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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疫苗和遵照公共衛生建議是防止自己與親人感染 COVID-19 的最佳辦法。 
讓我們同心協力，終結疫情。

隨著建議和供應的變化，我們將提供有關疫苗的新資訊。 請瀏覽 
VaccinateALL58.com，查看有關 COVID-19 疫苗的事實和資訊，瞭解疫苗接種
地點和時間。

疫苗功效和安全性
疫苗不會讓您感染 COVID-19。 COVID-19 疫苗會教導人體在感染 COVID-19 
的情況下如何抗擊病毒。 

COVID-19 疫苗已經過全面測試，確認是安全的：

疫苗已在各個年齡段、族裔和種族的數千位人士身上進行測試，
以確保對所有成人安全有效。

加州 COVID-19 科學安全審查工作組與其他西部各州進行了獨
立審查，確認了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一個全國性的系統讓國家公共衛生機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 對安全問題進行監督，確保疫苗的安全。

接種疫苗後，人體最多需要兩週時間來產生免疫（保護身體免受 
COVID-19 病毒的感染）。

須知事項
COVID-19 疫苗有不同的類型：

所有類型均安全有效，可提供有效保護。

有些疫苗為單針接種疫苗，有些則需要接種兩針。

所接種疫苗的類型名稱為疫苗生產商的公司名，例如 
Pfizer-BioNTech 或 Moderna。

隨著各種類型疫苗的上市，您可瀏覽 
VaccinateALL58.com 瞭解更多資訊。

https://www.vaccinateall58.com/
https://www.vaccinateall58.com/


疫苗功效和安全性
COVID-19 疫苗可免費接種。 接種疫苗無需保險。

無論您是什麼樣的移民或公民身份，您均可免費接種疫苗（根據公共責任規則，
疫苗不被計算在內）。 接種 COVID-19 疫苗時，您不應被問及有關移民或公民身
份的問題。 聯邦政府已證實，他們不會在疫苗接種點或診所附近進行移民行動。

大多數人將在以下地點接種疫苗：

醫生辦公室、當地診所和藥房 社區疫苗接種地點

可能安排其他接種地點。 請瀏覽 VaccinateALL58.com，在 MyTurn.ca.gov 
上註冊，或致電 1-833-422-4255。

州或聯邦政府不會強迫您接種 COVID-19 疫苗。 但接種疫苗可以
防止感染 COVID-19。 疫苗是終結疫情和挽救家人、朋友和鄰居生
命的重要手段。

何時接種疫苗

您將獲得一張 COVID-19 疫苗接種記錄卡。請妥善安全地保管此卡，記住：

此卡載有您所接種的 COVID-19 疫苗類型、接種日期和接種地
點的資訊。

如果您接種2針次疫苗，此卡會告知您在 3 或 4 週後何時再來
接種第二針。 （您需要接種兩針疫苗，以獲得全面保護。） 
當您前往接種第二針疫苗時，請攜帶此卡。

請將此卡和其他重要文件一同保存。 拍攝此卡正反兩面的照片，
以便獲得電子副本。

每個接種疫苗的人都會收到此卡。

https://www.vaccinateall58.com/
https://myturn.ca.gov/


常見問題
我何時可以接種疫苗，接種地點在哪裡？

請瀏覽 VaccinateALL58.com，瞭解有關疫苗接種時間和地點
的最新資訊。 您也可瀏覽 myturn.ca.gov 進行註冊，或致電 
1-833-422-4255，瞭解是否輪到您接種疫苗並安排疫苗接種預
約。 如果在輪到您之前，有人主動向您出售疫苗接種機會，那麼
這是個騙局。 

COVID-19 疫苗是否能夠使我免於感染 COVID-19？

研究表明 COVID-19  疫苗非常有效，可有效防止您感染 
COVID-19。 專家也認為，即使的確感染 COVID-19，接種 
COVID-19 也有助於避免重症。

我接種疫苗後是否會傳播 COVID-19？

專家仍在研究疫苗是否能預防 COVID-19 的傳播。 這就是為什麼
即使接種了疫苗，您也應該繼續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 

如果我在接種第一針疫苗後，但在接種第二針之前接觸到 
COVID-19，會發生什麼情況？

您在接種第一針後沒有獲得充分保護，仍然可能染病。 這就是為
什麼必須繼續佩戴口罩、與他人保持 6 英呎的距離及遵守所有公
共衛生建議。  

如果我曾感染過 COVID-19，我應該接種疫苗嗎？

是。由於存在與 COVID-19 相關的嚴重健康風險，而且有可能再
次感染 COVID-19，您應該接種疫苗。

https://www.vaccinateall58.com/
https://myturn.ca.gov/


常見問題
疫苗有副作用嗎？

有些人可能會出現輕微的發燒、肌肉酸痛或一兩天感到疲倦。 
這些反應意味著疫苗正在努力幫助教會人體如何抗擊 
COVID-19。 嚴重反應十分罕見，但有可能會出現。 如果您
對注射後的感覺有疑問，請致電醫生、護士或診所。    

接種疫苗後是否還需要佩戴口罩？

是。由於接種疫苗後仍有可能傳播 COVID-19，加州公共衛生
部和 CDC 都建議佩戴口罩並採取其他預防措施，包括勤洗手
和保持社交距離，以防止 COVID-19 傳播。 

我懷孕了，我是否可以接種疫苗？ 

是。孕婦可以接種疫苗。 如果您對懷孕期間接種疫苗有疑問，
請咨詢您的醫生或醫療保健提供者，這樣可以幫助您做出明
智的決定。

我對此疫苗有所擔憂。 疫苗適合我嗎？

從可信賴的來源（例如VaccinateALL58.com）獲取可靠資訊
可幫助解答這個問題。 與醫生談談有關健康和疫苗的任何問
題或疑慮。

VaccinateALL58.com

在可以接種疫苗之前，我可以採取什麼措施來保護自己免於感染 COVID-19？

除獲取醫療護理或
購買所需物品外，待

在家中。

6ft

如果必須外出，則
與他人保持 6 英

呎的距離。

當您必須外出時，
佩戴能夠覆蓋口鼻

的口罩。

勤用肥皂和水洗
手 20 秒。

https://www.vaccinateall58.com/
https://www.vaccinateall58.com/


接種疫苗後
疫苗專家正在研究接種疫苗的人是否仍能傳播 COVID-19。 

在專家瞭解更多資訊的同時，每個人都須繼續遵循以下建議：

待在家中，儘量避開人群。

佩戴能夠覆蓋口鼻的口罩，與他人保持至少 6 英呎的距離。

勤用肥皂和清水洗手 20 秒，或在無法洗手時使用消毒搓手液。

避免前往通風不良（空氣流通）的空間。 在車上時，打開車窗，
坐的位置隔遠一點，與他人共乘時始終戴上口罩。

不要握手或進行任何不必要的身體接觸。

隨著更多人接種疫苗，將會有新的建議。 從可信賴的資訊源
瞭解最新資訊和更新。 

從可信賴的來源獲取更多資訊
加州公共衛生部
CDPH.ca.gov
VaccinateALL58.com  
MyTurn.ca.gov

COVID-19 免費熱線
1-833-422-4255，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週末上午 8 點至
下午 5 點。接線員會說英語和西班牙語，還能安排其他 254 種語言的傳譯員。

地方衛生部門
當地公共衛生部網站提供有關您附近的 COVID-19 檢測或疫苗接種地點的資訊：
covid19.ca.gov/get-local-information/ #County-websites

https://www.cdph.ca.gov/
https://www.vaccinateall58.com/
https://myturn.ca.gov/
https://covid19.ca.gov/get-local-information/#County-web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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