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診所.香港TM FamilyClinic.HKTM
http://FamilyClinic.HK
歡迎查詢: 2641 6366 , 2641 6386 (Tel+Fax)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疫苗資助計劃
2019 -2020「非診所場地疫苗接種服務」
宗旨:
每年流感季節都有數百宗嚴重個案，死亡率高約六成多，惟疫苗接種率一直偏
低。有見及此，「家庭診所.香港」響應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疫苗資助計劃，提
供2019-2020「非診所場地疫苗接種服務」。
服務範圍:
接受屋苑、學校、教會、私人團體、區議員辦事處邀請「家庭診所.香港」籌辦
外展於「非診所場地」提供疫苗接種服務。
時間地點:
主辦單位可安排任何(星期六 3:00pm下午 - 晚上)及(星期日 全日)籌辦外展到指
定的地方 (不限地區，任何私人地方、會所、學校禮堂、教會禮堂、社區會堂...
等等 ) 注射疫苗。(每3小時計最多可以為 270位人士服務)
服務對象:
包括「疫苗資助計劃」的受惠人士 ， 亦包括非受惠人士 (價錢有所不同)
「疫苗資助計劃」的受惠人包括:
1. 6個月至未滿 12歲兒童 ( 包括12歲以上仍然就讀小學的學生) (流感疫苗)
2. 50歲或以上人士 (流感疫苗)
3. 65歲或以上人士 (流感疫苗) 及 (13 或 23價肺炎鏈球菌針)
4. 孕婦 (流感疫苗)
5. 領取傷殘津貼人士 / 殘疾 /智障 / 弱智人士 (流感疫苗)

為何要選擇「家庭診所.香港」為您服務?
因為「家庭診所.香港」均會按照政府疫苗資助計劃「外展疫苗注射活動」的要
求而進行:
1. 醫護人員已登記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疫苗資助計劃 2019 -2020「非診所場
地疫苗接種服務」提供者 (VSS Outreach Vaccination Provider)，所有活動
合法。亦包括填妥在「非診所內推行計劃申報表」，並於活動舉行至少2
星期前交回衞生署 (衞生署可能會派員到場觀察，並於活動後抽樣聯絡參
加者或其家長/監護人核實接種疫苗人士資料)。
2. 提供安全和優質的疫苗接種服務，有 (VSS) 註冊醫生駐場履行職務，全
場在醫生指導下進行疫苗注射活動，可以及時處理有可能因身體狀況而
不適合注射疫苗，或者對疫苗所產生之敏感反應，亦有急救藥物及備有
急救設備可以應用，以保障受眾安全。
3. 醫生親自指導已受訓的人員提供疫苗接種。
4. 提供足夠之疫苗，(亦安排於四星期後，提供第二劑疫苗接種予從未接種
季節性流感疫苗的9歲以下受資助計劃之兒童)。
5. 把疫苗貯藏於「醫療疫苗專用雪櫃」Purpose Build Vaccine Fridge 。
6. 於運送的過程保持「冷凍鏈」，把疫苗直接送抵注射之地方，並確保妥
善存放於設定「恆溫範圍2-8°C運輸冰箱」之內備用。
7. 並確保妥善存放及處置過程所產生的醫療廢物 (例如針、染血的棉球
等)。
8. 確保所有人員遵守感染管理指引。
主辦單位要負責的項目: (不用支付任何費用給予「家庭診所.香港」)
1. 提供 場地 和外展活動之 時間
2. 展開宣傳和邀請適合人士參與該活動 (提醒參與人士帶同身份證及所需之
費用)

2019-2020「四價流感疫苗」(針劑) ( 6個月以上至成年人士均適合使用)
四價流感疫苗，每劑疫苗服務收費如下 : (括號內: 非受惠人士)
受惠人士
(非受惠人士)

(針劑)
四價流感疫苗

6個月至
未滿12歲兒童
受惠人士

受惠人士
只付$40

(12-49歲人士)
(非受惠人士)

(非受惠人士)
($280)

現時年滿

50-64歲人士
受惠人士

65歲或以上人士
受惠人士

受惠人士
只付$40

受惠人士
只付$40

(亦提供安排第
二劑疫苗接種予
從未接種季節性
流感疫苗的9歲
以下兒童)

13 或 23價肺炎鏈球菌針
13 或 23價肺炎鏈球菌針，每劑疫苗服務收費如下 : (括號內: 非受惠人士)
受惠人士
(非受惠人士)

6個月至
未滿12歲兒童
受惠人士

(12-49歲人士)
(非受惠人士)

50-64歲人士
受惠人士

現時年滿
65歲或以上人士
受惠人士

13價肺炎鏈
球菌針

受惠人士
(非受惠人士) (非受惠人士) (非受惠人士)
只付$80
($950)
($950)
($950)
**只限於有高
只需接受一針 縱使沒有高風險 縱使沒有高風險 縱使沒有高風險 風險的受惠人
，接著一年後 的人士，也應該 的人士，也應該 的人士，也應該
士**
考慮接種
考慮接種
考慮接種
接種一劑 23
價疫苗
(沒有高風險
的人士= 非受
惠人士)
($950)
23價肺炎鏈
球菌針

(非受惠人士)
($280)

(非受惠人士)
($280)

(非受惠人士)
($280)

受惠人士
只付$40

只需接受一針 縱使沒有高風險 縱使沒有高風險 縱使沒有高風險 縱使沒有高風險
的人士，也應該 的人士，也應該
考慮接種
考慮接種

的人士，也應該
考慮接種

的人士，也可接
種

(高風險的人士)
● 高血壓而且有併發症的人士、肺病、肝病或腎病；
● 糖尿病或肥胖（體重指數 30 或以上）；
● 免疫力弱（因情況如無脾臟、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感染 / 愛滋病或癌症 / 類固醇
治療引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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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長期接受阿士匹靈治療的兒童和青少年 (6 個月至 18 歲)。
● 曾患侵入性肺炎球菌病、腦脊液滲漏或裝有人工耳蝸；
65歲或以上人士

未曾接種過肺炎球菌疫苗

已經接種二十三價疫苗

沒有高風險情況

資助接種一劑 23價疫苗

不用再接種

有高風險情況

資助接種一劑 13價疫苗，接著一
年後接種一劑 23價疫苗

接著一年後接種一劑 23價疫苗

請貴機構選擇用

PLAN A 或者
PLAN B
然後把填好的表格

傳真26416386
或 E-mail到 

HKDR.Ltd@gmail.com

Plan A: (有明確參與人數，人數不少於50人)
(主辦單位不用支付任何費用給予「家庭診所.香港」) 稍後會有專人聯絡貴主辦單位
(Please Fax to : 26416386) or Email to : HKDR.Ltd@gmail.com

(i) 主辦機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主辦單位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先生/ 女士
Fax (如有): _______________

電話/ Whatsapp: 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預計參加者總人數 _________ (人) (每3小時計最多可以為 270位人士服務)

主辦單位請提醒參與人士於活動當日帶同身份證正本及所需之費用出席活動
流感疫苗(針劑)

預計接種之人數 :

(人)

(如需要第二針之預計接種之人數):
6 個月至 9 歲以下而從未接種過流感疫苗的兒童，需於相隔最
少四星期後接種第二針流感疫苗。 (如有此類人士參與)

(人)

預計接種13價肺炎鏈球菌針之人數:

(人)

預計接種23價肺炎鏈球菌針之人數:

(人)

(iv) 場地: 預備分隔板分隔出 (1)「等候及登記區」(2)「接種疫苗區」 (3)「接種疫苗後區」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 預計接種日期: ____________(DD/MM/YYYY) 和 ______AM / PM 至 ____AM / PM (共3小時)

(Company Chop with Signature)



Date: ____________

Plan B: (沒有明確參與人數，先到先得，人數不少於50人)
(主辦單位不用支付任何費用給予「家庭診所.香港」) 稍後會有專人聯絡貴主辦單位
(Please Fax to : 26416386) or Email to : HKDR.Ltd@gmail.com

(i) 主辦機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主辦單位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先生/ 女士
Fax (如有): _______________

電話/ Whatsapp: 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家庭診所.香港」預備以下定量的藥物 ( 3小時疫苗接種服務活動 ):

主辦單位請提醒參與人士於活動當日帶同身份證正本及所需之費用出席活動
# 流感疫苗(針劑)

定量 (先到先得) 300 針

預計接種13價肺炎鏈球菌針之人數:

定量 (先到先得) 10 針 (可增減)

預計接種23價肺炎鏈球菌針之人數:

定量 (先到先得) 10 針 (可增減)

# 6 個月至 9 歲以下而從未接種過流感疫苗的兒童，需於相隔最少四星期後接種第二劑流感
疫苗。 (如有此類人士參與的話，會另行安排接種第二劑的時間和日期)
(iv) 場地: 預備分隔板分隔出 (1)「等候及登記區」(2)「接種疫苗區」 (3)「接種疫苗後區」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 預計接種日期: ____________(DD/MM/YYYY) 和 ______AM / PM 至 ____AM / PM (共3小時)

(Company Chop with Signature)



Date: 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