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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校長先生／女士 

 

學童免疫注射小組為 2019-20 及 2020-21 學年的小五及小六學童補種疫苗事宜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轄下的學童免疫注射小組（注射小組）根據「香港兒童免疫接種

計劃」(計劃)為學童提供免費疫苗接種，以預防兒童感染傳染病。注射小組一般會於學期期間

到訪全港小學， 為小一及小六學生，以及由 2019/20 學年起新增為小五女生，接種計劃所建議

的疫苗。 

 

 由於上兩個學年全港學校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發展關係停課及延遲復課，部分小學

學生未能如期接種計劃所需疫苗。當全球正在密切關注新疫苗能否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的同時，我們在疫情期間仍要確保兒童不會錯過恆常疫苗接種，以避免增加他們感

染麻疹、小兒麻痺症和百日咳等嚴重及具有高度傳染性疾病的風險。即使疫苗接種覆蓋率只有

小幅度的下降，亦會削弱群體免疫力，致使校內傳染病爆發，並有可能影響面授課堂的相關安

排，導致學童無法回復正常校園生活。此外，校內傳染病爆發可能會進一步傳播至社區，對個

別患者造成病患及死亡。疫苗接種是公認最成功、最安全和最具成本效益的衞生措施之一，每

年保護全球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免受嚴重甚至可致命疾病的威脅。 

 

 本港的兒童疫苗接種計劃一直行之有效，例如本港自 1980 年全球消滅天花後，於 2000

年消滅小兒麻痺症；而麻疹及風疹（又稱德國麻疹）的呈報個案亦由 1980 及 1990 年代的每年

數以千宗大幅減低至近十年少於百宗的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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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確保社區維持高疫苗接種覆蓋率，注射小組謹此呼籲全港中學提供協助，提示 貴校

家長遵循計劃接種疫苗的重要性。特別是提醒  貴校初升中學的中一及中二學生，如因 

2019/2020 和 2020/2021 學年停課及延遲復課影響，而未能完成小五或小六學年的疫苗接種，

需儘快到注射小組各辦事處接受疫苗補種。隨函現附上家長通告範本(附件一) 供 貴校參考，

並以 貴校的途徑發佈訊息。 

 

 家長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693 4464/ 2615 8585 預約到各注射小組的辦事處接種疫苗(辦

事處地址及開放時間詳列於(附件二)。 預約接種疫苗當日，請學童及其家長攜帶所有疫苗接種

記錄、香港身份證及/或注射小組轉介信。本小組職員將會為學童查核疫苗接種記錄以安排接

種所需疫苗。 

 

 感謝 貴校在保障學童健康和福祉方面的協助和持續支持。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 

 

 

 

 

 
(嚴穎琳醫生  代行)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致：家長/ 監護人 

重要: 中一及中二學童補種疫苗事宜 

 在 2019/20 及 2020/21 兩個學年，全港學校因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發展而停

課及延遲復課。部分小學學生未能如期接種「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計劃)所需疫苗。 

 

 疫苗接種為其中最成功和最具成本效益的衛生措施，以預防嚴重甚至可致命疾病的威

脅。疫苗接種計劃已在世界各地消滅了天花，消除了麻疹和小兒麻痺症，並大幅降低了白喉、

破傷風和百日咳造成的病患及死亡。當全球正在密切關注新疫苗能否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的同時，我們在疫情期間仍要確保兒童不會錯過恆常疫苗接種，以避免增加他們感

染麻疹、小兒麻痺症和百日咳等嚴重及具有高度傳染性疾病的風險。即使疫苗接種覆蓋率只有

小幅度的下降，亦會削弱群體免疫力，致使校內傳染病爆發，並有可能影響面授課堂的相關安

排，導致學童無法回復正常校園生活。此外，校內傳染病爆發可能會進一步傳播至社區，對個

別患者造成病患及死亡。 

 

 本港的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一直行之有效，例如本港自 1980 年全球消滅天花後，於 2000

年消滅小兒麻痺症；而麻疹及風疹（又稱德國麻疹）的呈報個案亦由 1980 及 1990 年代的每年

數以千宗大幅減低至近十年少於百宗的低水平。 

 

 有見及此，若 貴子女為初升中學的中一和中二學生，並未曾完成小五或小六學年的疫

苗接種，家長應儘快為 貴子女預約安排到學童免疫注射小組 (注射小組) 各辦事處接受免費

疫苗補種。家長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693 4464/ 2615 8585 預約到注射小組的辦事處接種疫苗

(各辦事處地址及開放時間詳列於附件二)。家長亦可選擇自費到私家醫生安排疫苗接種。 

 

 閣下可查閱 貴子女的疫苗接種記錄並參考計劃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 

102121.html)，以了解 貴子女所需要接種的疫苗。隨下附表為根據計劃小五或小六年級學生應

接種之各種疫苗，謹供閣下參考。 

 

 



年級 應接種之各種疫苗 

小五  人類乳頭瘤病毒疫苗 - 第一次 1 

小六  白喉 (減量)、破傷風、無細胞型百日咳 (減量) 及

滅活小兒麻痺混合疫苗 - 加強劑 

 人類乳頭瘤病毒疫苗 - 第二次 1 

 乙型肝炎疫苗 - 補種 2 

 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 補種 2 
1由 2019/20 學年起，合資格的女學童會於小學五年級接種「九價人類乳頭瘤病毒疫苗 – 第一次」，並於下一學年(小六)接種第二次。 

2學童免疫注射小組會為從未接種或未按時間表完成接種三劑乙型肝炎疫苗，或未按時間表完成接種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的小六學童分別補注乙型肝炎疫苗及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白喉、破傷風、百日咳和脊髓灰質炎均為嚴重疾病，過去曾導致全球各國兒童虛弱、

殘疾及死亡。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德國麻疹為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病毒感染，可引致嚴重的併

發症，導致殘疾及死亡。接種乙型肝炎疫苗，可有效預防乙型肝炎，減低日後患上慢性乙型肝

炎、肝硬化和肝癌的風險。適齡女童在未開始有性接觸前接種子宮頸癌疫苗，可有效預防子宮

頸癌。 

 

 最後，新學年依始，容我們藉此機會鼓勵閣下為 貴子女註册參加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中心的健康計劃。感謝閣下的關注，請儘早與我們預約補種疫苗。 

 



附件二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轄下學童免疫注射小組辦事處地址及開放時間 

 

辦事處 地址 服務時間 

荃灣辦事處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115 號 2 樓 

星期一： 

上午 9:00 - 12:45 

下午 2:00 - 5:30 

星期二至五： 

上午 9:00 - 12:45 

下午 2:00 - 5:15 

九龍辦事處 
九龍亞皆老街 147 號 C 

衞生防護中心 2 樓 215 室 

星期二、四： 

上午 9:00 - 12:45 

下午 2:00 - 5:15 

瀝源辦事處 
新界沙田瀝源街 9 號 

瀝源健康院 1 樓 120 室 

星期二： 

上午 9:00 - 12:45 

下午 2:00 - 5:15 

北區辦事處 
新界粉嶺璧峰路 3 號 

北區政府合署 3 樓 311 室 

星期五： 

上午 9:00 - 12:45 

下午 2:00 - 5:15 

西營盤辦事

處 

香港皇后大道西 134 號 

西營盤賽馬會診療所 5 樓 12 室 

星期三： 

上午 9:00 - 12:45 

下午 2:00 - 5:15 

元朗辦事處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 269 號 

元朗民政事務處大廈 3 樓 316 室 

星期四： 

上午 9:00 - 12:45 

下午 2:00 - 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