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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爾來福」

 「克爾來福」適用於預防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感染所致的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
「克爾來福」適用於3歲及以上人群的預防接種@。
在政府疫苗接種計劃下，此疫苗產品現時是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 (使用疫苗) 規例》
(第599K章) 為指明目的獲認可使用，而非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第138章) 在香港註冊使用。
@  有關以「克爾來福」疫苗為3歲以下兒童接種，
 請參考「6個月大至3歲以下幼童接種克爾來福疫苗的補充資料」

我（及陪同人士）已經閱讀及明白以上第一項的資料

 1  甚麼是「克爾來福」及其用途

 2  在使用「克爾來福」前，需要瞭解甚麼事項1  

以下為不應給予「克爾來福」的情況

我有
以下情況:

(註 : 常見的慢性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壓和冠心病等。慢性病人感染
新冠病毒後的重症和死亡風險較高。如健康狀況穩定，藥物控制良好的
慢性病人應接種新冠疫苗以作保護。如你不確定控制情況 / 最近病情出現
變化 / 需要調較藥物 / 需要轉介等，請先與你的家庭醫生或主診醫生
商討何時適合接種。)

如有以下情況，請在適當的    加   ，
並告訴在場的醫護人員。

注意事項
‧ 目前暫未獲得本疫苗的保護持久性數據，接種後仍需根據疫情防控需要採取
 必要的防護措施。
‧ 患有急性疾病、慢性疾病的急性發作期、嚴重慢性疾病、過敏體質和發熱者需慎用； 
 必要時經醫生評估後延遲接種。
‧ 糖尿病患者或有驚厥、腦癇 (前稱癲癇)、腦病或精神疾病史；或有這些病症的
 家族史者需慎用。

‧ 對「克爾來福」或其他滅活疫苗；或「克爾來福」疫苗中的
 任何成分 (活性*或非活性成分*，或生產工序中使用的
 任何物質) 有過敏史。

‧ 過往發生過疫苗嚴重過敏反應 (如急性過敏反應、
 血管神經性水腫、呼吸困難等)。

‧ 患有嚴重神經系統疾病 (如橫貫性脊髓炎、
 格林巴利綜合症、脫髓鞘疾病等)。

‧ 未控制的嚴重慢性病患。

*包括：滅活的新型冠狀病毒 (CZ02株)、氫氧化鋁佐劑、磷酸氫二鈉、 磷酸二氫鈉、氯化鈉及注射用水。
1 根據藥廠提供資料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Coronavac_less_than_3_years_old_supplementary_sheet_CHI.pdf


育齡期婦女
在臨床試驗中接種「克爾來福」後意外妊娠的婦女中收集到的數據非常有限，
尚不足以判斷接種本疫苗後可能導致發生異常妊娠情況的風險。

懷孕期或哺乳期女性
目前尚未獲得孕婦及哺乳期婦女使用「克爾來福」的臨床試驗數據。

兒童和青少年
第一及第二期臨床研究資料顯示，「克爾來福」疫苗於 3 至 17 歲兒童及青少年能產生 
免疫力、安全及耐受性良好。此外，現時仍持續進行的第三期臨床研究顯示「克爾來福」 
疫苗於這年齡組別的耐受性良好。現時中國內地已為 3 至 17 歲兒童及青少年接種超過 
二億劑「克爾來福」疫苗。根據大規模接種計劃的已知數據顯示，「克爾來福」疫苗
沒有重大安全問題。

60歲及以上人群
對60歲及以上人群而言，接種「克爾來福」的效益一般而言高於不接種任何疫苗的
風險。第 I 及 II 期的數據顯示，疫苗對60歲及以上人群是安全的，亦能有效誘發
免疫反應及產生抗體。

其他藥物和「克爾來福」
‧ 與其他疫苗同時接種：「克爾來福」尚未進行同期 (先、後或同時) 接種其他疫苗對
 本疫苗免疫效果影響的臨床研究。
‧ 與其他藥物同時使用：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藥物，如免疫抑制劑、化療藥物、
 抗代謝藥物、烷化劑、細胞毒素類藥物、皮質類固醇類藥物等，可能會降低人體對
   「克爾來福」的免疫反應。
‧ 正在接受治療的患者：對於正在使用藥物的人群，為避免可能的藥物間相互作用，
 接種「克爾來福」前建議諮詢醫生意見。

‧ 患有血小板減少症或出血性疾病者，肌肉注射本疫苗可能會引起出血，需慎用。
‧ 尚未獲得本疫苗對免疫功能受損者(例如惡性腫瘤、腎病綜合症、愛滋病患者)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數據，此類人士接種本疫苗應基於個人考慮。
‧ 注射免疫球蛋白者應至少相隔1個月以上方可接種本疫苗，以免影響免疫效果。
‧ 接種本疫苗後出現任何神經系統異常反應者，禁止再次使用。
‧ 與其他疫苗一樣，無法確保本疫苗對所有接種者均產生保護作用。
‧ 接種疫苗後，觀察十五分鐘。

 3  如何給予「克爾來福」1

接種途徑為於上臂三角肌區域進行肌肉注射。
就聯合科學委員會聯同專家顧問團有關疫苗接種間隔及劑數的建議，
請參閱補充接種須知「我應接種多少劑新冠疫苗？」。
2019冠狀病毒病的康復者請參閱「曾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人士接種新冠疫苗須知」。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Poster_recommend_third_dose.pdf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factsheet_priorCOVID19infection_CHI.pdf


‧接種部位：疼痛
‧頭痛
‧疲乏

‧接種部位：
 腫脹、痕癢、紅斑、硬結
‧肌肉痛
‧噁心
‧腹瀉
‧關節痛
‧咳嗽

‧發冷
‧痕癢
‧食慾減退
‧流鼻水
‧口咽痛
‧鼻塞
‧腹痛

‧注射部位發熱
‧嘔吐
‧過敏反應
 (包括急性過敏反應)
‧皮膚、黏膜異常
‧發燒
‧震顫
‧潮紅

‧水腫
‧頭暈
‧嗜睡
‧不適
‧打噴嚏
‧吞嚥痛

‧ 接種部位：
 出現皮疹/丘疹
‧肌肉痙攣
‧ 眼瞼水腫
‧ 眶周腫脹
‧ 流鼻血
‧ 腹脹
‧ 便秘
‧嗅覺減退/ 嗅覺喪失
‧眼充血
‧潮熱

‧貝爾面癱#

 #於香港在獲授權後觀察所得

‧打嗝
‧結膜充血
‧喉部刺激
‧多汗症
‧皮膚發暖
‧肢體疼痛
‧背痛
‧肌肉病變
‧潰瘍性結腸炎
‧盲腸炎
‧腦癇

副作用

10%

0.01%

1% -10%

0.1% -1%

0.01% - 0.1%

十分常見

常見

偶見

罕見

十分罕見

嚴重

可能影響患者比例

在十八歲或以上人士可能出現的副作用

 4  可能出現的副作用1

‧在臨床試驗中，識別出八種嚴重異常反應，包括肌肉病變、
 潰瘍性結腸炎、過敏反應 、蕁麻疹、發燒、盲腸炎、腦癇及皮疹



‧接種部位疼痛

‧注射部位硬結、腫脹
‧皮膚和黏膜異常
‧噁心
‧咳嗽
‧流鼻水

‧發熱
‧食慾減退
‧頭痛
‧疲乏
‧喉嚨痛

‧注射部位痕癢、紅斑
‧腹瀉
‧肌肉痛
‧咽部紅斑
‧腹痛
‧腹脹
‧淋巴結炎
‧眼皮炎

‧過敏反應
‧嘔吐
‧咽喉痛
‧上呼吸道感染
‧上腹痛
‧頭暈
‧胸口不適

‧截至2021年11月，尚未發現經研究者判斷與
 接種本疫苗有關的嚴重異常事件。

副作用

10%

1% -10%

0.1% -1%

十分常見

常見

偶見

嚴重

可能影響患者比例

在三至十七歲兒童或青少年可能出現的副作用

衞生署設有對藥物的異常反應的呈報系統，收集接種疫苗後出現
異常事件的報告，目的是監察新冠疫苗的安全。若你在接種疫苗後，
出現懷疑的異常事件，在徵詢醫護人員 (例如：醫生、牙醫、藥劑師、
護士及中醫師) 意見時，若他們認為可能與接種疫苗有關，
可提醒醫護人員向衞生署呈報接種新冠疫苗後的異常事件。

為持續監測與接種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有關的安全及臨床事件，衞生署及與政府
合作的相關機構（包括香港大學）有機會查閱及使用你在接種疫苗時所收集的
個人資料及由醫院管理局、私營醫療機構及醫護人員持有的臨床資料，
惟有關資料必須為此目的而查閱及使用。

 5  接種疫苗後的異常事件報告

在上市後安全性監測/境內或境外的上市後監測中觀察到/ 自發報告的不良反應，這些不良反應無法準確地
估計其發生頻率或確定其與本品接種之間的因果關系。 包括：聲帶息肉，帶狀皰疹，心悸，心臟顫動，
鼻炎，眩暈，耳鳴，感覺減退，暈厥，格林巴利綜合征，貝爾氏麻痹，大腦梗死，肌無力，咽部紅斑，
呼吸困難，過敏性休克，過敏性皮炎，斑丘疹，血管性水腫，過敏性紫癜，胸部不適，胸痛，胃腸疾病，
蒼白，血小板減少性紫癜，血壓升高，發聲困難，急性應激障礙，難受，心動過速。



 給醫護人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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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關疫苗及副作用資訊，請瀏覽網站

www.covidvaccine.gov.hk

繁體中文版 簡體中文版

我已閱讀及明白此疫苗接種須知內的所有內容及個人資料收集
目的聲明，並同意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下向本人/本人的子女/
本人的受監護人*注射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及衞生署及與政府合作的相關機構
（包括香港大學）查閱及使用(i）本人/本人的子女/本人的受監護人*的個人
資料及(ii）由醫院管理局、相關私營醫療機構及醫護人員持有屬於本人/本人
的子女/本人的受監護人*的臨床資料，以便衞生署持續監測與接種2019冠狀
病毒病疫苗有關的安全及臨床事件，惟有關資料必須為此目的而查閱及使用。

*請刪去不適用者 

如果疫苗接種者在接種疫苗後出現嚴重的異常事件，

請把接種者轉介到醫院。

請進行醫學評估，若你認為和疫苗相關的接種疫苗後異常事件是
醫學上需關注，請通過以下網站向衞生署藥物辦公室作網上呈報

https://www.drugoffice.gov.hk/eps/do/en/healthcare_providers/adr_reporting/index.html

� 若在接種24小時後注射部位的發紅或觸痛增加，或若你的副作用使你擔心，

又或副作用似乎不會在幾天內消失，請聯絡你的醫生。

在你就醫時，請確保將接種疫苗的詳情告知醫護人員，並向
他們出示你的接種疫苗記錄卡(如有)。他們會進行適當的評估，
如有需要，會向衞生署呈報任何判斷為在醫學上需關注的接種
疫苗後異常事件，讓衞生署採取進一步行動和評估。

請你允許醫護人員報告接種疫苗後異常事件時，在你同意下將異常事件個案和
個人及臨床資料轉交衞生署以持續監察接種新冠疫苗的安全及臨床事件。 



(6) 有個別需要人士經考慮個人風險及益處，並在知情同意下，該間距可縮短至不少於三星期。
 This dosing interval could be shortened to a minimum of three weeks for those with personal needs under informed 

consent after consideration of individual risk and bene�t.

(8) 年滿六個月的市民若從未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可免費接種首三劑新冠疫苗。
 Citizens aged 6 months or above can receive the �rst three doses of COVID-19 vaccine free of charge if they have 
 never been infected with COVID-19.

(3) 市民在可能的情況下應盡量以同一款疫苗完成首兩劑接種。如因首劑出現嚴重副作用而需要接種另一款
 疫苗的人士，請向你的主診醫生或家庭醫生取得相關醫生證明信 (當中包括建議改為接種另一款疫苗的
 醫學原因)，到疫苗接種地點。醫護人員會考慮個別情況，安排接種。 接種首兩劑疫苗後，可以選擇接種
 同款或另一款額外劑數新冠疫苗以加強保護。
 Citizens are advised to complete the �rst two doses with the same product when possible. For those who developed 
 severe side e�ects after the initial dose and would need to receive another brand for second dose, please obtain relevant 

doctor's certi�cation letter (including the reasons to receive another brand for second dose) from your attending doctor or 
family doctor and attend the vaccination venue.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will arrange the vaccination based on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rst two doses,  you may choose to receive the same type or another type of 

 additional dose(s) of COVID-19 vaccines to enhance the protection.

(2) 兒童及青少年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有關兒童及青少年的詳細接種安排，包括有關陪同人士要求、接種同意書要求
及常見問題，請參考「新冠疫苗接種常見問題之兒童及青少年篇」：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FAQ_children_adolescents_CHI.pdf 

 For details of the vaccination arrangement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cluding 
the accompany requirements and consent form requirements, please refer to 
the ‘FAQs on COVID-19 Vaccination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t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FAQ_children_adolescents_ENG.pdf

備註 Remarks :

2023 年額外加強劑  Additional Booster in 20232023 年額外加強劑  Additional Booster in 2023

(1) 2019冠狀病毒病康復者 COVID-19 Recovered Persons

 康復人士會較從未感染人士少接種一劑疫苗。康復是指首次有文件紀錄的陽性結果後 14 天。
 康復人士應按下一劑的間隔接種餘下的劑次。疫苗紀錄會紀錄實際接種的疫苗劑數。
 舉例來說，55 歲的成人如在接種第一劑後受感染，應在康復後 90 天接種下一劑 
 (相當於第三劑，但在疫苗紀錄上會紀錄為第二劑) 的疫苗。

 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康復者的詳細接種安排，
 請參考「曾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人士接種新冠疫苗須知」：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factsheet_priorCOVID19infection_CHI.pdf

 Recovered persons should take one dose less than uninfected persons. Recovery is de�ned as 14 days after the 
 date of �rst positive test. The recovered persons should receive the remaining doses according to the interval for 
 the next dose. The actual number of doses given would be marked as the dose sequence in the vaccination record.  

For example, a 55-year-old man with history of infection after receiving the �rst dose can get the next dose 
(equivalent to 3rd dose but marked as 2nd dose of vaccination record) 90 days upon recovery.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Factsheet on COVID-19 Vaccination For Persons with Prior COVID-19 Infection’ at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factsheet_priorCOVID19infection_ENG.pdf

我應接種多少劑新冠疫苗？
How many doses of COVID-19 vaccine are recommended for me? 

網址 website : www.covidvaccine.gov.hk

請留意政府最新有關疫苗接種安排的公告。
Please refer to the latest announcement by the Government for the vaccination implementation arrangement.

生效日期 E�ective Date： 

2023年4月20日
20 April 2023

(5) 以下市民如只完成首三劑疫苗，建議他們在第三劑後 90 日免費接種下一劑疫苗：
   ‧  50 歲或以上從未感染的人士；或
  ‧  6 個月大或以上從未感染的免疫力弱的人士
 The following citizens if only completed three doses, they are recommended to receive 
 the next dose 90 days after 3rd dose free of charge:
   • Uninfected individuals aged 50 or above ; or 
   • Uninfected persons aged 6 months or above and 
    with immunocompromising conditions 

(7) 有長期病患人士包括︰
Persons with underlying comorbidities:

1. 長期心血管疾病 (患有高血壓但無引發併發症的人除外)、肺病
Chronic cardiovascular (except hypertension without complications), lung diseases

2. 新陳代謝疾病或腎病、肥胖 (體重指數 30 或以上)
Metabolic or kidney diseases, obesity (Body Mass Index 30 or above)

3. 患有長期神經系統疾病，以致危及呼吸功能，或難於處理呼吸道分泌物，或因此病
 增加異物吸入肺內風險的人士，或欠缺自我照顧能力的人士

Chronic neurological conditions that can compromise respiratory functions or the handling of respiratory 
secretions, or increase the risk of aspiration, or those who lack the ability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4. 長期服用亞士匹林的的兒童和青少年 (6 個月至 18 歲)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6 months to 18 years) on long-term aspirin therapy

(4) 免疫力弱人士包括︰
Immunocompromised persons include:

1. 現正接受或過去12 個月內曾接受腫瘤或血癌免疫抑制治療
Cancer or hematological malignancy on active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now or in the past 12 months

2. 曾接受器官移植或幹細胞移植並正接受免疫抑制治療
Recipients of solid organ transplant or stem cell transplant on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3. 重度原發性免疫缺陷症或正長期接受透析治療
Severe primary immunode�ciency or on chronic dialysis

4. 晚期或未接受治療的愛滋病病毒感染
Advanced or untreated HIV disease

5. 正接受免疫抑制藥物或過去 6 個月內曾接受過免疫抑制性化療或放射治療
On active immunosuppressive drugs, or immunosuppressive chemotherapy / radiotherapy 
in past 6 months

優先組別以外市民
Citizens not belonging to priority groups

以下組別的市民，如已完成初始劑次，專家認為他們 2023年
可按個人意願選擇於接種上一劑疫苗或感染2019冠狀
病毒病 (以較後者為準) 至少 180 日後接種額外的加強劑。
他們需要自費到私營市場接種。
An additional booster in 2023 may be considered at least 180 days 
after the last dose/infection (whichever is later) for the following 
groups of citizens based on personal choice as recommended by 
experts if they have completed the initial doses.  They will need to 
get the vaccine in the private market at their own expense.

‧ 有長期病患的 6 個月大至 17 歲兒童及青少年(7)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6 months to 
 17 years with comorbidities (7)

‧ 18 至 49 歲的健康成人
 Healthy adults aged 18 to 49 years

最新資訊請參閱網上版本  Please refer to online version for most update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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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以下優先組別的市民，如已完成初始劑次，
不論過往已接種多少劑疫苗，於接種上一劑疫苗或
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 (以較後者為準) 至少180日後，
可在 2023 年內免費接種額外的加強劑：

Citizens belonging to the following priority groups, 
if they have completed the initial doses, they can receive 
an additional vaccine booster at least 180 days after 
their last dose or COVID-19 infection (whichever is later) 
free of charge in 2023,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vaccine doses they received in the past:

2 18 至 49 歲有長期病患的成年人(7)

Persons aged 18 to 49 years with 
underlying comorbidities(7)

孕婦
Pregnant women 

醫護人員
Healthcare workers

如選擇克爾來福（科興）疫苗 
For CoronaVac (Sinovac) vaccine

如選擇復必泰（BioNTech）疫苗 
For Comirnaty (BioNTech) vaccine

56日/days(6)

56日/days(6)

28日/days(6)

28日/days(6)

56日/days(6)

90日/days

150日/days

90日/days

28日/days

90日/days

組別 Group

6 個月 - 4 歲
6 months - 4 years old

18 -  49 歲 / years old

5 - 17 歲 / years old

第一劑至第二劑
(1st to 2nd dose) :

第二劑至第三劑
(2nd to 3rd dose) :

28日/days 90日/days

28日/days 28日/days

第一劑至第二劑
(1st to 2nd dose) :

第二劑至第三劑
(2nd to 3rd dose) :

免疫力弱
Immunocompromised

(4)(5)
(5)(4)

50歲或以上
50 years or above

(5)
(5)

初始劑次
Initial doses

(1)(8)
(1)(8)

1

3

4

5

年屆 50 歲或以上包括居於院舍的長者(5)

Individuals aged 50 or above (including elderly 
living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5)

6 個月大或以上免疫力弱的人士(4)(5)

Persons aged 6 months or above and 
with immunocompromising conditions(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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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com/CentreforHealthProtection

衞生防護中心Facebook專頁

www.coronavirus.gov.hk

更多防疫資訊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fighting the virus: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Facebook Fanpage

Health Education Infoline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衞生署健康教育專線2833 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