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學校指引 

 

 
 

 

 

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 

學校外展（免費）計劃 

中學、小學、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幼兒中心 

學校指引 

 

2022 年 10 月更新 
 

 

  



「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學校指引 

 

1 

 

目錄 

免責聲明   ........................................................................................................................ 3 

1. 引言 ............................................................................................................................. 4 

2. 申請及參與資格 ........................................................................................................ 5 

3.  學校準備時間表 ........................................................................................................ 7 

  3.1 第一劑疫苗接種前的準備工作 ............................................................................ 7 

  3.2 第一劑疫苗接種日的安排 .................................................................................. 13 

  3.3 第一劑疫苗接種日的安排 .................................................................................. 16 

4. 暫存醫療廢物 .......................................................................................................... 18 

  4.1 臨時貯存醫療廢物的準備工作 .......................................................................... 18 

  4.2 醫療廢物貯存櫃的要求 ...................................................................................... 20 

  4.3 轉交利器收集箱程序 ........................................................................................... 21 

  4.4 收集醫療廢物 ....................................................................................................... 22 

5.  有用表格 ................................................................................................................... 23 

附錄 表格可於衞生防護中心網頁下載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0782.html） ..... 25 

附錄一  同意書 – 2022/ 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       

注射式疫苗（滅活流感疫苗） .................................................................... 25 

附錄二  同意書 – 2022/ 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        

噴鼻式疫苗（減活流感疫苗） .................................................................... 29 

附錄三  各班同意接種的學生人數 ............................................................................. 31 

附錄四  同意書交收記錄 ............................................................................................. 34 

附錄五  同意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學生名單（第一劑） ............................... 36 

附錄六  有關（季節性流感疫苗）到校接種事宜的家長通知（第一劑）     

（第一劑疫苗接種日前一周的通告） .......................................................... 37 

附錄七 暫不接種流感疫苗的學生名單（接種日） .................................................. 39 

附錄八 同意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學生名單（第二劑） ................................. 40 



「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學校指引 

 

2 

 

附錄九   有關季節性流感疫苗到校接種事宜的家長通知（第二劑）                      

（第二劑疫苗接種日前一周的通告） ......................................................................... 41 

附錄十    季節性流感疫苗副作用資料頁 ................................................................ 42 

附錄十一  季節性流感疫苗副作用資料頁及第二劑的安排 ................................... 44 

附錄十二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卡 ............................................................................. 46 

附錄十三  家長通知書 - 未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 47 

附錄十四  學生接種記錄報告（接種日） ................................................................ 49 

附錄十五  醫療廢物暫存轉交記錄 ............................................................................. 50 

附錄十六  醫療廢物運載記錄 ..................................................................................... 51 

 

 

 

 

 

 

 

 

 

 

 

 



「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學校指引 

 

3 

 

免責聲明 

此「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學校指引旨在為參與

之學校，包括中學、小學、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幼兒中心（學校）說明

學校與衞生署或透過公私營合作之醫療機構為學生提供外展疫苗接種服務時所

擔當的角色及責任。 

本指引的內容將會不斷更新以供學校參考。有關 「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

學校外展（免費）計劃」學校指引最新消息，  請參閱以下連結：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schoolguide_chi.pdf。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125 2128

與衞生署項目管理及疫苗計劃科聯絡。 

如中文版本與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衞生署 

衞生防護中心 

2022 年 10 月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schoolguide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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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疫苗接種是預防季節性流感及其併發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為了降低因感

染季節性流感而引起的嚴重併發症和住院治療的風險，政府一直為 6 個月至 12

歲以下兒童（或 12 歲或以上仍就讀於香港學校的小學生）提供資助/ 免費季節

性流感疫苗。 

在 2022/23，此計劃將繼續為小學、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幼兒中心

（學校）提供季節性流感疫苗外展接種服務。另外，此計劃在 2022/23 將會為中

學提供季節性流感疫苗外展接種服務。 

本指引供學校參考，信息涵蓋： 

 申請及參與計劃資格； 

 接種前的準備；及 

 接種日及完成接種後的安排 

「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更多相關資訊包括常用

表格、簡介會的簡報資料，及有關佈置場地及暫存醫療廢物的短片，可參考以

下網址: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0634.html。 

疫苗接種外展隊將會就外展疫苗接種活動適時與學校聯絡。請委派一位負責

教師/學校職員跟進疫苗接種隊的詳細安排。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125 2128 與

衞生署或疫苗接種隊聯絡。疫苗接種活動如在特殊情況下有所變化，請盡快通知

我們。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06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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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及參與資格 

申請 

所有中學（包括特殊學校的中學部）、小學（包括特殊學校的小學部）及學

前單位，包括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幼兒中心及特殊幼兒中心，均可參與

此計劃。 

小學、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幼兒中心及特殊幼兒中心需於 2022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申請，而中學需於 2022 年 11 月 1 日或之前申請，並透過自行選

擇醫生或衞生署配對與服務醫生合作。自行選擇醫生的學校可透過衞生署衞生防

護 中 心 網 頁 上 的 名 單 選 擇 醫 生 / 醫 療 機 構 （ 網 址 :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0634.html）。小學的申請結果於 2022 年 7 月公

布，而中學的申請結果於 2022 年 11 月公布。 

參與資格 

所有就讀參與此計劃之中學、小學、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幼兒中

心，而未曾接種 2022/23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的學生，均符合資格免費參與校內

季節性流感疫苗的接種活動。凡 9 歲以下從未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的學生，可於

此季度免費接種兩劑流感疫苗，而兩劑疫苗的接種時間至少相隔 4 個星期。 

家長/ 監護人須為學生填妥並簽署同意書，以表示同意提供學生的個人資料

給予政府或其他相關的醫療機構。 

備註 

沒有參與「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的學校，可考

慮｢疫苗資助學校外展 （可額外收費）計劃｣。除學生外，其他人士可於不同場次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06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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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但政府只會向合乎「疫苗資助計劃」資格的組別人士提供

資助，而未合乎資格的人士可自費參加。 

在參與「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及/ 或｢疫苗資助

學校外展（可額外收費）計劃｣期間，學校與醫生/ 醫療機構應避免任何不正當的

財務或利益交易。 

此外， 香港兒科醫學會、香港兒童免疫及傳染病學會、過敏症及傳染病學

會、香港兒科護理學院及香港兒科護士學會於 2022 年 8 月 30 日發表聯合聲明，

呼籲家長及照顧者為 6 個月及以上的嬰兒、兒童和青少年接種 新冠疫苗，以預

防 新冠病毒病感染導致的急性併發症、住院、嚴重病症、死亡及中長期後遺症。

(http://www.medicine.org.hk/hkps/download/20220830 Appealing to Parents and Carer for 

COVID Vaccinat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_eng.pdf) 

貴校可藉此機會在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活動期間為學生安排同時接

種新冠疫苗。請與 貴校的外展服務醫生聯絡以獲取資訊。 

如果計劃在外展活動中同時安排學生接種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請與服務

醫生密切溝通。請確保醫生提供已接受訓練的職員去同時處理兩種疫苗。請特別

注意學童接種前需獲得父母/ 監護人對分別接種兩種疫苗和同時接種兩種疫苗的

同意。在疫苗接種當日，請明確分流學生和安排不同類型疫苗的接種站，並向疫

苗接種隊提供支援，妥善處理疫苗和疫苗接種記錄。僅提供流感疫苗的接種站應

與同時提供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的接種站需分開。 

  



「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學校指引 

 

7 

 

3.  學校準備時間表 

3.1 第一劑1疫苗接種前的準備工作 

疫苗接種前準備的一般時間表如下，以供參考。 

i) 小學、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幼兒中心 

日期 預備工序 

2022 年 8月 11

日或之前 

(小學、幼稚園、

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及幼兒中心) 

 

1. 與疫苗接種隊確定第一劑和第二劑疫苗接種日之日期 

 建議日程安排：第一劑（10 月至 12 月中）、第二劑（建議相隔

至少六星期，以預留足夠時間作行政準備，2023 年 1 月底前） 

 建議與「學童免疫注射小組」（SIT）的疫苗接種活動日期前後

相隔最少 1 星期 

 由疫苗接種隊通知項目管理及疫苗計劃科接種日之日期 

8 月下旬 2. 請檢查及接收由印刷商直接送往學校的「同意書」 

接種日前 

最少八星期 

3. 派發「同意書」（附錄一 或 附錄二）給家長/監護人。 

 向家長派發前，學校職員請先填寫： 

(i) 第一劑疫苗接種日日期；及 

(ii) 學校收回同意書日期 

接種日前     

最少六星期 

4. 收回家長簽署的「同意書」，並且核對是否已經填妥，「同意書」

樣本請參考附錄一或附錄二 

5. 請將「同意書」分為兩類： 

                                                      
1 凡 9 歲以下從未接種過流感疫苗的兒童，建議接種兩劑流感疫苗。至於曾接種過流感疫苗的

9 歲以下兒童，只須接種一劑流感疫苗。凡 9 歲或以上人士，只需每年接種一劑季節性流感疫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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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同意接種；及 

(ii) 不同意接種 

6. 請將同意接種的「同意書」按班別及依照學生班號由小至大順序排

列（醫療機構/ 私家醫生/ 衞生署將派職員到校收取），並請學校保

存不同意接種的「同意書」  

 7. 填妥兩份「各班同意接種的學生人數」表格（附錄三） 

8. 疫苗接種隊將會聯絡 貴校，並安排派人員到校收集同意接種的

「同意書」（附錄一 或 附錄二）及「各班同意接種的學生人數」

表格（附錄三），並填妥「同意書交收記錄」（附錄四） 

9. 請 貴校於交回「同意書」後一個工作天內 (接種日前最少 6 星期)，

將「各班同意接種的學生人數」表格（附錄三）傳真至衞生防護中

心項目管理及疫苗計劃科 （傳真號碼：2320 8505） 

10. 協助疫苗接種隊核實已遞交同意接種同意書的學生資料 

11. 需與疫苗接種隊就接種日討論的事項包括： 

 接種活動的開始時間、流程、人手配合及場地佈置 

 「暫存醫療廢物」（請參考第四部分） 

 緊急情況管理 （請參考圖例一） 

 需否到校舉辦健康講座/ 提供查詢熱線 

 停課安排（例如惡劣天氣、傳染病爆發等）  

接種日前 

兩至三星期 

12. 在接種日的前/ 後一星期內，切勿安排其他疫苗接種活動 

13. 留意最近校內會否出現影響接種人數的情况，例如有傳染病爆發

或其他突發事宜/ 活動而導致已簽署同意接種的學生未能如期接

種疫苗。如有，請盡快通知本署或相關的醫療機構/私家醫生 

14. 預留場地、物資和人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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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禮堂或寬敞的場地（例如多用途室） 

(ii) i 長檯、座椅、軟墊及垃圾桶等以供接種日使用 

(iii) 可上鎖的貯存櫃，用以暫存利器收集箱（每個 26 x 25 x 17 厘  

    米） 

(iv) 負責陪同學生到達疫苗接種場地的老師 

    (v) i 在疫苗接種期間提供協助的學校職員/ 工友/ 家長義工 

15. 如在疫苗接種當日無法收集或運送醫療廢物，請與疫苗接種隊聯

繫安排將醫療廢物暫存於學校，直至收集醫療廢物為止。詳情請

參閱第 4 節。 

16. 設有場地設置及醫療廢物暫存影片供參考。請參考以下鏈接：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1928.html  

接種日前 

一星期 

17. 疫苗接種隊將會把「同意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學生名單（第一

劑）」（附錄五）交給學校。 

18. 根據「同意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學生名單（第一劑）」派發「有

關（季節性流感疫苗）到校接種事宜的家長通知（第一劑）（第一

劑疫苗接種日前一周的通告）」（附錄六）： 

 提醒家長如學生在 2022 年 9 月 1 日後已接種 2022/23 年度季節

性流感疫苗，請立即通知學校 

 提醒學生接種當日攜帶（舊有）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卡（如有）

（附錄十二） 

 提醒學生疫苗接種當天早上需要進食早餐 

 安排同意疫苗接種的學生穿著方便外露手臂的衣服，以方便接

種疫苗（如接種注射式疫苗）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19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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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學 

日期 預備工序 

接種日前大約二

至四星期 

1. 與疫苗接種隊確定第一劑疫苗接種日之日期 

 建議日程安排：第一劑（11 月初至 12 月中） 

 由疫苗接種隊通知項目管理及疫苗計劃科接種日之日期 

接種日前大約二

至四星期 

2. 請檢查及接收由印刷商直接送往學校的「同意書」 

3. 派發「同意書」（附錄一）給家長/監護人。 

 向家長派發前，學校職員請先填寫： 

(i) 第一劑疫苗接種日日期；及 

(ii) 學校收回同意書日期 

接種日前大約二

至三星期 

 

4. 收回家長簽署的「同意書」，並且核對是否已經填妥，「同意書」

樣本請參考附錄一 

5. 請將「同意書」分為兩類： 

(i) 同意接種；及 

(ii) 不同意接種 

 

6. 請將同意接種的「同意書」按班別及依照學生班號由小至大順序排

列（醫療機構/ 私家醫生/ 衞生署將派職員到校收取），並請學校保

存不同意接種的「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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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填妥兩份「各班同意接種的學生人數」表格（附錄三） 

8. 疫苗接種隊將會聯絡 貴校，並安排派人員到校收集同意接種的

「同意書」（附錄一）及「各班同意接種的學生人數」表格（附錄

三），並填妥「同意書交收記錄」（附錄四） 

9. 請 貴校於交回「同意書」後一個工作天內，將「各班同意接種的

學生人數」表格（附錄三）傳真至衞生防護中心項目管理及疫苗計

劃科（傳真號碼：2320 8505） 

10. 協助疫苗接種隊核實已遞交同意接種同意書的學生資料 

11. 需與疫苗接種隊就接種日討論的事項包括： 

 接種活動的開始時間、流程、人手配合及場地佈置 

 「暫存醫療廢物」（請參考第四部分） 

 緊急情況管理 （請參考圖例一） 

 需否到校舉辦健康講座/ 提供查詢熱線 

 停課安排（例如惡劣天氣、傳染病爆發等）  

接種日前 

大約一星期 

12. 留意最近校內會否出現影響接種人數的情况，例如有傳染病爆發

或其他突發事宜/ 活動而導致已簽署同意接種的學生未能如期接

種疫苗。如有，請盡快通知本署或相關的醫療機構/私家醫生 

13. 預留場地、物資和人手，包括： 

(i)  禮堂或寬敞的場地（例如多用途室） 

(ii) i 長檯、座椅、軟墊及垃圾桶等以供接種日使用 

(iii) 可上鎖的貯存櫃，用以暫存利器收集箱（每個 26 x 25 x 17 厘  

    米） 

(iv) 負責陪同學生到達疫苗接種場地的老師 

    (v) 在疫苗接種期間提供協助的學校職員/ 工友/ 家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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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在疫苗接種當日無法收集或運送醫療廢物，請與疫苗接種隊聯

繫安排將醫療廢物暫存於學校，直至收集醫療廢物為止。詳情請

參閱第 4 節。 

15. 設有場地設置及醫療廢物暫存影片供參考。請參考以下鏈接：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1928.html  

接種日前 

大約五個工作天 

16. 疫苗接種隊將會把「同意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學生名單（第一

劑）」（附錄五）交給學校。 

17. 根據「同意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學生名單（第一劑）」派發「有

關（季節性流感疫苗）到校接種事宜的家長通知（第一劑）」（附錄

六）： 

 提醒家長如學生在 2022 年 9 月 1 日後已接種 2022/23 年度季節

性流感疫苗，請立即通知學校 

 提醒學生接種當日攜帶（舊有）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卡（如有）

（附錄十二） 

 提醒學生疫苗接種當天早上需要進食早餐 

 安排同意疫苗接種的學生穿著方便外露手臂的衣服，以方便接

種疫苗（如接種注射式疫苗）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19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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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一劑疫苗接種日的安排 

疫苗接種前準備的一般時間表如下，以供參考。詳情請參閱圖例一。 

日期 準備及安排 

接種日 疫苗接種活動開始前： 

1. 請預先安排場地、物資和人手（請參閱第 3.2 部分第 14 點） 

2. 疫苗接種隊會負責安排運送/ 到校接收流感疫苗，請學校職員

協助疫苗接種隊安排安全及陰涼的地方存放疫苗 

3. 如有同意疫苗接種的學生因個別情況，如：缺課、生病等而暫不接

種，請填寫「暫不接種流感疫苗的學生名單」（附錄七），並於接種

活動開始前將此名單交給疫苗接種隊 

疫苗接種活動期間： 

4. 請負責老師只安排及陪同同意接種的學生到疫苗接種場地，協助

識別學生和維持秩序。 （幼稚園/ 幼兒中心: 請老師安排學生戴上

有照片的名牌或提供手冊，以識辨學生身份） 

5. 將已簽署的「同意書」分派給學生，並安排學生排隊輪候接種疫苗 

6. 完成疫苗接種後，請負責老師帶領學生至觀察區休息。如學生於疫

苗接種十五分鐘後沒有任何不適，便可由負責老師帶領離開疫苗

接種場地 

疫苗完成接種後： 

7. 完成疫苗接種後，疫苗接種隊將向老師提供以下文件： 

 「同意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學生名單（第二劑）」（附

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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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節性流感疫苗副作用資料頁」（附錄十） 

 「季節性流感疫苗副作用資料頁及第二劑的安排」（附錄十

一）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卡」（附錄十二） 

 「家長通知書-未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附錄十三） 

請根據以下情況將相應的文件分發給學生： 

i) 需要第二劑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的學生 

 疫苗接種團隊應向學校職員提供一份「同意接種（季節性流感

疫苗）學生名單（第二劑）」（附錄八） 

 請根據上述名單，向相關學生分發「季節性流感疫苗副作用

和第二劑接種安排」（附錄十一） 

 請把「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卡」（附錄十二）存放在學校，

留待在第二劑疫苗接種完成後始分發放給學生 

ii) 不需要接種第二劑流感疫苗的學生 

 發放「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卡」（附錄十二） 

 發放「季節性流感疫苗副作用資料頁」（附錄十） 

iii) 在接種日當天未有接種疫苗的學生 

 「家長通知書 - 未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附錄十三） 

8. 請負責老師與醫療機構核對並填妥「學生接種記錄報告」（接種

日） （附錄十四），並於疫苗接種活動後一個工作天內，傳真至

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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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一：疫苗接種日的疫苗接種地點設置和物流示例 

 

  
登記處 

 提交「暫不接種流感疫苗的學生

名單」給疫苗接種隊 

 老師在登記處拿取學生的流感疫

苗「同意書」 

觀察區  

 如學生於接種疫苗後 15 分鐘沒有

不適，便可離開疫苗接種場地 

 

接種區 

 學校職員/ 工友/ 家長義工協助

扶抱學生 

 疫苗接種隊為學生接種疫苗 

治療區 

 接種疫苗可能會引起嚴重的不良

反應，因此要預備軟墊，待有需

要時作處理緊急情況之用 

等候區 

 每班學生按班號(由小至大)排隊 

 派發「同意書」給等候中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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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第二劑疫苗接種日的安排 

(只適用於小學、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幼兒中心) 

凡 9 歲以下從未接種過季節性流感疫苗的兒童，建議應接種兩劑季節性流

感疫苗，而兩劑疫苗的接種時間至少相隔 4 個星期。在「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

展（免費）計劃」下，為預留足夠時間作準備，本署建議兩劑疫苗的接種時間相

隔 6 個星期。 第二劑疫苗接種日的準備及安排與第一劑疫苗接種日大致相同。

預計接種的學生人數較第一劑少。家長不用再簽署「同意書」。 

疫苗接種前準備的一般時間表如下，以供參考。詳情請參閱圖例一。 

日期 準備及安排 

接種日前 

一星期 

1. 於第一劑接種完成後，疫苗接種隊應向學校職員提供一份「同意接

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學生名單（第二劑）」（附錄八）。如有更

新，通知疫苗接種隊。 

2. 根據「同意（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學生名單-第二劑疫苗」派發

「有關季節性流感疫苗到校接種事宜的家長通知（第二劑）（第二

劑疫苗接種日前一周的通告）」（附錄九）： 

 如學生在該年度 9 月 1 日後已接種該年度（2022/2023）第二

劑季節性流感疫苗，請立即通知學校 

 提醒學生於疫苗接種當日攜帶（舊有）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卡

（如有） 

 提醒學生疫苗接種當天早上需要進食早餐 

 安排同意接種疫苗的學生穿著方便外露手臂的衣服，以方便

接種（如接種注射式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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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日 3. 安排與第一劑疫苗接種日大致相同 

完成接種後： 

4. 疫苗接種隊將向老師提供以下文件。請根據以下情況將相應的文

件分發放給學生： 

i) 完成第二劑季節性流感疫苗的學生 

 發放「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卡」（附錄十二） 

 發放「季節性流感疫苗副作用資料頁」（附錄十） 

ii) 在接種日當天未有接種疫苗的學生 

 「家長通知書 - 未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附錄十三） 

5. 請負責老師與疫苗接種隊核對並填妥「學生接種記錄報告」（接種

日）（附錄十四），並於疫苗接種活動後一個工作天內，傳真至本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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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暫存醫療廢物 

4.1 臨時貯存醫療廢物的準備工作 

疫苗接種隊會盡量安排在同一天收集醫療廢物的時間表。如活動結束後未

能收集醫療廢物，疫苗接種隊會在疫苗接種日前兩週與學校聯絡，安排臨時存放

醫療廢物，直至由持牌醫療廢物收集商收集。 

疫苗接種隊會聯絡持牌醫療廢物收集者進行收集，並通知學校有關安排。 

i. 中學外展：在第一次疫苗接種活動後的二週內收集醫療廢物 

ii. 小學外展：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疫苗接種活動後的二週內收集醫療廢物 

iii.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幼兒中心外展（以及位於偏遠地區和島嶼的

學校）：在第二次劑量活動後二週內收集醫療廢物。 

疫苗接種小組應在每個需要臨時儲存的醫療廢物容器上貼上標籤（見圖例

二）。 

醫護人員名稱 XXX 醫生 

醫療機構名稱 XXX 醫療中心 

緊急聯絡電話 XXXX XXXX 

醫療廢物產生 

地址 
XX 學校 XX 街  

地點編碼 PC02/XX/XXXXXXXXXX 

封箱日期 日/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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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二：貼有標籤的醫療廢物容器示例 

  

醫療廢物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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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醫療廢物貯存櫃的要求 

學校必須提供可上鎖的櫃子，用於臨時存放銳器盒（每個尺寸為 26 x 25 x 17 

厘米）（見圖例二）。臨時存放區應為只供存放醫療廢物的櫃子，只有獲授權人

員才能進入，遠離食物製備和存放區，並妥善上鎖並貼上標籤。 

存放區的門上應貼有醫療廢物警告標誌和標籤，顯示（1）負責醫生姓名、（2）

醫療機構名稱（3）緊急聯繫電話和（4）地點編號（見圖例三）。 

 貯存櫃必須放於有上蓋的地方，免受天氣的影響 

 視乎疫苗接種的學生及疫苗接種員人數，貯存空間需足夠存放大約 6 至

8 個利器收集箱 

 

 

 

 

 

圖例三：醫療廢物貯存櫃上的標籤及警

告標示示例  

醫護人員名稱 XXX 醫生 

醫療機構名稱 XXX 醫療中心 

緊急聯絡電話 XXXX XXXX 

地點編號 PC02/XX/XXXXXXXXXX 

醫療廢物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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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填寫 

學校填寫 

4.3 轉交醫療廢物（利器收集箱）程序 

 疫苗接種隊轉交利器收集箱給學校職員時，需填寫「醫療廢物暫存轉交記

錄」（附錄十五）（圖例四：醫療廢物暫存轉交記錄） 

 學校職員請於「醫療廢物暫存轉交記錄」（附錄十五）需填寫姓名、職位

及聯絡電話號碼，然後簽署並蓋上學校印章（圖例三） 

 疫苗接種隊和學校均應保留一份填妥的表格「醫療廢物暫存轉交記錄」（附

錄十五）以作記錄。 

 

 

  

 

   

 

  

   

  

 

   

 

圖例四：醫療廢物暫存轉交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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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收集醫療廢物 

 收集醫療廢物時，請學校職員與收集商核對利器收集箱數量及重量，然

後於「醫療廢物運載記錄」（附錄十六）上簽署（圖例五）。 

 

 

圖例五：醫療廢物運載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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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用表格 

更 新 後 的 有 用 表 格 可 在 以 下 鏈 接 中 下 載 ：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0782.html 上述有用表格的樣本載於附錄，以供

參考。 

階段  參考編號 文件 

自選醫生/   

醫療機構 

 表格乙 

- 幼稚園/幼兒中心適用 

- 小學適用 

- 中學適用 

接種前 

 

 

SIVSO_S_A1(KG) 

SIVSO_S_A1(PS) 

SIVSO_S_A1(SS) 

各班同意接種的學生人數 

- 幼稚園/幼兒中心適用 

- 小學適用 

- 中學適用 

SIVSO_S_A2 接種日前一個星期的通告 -第一劑(範本) 

SIVSO_S_A3 接種日前一個星期的通告 -第二劑(範本) 

 

SIVSO_S_A4 

SIVSO_S_A4(LAIV) 

SIVSO_S_A4_Sec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同意書 (幼稚園/幼兒中心及小學適用) 

- 注射式 

- 噴鼻式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同意書 (中學適用) 

 

 

 

SIVSO_S_A4 

SIVSO_S_A4(LAIV) 

 

同意書範本 

- 注射式 

- 噴鼻式 

 

SIVSO_D_A2 同意書交收記錄 

接種當日 SIVSO_S_B1 暫不接種流感疫苗的學生名單（接種日） 

完成接種後  

SIVSO_D_C2 

SIVSO_D_C2(LAIV) 

季節性流感疫苗副作用資料頁 

- 注射式 

- 噴鼻式 

 

SIVSO_D_C2(2
nd
) 

SIVSO_D_C2(LAIV)(2
nd
) 

季節性流感疫苗副作用資料頁及第二劑的安排 

- 注射式 

- 噴鼻式 

SIVSO_S_C1 學生接種記錄報告（接種日）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0782.html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form_b_ss_chi_22_23.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form_b_ss_chi_22_23.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doc/sivso_s_a2.docx
https://www.chp.gov.hk/files/doc/sivso_s_a3.docx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consent_ss_chi.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sivso_s_a4iiv_sample_chi.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sivso_s_a4laiv_sample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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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SO_D_C4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卡 

SIVSO_D_B2 醫療廢物暫存轉交記錄（只備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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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格可於衞生防護中心網頁下載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0782.html） 

附錄一  同意書 – 2022/ 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

費）計劃–注射式疫苗（滅活流感疫苗） 

 

i) 小學、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幼兒中心 

 

 

 

  

 

 

第一劑疫苗接種日
日期 

(由學校填寫) 
學校收回同意書日期  

(由學校填寫)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07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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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學 

 

 

第一劑疫苗接種日
日期 

(由學校填寫) 
學校收回同意書日期  

(由學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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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同意書 – 2022/ 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噴

鼻式疫苗（減活流感疫苗） 

減活季節性流感疫苗（噴鼻式） 

第一劑疫苗接種日
日期(由學校填寫) 

學校收回同意書日期  
(由學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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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學校指引 

 

31 

 

附錄三 各班同意接種的學生人數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幼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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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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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 

 



「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學校指引 

 

34 

 

附錄四 同意書交收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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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同意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學生名單（第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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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有關（季節性流感疫苗）到校接種事宜的家長通知    

（第一劑）（第一劑疫苗接種日前一周的通告-同意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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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有關（季節性流感疫苗）到校接種事宜的家長通知    

（第一劑）（第一劑疫苗接種日前一周的通告-不同意接種） 

 



「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學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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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暫不接種流感疫苗的學生名單（接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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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同意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學生名單（第二劑） 

(只適用於小學、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幼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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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有關季節性流感疫苗到校接種事宜的家長通知（第二劑）

（第二劑疫苗接種日前一周的通告） 

(只適用於小學、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幼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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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季節性流感疫苗副作用資料頁 

滅活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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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活季節性流感疫苗（噴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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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季節性流感疫苗副作用資料頁及第二劑的安排 

(只適用於小學、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幼兒中心) 

滅活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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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活季節性流感疫苗（噴鼻式） 

 

 



「2022/23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免費）計劃」學校指引 

 

46 

 

附錄十二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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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家長通知書 - 未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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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學生接種記錄報告（接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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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醫療廢物暫存轉交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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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醫療廢物運載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