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誰該接種流感疫苗和為什麽

Helping to protect people, 
every winter

Flu      mmunisation

流感 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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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面向兒童和孕婦的資訊



本手冊解釋了您如何
可以在這個冬天保護
自己及孩子預防流感
的方法，也解釋了流感
高危人群每年免費接
種流感疫苗的重要性。

何謂流行性感冒（流感）？
它不就是重感冒嗎？ 

流感每年都會爆發，通常在冬
季，這就是為什麼有時被稱為
季節性流感。它是一種傳染性
很強、病徵很快就會出現的疾
病。 

感冒來得沒那麽嚴重，並且通
常會伴著鼻塞或流鼻涕和喉嚨
痛而逐漸開始。一場大流感可
能比重感冒來得更嚴重。
流感最常見的病徵是發燒、發
冷、頭痛、關節和肌肉疼痛，
以及極度疲倦。健康的人士通
常會在兩至七日內康復，但對
於某些人來說，這種疾病會導
致入院留醫，永久殘疾，甚至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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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導致流感？
流感是由可感染氣管和肺部的流感病毒引起的。而且，由於流
感是由病毒而不是細菌引起的，抗生素對其不起作用。但是，
如果因流感引起并發症，則可能需要用抗生素。

您如何感染上流感？ 

當感染者咳嗽或打噴嚏時，他們將帶病毒的飛
沫傳播到空氣中。然後這些飛沫會被其他人吸
入，或者他們會通過接觸飛沫污染的表面感染
上流感。 

您可以在咳嗽或打噴嚏時遮好口鼻來防止病毒傳
播，並應該勤洗手或用免洗消毒洗手液來降低感染病
毒的風險。 

但是，避免感染和傳播流感的最佳方法是在流感季節開始之
前接種流感疫苗。

我們如何預防流感？
流感是不可預測的。流感疫苗可針對可導致嚴重疾病的病毒
提供最佳防護。在流感季節之前確定最可能引起流感的病毒，
然後使疫苗株盡可能地匹配流行病毒株。 

理想情況下，應在流感開始蔓延之前，在秋季接種疫苗。在過
去十年，疫苗株通常與流行病毒株匹配良好。

流感有什麼危害？
人們有時認為感冒等同於流感，但流感通常比感冒來得更嚴
重，您可能需要臥病在床幾日。有些人更容易受到流感的影
響。對他們來說，它可能會增加患上支氣管炎和肺炎等更嚴重
疾病的風險，或者可能使現有病情惡化。最壞情況下，流感可
以導致入院留醫，甚至死亡。

流感疫苗
有助防止
主要類型的
流感病毒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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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因流感的影響而風險增大？
流感可以影響任何人，但如果您長期患病，即使病情被良好控
制而且平時您都覺得沒事，流感的影響可能會使病情惡化。如
果您有以下情況，則應免費接種流感疫苗：
•  懷孕
或長期患病，例如：
•  心臟病
•   胸部不適或呼吸困難，包括支氣管炎、肺氣腫或嚴重哮喘
•  腎病
•   因疾病或治療（例如類固醇藥物或癌症治療）而免疫力低下
•  肝病
•   有過中風或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
•  糖尿病
•   神經系統疾病，例如多發性硬化症（MS）、 腦癱
•  學習障礙
•   脾臟出現問題，例如鐮刀型紅血球疾病，或脾臟已被切除
•   體重過重（BMI為40及以上）

為冠狀病毒（COVID-19）製作的NHS屏蔽保護患者名單（NHS 
Shielded Patient List）上的人均有資格免費接種流感疫苗，而且
今年接種疫苗真的很重要。
上面列出的健康問題不具決定性。始終取決於臨床判斷的最終
結果。您的全科醫生（GP）可以評估，考慮流感可能會讓您患上
潛在疾病的風險，以及流感本身引發的重病的風險。

我們希望減少易感染冠狀病毒的人群感染上流
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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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應考慮接種流感疫苗？
有健康問題（列於第4頁）的所有人士，或是：
•  65或以上的人士
•  居於安老院舍或養老院的人士
•   長者或殘疾人士的主要看護
•   與NHS屏蔽保護患者名單上的人同住的人士
•   前線衛生人員或社會護理人員
•   孕婦（見下一部分）
•   特定年齡的兒童（見第7-8頁） 

今年，在秋末將為更多人免費接種流感疫苗。欲瞭解誰是接種
對象，請查閲nhs.uk/fluvaccine。

爲何今年要給與NHS屏蔽保護患者名單上的人同住的
人士接種流感疫苗？
我們想讓最容易感染冠狀病毒（COVID-19）的人在這個冬天
一直身體健康，我們不希望他們感染流感。為減少有潛在疾病
的人從家庭成員那裡感染流感的機會，我們將給他們接種流
感疫苗。如果您的孩子與NHS屏蔽保護患者名單上的人一起生
活，或者您希望孩子在冬天的大部分時間和他們同住，這樣就
不可避免會有近距離接觸，則您應該要求為他們免費接種流感
疫苗。 

通過接種流感疫苗，受屏蔽保護患者的家人可以減少他們感染
流感的機會，也減少將流感傳染給家裡易受感染的人。 

流感疫苗會保護我預防冠狀病毒（COVID-19）嗎？
流感疫苗不會保護您預防冠狀病毒。但疫苗可以幫您預防流
感，流感是一種很難受并且可能會很嚴重的感染，可以引起導
致入院留醫的并發症。冠狀病毒仍在肆虐，預防流感變得尤其
重要，因爲易感染冠狀病毒的人也有患流感并發症的風險。

https://www.nhs.uk/conditions/vaccinations/flu-influenza-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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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懷孕了。今年我需要接種流感
疫苗嗎？
需要。所有孕婦都應接種流感疫苗來保
護自己和胎兒。從受孕開始，可以在懷
孕的任何階段安全地接種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對孕婦有好處，因為它將：
•   降低肺炎等嚴重並發症的風險，特別
是在孕晚期

•   降低流產或早產或出生時體重過輕
的風險

•   保護她們的嬰兒，讓寶寶在出生后的
頭幾個月繼續對流感具有一定的免
疫力

•  減少母親將流感病毒傳染給初生嬰兒
的機會

我懷孕了且我認為我得流感了。 
我該怎麼辦？
如果您有流感病徵，應立即告知您的
醫生，因爲如果您確實有流感，則可以
使用處方藥幫助您（或減少并發症的風
險），但需要在病徵出現后儘快服用。
您可從全科醫生那裡免費接種流感疫苗，
也可從藥劑師或助產士那裡接種。 

流感疫苗適合
孕婦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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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接種了流感疫苗。今年仍需要接種嗎？
需要；每個冬季的流感疫苗都有助預防可能存在的流感病毒株
的感染，並且今年的病毒株可能與去年流行的病毒株不同。出
於這個原因，我們強烈建議，即使您在去年接種過疫苗，今年
也應繼續接種。另外，流感疫苗的保護效果可能只持續約六個
月，因此您應在每個流感季節接種流感疫苗。 

如果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依然存在，我去接種
流感疫苗的時候會安全嗎？
冠狀病毒仍在肆虐，提供流感疫苗接種的人會采取適當措施保
護您的安全。幫您接種疫苗的職員會配戴防護設備，預防您及
他們自己感染病毒。還可以安排約診時間，減少在候診室等候
的人數，或者可能要求您不要提早到達。 

我認為我已患上流感，我需要接種流感疫苗嗎？
需要；其他病毒可以帶來類似流感的病徵，或者您可能患有流
感但是因為有多種類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您認為自己患有流
感，您仍應該接種流感疫苗。 

那我的孩子呢？他們需要接種流感疫苗嗎？
如果六個月大以上的嬰兒患有第4頁列出的健康問題之一，則
他們應接種流感疫苗。如果他們感染流感，所有這些兒童都很
有可能病得很嚴重，也可能會使他們現有的病情惡化。 

在流感季節開始前，與您的全科醫生商量孩子接種流感疫苗的
情況。 

流感疫苗對六個月大以下的嬰兒作用欠佳，因此不建議接種。
這就是孕婦接種流感疫苗很重要的原因 - 她們會將一些免疫
力傳給寶寶，並會在他們出生后的頭幾個月提供全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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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組別的兒童也獲免費接種流感疫苗。這有助保護他們
預防流感，並幫助減少將流感傳播給其他兒童，包括他們的兄
弟姐妹，當然還有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這將有助您避免因流
感或照顧患流感的孩子而需要請假。
今年免費獲接種流感疫苗的兒童有：
•  於2020年8月31日年滿兩歲或三歲的兒童
•  所有小學學齡兒童
•  就讀7年級的中學學齡兒童
兩歲和三歲的兒童通常在診所由執業護士接種流感疫苗。幾乎
所有學齡兒童會在學校接種流感疫苗。對於大多數兒童，疫苗
會被噴入每一個鼻孔內。這是一種快速無痛的接種過程。 

有關兒童和流感疫苗接種的更多資訊，請參閱NHS網站上的資
料nhs.uk/child-flu。

我應接種哪種類型的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有幾種類型。根據您的年齡，您將獲得對您最有效的
疫苗接種，情況如下：
•   2至17歲兒童接種鼻噴式疫苗。疫苗已被弱化，不會讓您感
染流感。

•   18至64歲成人接種注射式疫苗。這是一種滅活疫苗，不含任
何活性病毒，不會讓您感染流感。根據製作方式的不同，可
以有不同類型的疫苗。

•   65歲或以上成人接種注射式疫苗。這是一種滅活疫苗，不含
任何活性病毒，不會讓您感染流感。通常，您會接種一劑含
佐劑的疫苗，佐劑有助免疫系統對疫苗產生更强反應。這個
年齡段的人士接種佐劑，是因爲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的免
疫系統對疫苗的反應也越來越差。 

https://www.nhs.uk/conditions/vaccinations/child-flu-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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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孩子年齡介乎6個月大至2歲之間並且屬於流感高危
人群，他們會接種注射式流感疫苗，因為鼻噴式疫苗未獲許可
供兩歲以下的兒童使用。 

一些兩歲以上屬流感高危人群的兒童，如果鼻噴式疫苗不適合
他們，則也需接種注射式疫苗。

流感疫苗可否與其他疫苗在我的孩子身上同時接種？
可以。流感疫苗可以與所有兒童常規疫苗同時接種。如果您的
孩子患有感冒等輕微疾病，可以繼續接種流感疫苗；但如果您
的孩子患有導致發燒的疾病，可能需要暫緩
接種流感疫苗。

有誰不宜接種流感疫苗嗎？
幾乎每個人都可以接種流感疫苗，但
如果您對流感疫苗或其任何成分有嚴
重過敏，則不應接種流感疫苗。如果您
對雞蛋過敏或患有削弱免疫系統的疾
病，您可能無法接種某些類型的流感疫
苗 - 請諮詢您的全科醫生。如果您發燒，
疫苗接種可能要延遲到您情況好轉爲止。

並非所有流感疫苗
都適合兒童接種。
請務必事先與護士、
全科醫生或藥劑師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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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的孩子呢？ 

存在以下情況的兒童可能無法接種鼻噴式疫苗： 

•   正出現氣喘或過去72小時内一直氣喘，他們應該接種合適的
注射式疫苗，避免延誤獲得保護

•   基於以下健康問題，需要特別護理
– 哮喘，或
– 對雞蛋有過敏反應
（建議屬於這兩個組別的兒童尋求專家的建議，他們可能
需要在醫院接種鼻噴式疫苗）

•   有健康問題或正在接受治療，可嚴重削弱其免疫系統或家中
有人由於嚴重的免疫抑制而需要隔離

•   對疫苗的任何其它成分有過敏反應1

另外，以鼻噴式接種疫苗的兒童，應該在接種后大約兩個星期
内避免接種免疫功能嚴重低下的家人，因爲還是會有極小的機
會將疫苗的病毒傳給他們。

鼻噴式流感疫苗是否含有來自豬（豬明膠）的明膠？ 

是。鼻噴式流感疫苗含有經高度加工的明膠（豬明膠），可用於
許多基本藥物。明膠有助保持流感疫苗病毒穩定，從而使疫苗
提供最佳的抗流感保護效果。向兒童提供接種鼻噴式疫苗，因
爲它比注射式疫苗更有效。這是因為鼻噴式疫苗更容易接種，
並且在減少流感向他人（更容易受到流感併發症的影響）傳播
方面效果更好。 

但是，如果您的孩子由於一種或多種病症或治療而屬於流感高
危人群，且無法以鼻噴方式接種流感疫苗，我們會用注射方式
為他們接種。有些人可能不接受醫療產品中使用豬明膠。您應
該與您的護士或醫生商量您的選擇。

[1] 請到網站www.medicines.org.uk/emc/product/3296/pil查閲疫苗成分表

http://www.medicines.org.uk/emc/product/3296/p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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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有怎樣的副作用？
鼻噴式流感疫苗的副作用通常包括流鼻涕或鼻塞、頭痛、疲倦
和有些食慾不振。注射流感疫苗的人士可能會在注射部位感到
疼痛，在接種疫苗後一兩日會出現低燒和肌肉酸痛。任何一種
流感疫苗的嚴重副作用都不常見。

流感疫苗會完全保護我預防流感病毒嗎？
由於流感病毒每年都會發生變化，因此疫苗株總是存在與流行
病毒株不匹配的風險。在過去十年中，疫苗株通常與流行病毒
株匹配良好。

我會得到多長時間的保護？
疫苗應在當季流感季節提供保護。

我現在該做什麽？
如果您屬於本冊中提及的其中一個組別，接種流感疫苗尤其重
要。 

與您的全科醫生或執業護士或當地藥劑師聯絡，提前預約、安
排接種並獲得最佳的保護效果。對於孕婦，流感疫苗也可通過
產科接種。流感疫苗是免費的。所以，預約接種流感疫苗。
希望保護員工預防流感（除非他們有風險）的公司需要通過其
職業衛生部門安排為員工接種流感疫苗。NHS不負擔這
些疫苗接種的費用，必須由雇主支付。
如果您是一名前綫衛生人員或社會護理人員，請瞭解
您的工作場所為提供流感疫苗接種所做的安排。
您得到保護很重要。



流感疫苗 – 12 – 2020/21年度冬季

建議接種流感疫苗的人士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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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歲及以上所有人士
•   有第4頁列出的健康問題的65歲以下所有人士，
包括兒童及六個月大以上的嬰兒

•  處於孕期任何階段的孕婦
•   所有兩歲及三歲兒童 
（他們在當季流感季節的8月31日 
年滿兩歲或三歲）

•  所有小學兒童
•  所有就讀7年級的中學學齡兒童
•  居於安老院舍或養老院的所有長者
•  照護長者或殘疾人士的每名看護
•   與NHS屏蔽保護患者名單（NHS Shielded Patient 

List）的人同住的人士
•  所有前線衛生人員和社會護理人員
有關流感疫苗接種的建議和資訊，請諮詢您的全科
醫生、執業護士或藥劑師。

秋末將向更多人提供免費流感疫苗。看看您是否合資格，請
瀏覽nhs.uk/fluvaccine。 

最好是在任何流感爆發之前的秋季接種流感疫苗。請記住，
您每年都需要接種流感疫苗，所以不要以為去年接種了一劑
就會終身保護。

mailto:HealthPublications%40gov.uk?subject=
https://www.nhs.uk/conditions/vaccinations/flu-influenza-vacc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