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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省疫苗接種時間表
B.C. Immunization Schedule
免疫接種又稱疫苗接種，對于任何年齡的人士

子的免疫記錄。如果您更換醫護人員，免疫記

都很重要。它有助于您自身的免疫系統識別並

錄也是重要的信息來源。

儘快殺死能導致嚴重疾病甚至死亡的細菌和病
毒。有些疫苗爲單劑或口服疫苗，其他疫苗則

免疫需求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停止。成千上

需要在一段時間內接種多劑。在卑詩省，您當

萬的人們因爲流行性感冒和其他疾病而入院治

地公共衛生單位中的公共衛生護士會爲您接種

療，甚至死亡，而這些疾病是可以通過接種疫

疫苗，私人旅行疫苗診所的醫生、藥劑師以及

苗得以預防的。除了以下免費提供的疫苗外，

護士也可以為您接種疫苗。根據僱主的要求和

您還可以自購其他疫苗。諮詢您的醫護人員，

建議，有些工作場所配備的職業健康護士也能

瞭解有關這些疫苗的資訊。通過接種疫苗，您

爲您接種疫苗。

既保護了自己，也保護了他人。

以下接種時間表列出的是卑詩省居民可以免費

如果您對免疫接種有任何疑問，請諮詢醫護人

接種的疫苗，這有助您决定自己或家人何時需

員，或撥打 8-1-1 諮詢註冊護士。如需瞭解更多

要接種疫苗。沒有必要因感冒或其他輕微不適

資訊，請參閱有關疾病預防的 HealthLinkBC 文

而推遲接種疫苗。但若有疑慮，請首先與醫護

檔：

人員商討。

www.healthlinkbc.ca/healthfiles/DiseasePrevention
.stm，或訪問 www.immunizebc.ca。

務必爲自己和家人保留完整的免疫記錄。在您
的孩子注册日托、學前班、幼兒園、小學中學
和部分大專院校專業時，通常會要求您提供孩

提供翻譯服務
如果您需要以除英語外的其他語種獲得資訊或建議，我們可以提供 130 多種語言的翻譯服務。您撥打
8-1-1 時，將首先由說英語的醫護引導員接聽電話。如要獲得其他語種的服務，只要說出您所需的語種
（例如，您可以說「廣東話」），便會有一名口譯員加入通話。

常規疫苗接種時間表
年齡組
疫苗
白喉、破傷風、百日
咳、乙肝、小兒麻痺和
乙型流感嗜血桿菌
（DTaP-HB-IPV-Hib）
疫苗 (#105)

2
個月

4
個月

6
個月







12 個月

白喉、破傷風、百日
咳、小兒麻痺乙型流感

18 個月

自 4 歲開始
（幼兒園入園）

6
年級

9
年級

成人

65 歲及
以上

高危項目*



嗜血桿菌
疫苗 (#15b)
肺炎球菌結合（PCV
13）疫苗 (#62a)
輪狀病毒疫苗 (#104)




甲型肝炎疫苗 (#33) [a]






*





僅限原住
民兒童

僅限原住
民兒童

*

乙型肝炎疫苗 (#25a) [b]

麻疹、流行性腮腺炎、
風疹（MMR）疫苗
(#14a) [c]
丙型腦膜炎球菌(Men-C)
結合疫苗 (#23a) [d]





符合條件
者

符合條件
者






易受感染者





符合條件
者



腦膜炎球菌四價疫苗
(#23b)
水痘疫苗 (#44b) [e]



破傷風、白喉、百日
咳、小兒麻痺症 (TdapIPV)混合疫苗 (#15a)


易受感染者



*

符合條件
者




破傷風、白喉、百日咳
（Tdap）疫苗 (#18c) [g]

破傷風及白喉（Td）疫
苗 (#18a) [h]

肺炎球菌多糖體疫苗
(#62b)


符合條件者



人類乳頭狀瘤病毒
（HPV）疫苗 (#101b) [f]

減活流行性感冒（流
感）疫苗 (#12e) [i] [j]

*



麻疹、腮腺炎、風疹及
水痘混合疫苗 (#14e) [e]

滅活流行性感冒（流
感）疫苗 (#12d) [i]

*


符合條件
者





每 10 年一
次

每 10 年
一次





*

6 個月至 4 歲兒童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僅接種 1
劑

*

a. 居住在保留地和非保留地的 6 個月至 18 歲原住
民兒童和青少年均可免費接種甲型肝炎疫苗。嬰
兒在 6 個月時接種第一劑，18 個月時接種第二劑。
較年長的兒童和青少年需接種 2 劑，第一劑和第
二劑之間至少應間隔 6 個月。
b. 卑詩省為嬰兒免費接種乙型肝炎疫苗，該疫苗共
3 劑，分別在 2 個月、4 個月和 6 個月時接種，
並與其他常規兒童疫苗一起提供。未在嬰兒時期
完成乙型肝炎疫苗接種或從未接種過該疫苗的兒
童，將在 6 年級時免費接種乙肝疫苗。
1980 年或以後出生且尚未接種疫苗或尚未接種
與其年齡相符的建議劑量者，可免費接種乙型肝
炎疫苗。
c. 1970 年或以後出生且尚未接種該疫苗或對麻疹、
流行性腮腺炎和風疹沒有免疫力者，應該接種兩
劑 MMR 疫苗。
d. 2002 年以前出生、24 歲及以下且未曾在 10 歲生
日時或之後接種過 Men-C 疫苗的人士可免費接
種該疫苗。
e. 水痘疫苗分兩劑免費提供。第一劑在幼兒 12 個
月時接種，第二劑在年滿 4 歲入讀幼兒園之前接
種。第二劑疫苗為混合疫苗（MMRV），也能
預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風疹。我們為年幼時
未接種過兩劑疫苗的 6 年級學生提供水痘疫苗。
年滿 13 歲且從未接種過該疫苗者，也需要接種
兩劑。2004 年及以後出生的兒童，如在 1 歲時或
之後曾由醫護人員診斷出患有水痘或帶狀疱疹，
則無需接種水痘疫苗，這些兒童應該在 4 歲時接
種 MMR 混合疫苗。
f. 6 年級學生可免費接種兩劑 HPV 疫苗。26 歲及
以下且未曾接種過該疫苗的人士，如符合免費接
種資格，亦可獲得接種。如需瞭解有關免費接種
資格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HealthLinkBC File
#101b 人類乳頭狀瘤病毒（HPV）疫苗。

g. 在童年時未接種百日咳疫苗或免疫史不詳的成年
人，可免費接種 Tdap 疫苗。
童年時接種過百日咳疫苗，但成年後未持續獲得
百日咳免疫的 18 歲及以上成人，建議接種 Tdap
疫苗加強劑，但接種加強劑需收費。
h. 如果您身上有又髒又深的傷口或咬傷，且距上一
次接種破傷風疫苗已經過去 5 年或更久，則需接
種一劑破傷風疫苗。
i. 卑詩省為極易因患流感而引發嚴重疾病以及其他
具備免費接種資格的人士免費接種流行性感冒疫
苗。請參閱 HealthLinkBC File #12d 滅活流行性
感冒（流感）疫苗和 HealthLinkBC File #12e 減
活流行性感冒（流感）疫苗文檔，瞭解具體哪些
人士可免費接種流感疫苗。如需查找提供流感疫
苗接種的診所，請訪問
www.immunizebc.ca/clinics/flu。
j. 減活流感疫苗的免費接種對象僅限具備資格的 217 歲少年兒童。
* 高危項目：卑詩省為部分群體（例如慢性疾病患
者或免疫系統功能減退者）免費接種多種疫苗。請
與您的醫護人員聯繫，或致電 8-1-1 瞭解更多資訊。
請注意：該免疫接種時間表可能有所更改。如果您
有任何疑問，請向您的醫護人員諮詢或致電 8-1-1。
免疫接種時間表由 HealthLinkBC、卑詩省衛生廳與
卑詩省疾病控制中心編寫並審核。
如要了解疫苗接種詳情，可瀏覽 ImmunizeBC（卑
詩免疫接種）網站：www.immunizebc.ca（英文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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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查找有關更多話題的HealthLinkBC文檔，請瀏覽 www.HealthLinkBC.ca/healthfiles 網頁，或訪問您當地的公共衛生
單位。如需在卑詩省內獲取非緊急健康資訊和建議，請訪問 www.HealthLinkBC.ca，或致電 8-1-1（免費電話）。失聰
和弱聽人士如需協助，請致電7-1-1。若您需要，我們亦可提供130多種語言的翻譯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