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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熱病是一種由黃熱病病毒引致的急性傳染病，流行於部份非洲和南美洲國家。一些本港人

士常到的旅遊熱點如東非肯尼亞的馬賽馬拉國家保護區 (M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
南美洲的亞馬遜雨林及伊瓜蘇瀑布(Iguazu Falls)等，都屬於黃熱病流行地區。

接種黃熱病疫苗後，

是否終身免疫？

黃熱病疫苗

到黃熱病流行地方需接種黃熱病疫苗到黃熱病流行地方需接種黃熱病疫苗

黃熱病是什麼﹖黃熱病是什麼﹖

黃熱病是透過受

感染的蚊子叮咬

而傳播。蚊子在

叮咬患病的動物

(主要是猴子)或

病人後，再透過

叮咬將病毒傳播

給其他人或動物。受感染後，黃熱病病毒

會在身體內潛伏約3至6天。

大部分的黃熱病患者病徵輕微，一般徵狀

包括突發性發燒、發冷、頭痛、全身肌肉

酸痛、疲倦、噁心和嘔吐。多數患者的情

根據《國際衞生條例

(2005 )》，黃熱病是目

前唯一一種國家可要求旅客

出示疫苗接種證明的疾病。接

種疫苗後，旅遊人士會獲發「疫苗

接種或預防措施國際證書」，而證書

自注射後十天始有效。世界衞生組織建

況會於3至4天後好轉，而患者痊癒後一般可

產生免疫力，避免再受感染。然而，小部份

的患者會出現嚴重病情（如黃疸病、出血、

休克和多重器官衰竭等），死亡率甚至可高

達五成。

黃熱病現時並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治理

方案主要是穩定病情及紓緩病徵。在處理

嚴重個案時，支援性治療一般包括以靜脈

注射來補充水分、血液透析和輸血等。患

者須接受隔離治療，

以免經蚊子叮咬再

將病毒傳播他人。

議所有需往返有黃熱病感染風險地區的旅

遊人士接種黃熱病疫苗。同時根據《國際

衞生條例(2005)》，有些國家要求所有

入境或只是從黃熱病流行地區抵步的旅客

出示「疫苗接種或預防措施國際證書」。

因此，旅遊人士前往這些國家亦應接種黃

熱病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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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國家僅於國內部分地區有黃熱病

傳播的風險，如肯尼亞、玻利維亞等。

此外，一些其他熱門旅遊國家如盧旺達 

(Rwanda)、南非 (South Africa)、坦桑

尼亞 (Tanzania)、贊比亞 (Zambia)、津

巴布韋 (Zimbabwe) 等，雖然不屬於有

黃熱病傳播風險的國家，但如果到訪人

士是來自有傳播風險的國家(一些國家

亦包括在有傳播風險的國家轉機)，就

必須出示「疫苗接種或預防措施國際證

書」或豁免接種黃熱病疫苗的證明書才

可入境。因此，旅遊人士需要有確實的

行程包括轉機地點才可讓醫生作出適當

評估該旅程是否需要接種黃熱病疫苗。

世界衞生組織會不時更新列表的內容，

然而各國的疫苗接種要求可隨時改變，

旅遊人士或可向計劃到訪國家的駐港領

事館查詢，以瞭解最新簽證申請要求或

入境需準備的文件。

以往黃熱病「疫苗接種或預防措施國

際證書」只有十年效用，但由2016年

7月11日起，不論新發或舊有的證書，

皆已定為終身有效。世界衞生組織闡

有關不同國家感染黃熱病的風險和接種黃熱病疫苗的要求，可參考世界衞生組織

《國際旅行與健康》附件1 (International Travel and Health Annex 1) 
(https://www.who.int/ith/en/) 的列表，當中不乏港人的旅遊熱點：

有黃熱病傳播風險的熱門旅遊及工幹國家 

埃塞俄比亞 (Ethiopia)† 阿根廷 (Argentina)†

肯尼亞 (Kenya)† 玻利維亞 (Bolivia)†

加納 (Ghana)  巴西 (Brazil)†


烏干達 (Uganda) 秘魯 (Peru)†


† 雖非全國皆有黃熱病傳播的風險，但影響部分主要旅遊區及城市

明舊有的證書不須作任何修改去配

合是次改動，而且不論證書的簽發日

期是多久，締約國家都不能以此要求

入境旅客再次接種黃熱病疫苗。

由於疫苗在接種十天後才能有效提

供保護力，因此旅客應在出發前預

留充足時間接種。香港目前只有衞

生署轄下的兩間旅遊健康中心提供

黃熱病疫苗。由於市民對黃熱病疫

苗的需求日益增加，旅行人士應該

提前安排行程，並在出發前至少八

星 期 聯 絡

旅 遊 健 康

中 心 以 預

約 旅 遊

健康會

診。

非洲 南美洲

疫苗接種或預防措施國際證書

2 

https://www.who.int/ith/en/)的列表，當中不乏港人的旅遊熱點：


是否所有人都適合接種黃熱病疫苗？

60歲以下人士在接種黃熱病疫苗後的反應

一般比較輕微。約10%至30%的人士在接種

疫苗後有輕微的反應，包括輕微發燒、頭

痛、肌肉痛或注射部位出現紅腫等徵狀。

這些輕微反應通常在頭兩至三日出現，並

可維持五至十日。即時的過敏反應如過敏

性休克等則十分罕見。

一般而言，以下人士不應接種黃熱病疫

苗：

- 九個月以下的嬰兒； 

- 曾對黃熱病疫苗的成分包括雞蛋等出

現嚴重過敏的人士；

- 免疫力低的人士（如淋巴瘤、胸腺瘤

、白血病、丙型球蛋白缺乏症及愛滋

病等患者，或正使用免疫力抑制藥物

的人士）。

不適宜接種黃熱病疫苗，但又無法避免

前往需要接種黃熱病疫苗地區的旅遊人

士，應在出發前向醫生索取豁免接種黃

熱病疫苗的證明書。

旅遊人士應注意，豁

免接種黃熱病疫苗的

證明書僅適用於該

次旅程，不可重複

使用。而當地國家

可自行決定是否接

受該豁免書，並有

權對旅客採取隔離

或進行醫學監測等

措施。

接種黃熱病疫苗可能會出現一些非常罕

見的嚴重副作用，例如與黃熱病疫苗相

關的內臟疾病和神經性疾病。在未曾接此外，部分人士（包括60歲或

以上的人士、懷孕及餵哺

母乳的婦女等）亦因

接種疫苗的風險較高

，可能不宜接種黃熱

病疫苗。旅遊人士應於

出發前盡早約見醫生，進行健康風

險評估後，才決定是否接種黃熱病疫苗或

是否需要更改行程。

旅遊人士若在過去四星期曾接種其他

活性疫苗﹙如麻疹、流行性腮腺

炎及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帶狀疱疹﹙生蛇﹚疫

苗、水痘疫苗等﹚，

應相隔至少四星

期才接種黃熱病

疫苗。

觸過黃熱病病毒的人群中，每接種十萬

劑黃熱病疫苗只出現零點九至四宗嚴重

副作用個案。因目前無法治療這些嚴重

的副作用，部份患者最終可導致死亡。

這些嚴重的副作用包括：

內臟疾病
  - 病徵通常在接種疫苗後1至18日內

出現

 - 出現多個器官功能衰竭

 - 總體死亡率高

神經性疾病（例如腦膜腦炎、急性播散
性腦脊髓炎和吉巴氏綜合症）

  - 病徵通常在接種疫苗後2至56日內

 出現

 - 病情嚴重但較少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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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蚊叮措施

有用資料

除接種黃熱病疫苗外，旅行人士亦應採取防蚊

措施，以減低感染其他蚊傳疾病的風險。

預防蚊叮的措施包括： 

-	 穿着鬆身的淺色長袖上衣和

長褲；

- 在外露的皮膚和衣服上塗上

含20%至50%避蚊胺(DEET)
成分的昆蟲驅避劑，並按

指示重複使用昆蟲驅避劑。

兩個月或以上的兒童可使用濃度上限為 

30%的避蚊胺； 

- 避免使用帶有香味的化粧品或護膚品； 

- 在設有空調或防蚊網的地方住宿； 

- 如旅遊人士要前往山林地區，可帶備便攜式

蚊帳和將氯菊酯加在衣服或蚊帳上以增加

保護，但切勿把氯菊酯塗在皮膚上。

市面上有多種含不同濃度避蚊胺的昆蟲驅避

劑，一般來說，濃度越高效力越持久。然而

含避蚊胺濃度超過50%以上的昆蟲驅避劑，反

而會增加出現不良反應的風險，故我們建議

成人在一般情況下使用含避蚊胺濃度20%至

50%的昆蟲驅避劑。

使用昆蟲驅避劑時，切勿直接噴射於面上，

應先噴於雙手，然後才用手塗抹在面上。如

果同時使用防曬霜，應先塗上防曬霜，然後

才塗上昆蟲驅避劑。

市場上除了含避蚊胺成分，亦有其他含不同

成分的昆蟲驅避劑，包括IR3535、埃卡瑞丁 

(Icaridin)［也被稱為Picaridin(派卡瑞丁)

］等。兩者亦是世界衞生組織和美國疾

病預防及控制中心推薦使用的昆蟲驅

避劑活性成分。市民使用

昆蟲驅避劑時，必

須遵照有關產品標

籤上的說明和注

意事項。

衞生署旅遊健康中心

請於出發旅遊前最少八星期預約健康會診。

旅遊健康中心(香港) 旅遊健康中心(九龍)

地址:
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號

胡忠大廈 18樓 26室

長沙灣道 303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 1樓

電話: 2961 8840 2150 7235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 9:00 - 下午 1:00

下午 2:00 - 下午 5:30

休 息

休 息

上午 9:00 - 下午 1:00

下午 2:00 - 下午 5:30 

上午 9:00 - 下午 1:00

休 息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印

 

如欲獲得更多旅遊健康資訊，請瀏覽衞生署旅遊健康服務網站 www.travelhealt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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