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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注射疫苗是有效預防流感的良方，故本校健康教育組擬安排「基督教聯合

那打素社康服務外展部」於十一月八日(星期一)早上到本校為學生注射德國生產

的葛蘭素史克藥廠四價注射式滅活流感疫苗，可預防 21-22 年度在北半球流行

的四種流感病毒。疫苗適用於一般兒童和成人，惟曾患格林-巴利氏綜合症及對

雞蛋、蛋白或流感疫苗成份敏感者不宜接受注射。接種流感疫苗須與注射新冠

疫苗最少相隔 14 天，預約注射新冠疫苗時必須留意。詳情請參看隨函附奉的

那打素「認識流感及預防流感疫苗」宣傳單張。 

  

疫苗每針收費為 145 元，有關費用將於十月中旬從智能卡戶口扣除。一旦

報名，外展部即代為訂購疫苗，故不設退款，敬請注意。 

     

    如果貴子弟不滿 12 歲，並擬參加衛生署疫苗資助計劃，請自行到參與資

助計劃的診所或健康中心接受注射，請在回函中請剔選「不擬參加」一項。 

    如跨境同學預計十一月八日仍未返港居住，亦請在回函中請剔選「不擬參

加」。 

 

倘報名參加的同學當天患病或因事缺席不能接受注射，則大約一星期後獲

發「流感疫苗補打券」，自行到其中一間「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中心」(大

埔、佐敦、觀塘、藍田、天水圍)接受注射，「補打券」可轉贈他人使用，使用

限期為 2022年 3月 31日。 

 

     無論  貴子弟是否參加，敬請   家長於九月十七日前回覆。 如果  貴

子弟參加，將獲發紙本「參加者家長同意書」(18 歲以下)或「參加者同意書」

(18 歲以上)，正確填寫及簽署後於稍後宣佈的指定日期前交給班主任。耑此奉

達，敬祈察照。 

    此致 

各位家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校長  黃信德 

二○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 覆  

敬覆者：接奉來函，領悉貴校籌辦之流感疫苗注射計劃。 

(請點選三個選項其中一項) 

 敝子弟不擬參加貴校的流感疫苗注射計劃 

 

 敝子弟於 11月 8日未滿 18歲，本人同意敝子弟參加貴校的流感疫苗注射計劃， 

並同意校方於十月中旬從智能卡戶口扣除 145元而不設退款。 

 

 敝子弟於 11月 8日已滿 18歲，願意參加貴校的流感疫苗注射計劃， 

  本人同意校方於十月中旬從智能卡戶口扣除 145元而不設退款。 

Ref: 2122-HEALTH-001 



UCN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為⼀所非牟利機構，宗旨是透過提供優質醫療服務，協助市⺠預防疾病及促進健康。本機構服務香港市⺠超過45年，服務質素及機構信譽均有保證。
 本機構於2021/22年度將為市⺠提供四價預防流感疫苗，為您的健康打造⼀個更堅固的防盾。
 本季度UCN所採用的流感疫苗資料，請參閱「UCN 2021/22 四價預防流感疫苗簡介」 單張。
 因應不同機構、組別和參加人數，我們訂定出最優惠的注射價格，貼心照顧各階層，以⿎勵更多市⺠接受流感疫苗注射。
 有興趣於本季度內接受預防流感疫苗的市⺠，除了可親臨本機構轄下的健康中心接受疫苗注射外，亦可預約我們的團體外展流感疫苗預防注射服務，由本機構的醫護人員親身到 貴處為您服務，歡迎致電查詢：2357-4008

流行性感冒(流感)流感是⼀種由不同類型的流感病毒所引致的上呼吸道感染。在香港，每年的1-3月及7-8月都是流感爆發的高峰期。透過飛沫傳播，流感很容易在社區內爆發。任何年齡人士都會患上流感，其中以兒童及中老年人士的感染率較高。患上流感的特徵是突發性發高燒、肌肉疼痛、咳嗽、喉嚨痛及流鼻水，大部分患者會在⼀⾄兩星期內痊癒。但對於幼童、⻑者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士來說，患上流感或可導致嚴重的後果。隨著香港繼續面對COVID-19大流行的挑戰，流感病毒與2019冠狀病毒亦可能於今年冬季流感季節同時傳播，接受流感疫苗注射可為你加強保護。

流感疫苗的安
全性、副作用國際認可的流感疫苗已獲研究證實是安全並有效的。接受流感疫苗後，有小部份人士可能會出現輕微發熱，流鼻水，肌肉疼痛或疲倦等徵狀，這些徵狀⼀般會在二至三天內減退。其他嚴重副作⽤⼀般甚為罕見。滅活式預防流感疫苗更可與其他疫苗同時注射，請向醫生查詢。

預防流感疫苗
的效用如果疫苗的抗原與流行的病毒吻合，流感疫苗對65歲以下人士提供的保護效用可達70%至90% ; 對65歲以上人士減少死亡率更達80%，及減低大約40-50%併發症發生率。由於流感病毒株經常發生變異，每年接受流感疫苗絕對可以有效防止染上流感的機會。

注射計劃將於2021年10月份展開
2021/22團體外展流感疫苗預防注射服務申請如有查詢或預約，請致電2357-4008與社區醫療外展部聯絡。www.ucn.org.hk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 © United Christian Nethersol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All rights reserved, July-2021

2021/22年度政府「流感疫苗資助」將於10月展開 (確定日期有待衛生署公佈)



2021/22年度四價流感疫苗可預防的四種流感病毒包括:
• 類甲型 A/維多利亞Victoria/2570/2019 (H1N1)pdm09病毒
• 類甲型 A/柬埔寨Cambodia/e0826360/2020 (H3N2) 病毒
• 類⼄型 B/華盛頓 Washington/02/2019 病毒
• 類⼄型 B/布吉 Phuket/3073/2013 病毒

流感疫苗的注射劑量
9 歲以下過往從未接種過流感疫苗的小童，應接種兩劑流感疫苗，而兩劑疫苗的接種時間至少相隔4個星期，之後每年只要接種⼀針
9 歲以上人士，不論曾經接種與否，每年只要接種⼀針

誰人適合接受流感疫苗?滿6個月以上人士已經可以接受流感疫苗，而疫苗尤其適合 :孕婦、6個月至未滿12歲兒童、50歲或以上人士、居於殘疾⼈⼠院舍的⻑期宿友、醫護人員、家禽業從業員、有⻑期健康問題⼈⼠/有慢性疾病人士、因經常患上流感而影響工作或學業的人士

疫苗有沒有副作用？接受預防流感疫苗是非常安全的。常見的注射後反應包括接種疫苗後6–12小時內，出現輕微發熱，流鼻水，肌肉疼痛或疲倦等短暫徵狀，這些徵狀⼀般會在注射後⼆⾄三天內減退。其他副作用如 :
• 格林-巴利氏綜合症-約100萬分之⼀或⼆的機會
• 腦膜炎或腦病變- 300萬分之⼀的機會
• 嚴重過敏反應 - 1,000萬分之九的機會

2021/22年度，UCN(社康)外展將⼀律採⽤
四價(注射式)滅活流感疫苗- Fluarix Tetra
葛蘭素史克藥廠(GSK) (德國生產)隨著COVID-19繼續流行，流感病毒與2019冠狀病毒亦可能於今年冬季同時傳播，接受流感疫苗注射可為你加強保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 © United Christian Nethersol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All rights reserved, Jul-2021

什麼人士不宜接受預防流感疫苗?6個月以下嬰兒、對流感疫苗成份有過敏反應的人士，不宜接受預防流感疫苗在注射當日身體嚴重不適或有發熱症狀的人士 (請延後注射時間) ;曾經患有格林-巴利氏綜合症(Guillian-Barre Syndrome) 的人士，請先向醫生咨詢。此外，接種COVID-19後，必須相隔14天，才可接種流感疫苗。
外展團體注射 :
我們除了供應優惠之四價流感疫苗注射外，
同時歡迎合資格群組使用
[疫苗資助計劃]免費接種流感疫苗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357-4008 或
電郵 vaccine@ucn.org.hk 與社區醫療外展部聯絡

2021/22年度政府「流感疫苗資助」將於10月展開 (確定日期有待衛生署公佈)



“好多阿媽都話，孕婦打流感針會影
響個胎喎!”

打流感針是不會影響胎兒健康，孕婦和餵
母乳的媽媽都十分適合打流感針。
媽媽打針後產生的抗體，可減低自己及胎
兒感染流感的機會，同時降低懷孕期間因
感染流感而出現嚴重併發症的風險。

“人體自身免疫力梗係好過疫苗嘅後天
免疫力多多聲啦!”

在大多數情况下，疫苗所誘生的免
疫力可以與天然免疫力一樣强大。

“年年打針會影響自身免疫機能，
又會產生抗藥性，個人重虛多d添!”

打流感針唔係要「攞你
命」。
流感針所產生的抗體，大
約只維持一個流感季節年
度，不會令人產生抗藥性，
更不會對你的免疫系统產
生傷害，但係愈早打就愈
早得到保護。

“聽聞流感針含有水銀同好多添加物，
打完實中毒，梗係唔打好過打啦!”

這點大家可以絕對放心，香港市
面上採用的流感針是完全不含水
銀 或鋁。添加物亦只係佔好少比
例，作用係增加抗體的產生。可
以咁講，你日常接觸到的食物d添
加物加加埋埋，肯定多過你打一
枝流感針。

“我唔怕感染流感病毒會好辛苦，
但係我唔想痛多d喎!”

的確，你可能只會錯過數日的
工作或娛樂，但是你極大可能
已將病毒傳播给身邊抵抗力較
差的人，如家里的老人和小孩。
接種流感疫苗其實是對他們健
康的一份關心。

所有疫苗製造並非「靠估」，
而是經過科學實證。世界衞生
組織每年透過分析及研究上年
流感病毒的流行病學等，建議
新一年度北半球地區流感疫苗
組合。
製造商根據建議生產疫苗。當
疫苗的抗原與流行的病毒吻合，
保護效用可達 70% 至 90% 呢!

“啲藥廠每年都係「估估吓」嚟
造流感疫苗,又預防唔到 COVID-19,
根本就唔掂?”

就如開車有沒有配戴安全带一樣。
即使你從未發生車禍，但是你仍需
要戴安全带。接種流感疫苗都係同
樣道理。
而且健康人士亦好容易會感染流感，
就算病徵輕微，流感病毒可透過咳
嗽、打噴嚏或說話時產生的飛沫傳
播，感染你身邊的人。
護己及人，請盡早打流感針啦

“成日聽人講打完針仲衰過唔打，打完
流感針後反而即刻惹到流感?”

由於注射入體內的疫苗不是活躍病毒，
因此不會導致接種者感染流感病毒。常
見的注射後反應包括或出現輕微發熱、
流鼻水、肌肉疼痛或疲倦等短暫徵狀，
一般十分輕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pyright ©  United Christian Nethersol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All rights reserved, Jul-2020

流行性感冒疫苗

掃描QR CODE 即可連接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區服務網站

www.ucn.org.hk 獲取更多資訊

常見誤解
大拆解

而且跟據專家指出，
同時感染 Covid 19 和
流感病毒，死亡率可提
高到五倍!
及早預防流行性感冒，
刻不容緩

“我一向健健康康，咁後生，
唔駛打針啦?”

“打咗COVID19疫苗，仲打唔打得
流感針?”

其實兩者絕對無衝突!
打完COVID-19只要相隔14日就
可以打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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