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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COVID-19 (新冠肺炎)
謹慎識別疫苗接種事實真相和虛構傳言

當今COVID-19 新冠肺炎危機對每個人都具有
挑戰性，尤其對許多人來說更是受到毀滅性的
傷害。而恢復正常生活唯一最有希望的途徑就
是接種COVID-19 新冠肺炎疫苗。目前雖然數
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已安全接種疫苗，但仍有數
百萬人還沒有接種疫苗，其中許多人根據不正
確或誤導性訊息而作出了個人不會接種疫苗的
決定。

這本指南主要是協助你：
■如何克服對接種疫苗的各種反對意見
■詳細解說為何有人應該接種疫苗
■謹慎識別並阻擋有關疫苗之錯誤及虛假訊
息
■請接種疫苗

克服異議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可以幫助訊息傳播，這包括
不準確或具有誤導性的訊息，而且會傳播得十
分迅速。在臉書時事動態(Facebook feeds)、推
特Twitter ，以及一些立場偏見或危言聳聽的媒

體，他們所傳播和強調的各種謠言和未經證實
之言論，已經使得大眾更加難以分辨什麼是事
實和什麼是虛構謊言。

以下是一些最常見的 COVID-19新冠肺炎疫苗
受到誤解的例子：

我已經感染了 COVID 冠狀病毒，所以我並
不需要疫苗。
即使是那些已經感染了冠狀病毒的人也應該接
種疫苗。首先，患病後的免疫反應並不如接種
疫苗後的防禦反應那麼強烈。同時，疫苗接種
後所產生的較高抗體水平通常與更加持久的防
護能力有關，並且將為防禦哪些正在傳播中的
變種病毒提供更大的保護層：(https://www.health‐
line.com/health-news/why-you-need-to-get-vaccinated-even-if-youve-already-
had-covid-19#Experts-react-to-Pauls-statement)。

疫苗接種會使我感染冠狀病毒。
在美國，所有獲得授權之疫苗均不含有會導致
COVID-19 新冠肺炎的活性病毒。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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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苗接種並不會讓你感染
COVID-19 新冠肺炎：(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
ncov/vaccines/facts.html)。 而接種疫苗後的輕微症狀，
例如發燒，那是身體正在建立針對導致
COVID-19 新冠肺炎病毒的防護力之正常現
象。而身體在完成最後一次疫苗接種後需要兩
週時間才會對病毒有免疫力，所以在你接種疫
苗之前或之後的短暫時間內，你仍有可能會感
染冠狀病毒，並因此得病。

疫苗研發得如此之快，絕不可能是安全
的。
雖然目前確實是為了應對全球健康危機而快速
製造疫苗上市，但科學家們並不是從零開始去
研發的。對這些疫苗的研究其實在過去幾十年
一直都在進行中。因為有了疫苗研發資金(截至
2020年12月聯邦政府已撥給了124億美元)、全
力以赴專注的研發、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
支持和資源，才使得安全有效的 COVID-19 新
冠肺炎疫苗有可能被研發出來 (https://khn.org/news/arti‐
cle/ask-khn-politifact-how-can-covid-vaccines-be-safe-when-they-were-devel‐
oped-so-fast/)。

對於疫苗接種，我可能會發生危及生命的
反應。
危及生命的反應是極不可能出現的。截至2021
年7月上旬，美國已有近2億人已安全接種至少
一劑疫苗(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vaccinations)。
CDC美國疾病管控中心估計，過敏反應是一種
可能危及生命的反應，在每百萬劑量疫苗中可
能有11例。由於它通常在接種疫苗後不久就會
發生，因此對接種疫苗的人至少要在現場留待
觀察15分鐘，在此期間如有狀況，可以使用
epinephrine (EpiPen)來治療過敏反應 (https://
www.health.harvard.edu/blog/covid-19-vaccines-safety-side-effects-and-coin‐
cidence-2021020821906)。

COVID冠狀病毒疫苗會改變我的DNA（細
胞核酸）。
mRNA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
vaccines/mrna.html) 和病毒載體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
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viralvector.html) 以上這兩種
類COVID-19 新冠肺炎疫苗之作用是首先向我
們的細胞傳遞指令(基因物質)，然後開始建立
針對導致 COVID-19 之病毒的保障。然而，這
種物質永遠不會進入細胞核，就是我們DNA

的所在。同時也就表示疫苗中的基因物質不能
以任何方式影響我們的DNA，或導至我們的
DNA相互引發負面作用。

COVID-19 並不比季節性流感嚴重，而且由
於我並沒有接種年度流感疫苗，因此我也
不需要接種這個疫苗。
雖然確實有些感染 COVID-19的人很幸運只會
出現輕微症狀，但冠狀病毒並不比流感嚴重這
種說法並不正確。 CDC聯邦疾病管控中心
(https://www.cdc.gov/flu/symptoms/flu-vs-covid19.htm) 發現冠狀病
毒比流感更容易傳播，還可以導致更加嚴重的
疾病，而在出現症狀之前還可能有更長的潛伏
期，也會有更長時間傳染病毒，並可能導致長
期慢性病癥。根據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數據統
計的一項研究發現，患有 COVID-19 新冠肺炎
的人之致死率接近流感患者的五倍，而需要呼
吸機的可能性是其四倍，入住重症監護病房的
可能性則接近 2.5 倍，並且比流感患者平均在
醫院將會多留醫三天 (https://www.webmd.com/lung/news/
20201218/covid-19-is-far-more-lethal-damaging-than-flu-data-shows#1)。

我沒有醫療保險，擔心接種疫苗可能要付
費，即使他們說是免費的。
聯邦政府至少在2021年以內無論每個人的移民
身份或醫療保險狀況如何，都會向所有想接種
疫苗的人提供免費 COVID-19 新冠肺炎疫苗，
而且不論你是去藥房、社區衛生中心還是大規
模疫苗接種站，全都是免費。除非你在接種疫
苗時從醫療保健提供者那裡有得到其他服務
（例如另做一項檢查，或接受有關醫療問題的
建議），否則不會向你收費。如果你確實有收
到 COVID-19 新冠肺炎疫苗的帳單，但是你並
沒有請求或接受任何額外的服務，請不要付
款，應先與你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或保險公司澄
清並解決該爭執。(由於每個人獲得 COVID-19
疫苗地點不同，你有可能會收到一份“疫苗接
種醫保說明書”，這是一份健保聲明，會詳列提
供予你的所有服務，但它並非帳單。）如果你
認為醫生向你收取了並不適宜的COVID-19 新
冠肺炎疫苗接種費用，可以要求退費或致電
800-447-8477 給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檢察長
或上網投訴 https://oig.hhs.gov/fraud/report-fraud/。也可瀏覽
GoodRx.com (https://www.goodrx.com/covid-19/how-much-will-the-
coronavirus-covid-19-vaccine-cost)以查詢更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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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處理疫苗接種疑慮問題時，專家的建議包括
應關注疫苗接種的接受程度和疫苗接種的種種
益處，用事實去消除各類錯誤訊息，並可將潛
在的副作用資訊放在說明內容中(https://www.jsi.com/5-
effective-messaging-strategies-to-encourage-covid-19-vaccination/), 同時
應避免欺瞞或爭執(https://bit.ly/3woLGUS)以及含有政
治意味或黨派偏見(https://debeaumont.org/wp-content/uploads/
2020/11/Poll-Toolkit_1pger.pdf)。

為什麼要接種疫苗？
如果美國能越早實現群體免疫，那就是對病毒
的廣泛抵抗，國家就能越早恢復到疫情前的正
常生活。而實現群體免疫的兩種方法之一就是
接種疫苗。(另一種是直接去感染病毒，但這與
接種疫苗不同，它會帶來嚴重的疾病或死亡的
風險。）一旦社區中有足夠多的人（群體）免
疫，整個社區就會受到保護，即使是那些還不
能接種疫苗的人，如嬰兒。幾十年來，通過疫
苗接種而實現的群體免疫已減緩或阻止了各種
傳染病的傳播，包括水痘、小兒麻痺症、白喉
症或麻疹等等。

如果沒有群體免疫，COVID-19 新冠肺炎將繼
續構成威脅，而家人、朋友和鄰居，尤其是那
些年長或免疫系統受損的人，將面臨更大的疾

病和死亡風險。而我們的社區，包括正陷入困
境的大小企業，也將無法從這場危機中復元。

除了保護他人之外，接種疫苗也是保護自己的
最佳方式，即使你已經感染了冠狀病毒。新的
病毒株(變種病毒)可能會使早期因感染而導致
的自然防禦能力失效，而疫苗至今仍然能提供
相當的保護力。並且就算你確實感染了病毒，
也不太可能患上嚴重疾病或死亡。根據美國過
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 · 佛奇博士的說
法，截至 2021年6月，美國因 COVID-19 新冠
肺炎死亡的人“絕大多數”是未接種疫苗者
(https://www.cnn.com/2021/06/23/health/us-coronavirus-wednesday/index.
html)。

一旦當你完全接種了疫苗，就可以恢復疫情之
前所做的許多活動。還有其他好處，例如不必
在美國境內旅行之前或之後接受病毒感染測試
或自我隔離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
fully-vaccinated.html)。

雖然接種疫苗是個人之選擇，但選擇不接種疫
苗的個人決定，卻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因為每
個接種疫苗的人都能推動國家向前進展，以及
在協助建立群體免疫方面也能發揮至關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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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和阻止錯誤/虛假訊息
目前錯誤訊息（不準確）和虛假訊息（故意誤
導）已經更加增長蔓延。以下是如何正確審查
個人所聽聞和閱讀之訊息的一些技巧。

首先考慮訊息來源。請記住，人人都可以在互
聯網上發佈任何訊息。所以去信任你在網上得
到的訊息之前，請先檢查它是否來自可靠的來
源。就疫苗接種而言，各個可信來源包括政府
衛生機構(例如美國疾病管控中心、世界衛生組
織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言論公正的新聞媒
體(例如NPR美國國家公共電台、紐約時報、華
盛頓郵報和 CNN)；以及受人尊重的獨立醫療
組織(例如，Kaiser Permanente凱薩醫療中心基
金會、Johns Hopkins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和
Mayo診所)。 UCSF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也有
提供一些“健康資訊評估”的技巧：(https://
www.ucsfhealth.org/education/evaluating-health-information)。而
Media Bias/Fact Check (https://mediabiasfactcheck.com) 對
於媒體資訊來源之偏見程度也有列出等級。

查尋確認。先查核主流媒體，例如一些主要的
報紙和電視頻道，是否已經報導了這些訊息
(https://news.psu.edu/story/650429/2021/03/09/how-spot-covid-19-vaccine-
misinformation)。 如果沒有主流新聞媒體報導這個
事件，那麼有些說法很可能就是錯誤或未經證
實的。同時還應檢查作者和他所引用的任何來
源(例如有些關於疫苗接種有危險的說法，通常
就是來自那些反對疫苗論者，他們認為沒有疫
苗是對人類有利的)。也可上網搜尋某些特定論
述(例如上網查詢“某某特定論述是否真
實?”)，互聯網將會給你列出多個不同來源的概
述，因此使你能夠對訊息的準確性做出更明智
的分析與判斷。也可上網查核事實來源，例如
在這兩個網站：Snopes.com (https://www.snopes.com/)
以及 FactCheck.org (https://www.factcheck.org/)，通常也
都可以確認某個論述或引用語是否合法。

不要相信社交媒體上面的一些健康資訊。其實
社交媒體就是傳播有關疫苗接種的大部分虛假
訊息的來源（包括疫苗附帶有磁質會讓人體磁
性化，或者接種後會改變個人的DNA等 [https://
www.njspotlight.com/video/covid-19-vaccines-dont-magnetize-you-fighting-
misinformation-on-social-media/])。非牟利打擊數字仇恨中
心目前已確認了12 個人為“虛假訊息散佈
者”，他們在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撒播了有關COVID-19新冠肺炎疫苗的大部

分誤導性言論和徹頭徹尾的謊言(https://www.npr.org/
2021/05/13/996570855/disinformation-dozen-test-facebooks-twitters-ability-
to-curb-vaccine-hoaxes)。

應放寬你在社交媒體上的“feed”（時事動態）
接觸範圍。因為除了允許任何人通過點擊
“share”或“retweet”按鈕，傳播未經證實的健
康言論外，社交媒體平台還可能很輕易地就能
將你的視覺限制在與你的信仰和觀點密切相關
的資訊來源中，所以當你看到或聽到錯誤/虛
假訊息時就很難去識別真偽了 (https://www.wired.com/
story/facebook-twitter-echo-chamber-confirmation-bias/)。請慎重考
慮，自己所參與的社交媒體是否會影響你對於
虛假言論的相信程度。

先質疑自己是否了解整個故事。即使在主要都
是錯誤的主張中，可能還會存有一些真理的核
心。例如，反疫苗接種者遵循WHO世界衛生
組織的建議，不能為12 歲以下兒童接種
COVID-19疫苗 (https://www.wfla.com/community/health/coron‐
avirus/who-children-shouldnt-be-vaccinated-for-covid-19-right-now/)，同
時卻將其轉述為某某承認該疫苗對兒童有危
險。他們遺漏了世衛組織聲明的一部分，就是
目前還需要對年幼兒童所接種的 COVID-19新
冠肺炎疫苗進行更多測試，同時由於與成人相
比，兒童多數只會出現輕微的疾病症狀，因此
疫苗應優先用於健康不良者、醫護人員和老年
人。請注意，有偏見的來源通常會“挑選部份”
支持其虛假主張的數據，提供斷章取義或已刪
除關鍵要點的訊息。

有關疫苗傳遞查詢工具和相關訊息的參閱資
料，請看消費者行動中文手冊：應對
COVID-19(新冠肺炎): 社區組織冠狀病毒疫苗
接種外展資源 (https://www.consumer-action.org/chinese/articles/
Countering-Vaccine-Lies_ch)。這些訊息對於社區教育者和
任何試圖克服疫苗疑慮的人均會很有幫助。

接種疫苗
目前疫苗接種已廣泛可行。在任何一州，年齡
12 歲或以上的人都有資格接種疫苗。要查尋住
家附近的 COVID-19 新冠肺炎疫苗接種地點，
請使用Vaccines.gov 搜索工具 (https://www.vaccines.gov/
search/)，將你的郵政編碼發送至 438829，或致電
800-232-0233（文字電話 888-720-7489）。你將
得到疫苗接種地點的網址、電話號碼和開放注
射時間；每個地點提供哪些可接種之
COVID-19新冠肺炎疫苗類型；以及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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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english-form或致電415-777-9635（我們用中
文、英文和西班牙文免費提供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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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指南
這本指南是由Consumer Action消費者行動
之COVID-19新冠肺炎社區教育方案編輯出
版。該指南的社區教育基金由AT&T贊助。

前需要作什麼準備。(如果你說英文或西班牙語
以外的語言，並且需要幫助尋找你附近的疫苗
注射服務提供者，或者你對 COVID-19 疫苗有
些問題需要諮訊，請致電 800-232-0233。）

你還可以通過個人所在州的衛生部門查詢疫苗
接種情況 (https://www.cdc.gov/publichealthgateway/healthdirectories/
healthdepartments.html) ，或是聯繫已加入疫苗接種活
動的藥房 (https://www.cdc.gov/vaccines/covid-19/retail-pharmacy-pro‐
gram/participating-pharmac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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