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 2 月 24 日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110年HPV公費疫苗接種工作計畫
一、 國民健康署疫苗政策之接種對象與資格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必要條件)。
(二) 109 學年度入學國一女學生：96 年 9 月 2 日至 97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 。(早讀或晚
讀皆以學籍認定資格)，請於110年11月30日前完成第一劑。

(三) 申請補接種資格：
 108、107 學年度國一女學生(國中二年級、三年級)：未接種或未完成第二
(三)劑次之接種者。

 自學生：依個案之生日對照入學學齡來判定其公費資格，於國中畢業前向
衛生所申請補接種

 107學年度國一女學生(國中三年級):
(1)109年12月31日前接種第1劑者，請於110年6月30日前依仿單完成所有劑
次。
(2) 109年12月31日前未接種者，請於110年6月30日前完成第一劑，並於110

年11月30日完成所有劑次。

 108學年度國一女學生(國中二年級):
(1)109年12月31日前接種第1劑者，請於110年6月30日前依仿單完成所有劑
次。
(2) 109年12月31日前未接種者，請於110年6月30日前完成第一劑。

二、 配合疫苗到貨時間，規劃各學年度接種作業時程與辦理方式

1

110年 2月 24日

(一) HPV 疫苗接種方式/接種文件發放
HPV 疫苗係非強制性疫苗，基於便民，實施「校園接種」及「合約醫療院所
補接種」服務措施。

1. HPV 疫苗接種通知
110年衛生局印製「接種通知與意向調查」黏貼單，交由各國中發放109 學年度入
學國一女學生，黏貼於聯絡簿，取得家屬收受通知簽名及接種意向勾選(下聯)回收，
依回收聯統計學生接種意向。

2. HPV 疫苗接種文件發放
(1) 發放 109 學年度入學國一女學生「接種通知(含簽收回執聯)」、
「疫苗接種同意書暨評估表」、「接種紀錄卡」、「接種資料存放
夾」、「接種說明書」及「HPV疫苗衛教手冊」。
(2) 於校園接種前，回收全數學生「疫苗接種同意書暨評估表」及「接種通
知簽收回執聯」，製作學生接種名冊 (同意與不同意註記)，電子檔並傳
送給衛生所，據以準備疫苗數量。
(3) 校園接種後，衛生所收回全數「疫苗接種同意書暨評估表」，確認學生
接種名冊與接種結果相符，隨後送回衛生局掃描建檔並上傳國健署。

3. 其他補接種文件發放
至學校轄區衛生所填寫補發申請書，並依指定期間內完成接種。

(二) 接種作業期程
1. 109 學年度入學國一女生：96 年9 月2 日至 97 年9 月 1 日出生者(以學籍認
定)。

2. 校園接種：國健署預計疫苗 110 年 3 月到貨，4 月起辦理校園接種第一劑，9
月起校園接種第二劑作業。接種日期由學校與接種醫療單位議定。

3. 合約院所補接種：
(1) 109 學年度入學國一女生未於校園接種第一劑者，110 年 6 月30 日前由
家屬陪同，持同意書逕至院所完成第一劑補接種。

(2) 逾期學生，須至學校轄區衛生所填寫補發申請書，並依補發之接種文件
於指定期間內完成接種。
4. 為配合國民健康署 HPV 疫苗接種年度結案，全縣 HPV 疫苗合約醫療院所於 12
月間(110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停止辦理 HPV 補接種作業，需求者
須延至 111 年1 月 1 日以後才能辦理接種。

(三) 逾期、遺失補發：
1.

未於指定期間內接種、接種文件遺失者，家屬須至學校轄區衛生所填寫補
發申請書，並依指定期間內完成接種。

2.

第一劑接種後必須依建議期程完成後續二(三)劑次，逾期則喪失公費接種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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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費 HPV 疫苗種類與接種劑別
（一） 公費 HPV 疫苗種類
持有許可證厰商

品 名

Cervarix TM Human Papillomavirus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 vaccine Type 16 and 18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Recombinant, AS04 adjuvanted)保蓓
公司
TM 人類乳突病毒第 16/18 型疫苗

製造廠
GLAXOSM
ITHKLINE
BIOLOGICALS
S.A.
(BELGIUM)

(二)

HPV 疫苗接種劑別(依仿單規範)
1. 接種第一劑時，未滿 15 歲：接種兩劑(0,6 月)。第一劑與第二劑務必間隔超
過 150 天以上

2. 接種第一劑時，滿 15 歲以上：接種三劑(0,1 月,6 月)。第一劑與第二劑需
間隔 30 天以上，第二劑與第三劑間須間隔 120 天以上。

四、 校園接種作業
（一） 衛生所到校辦理疫苗接種衛教宣導與並接種文件發放。
(二) 由學校協助發放接種文件表單，讓學生帶回給家長：
1.

接種通知(含簽收回執聯)。

2.

疫苗接種同意書暨評估表(二聯單)。

3.

接種紀錄卡。

4.

接種說明書。

5.

HPV疫苗衛教手冊。

(三) 接種紀錄卡。
接種當日流程：
1. 確認身分：校方依排定時間，將同意接種學生以班為單位帶至接種地點，且
確認接種學生持有本人接種同意書完整簽署(家長及學生雙方)、接種紀錄
卡。

2. 測量體溫，紀錄於表格。
3. 接種醫療院所：

(1) 由醫師進行接種前之診察評估後，完成評估紀錄。
(2) 疫苗接種：接種學生採坐姿，護理人員於接種前執行三讀五對，完成接種
後，向學生說明接種之注意事項及常見副作用，發放接種說明單。
(3) 護理人員完成接種紀錄，並檢核接種紀錄卡紀錄完整正確。
(4) 引導學生至休息地點：在休息地點觀察至少 30 分鐘，衛生所提供點心避
免因空腹引發不適反應，並及時處理學生超過一般疫苗接種後之正常反
應，提供必要之醫療協助。

4. 具接種意願但無法於校園日期接種者，由衛生所開立「疫苗補接種通知單」三
單，將接種文件交由學生帶回，由家長陪同逕至本縣 HPV疫苗合約院所接種補接
種。

5. 疫苗接種嚴重不良反應通報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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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疫苗接種後，學生發生嚴重不良反應，除提供學生必要協助外，並及時反
應給轄區衛生所。

(2) 協助因應衛生所問題釐清後，衛生所填報「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
接種異常事件通報及調查表」並呈報衛生局，衛生局彙整相關資料及
定期回報資料予國民健康署。
(3) 由衛生局統籌及協調醫療院所提供必要醫療協助。

6. HPV 疫苗接種相關事件統一由衛生局對外發言。

五、 合約院所補接種作業
（一）學生持健保卡及同意接種文件，由家屬陪同學生，逕至本縣 HPV公費疫苗合約醫
療院所接受HPV 疫苗注射，
（二）若非家屬陪同，則須填寫接種陪同委託書。陪同委託書請至本局官網下載。
https://www.ptshb.gov.tw 首頁〉衛生業務〉衛生保健業務〉癌症防治專區〉
HPV 公費疫苗民眾 Q&A。

六、 HPV 疫苗諮詢服務設置
（一）為了讓民眾能更了解 HPV 疫苗相關資訊，國民健康署已將 HPV 疫苗相關衛教資訊
放置在健康九九網站中(http://health99.hpa.gov.tw/) 衛教素材：
檔案名稱

素材類型

快速連結

施打HPV 疫苗 守護健康保護 懶人包文宣，共8 頁
自己
(107年5 月)

HPV 疫苗論壇 愛你不癌你

多媒體影音 上半
場，47 分
下半場，56 分55 秒

HPV 疫苗宣導120 秒影片 多媒體影音
共1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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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場

下半場

檔案名稱
HPV 疫苗可預防子宮頸

素材類型

快速連結

懶人包文宣，10 頁 中文版

英文版

癌！HPV 疫苗知多少

HPV 疫苗衛教手冊(民眾

手冊文宣，共21 頁

版)

HPV 疫苗海報

海報文宣，共1 頁

HPV 疫苗單張

單張文宣，共2 頁

（二）本局網頁設置 HPV 疫苗民眾 QA 專區：HPV 接種計畫．HPV 衛教手冊、各種代理同意
簽署文件、非本國籍學生申請 HPV 公費疫苗接種、屏東 縣 HPV 公費疫苗醫療院
所表等各資訊。
本局官網 https://www.ptshb.gov.tw 首頁〉衛生業務〉衛生保健業務〉癌症
防治專區〉HPV 公費疫苗民眾 Q&A
https://www.ptshb.gov.tw/News_Content.aspx?n=C216A95DF58D
F048&sms=8E1C1937AEF1A4F0&s=0850924781253A00。
1. 本局保健科癌症防治組 諮詢電話：08-7370002 轉 150-155。

2. 本縣鄉鎮市區衛生所均受理諮詢電話。
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4 小時專線電話 0800-88-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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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V 疫苗接種(嚴重)不良反應通報作業

發現學生接種疫苗後出現不
適情形

學校通報轄區衛生所，並依嚴重不
良事件通報表內容提供資訊予轄
區衛生所

衛生所或 24 小時諮詢專線接獲學
校或家長或醫療院所通知

衛生所確認嚴重不良事件通報內容完整性，必要
時協助就醫，並通知衛生局

衛生所每日關懷學
生情形至康復為止

衛生所回報通報表資料
至衛生局

衛生局 24 小時內通報
HPV 疫苗 不良反應中

依個案需求協
助填報受害救
濟申請書

結案

心，並追蹤 NIIS 系統個
案不良反應上傳紀錄

申請書送回衛生
局，協助調病歷

函送相關資料
至衛生福利部
預防接種受害
救濟審議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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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不良反
應中心，定
期提供評估
結果給國民
健康署

國民健康署
保留相關資
料並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