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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與你

陳耀恆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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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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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

•11世紀北宋時期，中國人已開始種天花痘

•接種疫苗令人體的免疫系統識別疫苗的病原體
(病毒或細菌等), 產生抗體及建立免疫記憶

•日後如身體再接觸該病原體, 身體免疫系統
會迅速反應, 摧毀病原體, 防止疾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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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的種類
減毒疫苗

[活疫苗]*

Live attenuated 

vaccine

不活化疫苗/

滅活疫苗
[不活疫苗]

Inactivated

載體疫苗

[利用無害
病毒擕帶
病原體]

核酸疫苗

mRNA/DNA 

信使核醣核酸
疫苗

[化驗室製造]

亞單位疫苗, 

重組疫苗

[化驗室製造]

Recombinant 

類毒素疫苗

Toxoid

麻疹腮腺炎德
國麻疹混合
疫苗 (MMR)

水痘疫苗
Varicella

黃熱病疫苗

新冠肺
炎疫苗

(科興, 國藥)
Coronvac

流感疫苗

新冠肺炎疫苗
牛津/ 

阿斯利康

Johnson and 

Johnson

新冠肺
炎疫苗

(復必泰) 
BioNTect

Comirnaty

莫德纳

乙型肝炎疫苗

肺炎鏈球菌
結合疫苗

Novarax

破傷風疫苗

減量白喉

混合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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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的製造–以蛋白S引發免疫系統

1.利用滅活病毒，製成疫苗，
最接近真正感染。歷史最長，
經驗最多，安全性高，但因
要培養病毒，需時較長。通

常需要重覆注射。
(科興/國藥疫苗)

2.利用無害的狒狒腺病
毒外殼，注入新冠病毒製
造蛋白S之遺傳基因，製成
疫苗。病毒進入人體細胞，
自己製造蛋白S。多年經驗
。 (牛津/Astra疫苗)

3.利用病毒RNA，製造mRNA，加上脂肪外殼，造成疫苗。
注入體內，由接受疫苗者之細胞自己製造蛋白S，
為全球首個以此技術製成之疫苗，所需時間最短。

(Pfizer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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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使用的疫苗都合乎世衞標準
疫苗效力

CoronaVac
(科興)
(Brazil)

疫苗效力
CoronaVac 
(科興)

(Chile)[1]

疫苗效力
BNT162b2
(輝瑞) 

[2]

AZD1222 
(牛津)
ChAdOx1[3]

Novarax

NVX-CoV2373 [4]

效力 50.7%
(33.6, 62.1)

效力 65.9%
(65.2, 66.6)

效力 92% 
(88,95)

62.1%
(41,75.7)

90.4%
(82.9-94.6)

中度嚴重個案
(WHO score> =3)

83.7% 
(57.99, 93.6)

有病㿂個案 94% 
(87,98)

67.1%
(52.3,77.3)

入院個案
(WHO>=4)

100%
(56, 100)

入院個案 87.5% 
(86.7,88.2)

入院個案 87%
(55,100)

ICU 90.3%
(89.1,91.4)

嚴重個案 92%
(75,100)

100%
(87-100)

NAT+ve swab 55.7%
(41.1, 66.7)

死亡個案 86.3% 
(84.5-87.9)

1 NEJM 385(10),2021
2.NEJM 383(4),2021
3. Lancet 397, 2021
4. NEJM Dec  2021

因各疫苗試驗設計及試驗地點不同，疫苗保護力並不適合直接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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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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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新冠肺炎的後果

•腎病患者是新冠肺炎

的高危一族,比其它

族群有更高的死亡

或倂發症率

1. Kidney International (Feb 11, 2021)
2. PLoS One 2021 Jul 22;16(7)
3. AJKD Feb 2021
4. Kidney International (2020)

接受透析者 (洗腎)
• 感染率比普通市民高 5-20 倍 [1,2]

• 死亡率達 20-30% 

• 深切治療死亡率更高達50%, 比普通市民

高 40% [3,4]

接受移植者 (換腎)
• 死亡率達 20% [4]

• 比普通市民有更高的住院死亡率

• 有更高急性腎損傷的風險

• 有更高需要插喉或強心藥治療的風險

10HKKF-HKSN-HKARN John Chan



•新冠後遺症

(Long Covid)

1. Kidney International (Feb 11, 2021)
2. PLoS One 2021 Jul 22;16(7)
3. AJKD Feb 2021
4. Kidney International (2020)

•約10-20%的急性新冠感染患者數

周至數月的殘留症狀

•症狀: 包括疲勞、呼吸急促和認

知功能障礙，通常會影響日常生

活。另外，患者也可能胸痛、嗅

味覺失靈、肌肉無力和心悸等

感染新冠肺炎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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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苗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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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非常安全

•全球已有超過9億人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全香港已接種超過 9,457,700劑

•不良反應報告率為 0.07%

•注射部位腫脹
•發燒
•頭痛
•疲勞

常見的副作用 • 肌肉疼痛
• 怕冷
• 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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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真實世界數據
• 接種復必泰疫苗並沒有增加:

• 心肌梗塞

• 深靜脈血栓

• 腦出血

• 急性腎衰竭

• 心律不正

• 血小板減少

• 輕微增加心包炎或心肌炎的風險
(主要是男仕, 接種第二劑疫苗之後)

• 風險比率約3.24倍, 1-5 例/100,000 persons

• 但絕對風險仍然非常低

• 相比 COVID 引發心肌炎的風險 (RR 18.28)
接種疫苗利多於害

• 輕微增加貝爾氏麻痺的風險 (RR 1.32)
NEJM 385:1078-9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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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群組的安全性

•沒有證據顯示疫苗會增加心血管病的風險

•法國一項大型研究顯示, 75 歲以上人仕接種
mRNA 疫苗後, 並沒有增加:
•急性心臟病

•缺血性中風

•出血性中風

•肺動脈栓塞

JAMA  2021.2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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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副作用

• 過敏性休克 (anaphylaxis) : 
2-5/1,000,000 [1]

• 心肌炎和心包炎
• 發病率： 2.13 cases/100,000 persons

• 香港共有 96 宗個案,93 宗和mRNA 疫苗有關 ; 
報告率 (0.0016%, 1.6 Cases/ 100,000 dose) [2];

• 在年青人群組12至17歲發病率
18.52/100,000 person vaccinated [3]

• 貝爾氏麻痺 (面癱)
• 香港共出現 329 宗個案 [2]

• 報告率為 0.003% (3.5 cases/100,000 dose)

• 香港一項研究顯示接種科興疫苗後増加約 2.3 倍
1. CDC
2. DH, HK
3.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 2021

• 死亡報告非常罕見
• 美國: 10128 例 (0.0022%)

• 香港: 53 例 接種後14日內死亡 (0.0005%), 
暫時沒有證據和疫苗有關

• 血栓性血小板減少綜合(TTS)
• 主要發生在載體疫苗 (牛津), 及在50歲以下女

士身上

• mRNA疫苗(復必泰/莫德纳) 不會增加 TTS 的風
險

• 吉巴氏綜合症 (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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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苗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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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在透析病人是有效的
•接種兩劑的mRNA 疫苗(復必泰,莫德纳) 
的病人
• 超過九成(~94-96%) 能產生有效的免疫反應 [1-3]

•接種兩劑滅活疫苗( 科興)的病人
• 約80% 能產生中和抗體 [4]

• 但抗體水平比mRNA疫苗低

• 世界數據證實接種疫苗能減低
透析病人的發病(5x),入院率 (>10x),
死亡率 (>10x)[5-6]

1. AJKD 78(4):571
2. CJASN 16:I  1037
3. JASN 32:2435
4. Ther Apher Dial 2021: 1-6
5. JASN 2021 Nov pre print
6. Kidney Int 100: 70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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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移植者對疫苗的免疫反應較低
•接種兩劑mRNA 疫苗後,只有
30-50%的病人能產生保護抗體 [1]

• 有效中和變異病毒株的抗體水平可能更低 [2]

•接種兩劑減活疫苗後產生抗體
的比率只有9-20%; 

•免疫反應低的風險因素:
• 年齡

• 腎臟功能不全

• 服用免疫抑製藥物 e.g.抗代謝藥物 (MMF), Rituximab

1. CJASN 17 98 : 2022
2. Am J Transplant 00: 1– 10. doi:10.1111/ajt.16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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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針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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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接種第三針疫苗?

•免疫反應欠佳者
(如器官移植者, 高齡人士)

•免疫反應下降 (Immune waning)

•變種病毒的出現 (e.g. Omi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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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弱的人士(腎移植者)

•為了提高保護效率, 提議腎移植者接種
第二劑廿八日後接種第三劑疫苗去完成
整個療程

•研究顯示，接種第三劑 mRNA 疫苗, 
能增加免疫反應及抗體數量 [1,2]

•第三劑疫苗有好的耐受性，沒有證據顯示
會增加排斥的風險或HLA 抗體出現的機會

1. KI 100: 1337
2. NEJM 385: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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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反應下降
疫苗在接種六個月後
出現功效下降的現象

•感染數字增加[1]

•免疫反應及抗體水平明顯下降[2-3]

•防止有症狀或重症的效果
下跌 10-30% [4] 1. NEJM 385: e85, 2021

2. NEJM 385:e84, 2021
3. NEJM 385:2010
4. WHO

23HKKF-HKSN-HKARN John Chan



接種第三劑加強劑
• 接種第三劑加強劑 (復必泰或科興), 
有好的耐受性; 能提升抗體反應及提
高對變種病毒株的 (Beta, Delta) 
中和抗體水平 [4-5]

• 以色列數據顯示, 接種加強劑能恢復
疫苗的有效性
• 在不同的年齡層, 能有效減少感染, 
入院和死亡個案 [1,3]

• 死亡率減少達 90% [2]
1. NEJM385:2421,2021
2. NEJM 385: 213, 2021
3. JAMA.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10, 2022.
4. NEJM 385:17
5.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 preprin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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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 變異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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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 變異株

•以色列硏究顯示 [1]

•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後, 

對Omicron變異株的反應非
常低

•接種第三劑疫苗後能提升
對Omicron 變異株功效

1. NEJM 29 De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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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兩間大學對Omicron 變異株研究

• 接種兩劑復必泰或科興疫苗後，殺滅（中和）
Omicron變異株的抗體反應非常低

• 已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的人士，在接種第三
針復必泰疫苗後，其抗體水平足以抵禦
Omicron變異株

• 已接種兩劑科興疫苗的人士，在接種第三針
科興疫苗後，其抗體水平卻未能提供足夠保
護。

• 接種第三劑復必泰疫苗後的抗體水平足以抵
抗新型冠狀病毒變異株Omicron HKU Med Medi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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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減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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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減毒疫苗
•減毒疫苗 (Live attenuated vaccine) [活疫苗]*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MMR), 水痘疫苗 (varicella), 黃熱病

• 因腎友及器官移植者的免疫功能(抵抗能力)較低

• 活性減毒疫苗有導致真感染的風險

• 移植前 1 個月內及移植後不建議接種活性疫苗

• 個別情況下, 50歲或以上人仕可考慮

• Shingrix帶狀疱疹疫苗 (结合疫苗)*(生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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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為己, 
請盡快接種新冠疫苖

繼續注重個人衞生

勤洗手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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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你同行

梁鑒慈註冊護士

32HKKF-HKSN-HKARN Dora Leung



從錯愕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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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面對腎病？

恐懼 不知所措

焦慮 担心

自怨自責

隱瞞病况

接受

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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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適應腎病？

•在逆境與困難中確認

自我優勢與資源，

並採取適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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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腎病 面對現實
支持

執行醫囑
提醒

配合治療
鼓勵

以生活影響生命

以生命影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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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醫療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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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者
• 跨專業醫療團隊,彼此溝通,  

互相接納、共融、調適

• 親友照顧, 朋輩關懷

• 同坐一條船的病友、 預治期

間經歷過同樣困難的過來人、

樂意傾聽的聆聽者，還有鼓

勵打氣的義工和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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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伙伴

醫生

護理團隊

醫務社工

職業
治療師

腎友腎友

跨部門醫療團隊

藥劑師

物理
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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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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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洗血腎友的分享
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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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腎友會
• 醫管局核下醫院大部份有地區腎病病友組織，可向各醫院社

區資源中心查訊或到醫管局智友站搜尋
https://www21.ha.org.hk/

• 腎友聯 香港復康會:電話81000821    

www.arpmha.org.hk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電話 23046371   admin@hkapo.org.hk

病人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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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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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 共融

居家會友 住院會員 腎科團隊

推廣器官移植

推廣關注 腎臟健康 推廣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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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互勉

沙田博物館鯉魚門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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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旅同行

主題樂園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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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木頭渡假村

樟木頭渡假村

汕尾東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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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同路

腎友台灣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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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和食德 樂在其中

食醒D食好D

食在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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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腎移植康復者的分享
徐維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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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路滿挑戰

Roma為你歌!
一位洗肚腎友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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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路滿挑戰

與Roma一齊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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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路滿挑戰
今天，面對前路的挑選

向前未知會点，回頭又未有弯轉

信，最緊耍信，前路係你選

前路满挑戰

信，我只要信

前路满挑戰，前路係我選

信我有能力去選

自信不怕面對目前

籌謀，評估風險

抉斷，成功，就在面前



合辦夥伴: 香港腎科學會 https://www.hksn.org/主辦及策劃: 香港腎臟基金會 https://hkkf.org.hk/

協辦夥伴: 腎友聯 http://www.arpmha.org.hk/

合辦夥伴: 香港腎科護士學會 https://www.hkar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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