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環境及個人衛生

https://youtu.be/9J8EIM0ywAE
https://youtu.be/9J8EIM0ywAE


注意環境及個人衛生

每日開站時，捐血站全面清潔消毒

員工或捐血者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以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

以「耳探」量度體溫，讀數必須於
37.5°C以下



問清問楚

暫緩有相關旅遊紀錄或傳染病接觸紀錄
的人士捐血

暫緩所有有病徵人士捐血

健康諮詢，排除風險因素

捐血後如有病徵，請儘快通知中心



加強站內清潔消毒

使用已消毒的全新導管、針筒及血袋，
並用完即棄

為每一位捐血者更換枕墊及手握筒墊紙

加密站內各設施的清潔消毒

常用公共地方亦會加強清潔



保持社交距離

停用休息區部份座位

休息區儘量單向而坐

為每位捐血者送上獨立包裝小食

進食以外時間需全程戴上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續

捐
血
站
資
訊

捐血前 先預約

有效預約行程

縮減輪候時間

避免人群聚集



疫情捐血知多點 –捐血與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

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會否透過血液或血製品傳染？

現有証據及風險評估皆未有資料顯示2019新型冠狀病毒能經由血液傳染。答

問

中心會為捐出的血液檢測2019新型冠狀病毒嗎？

國際上暫時沒有捐血常規測試可以應用於2019新型冠狀病毒。世界各地的
捐血服務都主要在捐血者的篩選方面著手，務求將相關風險減至最少。

答

問



疫情捐血知多點 –接種疫苗相關捐血指引

答

問 接種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疫苗後相隔多久才可捐血？

接種疫苗後須由接種當日起暫緩捐血7天：

 接種部位出現局部副作用(如疼痛、發紅)，須在症狀完全消退後方可捐血。
 接種後出現其他副作用如發燒、肌肉疼痛、關節痛、皮疹等，須在症狀完
全消退後起計暫緩捐血14天。



疫情捐血知多點 –進入捐血處所須知

答

問 要完成疫苗接種才可進入捐血處所(捐血站、流動捐血點及流動捐血車)嗎？

 為保障公眾健康，配合整體防疫政策，中心鼓勵市民盡快接種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疫苗，以加強自身
的保護。

 個別捐血處所如捐血站或流動捐血點所位處的物業，或需要求進入人士出示疫苗接種證明。而進入捐血
處所則需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掃瞄場所二維碼。

 中心超過98%員工已接種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疫苗(未接種者為因健康原因而不適合接種疫苗而獲醫生
發出豁免證明書的人士)，所有員工亦必須每天進行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抗原快速測試，加上嚴格的感
染控制措施，市民進入捐血站必需佩戴口罩，並先量度體溫及消毒雙手，站內設施亦已加強消毒清潔，
確保捐血者及血液安全。

 中心鼓勵市民致電預約熱線2710 1333（辦公時間內）或捐血站預約捐血，亦可透過中心網站或手機應
用程式HK Blood預約，避免人群聚集，減少輪候時間。



如確診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或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何時可再捐血？

透過快速抗原或核酸測試而確診感染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之人士，或曾與確診個案
或懷疑確診個案有密切接觸之人士，視乎其病癥及康復狀況，需暫緩捐血最少14天。
捐血者於捐血前亦需完成相關政府部門發出的檢疫、隔離或檢測要求。

 曾確診感染並帶有病癥之人士，須於完全康復後起計，暫緩捐血14天。
 曾確診感染毒病但並無任何病癥之人士，於最後一次陽性檢測結果翌日起計，暫
緩捐血14天。

 曾與確診個案或懷疑確診個案有密切接觸之人士，需暫緩捐血14天。
 中心繼續暫緩近期曾經離港人士捐血，由扺港當日起計暫緩捐血28天。

疫情捐血知多點 –確診及密切接觸

答

問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為應對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的最新發展，

更新相關預防措施。

 以上修訂是醫院管理局(輸血服務中心)血液及血製品安全專家小組經

過審慎考慮後提出。

 中心提醒捐血人士，若捐血後出現發燒、呼吸道感染或肺炎癥狀，應

盡快求醫並通知中心當值醫護人員（捐血者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710 

1333，非辦公時間可致電2710 1234）。

疫情捐血知多點 –續





捐血事實

https://www.facebook.com/BloodForLifeHKRCBTS/videos/784912585633216
https://www.facebook.com/BloodForLifeHKRCBTS/videos/784912585633216


血液成分與治療

一名車禍傷害者可能需要多達

單位紅血球

正接受化療的癌症患者可能需要高達

單位血小板
/每星期

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可能需要

單位
血漿

單位
血小板

單位紅血球



受血者的故事

https://www.facebook.com/BloodForLifeHKRCBTS/videos/273469440525039
https://www.facebook.com/BloodForLifeHKRCBTS/videos/273469440525039
https://www.facebook.com/BloodForLifeHKRCBTS/videos/540385583243547
https://www.facebook.com/BloodForLifeHKRCBTS/videos/540385583243547
https://www.facebook.com/BloodForLifeHKRCBTS/videos/1723484834347615
https://www.facebook.com/BloodForLifeHKRCBTS/videos/1723484834347615


帶備香港身份證或
有效旅行證件

(手冊 /學生證並不適用 )

1 6至17歲的青少年
須在第一次捐血前
先徵得家長簽署

同意書

體重41千克或以上
(即9 0磅或以上 )

4小時內曾進食及飲
用充足水份

捐血小提示

https://www5.ha.org.hk/rcbts/eligibility
https://www5.ha.org.hk/rcbts/eligibility


捐血流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TaOhnG-j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TaOhnG-jg


捐血流程

程序 1：填妥捐血登記表格 程序 2：測試血紅素

首次登記捐血必須填妥所有個人資料，
包括中文電碼及完整通訊地址等。

測試結果必須達合格水平：
(男性：13-18度/ 女性：11.5-16.5度)



程序 3：會見護士

告知護士你的服藥或外遊紀錄，誠實
回答提問。

中心為成功捐血者準備了口服鐵質補
充劑 (又稱：鐵丸)

捐血流程



程序 4：進入捐血程序

進行靜脈穿刺前會先量血壓、心跳及消毒皮膚 (如有需要，可要求局部麻醉注射)。
整個過程一般為7至12分鐘，包括抽取血液樣本作檢驗。

捐血流程



程序 5：休息及享用小食
程序 2：測試血紅素

捐血後需稍作休息及享用中心提供的
飲品和食物，補充失去的水份。亦應
避免劇烈運動，如參與校隊訓練。

捐血流程



謎思 1：血紅素不足，所以我不能捐血！ 謎思 2：月經期間是不可以捐血的。

改變生活及日常飲食習慣，可以提升你的血

紅素。捐血前養足精神，平日則多吃鐵質及

維他命C豐富的食物，餐後隔1-2小時才飲用

茶或咖啡。成功捐血人士亦記得按指示服用

「口服鐵質補充劑」，補好鐵再捐血！

只要沒有任何身體不適

就可以捐血！

捐血的謎思



謎思 3：我的血型一定是跟父母一樣的。 謎思 4：捐一次血可以救三個人？

我們的血型是遺傳自父母的。

我們得到來自父母雙方基因

的染色體，並組合出自己的

血型。因此我們的血型有可

能跟父母不一樣！

化驗室會為每包血進行血液分離，並分離出

紅血球、血小板同血漿等不同血液成份。

這些成份可以單獨用於不同需要的病人身上！

捐血的謎思



謎思 5：O型血是最有用的！ 謎思 6：血型只有ABO這4種！

Ｏ型紅血球通用於所有血型

而AB型血漿亦可惠及所有血型的病人！

所以，其實所有血型都一樣重要！

除了四大血型，科學家如今已經發現了其他

三十多種的血型！當中負型血(又稱：熊貓血)

佔香港人口0.7%，屬非常罕有！

捐血的謎思



其他資訊及相關連結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中心）自1952年開始在香港推動沒有報酬的自

願捐血，為全港醫院免費提供血液予病人使用。中心由1991年12月開始納入

醫院管理局管轄，現時仍是本港唯一收集及供應血液的機構。中心近年來積

極調整及優化服務，以招募更多無償捐血者，確保香港有足夠及安全的血液

供醫療之用。同時，透過定期宣傳及教育活動，推崇「早捐、持捐」的捐血

文化，提高大眾對血液的認識及了解其重要性，從而鼓勵更多市民加入捐血

行列，成為定期捐血者。

中心網站：

血液收集及使用資料：

消息及活動：

https://www5.ha.org.hk/rcbts/eligibility
https://www5.ha.org.hk/rcbts/blood-collect
https://www5.ha.org.hk/rcbts/news-event


中心的 及 會定期到訪政府部門、學校、公共事務

機構、私營公司及各大社團，讓服務深入社區，提高大眾參與度。中心

更特別為校園捐血活動安排「捐血體驗團」及停泊「捐血宣傳車」，讓

同學對捐血有更深入的了解，釋除對捐血的疑慮及謬誤，鼓勵學生勇於

踏出捐血第一步。

其他資訊及相關連結

流動捐血隊到訪中學 流動捐血車停泊中學校園 捐血體驗團 捐血宣傳車停泊大學校園

https://www5.ha.org.hk/rcbts/loc-mobile
https://www5.ha.org.hk/rcbts/loc-vehicle


此外，中心於2018年先後推出短信提示和 捐血服務 (eDonor 系

統)。及後又推出手機應用程式「 」，提供各類捐血相關資訊，

例如預約捐血、提示下次捐血日期、捐血站及流動捐血的位置，各類捐血

小知識及遊戲等。中心亦會透過網站及社交媒體，例如 專頁及

，向廣大市民分享有關捐血的最新資訊。

其他資訊及相關連結

https://www5.ha.org.hk/rcbts/edonor
https://www5.ha.org.hk/rcbts/hkblood-intro
https://www.facebook.com/BloodForLifeHKRCBTS/
https://www.instagram.com/hkrcbts/




2021年學界血液收集概況

受疫情影響，校園捐血活動

大幅減少70%



疫情關係，校園捐血活動可能需要延期甚至取消。但很多病人仍然有
急切的輸血需要。中心需要大家的幫忙，一同補充血庫存量！

參與學界捐血活動

學生方面

學校方面

 除了在校內捐血，你亦可以參與「學界捐血計劃」
預約到任何一個捐血站，以學校名義捐血。

 疫情緩和後，如校方有興趣重辦校園捐血活動，歡
迎致電2710 1285 或電郵至 btsmu@ha.org.hk，
與中心職員聯絡。

 亦可考慮預約流動捐血車駛進校園進行捐血活動，
詳情請向中心職員查詢。



此計劃誠邀各學生、教職員及家長預約到
各區捐血站捐血，以學校名義出一分力。

只需在登記時填妥「學界捐血登記表格」
並成功捐血，即可獲限定紀念品一份 !

「學界捐血計劃」

*活動登記表格存放於捐血站內的登記處 (右圖)，
歡迎自行取閱。如需協助，請向捐血站職員查詢。

https://www5.ha.org.hk/rcbts/campus2021?lang=tc
https://www5.ha.org.hk/rcbts/campus2021?lang=tc


： https://www5.ha.org.hk/rcbts/

： 2710 1333 (09:00 - 17:00)

： BloodForLife熱血使命

： hkrcbts

： HK Bl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