
病人提供服務)
 衞生署：母嬰健康院、胸肺
科診所、特別預防計劃治療
中心、 專業發展及質素保證
診所、社會衞生科或皮膚科
診所

智障人士並屬於指定公營診所的現有
病人/ 接受服務人士

 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
專科門診診所、醫院(為住院
病人提供服務)
 衞生署：母嬰健康院、胸肺
科診所、特別預防計劃治療
中心、 專業發展及質素保證
診所、社會衞生科或皮膚科
診所

智障人士並屬於指定智障人士服務機
構接受服務人士

 到診註冊醫生(衞生署會與
有關機構作出安排)

有高風險情況#或需要長期服用亞士
匹林的兒科門診病人

 醫管局 : 專科門診診所

有高風險情況#的醫管局住院病人(包
括兒科病人) (如療養院、老年精神
科、精神科或智障病院的病人)

 醫管局醫院

在衞生署、醫管局、安老院舍、殘疾
人士院舍或其他政府部門工作的醫護
人員

 由相關機構安排
(衞生署及醫管局 : 2017年10
月11日開始)

7. 年齡介乎 6 個月至未滿 年齡介乎 6 個月至未滿 12 歲並來自綜
註2
12 歲的兒童
援家庭或持有有效減免證明書 的兒
童

6 個月至未滿 6 歲；或滿 6 歲仍就  衞生署 : 母嬰健康院 (有關
人士可向母嬰健康院查詢)
讀幼稚園/ 幼兒中心


6 歲至未滿 12 歲；或滿 12 歲仍就  衞生署 : 學生健康服務中
心 (有關人士可於2017年
讀小學
10月18日起向學生健康服務
熱線 2856 9133 查詢及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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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委員會建議的
優先組別

2017/18 年度「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免
費接種流感疫苗的合資格組別人士

服務提供者
(由 2017 年 10 月 25 日開始
提供疫苗接種服務)
(以下註明日期的個別組別除外)

8. 家禽業從業員

家禽業從業員或須從事屠宰家禽行動
的人員

醫管局 : 指定普通科門診
診所 (通過相關機構內部安
排) (2017年11月13日開始)

9. 從事養豬或屠宰豬隻
行業的人士

從事養豬或屠宰豬隻行業的人士

醫管局 : 指定普通科門診
診所 (通過相關機構內部安
排) (2017年11月13日開始)

乙) 肺炎球菌疫苗注射
根據科學委員會於 2016 年更新的建議，由 2017/18 年度開始，政府會為 65 歲或以上(以出生年份計算)
符合「政府防疫注射計劃」的合資格香港居民，提供以下免費肺炎球菌疫苗接種：
 從未接種過肺炎球菌疫苗的合資格長者 :
 應接種一劑十三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十三價疫苗)，一年後再接種一劑二十三價肺炎球菌多醣疫
苗(二十三價疫苗)；
 已接種過肺炎球菌疫苗的合資格長者 :
 已接種過二十三價疫苗的長者，應在上一次接種二十三價疫苗一年後補種一劑十三價疫苗: 或
 已接種過十三價疫苗的長者，應在上一次接種十三價疫苗一年後補種一劑二十三價疫苗。
(其他 65 歲或以上香港居民若符合資格可透過「疫苗資助計劃」註 1 獲資助接種肺炎球菌疫苗。請向家
庭醫生查詢接種肺炎球菌疫苗的需要及詳情。)

2017/18 年度「政府防疫注射計劃」
免費接種肺炎球菌疫苗的合資格組別人士

服務提供者
(由 2017 年 10 月 25 日開始
提供疫苗接種服務)
(醫管局補種服務 : 由 2018 年 3 月 26 日開始)

1. 居於社區有高風險情況#的長者並屬於指定公營診
所的現有病人/ 接受服務人士/ 會員

 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專科門診診
所
 衞生署：長者健康中心、胸肺科診所、
特別預防計劃治療中心、 專業發展及質
素保證診所

2. 居於社區領取綜援或持有有效減免證明書註 2 的長者
（不論是否有高風險情況#）
3. 所有居於安老院舍的院友或居於殘疾人士院舍的長
者院友（不論是否有高風險情況#）

 醫管局 : 普通科門診診所
 衞生署 : 長者健康中心(現有會員)

4.

 醫管局醫院

醫管局有高風險情況#的長者住院病人(如在療養
院、老年精神科、精神科或智障病院住院) ：

 到診註冊醫生 (衞生署會與院舍作出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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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參與 2017/18 年度「政府防疫注射計劃」，接種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的高風險情況清單相
同如下：
 曾患侵入性肺炎球菌病、腦脊液滲漏或裝有人工耳蝸；
 長期心血管疾病（高血壓而沒有併發症除外）、肺病、肝病或腎病；
 新陳代謝疾病包括糖尿病或肥胖（體重指數30或以上）；
 免疫力弱（因情況如無脾、人類免疫力缺乏病毒感染/愛滋病或癌症/類固醇治療引致）；及
 長期神經系統疾病致危及呼吸功能、難於處理呼吸道分泌物、增加異物入肺風險或欠缺自我照
顧能力。
接種流感疫苗的高風險情況亦包括 :
 長期接受阿士匹靈治療的兒童和青少年(6 個月至 18 歲)。
註 1:

香港居民包括孕婦、65 歲或以上長者、年齡介乎 6 個月至未滿 12 歲或仍就讀於小學的兒童、智障人士及領傷殘津貼
人士，可透過「疫苗資助計劃」獲資助接種流感疫苗。
65 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可透過「疫苗資助計劃」獲資助接種肺炎球菌疫苗。
(有關「疫苗資助計劃」的詳情，請瀏覽衞生防護中心網頁: http://www.chp.gov.hk/tc/view_content/17980.html。)

註 2:

減免證明書 = 社會福利署簽發的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

注意事項：
1. 請帶備香港居民身分證明文件及疫苗接種記錄/ (接種卡)前往接種疫苗。
2. 以下人士必須出示其證明文件：
人士

所需證明文件

領取綜援或持有有效醫療費用
減免證明書人士

社會福利署簽發的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只限醫療費用減
免期內接種疫苗）

滿 6 歲仍就讀幼稚園 / 幼兒中
心的兒童

學生證或學生手冊

滿 12 歲仍就讀小學的兒童
智障人士

殘疾人士登記證(註明智障)

領取傷殘津貼人士

社會福利署簽發給津貼受惠人或其家長/監護人的傷殘津
貼批准信（只限於發放津貼期內接種疫苗）

如欲獲取更多有關「政府防疫注射計劃」資訊，請瀏覽衞生防護中心網站內的專題網頁：
http://www.chp.gov.hk/view_content.asp?lang=tc&info_id=17980。
就有關衞生署的疫苗接種服務的查詢，請致電衞生署熱線 2125 2125；有關醫管局的服務，請致電醫
管局熱線 2300 6555。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項目管理及專業發展處
2017 年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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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18 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
14 間衞生署轄下指定長者健康中心

注射服務時段：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下午 2 時至 5 時

域區

中心

地址

電話

香港仔長者健康中心

香港仔水塘道 10 號香港仔賽馬會診所 B 座地下低層

2580 3554

西營盤長者健康中心

香港皇后大道西 134 號西營盤賽馬會診所 6 字樓

2817 3418

筲箕灣長者健康中心

香港筲箕灣柴灣道 8 號筲箕灣賽馬會診所地下

2569 4333

灣仔長者健康中心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二字樓

2591 4847

九龍城長者健康中心

九龍城侯王道 80 號獅子會健康院地下

2762 8911

藍田長者健康中心

九龍藍田碧雲道 223 號藍田社區綜合大樓地下

2727 5616

南山長者健康中心

九龍石硤尾南山邨南堯樓地下

2779 5596

瀝源長者健康中心

新界沙田瀝源街 9 號瀝源健康院 3 字樓

2637 2005

石湖墟長者健康中心

新界上水石湖墟馬會道 108-130 號石湖墟賽馬會診所一字
2672 5858
樓

將軍澳長者健康中心

新界將軍澳寶琳北路 99 號將軍澳賽馬會診所地下

2623 7304

葵盛長者健康中心

新界葵涌葵葉街葵盛東邨盛和樓地下及一樓

2741 2069

荃灣長者健康中心

新界荃灣沙咀道 213 號戴麟趾夫人分科診療所 B 座地下

2408 2267

元朗長者健康中心

新界元朗西菁街 26 號元朗容鳳書健康中心地下

2470 5982

東涌長者健康中心

大嶼山東涌富東街 6 號東涌健康中心 2 座一字樓

2109 4711

香港

九龍

新界東

新界西

離島

注意事項：
1. 會員 ---------- 請帶備香港身份證、持有的疫苗接種記錄及會員手冊到所屬的長者健康中心
接種疫苗
2. 非會員 ------- 請帶備香港身份證、持有的疫苗接種記錄、主要病歷資料、有關敏感的記錄，
並提供聯絡電話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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