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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年十月五日（星期三）  

 

 

医院管理局开展流感疫苗注射计划  

 

为配合 2022/23 年度政府防疫注射计划，医院管理局（医管局）由本周

四（十月六日）起分阶段在各公立医院及门诊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季节性

流感疫苗。  

 

今年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会分三个阶段展开，首阶段会为合资格

的公立医院及门诊病人（附件一）接种。合资格的病人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各

公立医院、专科及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在专科及普通科门诊诊所定期覆诊的合资格病人，可于注射计划开展

后，按原定覆诊日期到诊所接种疫苗。如果覆诊日期在注射计划期间以外，

则可以亲临或致电所属诊所安排接种疫苗。  

 

第二阶段的注射计划将于十月二十四日展开，普通科门诊诊所（附件二）

会为居于社区的 65 岁或以上长者接种疫苗。至于第三阶段的注射计划，将

于十月三十一日展开，由有关政府部门转介的从事饲养及屠宰家禽或猪只

行业的人士，亦可到选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建议，新冠疫苗可与包括季节性流感疫苗在内的

其他疫苗同时接种。普通科门诊诊所可以为合资格人士在接种流感疫苗时

一并接种新冠疫苗，医护人员会根据其过往的接种纪录提供建议。  

 

医管局总感染控制主任赖伟文医生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以提升对流感的免疫力，他表示：「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自二○二○年

二月以来一直处于低水平，因此整体人口对流感的免疫反应水平亦较低；我

们担心今年冬季流感的传播风险可能会增加，有可能增加流感与 2019 冠状

病毒病共同流行的可能性，对体弱人群和医疗系统构成额外负担。根据外国

研究，同时感染流感病毒及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病人，出现严重疾病及死亡

的风险会较高。因此，市民应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如市民尚未完成接种新冠

疫苗，亦应该尽快安排接种。」  

 

季节性流感疫苗与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同样安全可靠。接种季节性流

感疫苗后会于约两至四周后产生抵抗力，并持续至少六个月。除注射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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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轻微肿痛外，一般并无其他副作用。少数人会在注射后出现发烧、筋骨

肌肉疼痛、身体疲倦等征状，这些征状通常会在一至两天内自动减退。另外，

如患有感冒病征、发烧或严重不适，应待康复后才接受防疫注射。  

 

巿民如欲了解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之详情，可向所属专科

或普通科门诊诊所查询或在办公时间内致电医管局热线 2300 6555，及浏览

以下网页 https://www.ha.org.hk/goto/gvp202223/tc/。  

 

＊   ＊   ＊   ＊   ＊ 

 

 

 

 

 

 

 

 

 

 

 

 

 

 

 

 

 

 





 

医管局辖下提供政府防疫注射计划接种疫苗之普通科门诊诊所： 

 

联网 地区 普通科门诊诊所 地址 电话 

港岛东 东区 柏立基夫人普通科门诊诊所 北角七姐妹道 140 号 1 楼 2561 6161 

港岛东 东区 柴湾普通科门诊诊所 柴湾康民街 1 号地下 2556 0261 

港岛东 东区 西湾河普通科门诊诊所 西湾河太康街 28 号一楼 3620 3314 

港岛东 东区 筲箕湾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 筲箕湾柴湾道 8 号一楼 2560 0211 

港岛东 离岛 北南丫普通科门诊诊所 榕树湾大街 100 号地下 2982 0213 

港岛东 离岛 坪洲普通科门诊诊所 坪洲圣家路 1 号 A 地下 2983 1110 

港岛东 离岛 索罟湾普通科门诊诊所 南丫岛索罟湾第二街 1 号地下 2982 8350 

港岛东 离岛 长洲医院普通科门诊部 
长洲东湾长洲医院路 

长洲医院门诊大楼 1 楼 
2986 2100 

港岛东 湾仔 东华东院普通科门诊部 
香港铜锣湾东院道 19 号 

东华东院主座大楼地下 

2162 6022 

2162 6023 

港岛东 湾仔 贝夫人普通科门诊诊所 
湾仔皇后大道东 282 号邓肇坚医院社区日

间医疗中心地库高层 
3553 3116 

港岛西 南区 香港仔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 香港仔水塘道 10 号 
2555 0381 

2555 0382 

港岛西 南区 鸭脷洲普通科门诊诊所 鸭脷洲大街 161 号 2518 5610 

港岛西 中西区 西营盘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 香港西营盘皇后大道西 134 号 2859 8203 

港岛西 中西区 东华医院普通科门诊诊所 
香港上环普仁街 12 号 

东华医院鹤坚士楼地下 
2589 8518 

九龙中 九龙城 

中九龙诊所 

（由 2022 年 10 月 7 日起提供

提供接种服务） 

旺角亚皆老街 147 号 A 2762 1456 

九龙中 九龙城 红磡诊所 红磡差馆里 22 号 

2353 

38112353 

3812 

九龙中 九龙城 

李基纪念医局 

（由 2022 年 10 月 7 日起提供

提供接种服务） 

九龙城贾炳达道 99 号 2382 1096 

九龙中 九龙城 顺德联谊会梁銶琚诊所 
九龙城马头围道 165 号 

土瓜湾市政大厦暨政府合署 2 楼 
2715 9538 

九龙中 黄大仙 东九龙普通科门诊诊所 钻石山斧山道 160 号 2320 4240 

九龙中 黄大仙 香港佛教医院普通科门诊诊所 
九龙乐富杏林街 10 号 

香港佛教医院 A 座地下低层 
2339 6117 

九龙中 黄大仙 圣母医院家庭医学诊所 
九龙黄大仙沙田坳道 118 号 

圣母医院门诊大楼地下 
2354 2267 

九龙中 黄大仙 横头磡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 横头磡联合道 200 号 3143 7100 



 

联网 地区 普通科门诊诊所 地址 电话 

九龙中 黄大仙 伍若瑜普通科门诊诊所 慈云山双凤街 55 号 2325 5221 

九龙中 油尖旺 广华医院全科门诊部 
九龙窝打老道 25 号广华医院东华三院徐

展堂门诊大楼 1 楼 
3517 2981 

九龙中 油尖旺 李宝椿普通科门诊诊所 旺角鸦兰街 22 号 2393 8161 

九龙中 油尖旺 油麻地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 油麻地炮台街 145 号一楼 2272 2400 

九龙东 观塘 观塘社区健康中心 观塘协和街 60 号地下高层 2389 0331 

九龙东 观塘 蓝田分科诊所普通科门诊诊所 蓝田启田道 99 号地下 2346 2853 

九龙东 观塘 牛头角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 牛头角定安街 60 号地下 3518 7710 

九龙东 观塘 顺利普通科门诊诊所 顺利邨利富楼地下 2343 0247 

九龙东 西贡 方逸华普通科门诊诊所 西贡万年街 23 号地下 2792 2601 

九龙东 西贡 
将军澳（宝宁路）普通科门诊

诊所 
将军澳宝宁路 28 号地下 2191 1083 

九龙东 西贡 将军澳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 将军澳宝琳北路 99 号地下 2701 9922 

九龙西 离岛 梅窝普通科门诊诊所 
大屿山梅窝银矿湾路 2 号 

梅窝政府合署地下及一楼 
2984 2080 

九龙西 离岛 大澳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 大屿山大澳石仔埗街 103 号地下 2985 7236 

九龙西 离岛 北大屿山社区健康中心 大屿山东涌松仁路 8 号北大屿山医院三楼 3467 7374 

九龙西 葵青 下葵涌普通科门诊诊所 葵涌丽祖路 77 号 3651 5411 

九龙西 葵青 伍若瑜夫人普通科门诊诊所 梨木树和宜合道 310 号 2401 0124 

九龙西 葵青 北葵涌普通科门诊诊所 葵涌大白田街 125 号 2418 8501 

九龙西 葵青 青衣长康普通科门诊诊所 青衣长康邨长康商场 3 楼 2719 8130 

九龙西 葵青 青衣市区普通科门诊诊所 青衣青绿街 21 号 2434 6205 

九龙西 深水埗 明爱医院家庭医学诊所 
九龙深水埗永康街 111 号 

明爱医院怀明楼地下 
3408 7001 

九龙西 深水埗 长沙湾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 长沙湾广利道 2 号 2387 8211 

九龙西 深水埗 南山普通科门诊诊所 南山邨南尧楼地下 2779 5688 

九龙西 深水埗 石硖尾普通科门诊诊所 石硖尾巴域街 2 号 2788 3023 

九龙西 深水埗 西九龙普通科门诊诊所 长沙湾道 303 号长沙湾政府合署地下 2150 7200 

九龙西 荃湾 戴麟趾夫人普通科门诊诊所 荃湾沙咀道 213 号 2614 4789 

九龙西 荃湾 仁济医院全科诊所 
新界荃湾仁济街 7-11 号 

仁济医院 C 座 3 楼 
2417 8825 

新界东 北区 粉岭家庭医学中心 新界粉岭璧峰路 2 号粉岭健康中心 1 楼 2639 4601 

新界东 北区 石湖墟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 上水石湖墟马会道 108 至 130 号地下 2670 0211 

新界东 沙田 马鞍山家庭医学中心 马鞍山西沙路 609 号地下 2644 5521 

新界东 沙田 沙田（大围）普通科门诊诊所 沙田大围文礼路 2 号地下 2691 1618 

新界东 大埔 大埔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 大埔汀角路 37 号地下 2664 2039 

新界东 大埔 王少清家庭医学中心 大埔宝湖里 1 号地下 2658 9182 



 

联网 地区 普通科门诊诊所 地址 电话 

新界西 屯门 屯门诊所 屯门新墟青贤街 11 号地下 2452 9111 

新界西 屯门 屯门湖康诊所 屯门湖康街 2 号一楼 2458 3788 

新界西 屯门 仁爱普通科门诊诊所 屯门屯利街 6 号地下 2404 3700 

新界西 元朗 容凤书健康中心 元朗西菁街 26 号地下 2443 8400 

新界西 元朗 元朗赛马会健康院 元朗青山公路 269 号地下 2443 8511 

新界西 元朗 天水围健康中心（天瑞路） 天水围天瑞路 3 号地下 2448 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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