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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三高喎,
打針會唔會有好大副

作用架?

我大肚喎, 
打針會唔會
流產架?

我有癌症, 食緊藥, 
打針會唔會有事架?



新冠疫苗簡易問答長期病患及孕婦特別篇:

家庭醫學篇

 

    ? 問題 1: 慢性疾病患者可否接種新冠疫苗？

           答案: 可以
            慢性疾病與復必泰疫苗沒有衝突[1] 。

            科興疫苗則提議嚴重慢性病患者先將病情控制才接種 [2] 。

         (註: 常⾒的三⾼如⾼⾎壓, ⾼膽固醇, 以及糖尿病均屬慢性疾病)

       ? 問題 2: 新冠疫苗會否增加⼼⾎管病風險？

           答案: 不會
            以⾊列同美國⼀些研究顯⽰75歲或以上⻑者完成復必泰接種21⽇和42⽇

之後並沒有增加⼼臟病，肺栓塞，腦⾎管病風險 [3] 。

            新加坡醫學雜誌亦刊登⼀份審查，結果亦顯⽰接種新冠疫苗後急性⼼臟

病機會與⼀般⼈群發⽣⼼臟病機會相若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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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簡易問答長期病患及孕婦特別篇:

⾃⾝免疫系統病篇

 

    ? 問題 1: 新冠肺炎對⾃⾝免疫系統病⼈有什麼影響？

          答案: 除了死亡率增加以外，數據上亦看到了新冠肺炎有機會誘發嚴

重的免疫系統病以及其他併發症。

     ? 問題 2:  ⾃⾝免疫系統病⼈注射新冠疫苗是風險會增加嗎？

           答案:  本地數據觀察到的是免疫系統病並不會增加接種疫苗的風險。

     ?    問題 3:  新冠疫苗會誘發⾃⾝免疫系統病嗎？

           答案: ⼤部份數據都看不到這種關連。

 香港⼤學最近發表的數據觀察到「復必泰」跟輕微免疫系統病發作可能    

有關連，但不需藥物處理⽽癒。

 「科興」沒有觀察到這種關連。    

註: 「⾃⾝免疫系統病」是指⼈體免疫系統異常反應導致攻擊正常細胞引起的疾病，當中

包括紅斑狼瘡、類風濕關節炎、脊椎關節炎、硬⽪症、⽪肌炎和⾎管炎等， 估計约7%的

⼈⼝患有這類疾病。英國的數據觀察到的是⼀系列的⾃⾝免疫系統病包括類風濕關節

炎、紅斑狼瘡和⽜⽪癬關節炎因新冠肺炎引致的死亡率比⼀般⼈⼝⾼。另外，年紀⼤

的、⻑期病患者和服⽤類固醇的病情比較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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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簡易問答長期病患及孕婦特別篇:

孕婦篇

 

      ? 問題 1:  孕婦可以接種新冠疫苗嗎？

              答案: 可以
     歐洲藥品管理局為6500名處於不同懷孕周期的孕婦進⾏研究，並未發現接種疫

苗後會增加妊娠併發症、流產、早產或不良反應的風險[1]。

        問題 2: 孕婦建議接種哪⼀款疫苗？?
             答案: 建議接種mRNA疫苗(BioNTech(Comirnaty)/復必泰)。

           由於⽬前滅活疫苗 (科興疫苗) 於孕婦和哺乳期婦女的安全數據⾄今尚未在醫學

文獻中公佈，雖然11/2/2022科興疫苗藥廠説明書把疫苗由「禁⽌」轉為

「可以謹慎使⽤」[2]，香港衛⽣署衛⽣防護中⼼亦已允許科興疫苗⽤於孕婦

及哺乳期婦女，但基於現有的醫學文獻資料，復必泰應該為孕婦及哺乳期婦女

的⾸選疫苗。 

       問題 3: 懷孕會影響接種疫苗的成效嗎？?
      答案: 不會。

       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對孕婦與整體接種疫苗⼈⼠的成效⼀樣有效及安

全。

    ? 問題 4: 打針後會否染疫？ 

      答案: 會
            接種疫苗不能完全保護孕婦能不染疫, 但按臨牀數據顯⽰，接種的孕婦比未 曾

接種孕婦接種染疫的後病情會較輕微，僅有發燒及咳嗽等病徵，嚴重性較

低， 亦⼤⼤減低重症入院以及早產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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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NTech/復必泰 [3] 未曾接種 打⼀針 打⿑兩針 

受感染機會 77.4% 11.5% 11.1% 

住院 19.5% 8.3% 5.1% 

重症入院 2.7% 0.2% 0.2% 

早產的風險   降低兩倍 

6 個⽉以下嬰兒感

染新冠病毒住院 

  降低 61% 

 



新冠疫苗簡易問答長期病患及孕婦特別篇:

孕婦篇

 

? 問題 5 :孕婦接種疫苗會有較多副作⽤嗎？

     答案: 不會。
    孕婦中最常⾒的疫苗副作⽤也與整體接種疫苗⼈⼠的副作⽤沒有分別，包括注

射部位疼痛、疲倦、頭痛、注射部位發紅和腫脹、肌⾁疼痛和發冷。這些副作

⽤ 通 常 都 是 輕 度 或 中 度 的 ， 並 在 接 種 疫 苗 後 的 數 天 後 減 退 。 孕 婦 可 服 ⽤

Paracetamol (即必理痛)以舒緩不適。
- 

?問題 6 : 新冠疫苗會影響⽣育能⼒或導致流產嗎? 

  答案: ⽬前沒有證據顯⽰新冠疫苗會影響⽣育能⼒或導致流產。

    但以臨床觀察所⾒，很多女⼠打完針後⽉經失調兩⾄三個⽉，這是因為荷爾蒙

失調所引致。建議如果正計劃懷孕的女⼠可以等經期回復正常後才計劃懷孕。

?問題 7 : 懷孕期間，應該在甚麼時候接種疫苗? 

  答案: 建議應儘早接種疫苗。

    但由於早期懷孕是主要胎兒結構發展，為安全起⾒懷孕三個⽉後才接種疫苗也

很合理。 

?問題 8 :  新冠疫苗會影響胎兒嗎？

  答案: 新冠疫苗能有效保護懷孕婦女及胎兒。

  基於現有的醫學文獻新冠疫苗不會為胎兒帶來健康風險。

?問題 9 : 感染新冠病毒的孕婦有什麼風險？ 

答案: 
  外國研究及香港初步收集的數據同樣顯⽰，感染新冠病毒的孕婦有較⼤風險早

產，嬰兒體積亦有可能較⼩。

  海外研究顯⽰，新冠病毒有可能黏附胎盤，有約2%機率藉此傳染嬰兒，
 

註: ⽬前，香港婦產科學院[4]、香港衞⽣署衞⽣防護中⼼建議孕婦和哺乳期婦女在完成兩劑新冠疫苗

後，⾄少6個⽉才接種加強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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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簡易問答長期病患及孕婦特別篇:

外科篇

 

? 問題1: 需要做普通外科⼿術如疝氣⼿術（俗稱：⼩腸氣⼿術），可以

接種新冠疫苗嗎？ 

答案: 可以
    正準備做普通外科⼿術的病⼈是可以接種新冠疫苗的。建議將疫苗接種⽇期

與⼿術⽇期分隔 ⾄少 1 -2 週。 

?問題2：剛接受外科⼿術（包括急症外科⼿術、癌症⼿術等）可以接種新

冠疫苗嗎？ 

  答案: 可以
    完成⼿術並已出院的病⼈，在沒有感到不適的情況下是可以接種新冠疫苗

的。

    但若有術後併發症出現的情況下，如傷⼝感染，建議先完成治療術後併發症才

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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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簡易問答長期病患及孕婦特別篇:

癌症篇

 

? 問題 1:　癌症病⼈有需要接種新冠疫苗嗎？

    答案: 有需要。癌症病⼈因本⾝病症及治療副作⽤影響，免疫系統比較

弱，更需接受疫苗，加強保護。
    研究顯⽰癌症病⼈比普遍⼤眾更容易因新型冠狀病毒⽽病重和增加死亡風

險。重症和死亡率可 5-61%，對比普遍⼤眾只是2-3% (1)。達

    尤其以⾎液科惡性疾病如⾎癌、淋巴瘤，肺癌，男⼠，惡性轉移，其他⻑期

病患，較弱的體能狀態，接受化療或抗B細胞治療如Rituximab(⼀般⽤於治

療B細胞淋巴腫瘤)等各種因素更為⾼危 (1)

    包括癌症康復者在內，癌症病⼈的風險比正常⼈⾼，尤其在癌症確診的頭⼀

年 (2)。

? 問題 2: 癌症病⼈可不可以接種新冠疫苗，⽽且安全嗎？

    答案: 當然可以，並且很安全。
      不同研究顯⽰癌症病⼈和普羅⼤眾接種新冠疫苗的副作⽤相近  (1)。

    其中⼀個研究關於復必泰疫苗( 3813個有癌症病歷)，只有兩個⼈有嚴重異常

反應（⼀個⼼室性⼼律異常，⼀個淋巴腺腫⼤），兩個⼈都成功康復。其他

常⾒或輕微反應和⼀般⼈沒有分別  (3)。

? 問題 3: 癌症病⼈接種新冠疫苗，有沒有作⽤？

  答案: 有的，如完成兩⾄三針，也可達到有效的保護作⽤。
   ⼀般⽽⾔，由於癌症病⼈的免疫⼒比⼀般⼈較弱，新冠疫苗的效果也會較

低，包括中和抗體⽔平比⼀般⼈低⼀些。

   有研究顯⽰接種⼀劑復必泰疫苗的保護成效比較差，只有29%癌症病⼈有抗

體反應相對⼀般⼈已經有84%，但完成接種第⼆劑後，抗體反應增加⾄86% 

(4)。

   所以，完成兩劑新冠疫苗對癌症病⼈的保護很重要，甚⾄要考慮提早接種第

三針。(現正接受或過去12個⽉內曾接受腫瘤治療的病⼈，在接種第⼆劑後最

少28天後已可獲安排接種第三針，無需等到最新公報的90天)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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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簡易問答長期病患及孕婦特別篇:

癌症篇

 

? 問題4: 現正進⾏癌症治療的病⼈能否接種新冠疫苗，並且什麼時候最合

適？

       答案: 正接受癌症治療的病⼈，無論是化療或放射治療，都可接種疫苗。

              如正接受化療，在未正式開始化療之前，或在下⼀個化療周期前、

當⽩⾎球已回升時，是接種的好時候 

                       如正放射治療、鏢靶治療、以及免疫治療，沒有特別的時間限制。
*如果在不影響癌症治療的⼤前提下，新冠疫苗最好在治療開始前最少14天接種，以達最佳疫苗

保護效果。

   暫時沒有數據顯⽰新冠疫苗會和癌症治療產⽣不良相互作⽤。不過，癌症治療

會削弱免疫系統，有機會減低了疫苗的效⽤。

   ⼀個研究顯⽰92%接受化療的癌症病⼈仍能對疫苗產⽣抗體反應，相對⼀般⼈

有99%較低；⽽接受抗B細胞治療的病⼈只有70% (7)。

   另⼀個⼤型研究調查了發現正在接受化療的病⼈的保護率是57%，荷爾蒙治療

為76%，沒有正進⾏治療的則有85% (8)。

   如果正在接受化療，可以待⽩⾎球回升時接種疫苗，⽽接種疫苗後可休息2⾄

3天，待疫苗反應過去才開始接着的療程 (9)。

   總括⽽⾔，如果正在接受治療，接種的保護效果較差，但總比不接種的好，所

以還是建議接種新冠疫苗 (1)。

 

References
1. h�ps://www.esmo.org/covid-19-and-cancer/covid-19-vaccina�on 

2. Williamson EJ, Walker AJ, Bhaskaran K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OVID-19-related death using OpenSAFELY. 
Nature 2020; 584 (7821): 430-436.

3. Thomas SJ, Perez JL, Lockhart SP et al. 1558O COVID-19 vaccine in par�cipants (ptcpts) with cancer: Subgroup 
analysis of efficacy/safety from a global phase III randomized trial of the BNT162b2 (tozinameran) mRNA vaccine. 

Annals of Oncology 2021; 32: S1129.
4. Ben-Aharon I, Waldhorn I, Holland R et al. 1559O Efficacy and toxicity of BNT162b2 vaccine in cancer pa�ents. Annals 

of Oncology 2021; 32: S1130.
h�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Third_dose_supplementary_sheet_CHI.pdf

5. h�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Third_dose_supplementary_sheet_ENG.pdf

6. 第三劑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的現時安排 ; h�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faq
7. Thakkar A, Gonzalez-Lugo JD, Goradia N et al. Seroconversion rates following COVID-19 vaccina�on among pa�ents 

with cancer. Cancer Cell 2021; 39 (8): 1081-1090.e1082.
8. Wu JTY, La J, Branch-Elliman W et al. 1562MO Effec�veness of COVID-19 vaccina�on in cancer pa�ents: A na�onwide 

Veterans Affairs study. Annals of Oncology 2021; 32: S1131.
9. h�ps://www.asco.org/sites/new-www.asco.org/files/content-files/covid-19/2021-MSK-COVID19-VACCINE-

GUIDELINES.pdf

 

香港天主教醫⽣協會

           2.2022

https://www.esmo.org/covid-19-and-cancer/covid-19-vaccination
https://www.esmo.org/covid-19-and-cancer/covid-19-vaccination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Third_dose_supplementary_sheet_CHI.pdf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pdf/Third_dose_supplementary_sheet_ENG.pdf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faq
https://www.asco.org/sites/new-www.asco.org/files/content-files/covid-19/2021-MSK-COVID19-VACCINE-GUIDELINES.pdf
https://www.asco.org/sites/new-www.asco.org/files/content-files/covid-19/2021-MSK-COVID19-VACCINE-GUIDELINES.pdf
https://www.asco.org/sites/new-www.asco.org/files/content-files/covid-19/2021-MSK-COVID19-VACCINE-GUIDELINES.pdf


新冠疫苗簡易問答長期病患及孕婦特別篇:

精神科篇

 

? 問題⼀：嚴重精神病患者是否有較⾼風險染上新冠肺炎？

         答案：是
    患上嚴重精神病病⼈如思覺失調、燥鬱症、嚴重抑鬱症以及其他疾病會減低⼈體

免疫⼒，以致較容易染上嚴重新冠肺炎的併發症，甚⾄死亡。

? 問題⼆：嚴重精神病患者接種疫苗是否安全？

     答案：是，現今數據顯⽰沒有增加風險或引致精神病復發。

?問題三：病⼈應如何應付疫苗帶來的焦慮？

   答案：⼼理壓⼒其實在疫苗接種後會減低。病⼈應正⾯⾯對⾃⼰的焦慮，以及

以理性的 態度去尋求可信的資料，和排除錯誤的資料。染上新冠肺炎的 

機會絕對比新冠疫苗帶來嚴重副作⽤的風險⾼得多。積極參與接種計劃

的動⼒，例如能減少對⾝邊老⼈家及⼩孩的風險能有助⾃⼰作決定。

?問題四：我怎樣能增加接種疫苗之後的保護率？

答案：
   孤獨以及被社會孤立與低免疫⼒有關。增加與社會接觸包括以電話、觀看短片、

上網、以及電郵，能為雙⽅增強免疫⼒。與⼈建立有質素及深厚的關係比次數更

重要。

   健康⽣活例如運動、增加營養、以及充⾜睡眠能增強個⼈免疫⼒，以致增加疫苗

效果。世界衛⽣組織⿎勵每⼈每個星期做150分鐘中度強⼒運動，例如散步，能

有助⾝⼼靈健康。健康餐單包括低糖、低脂以及非加⼯食物，加上充⾜睡眠，能

有助⼈體在疫苗注射後製造⾜夠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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