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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𥄫 實疫苗 有異常可 釘牌
2021年2月23日（星期二）

向醫護收集接種者數據每兩周更新
圖解疫苗
預約五部曲

萬眾期待的新冠疫苗免費



接種計劃今日開始接受五類

(

優先群組預約，本周五開
打。為使市民能後顧無憂地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16宗

接種疫苗，讓香港遠離新冠病毒威脅，特區政府將成立委員會監

●輸入個案：3 宗 (均來自印尼)

察與疫苗有關的異常事件，衞生署助理署長（藥物）陳凌峯昨日

●不明源頭個案：4 宗

表示，政府日後將會向醫護人員收集接種者出現異常反應的數

●有關聯本地個案：9 宗

初步確診：約 10宗

據，每兩周更新一次相關數據，並會將事件分類為嚴重或非嚴重
類別。當發現疫苗的風險大於效益，委員會可提出撤銷疫苗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陳凌峯表示，一般疫苗研發時間以年
計，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

●個案10876：66歲女
陪月員，2 月 19 日發病，翌
日檢測發現；2 月 11 日最後
上班，她所服務的家庭須接
受檢測
●個案10877：76歲男
退休人士，2 月 5 日發病，2
月20日檢測發現

優先接種五群組
●60 歲或以上人士（70 歲以上人士，
可帶最多兩名陪同者一同接種）
●醫療服務場所工作人員及參與抗疫
人員

5.收到電話
短訊通知

●安老院或殘疾人士院舍院友及員工

2. 填 寫 身 份
證、出生日
期，以及剔
選所屬組別

孔繁毅：異常遲則八周出現
委員會召集人港大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跨境運輸、口岸、港口工作人員
資料來源：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專題網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3.預約接種第一針和
第二針的時間和地點

4.網站會顯示確認登記
繁毅表示，將檢視接種者的自身病史、醫
學條件、事件的時間關聯等因素及進行臨
床測試，裁定事件是否與疫苗有關。但他
強調，不同異常事件有不同的發生時限，
快則 15 分鐘至 20 分鐘，而嚴重情況則通

常在接種後六周至八周出現，當無法排除
一致的可能性，病人可透過疫苗保障基金
索取支援。
此外，港大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亦
將進行為期三年的「疫苗安全監測計

劃」，通過邀請 1,500 位疫苗接種者接受
監測，分別在接種後 7 小時、24 小時、72
小時進行電話訪問，找出異常反應比
例，並與沒有接種的人士作比較，找出
因果關係。

「復必泰」
16 歲啱打 「克爾來福」
未見嚴重異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新冠疫苗
今日開始接受五類優先群組預約，最快本周
五可以接種疫苗。特區政府昨日在新冠疫苗
適合使用年齡

克爾來福

復必泰

接種劑次

18 歲或以
上人士

間隔 28 天
接種兩劑

16 歲或以
上人士

至少相隔
21 天接種
兩劑

●個案10884：62歲男
退休人士，2 月 19 日發病，
同日檢測發現

●維持必要公共服務的人員

10億保障基金 接種兩年內申索
政府同時成立「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
專家委員會」監察異常事件，委員會經過
判斷異常情況，可能向有關疫苗發出安全
警告或撤銷批准，若部分異常事件經常出
現某年齡層，或會向個別年齡組別人士發
出指示，但暫時未訂立基線。那在什麼情
況下才有機會撤銷疫苗認可？陳凌峯表示
不能一概而論。
政府亦將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 10 億
元設立疫苗保障基金。接種者若出現副作
用，會先由醫護人員判斷，嚴重個案將轉
交委員會判斷情況是否與接種疫苗有關，
而所有申索應在接種最後一劑後兩年內向
基金提出。

●個案10883：41歲男
電腦主任，2 月 17 日發病，
同日向私家醫生求診發現；2
月11日最後上班

接種計劃專題網站，上載科興「克爾來
福」，以及復星/BioNtech「復必泰」疫苗
的資料。科興「克爾來福」疫苗適用於18歲

或以上人士，副作用多數是噁心、發熱等打
針常見的反應，臨床研究未發現嚴重異常事
件；「復必泰」適用於16歲或以上人士，除

一般打針常見的副作用外，罕見副作用還包
括暫時性一側面部下垂（即面癱），嚴重過
敏反應則屬未知副作用。

不建議接種/接種前諮詢醫生人士

副作用

若市民對該款疫苗中的活性成分、任何一種非活性成分、
生產工序中使用的物質過敏，或曾於接種對該疫苗或同類疫
苗時出現過敏者；過往發生過疫苗嚴重過敏反應者；患有嚴
重神經系統疾病者；未控制的嚴重慢性病患者；懷孕期或哺
乳期婦女，不應接種。
若市民曾對該疫苗或其活性物質或其他成分有過敏反應不應
接種，而市民以往在接種「復必泰」或任何其他疫苗後，曾
出現過嚴重過敏反應或呼吸問題；曾在任何注射後暈倒等，
應諮詢主治醫生、藥劑師或護士。

非常常見的副作用包括接種部位疼痛、頭痛、疲乏；常見副作用包
括注射部位腫脹、肌肉痛、噁心、咳嗽等；偶見副作用包括注射部
位發熱、嘔吐、頭暈、嗜睡等；罕見副作用包括肌肉痙攣、眼瞼水
腫、流鼻血等；截至本月 3 日，尚未發現經研究者判斷與接種該疫
苗有關的嚴重異常事件。
非常常見的副作用包括注射部位疼痛或腫脹等；常見副作用包括注
射部位發紅、噁心；不常見副作用包括淋巴結腫大、感覺不適、肢
體疼痛；罕見副作用包括暫時性一側面部下垂；而嚴重過敏反應則
屬未知副作用。

昨確診 宗 陪月員「無源」染疫

延，因此相關疫苗的研發時間亦大幅壓
縮，疫苗副作用仍有未知之數的風險，衞
生署設立兩類副作用列表，分別是「疫苗
接種關注事件」及「疫苗接種異常事
件」，前者指可能與疫苗有潛在因果關係
的事件，需透過主動恒常監測確認；後者
則指接種後發生的任何異常醫學事件，且
當中部分或與產品標籤所載的資料不符。
有關資料將會由醫護人員通過網上呈報系
統匯報。
他指，復星／
BioNTech 疫苗至今向全球
供應 6,600 萬劑，在 1 月有 14,525 宗異常報
告，包括 497 宗過敏反應，98 宗面部神經
麻痹和 3 宗吉巴氏綜合症。而科興疫苗共
接種 1,180 萬劑，出現了 732 宗過敏反應，
44宗面部神經麻痹及兩宗吉巴氏綜合症。

不明源頭個案

1.進入專題網站：
www.covidvaccine.gov.hk

可。

1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
文）昨日香港新增16宗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其中 4 宗感染源
頭不明。一名無源頭患者為66
歲女陪月員，她居於藍田安田
邨安健樓，該大廈上周五曾出
現確診個案，她所服務的家庭
須接受病毒檢測。近日新增確
診個案維持在30宗以下，但食
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指出新
春長假期間，市民多活動及聚
集，會為疫情帶來風險，而年
初七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後的情
況，暫時未反映在確診宗數
中，擔心疫情仍會反覆。
昨日新增的 16 宗確診個案
中，3宗為輸入個案，患者均從
印尼抵港，其中兩人是外傭。另
有約10宗初步確診。4宗不明源
頭個案患者分別是陪月員、電腦
主任，另有兩人是退休男子。
陳肇始昨晨接受電台訪問時
承認疫情反覆，年初七放寬社
交距離措施，暫時未反映在近
日的確診宗數中。她又指，政
府今次是有條件放寬措施，較
精準及逐步有序，強調政府會
監察疫情，希望找出所有傳播
鏈，令確診數字下降。

何栢良：社區仍有傳播風險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
總監何栢良昨日在電台節目中
亦表示，過去兩周本港持續出
現雙位數確診個案，不明源頭
個案比例超過四成，目前社區
仍有一定傳播風險，公眾若有
鬆懈，疫情便有反彈的可能。

完成檢測中學復課 學生返校興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昨日是農
曆新年假期結束後首日返學，有中學按教育
局指引，安排所有教職員定期完成病毒檢測
加強保障，昨日起率先全校復課半日，讓所
有年級的學生都能重回校園，盡快提升教學
成效追趕進度。不少學生對能上面授課而興
奮，但有人因為回校要交大量功課感到擔
心。該校師生都提到，希望能盡快獲安排接
種疫苗，讓上課學習能更安心。
根據教育局指引，全港學校昨日起可安
排不多於三分一學生回校面授，若學校能
加強保障讓全體教職員完成檢測，則可優
先全校復課，最終有約 200 所學校申請，
主要為補習校及幼稚園，少數為中小學，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是其中一間。

時許已有大批學生陸續回校。為減少學生
聚集，校方安排少數人於操場保持社交距
離下參與典禮集會，其餘同學則在課室觀
禮。在課室內，各座位已設有透明隔板。
西門英才中學助理校長陳耀輝表示，學
校早前專門設立時間表為教職員定期做檢
測，所有老師都非常合作，沒有任何困
難，齊心協力，才能順利全校復課。
校方同時加強防疫措施，除消毒量體溫
外，課室也設透明隔板，又分流不同年級
學生輪流使用各樓梯。
他提到，由於中六跨境生將面臨文憑
試，校方已聯絡安排他們返港暫住及回校
上課，其餘年級則繼續上網課，老師會額
外提供補課支援與輔導。

同學課室觀禮 座位設隔板

文憑試考生冀接種疫苗考試

昨日是該校定期升旗禮的日子，上午 7

在其他學校，創知中學昨安排了中五中

●每位同學座位都設有透明隔板。
六同學回校。校長黃晶榕指，師生對復課
反應雀躍，校方會特別派發防疫包給中六
生。他支持將教師列為優先接種疫苗群
組，又引述多名中六生指，希望政府盡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四生黃同學

中一生Heidi

中一生吳昀珈

「心情緊張很開心，
返到學校第一件事就
是與同學玩、聊天」

「最好是同學們都去
打，這樣才能令人感
到安心」

「兩三個月時間無見
同學，好似與世隔絕
咁」

安排文憑試考生接種疫苗，才能安心考
試。
秀茂坪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幼稚園昨日
也完成教師檢測安排全校復課。有家長

指，孩子太久沒上學，心情緊張，對學校
防疫措施以及全校教職員每兩周便檢測的
安排感到安心。另一家長認為，復課能讓
小朋友有更多群體活動，對他們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