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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 mRNA COVID-19 疫苗 

目前已有針對 COVID-19 的疫苗。關於接種 COVID-19 疫苗，您需要瞭解什麼？接種後可

能會出現什麼情況？請繼續閱讀以瞭解更多資訊。 

mRNA COVID-19 資料簡介 

• 疫苗是在上臂的肌肉注射。 

• 您將需要注射 2 劑疫苗，相隔至少 3 周。 

• mRNA 疫苗不使用活病毒、死亡病毒或弱活性 COVID 病毒。 

• 疫苗不會令您感染 COVID-19。 

• 疫苗產生副作用意味著您的免疫系統在起作用，而不是您感染了病毒。 

 

 

COVID-19 疫苗有什麼作用？ 

事實證明，COVID-19 疫苗可有效預防症狀性 COVID-19 疾病。接種 COVID-19 疫苗有助

於保護您免受病毒感染。如果您在接種疫苗後感染了病毒，則可能會使感染症狀減輕。

COVID-19 疫苗也可能有助於保護您周圍的人免受感染。  

COVID-19 疫苗也可能引起更廣泛的變化。接種 COVID-19 疫苗的人越多，該病毒在社區

中傳播的可能性就越小。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接種疫苗，地方和地區政策可能會在可營業的

商業類型以及人們的可聚集方式方面作出改變。  

學校可能會更快恢復上課。工作場所可能會重新開放。可能會允許舉辦活動、多人共同出

行，以及更容易探望家人與朋友。 

 

 

我應該接種 COVID-19 疫苗嗎？ 

最重要的是諮詢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疫苗已獲准用於 18 歲以上成人 (一種疫苗已經批

准用於最低年齡為 16 年歲的群體)。專家們尚不清楚這種疫苗對 16 歲以下的兒童以及孕

婦或哺乳期婦女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研究仍在進行中。與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討論您的

具體情況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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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感染 COVID-19 的人士仍可從疫苗中獲益。研究人員尚不清楚感染 COVID-19 後，自然

免疫能持續多久。如果您在 90 多天前感染了 COVID-19，在有疫苗供應且您處於高風險

的情況下，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可能會建議您接種疫苗。 

如果您曾經對食物或藥物有嚴重的過敏反應，請告訴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如果您攜帶腎

上腺素自動注射器，請與他們討論您的風險。這可能會影響您的醫療提供者對疫苗的建議

。 

 

 

mRNA COVID-19 疫苗如何起作用？ 

COVID-19 mRNA 疫苗與傳統疫苗不同。它們不是用活病毒、死亡病毒或弱活性病毒製成

的。相反，它們是用信使核糖核酸 (mRNA) 製成的。這是一種指示如何生成不同種類蛋

白質的分子。mRNA 分子是我們細胞的自然組成部分，也是我們身體運作的一部分。  

疫苗中的 mRNA 指示細胞如何生成一種無害的蛋白片段，稱為刺突蛋白。這種蛋白存在

於引起 COVID-19 的 SARS-CoV-2 病毒的外部。免疫系統將這種刺突蛋白視為一種威脅

，並產生抗體和激活其他防禦機制來抵抗它。  

這將有助於身體免疫系統在真正的病毒出現時識別並抵抗病毒。這有點像透過所戴的帽子

來識別某人。然後，您的身體做好了發現 COVID-19，並在它在人體細胞內生長之前將其

擊退的準備。  

 

 

COVID-19 疫苗是如何獲得安全性認證的？ 

COVID-19 mRNA 疫苗已經在實驗室和數千人中通過了許多試驗，並符合 FDA 的嚴格標

準。 

疫苗首先在動物中進行了試驗。然後，在數千人在內的一系列臨床試驗中進行了試驗。所

有這些試驗的資料均已收集並提交給 FDA 和其他科學團體。這些由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專

家組成的委員會仔細研究資料，以確定疫苗是否安全有效。如果疫苗符合 FDA 嚴格的安

全和品質標準，該機構會告訴疫苗公司，他們可以生產緊急使用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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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疫苗怎麼會這麼快就準備好了？ 

研究人員多年來一直在研究 mRNA 疫苗。與使用病毒的疫苗相比，這種疫苗能夠在實驗

室中更容易和更安全地生產出。正因為如此，它們也能被更快地生產出。  

疫苗通常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獲得批准並投放市場。但是，在多年的疫苗研發過程中，研

究小組和公共衛生機構一直在加快疫苗生產過程。針對 COVID-19，我們建立了一個名為

「曲率極速行動 (OWS)」的特殊計劃，以幫助更快地準備好 COVID-19 疫苗。  

OWS 是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美國國防部以及許多醫學研究與製造集團的合作夥伴。

這些組織同意盡可能緊密地合作，溝通並透過一個可靠的過程來更快地研發安全的 

COVID-19 疫苗。瞭解有關 曲率極速行動的更多諮詢。  

 

 

疫苗的費用是多少？ 

美國政府正在向美國居民免費提供疫苗。但疫苗注射點可能會的健康保險公司開具賬單，

用於給您注射疫苗。與您的健康保險公司、當地藥房、雇主或醫療保健提供者聯絡，以瞭

解有關可能收費的更多資訊。如果您沒有健康保險或自己付不起費用，您不能拒絕接種疫

苗。 

 

 

接種 mRNA COVID-19 疫苗 

疫苗是在上臂的肌肉注射。您需要注射兩次，間隔 21 天或更長時間。您需要注射兩劑才

能獲得最佳的 COVID-19 疫苗保護。  

請遵循醫護人員的指示。如果您曾經對食物或藥物有嚴重的過敏反應或攜帶腎上腺素自動

注射器，請告訴工作人員。告訴他們您在注射後是否有任何反應。醫務人員可能會要求您

在接種疫苗後停留一段時間，以對您進行監測。 

 

 

副作用：可能會出現的情況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Spotlight/Coronavirus/Operation-Warp-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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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疫苗對一些人會有副作用。疫苗能激活人的免疫系統。它使免疫系統產生抗體來對抗特

定病毒或細菌。當您的免疫系統開始工作時，您可能會感覺到自己的免疫系統開始運轉，

就好像它在與疾病作鬥爭。這並不意味著您感染了疾病。這意味著您的免疫系統在起作用

。 

參加 COVID-19 疫苗試驗的人士通常會出現注射部位疼痛、疲倦、頭痛、肌肉和關節疼痛

、發冷和發燒一兩天。注射部位紅腫的人較少。這些都是您的免疫系統正在發揮防禦作用

的跡象。您在接種多種疫苗後都會出現這些反應。但是這些症狀會持續很短時間。相比之

下，COVID-19 症狀可能很嚴重且持續時間更長，並且會導致併發症、長期疾病和死亡。

FDA 的審批程序可確保疫苗的不適和風險大於其幫助預防的疾病的風險和併發症。  

過敏反應 

通常，COVID-19 疫苗非常安全。已在成千上萬人中對其進行了測試。在接種後長達 4 小

時內，僅有少數接種者出現了 非嚴重過敏反應。疫苗診所可能會要求您在接種疫苗後，

在診所待一段時間。這是為了確保您不會有即時反應。  

在接种 COVID-19 前，請先諮詢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告訴他們，您是否曾經對任何疫苗

有即時反應，即使是不嚴重的反應。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將幫助您權衡 COVID-19 疫苗對

您的風險和益處。  

如果您對 mRNA COVID-19 疫苗中的任何成分過敏，CDC 會建議您不接種該疫苗。如果

您曾接種過一劑 COVID-19 疫苗，並且有即時過敏反應，CDC 會建議您不接種第二劑。 

CDC 有一個名為 V-Safe 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可幫助您報告副作用。如果您需要第二

劑疫苗，該應用程式還會向您送出提醒。要使用此應用程式，請參閱下面的「瞭解更多資

訊」。 

嚴重症狀 

如果您接種了 COVID-19 疫苗，並認為離開疫苗診所後可能會出現嚴重的過敏反應，請致

電 911。嚴重症狀包括：  

• 呼吸困難  

• 喘鳴 

• 吞嚥困難或感覺喉嚨關閉 

• 皮膚發涼、濕潤、蒼白或發藍 

• 聲音嘶啞或講話困難 

• 胸痛 

• 暈厥  

• 眼睛、嘴、臉或舌頭腫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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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癇 

• 感到非常困倦或難以醒來 

• 心率快 

• 噁心、嘔吐、腹瀉、胃痙攣或腹痛 

 

 

接種 COVID-19 疫苗後 

在您接種兩劑疫苗後： 

• 您仍有可能感染 COVID-19。 與大多數疫苗一樣，COVID-19 疫苗在預防疾病感染

方面並不是 100％ 有效。您仍應注意避免與病人接觸，並遵守當地的安全建議。  

• 您仍應遵循有關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的指示。 遵循當地、州和國家的指示佩戴

口罩。遵循保持社交距離和遠離人群的準則。  

 

 

與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諮詢 

您自己可能對疫苗有很多疑問。您應該接種疫苗嗎？如果應該接種，該什麼時候接種？對

您有什麼風險和益處？回答這些問題的最佳方法是與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諮詢。他們可以

讓您知道何時接種，接種何種疫苗以及應該考慮哪些事項。 

 

 

瞭解更多資訊 

• CDC：COVID-19 疫苗  

• FDA：COVID-19 疫苗  

• 曲率極速行動  

• V-Safe 接種疫苗後健康檢查程式  

 

 

上次修改日期：2021 年 3 月 8 日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index.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index.html
https://www.fda.gov/emergency-preparedness-and-response/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covid-19-vaccines
https://www.fda.gov/emergency-preparedness-and-response/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covid-19-vaccines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Spotlight/Coronavirus/Operation-Warp-Speed/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safety/vsafe.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safety/vsaf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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