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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疫苗資助學校外展的籌劃 

1. 通知家長有關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 疫苗資助學校外展 (小學

及幼稚園)的詳情 

2. 預算參加人數 -學校可按校本機制與各持分者，包括教職員、學生及家長/

監護人等作充分溝通，統計擬接種疫苗的人數。 

3. 鑑於對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的巨大需求，政府決定將參加 2019 冠狀病

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 疫苗資助學校外展 (小學及幼稚園)的門檻從 150 

人降低至 100 人，包括學生、教職員及學生的家長和家人，讓更多學校參

加該計劃。學校也可以與附近的其他學校或幼稚園聯繫，聯合安排疫苗資助

學校外展服務，讓更多人土參與接種疫苗。 

4. 為加快準備工作，學校可在估計參與人數達到 100 人或以上後盡快向教育

局申請參加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 疫苗資助學校外展 (小學及

幼稚園)，即使學校仍在收集同意書及接種人士資料。 

5. 教育局會為 貴校配對一名負責醫生。隨後，學校可直接聯絡有關醫生商討

到校接種的詳細安排。 

6. 收集同意書 -學校必須在接種疫苗前收妥有關同意書，確定接種疫苗的針數

並於接種當日交回醫生： 

• 派發同意書 （附件一）給家長/監護人，並提醒他們在提交同意書前閱

讀(1)科興「克爾來福」疫苗接種須知及(2)常見問題（可透過同意書上

的鏈接/二維碼流覽疫苗接種須知及常見問題）。 

• 收回家長簽署的同意書，並且核對是否已經填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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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與學校學生以外的未成年參與者(即 18 歲以下人士)亦需填寫同意書。

成人則不需要簽署同意書。 疫苗接種團隊將在接種疫苗當場獲取他們

的口頭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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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倘若學校估計參與人數未能達到 100 人或以上，學校可自行聯絡《安排新

冠疫苗外展接種活動的指引》內的名單上的醫生 1，到校接種流感疫苗。 

乙. 疫苗接種活動的預備工作 

 

日期 預備工作 

疫苗接種日前的準備 
疫苗接種前兩

星期或至少 5 

個工作日 

1. 最少於接種日前 5 個工作天通知醫生預計的接種人數，以

便醫生預訂疫苗及安排人手 
 

2. 安排疫苗接種活動日期 
 
 檢查並確認疫苗接種活動 14 日前後沒有其他疫苗接

種活動，並提醒接種者不要接種其他疫苗 
 建議科興疫苗需接種兩劑，應相隔 28 天接種 

 
3. 與接種隊就接種日討論安排的事項，包括: 

 接種活動的開始時間、流程、人手配合及場地佈置 
(附件二) 
- 安排一所燈光充足、空氣流通和環境清潔的場地

進行疫苗接種，並預備足夠及可分隔的地方讓接

種疫苗的人士(a) 等候；(b) 登記；(c) 接種疫苗；

(d) 接種疫苗後休息和接受觀察；及(e) 在有需要

時提供急救 
- 預備電腦及列印機的電源供應（電腦及列印機將

由接種隊預備）及物資，例如長檯、座椅、軟墊

及垃圾桶等 
- 商討特別情況下的後備方案，例如因惡劣天氣或

疾病爆發等原因停課下的安排 
 需要時為疫苗接種團隊提供暫存醫療廢物的支援(附

件三） 

                                                           
1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covid19vss_guidelinesforschooloutreach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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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種前最

少兩日 
4. 根 據 名 單 派 發 「接種日前的通告」（附件四）提醒

家長以下事項： 
 提醒學生於接種當日攜帶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和備有

相片的學生手冊或學生證，以識辨學生身份（例如：

幼稚園學生可戴上附有相片的名牌） 
 提醒學生接種前要進食早餐或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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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留意最近校內會否出現影響接種人數的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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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更正疫苗接種名單 
 

疫苗接種前大

約一至兩日 
6. 通知接種隊最新接種疫苗的名單 

 
7. 與配對醫生確認接種時間及安排 

 
疫苗接種日的安排 

接種活動開始

前 
8. 參考《衞生防護中心》「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的

健康指引」 (附件五) ，準備場地和流程  
 

9. 接種隊會負責安排運送疫苗，請學校職員協助安排安全及

陰涼的地方存放疫苗  

 

10. 如有同意接種的學生因個別情況，如：缺課、生病等而暫

不接種，請於接種活動開始前通知接種隊 

 

接種活動期間 11. 負責老師陪同學生到接種場地以協助識別學生和維持秩序  

(請只帶同意接種疫苗的學生到疫苗接種場地) 。 

12. 提醒學生攜帶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和備有相片的學生手冊或

學生證，以識辨學生身份（例如：幼稚園學生可戴上附有

相片的名牌） 
 

13. 將已簽署的 同意書 分派給學生交給接種隊，並安排學生

排隊輪候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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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需要時維持秩序及支援接種隊 

完成接種後 15. 接種後安排學生留在觀察區觀察 30分鐘 

16. 如果參加者接種疫苗後出現不良反應，立即通知醫護人員為他

們進行評估及提供治療 

 

17. 校方需保存已與疫苗接種活動當日接種新冠疫苗的名單，包括: 

已經接種的學生，家長及老師，並填妥由教育局發出的表格(即

2022 年 1 月 24 日發出的信件的附件二 ，及於接種活動完畢後

的 5 個工作天內交回所屬的教育局學校發展組/幼稚園及幼兒中

心聯合辦事處，以便教育局統計相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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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疫苗接種同意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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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疫苗接種同意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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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疫苗接種同意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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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疫苗接種同意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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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接種日的場地及流程安排範例 

  

登記處 

 如有同意接種的學生因個別情況

暫不接種，請於接種活動開始前

通知接種隊 

 老師在登記處拿取學生的冠狀病

毒病疫苗接種「同意書」 

觀察區  

 如學生於接種疫苗後 30 分鐘沒有

不適，便可離開疫苗接種場地 

接種區 

 如有需要，學校職員/ 工友/ 家

長義工協助扶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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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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暫存醫療廢物 

接種隊將盡量於接種當日處理醫療廢物。若未能於接種日當天收集醫療廢

物，醫療機構/私家醫生或衞生署將於最少兩星期前通知學校有關收集醫療廢物

的安排。學校必須提供可上鎖的貯存櫃，用以暫存利器收集箱（每個 26 x 25 x 17

釐米；圖例 1）。 

 

 

 

 

 

 

圖例 1：利器收集箱 

 

學校的醫療廢物將盡量於每一劑接種完成後約兩星期內收集。  

醫療機構名稱/ 

醫護人員名稱 

XXX 醫療中心/ 

XXX 醫生 

緊急聯絡電話 XXXX XXXX 

學校地址 XX 街 XX 號 

地點編碼 PC02/XX/XXXXXXXXXX 

封箱日期 日/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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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醫療廢物貯存櫃的要求 

 

 貯存櫃只可用作暫存醫療廢物和必須上鎖 

 貯存櫃必須放於有上蓋的地方，免受天氣的影響 

 醫療機構/私家醫生 或衞生署需要在櫃門外貼上提示標籤，並註明醫療

機構/ 私家醫生的名稱、緊急聯絡電話及地點編碼等資料（圖例 2） 

 視乎接種的學生及接種員人數，貯存空間需足夠存放大約 6 至 8 個利器

收集箱（每個 26 x 25 x 17 釐米） 

 

 

 

 

 

 

 

 

圖例 2：醫療廢物貯存櫃上的標籤及警告標示 

醫療機構名稱/ 

醫護人員名稱 

XXX 醫療中心/ 

XXX 醫生 

緊急聯絡電話 XXXX XXXX 

地點編號 PC02/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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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通告（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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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感染控制 

 

請參考衞生防護中心網頁的「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的健康指引」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advice_to_school_on_prevention_of_nid_chi.pdf 

 

(a) 學校可安排學生在學校接種疫苗（如適用）。 

(b) 應為學生分批安排接種疫苗。  

(c) 所有出席的學生和職員必須佩戴口罩及保持手衞生。 

(d) 在等候室、接種室、排隊期間、或任何活動期間，應保持適當（最少一米）距離。 

(e) 保持疫苗接種場地空氣流通。 

(f) 清潔和消毒場地。用 1 比 99 稀釋家用漂白水 （即把 1 份含 5.25% 次氯酸鈉的

家用漂白水與 99 份清水混和），待 15-30 分鐘後，再用清水清洗，然後抹乾。金

屬表面可用 70% 酒精清潔消毒。程序應分別於上午及下午各完成一節疫苗接種完

結後進行。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advice_to_school_on_prevention_of_nid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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