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苗犹豫症和
covid-19相关

信息



亲爱的社区成员:

感谢您下载美国多元化集团(ADG)的Covid-19工具包，疫苗犹豫症(Vaccine Hesitancy)和Covid-19信
息。美国多元化集团成立于2015年，旨在将不同人群聚集在一起，维护社区健康、改善社区成员生活。
我们努力为个人和家庭提供服务，以改善整个社区的福祉。我们特别关注改善服务不足的社区的医疗保健
服务，并提供医疗保健教育。

ADG的使命是为个人和美国家庭服务，以改善我们服务对象的健康和福祉。我们希望通过综合医疗实践
和教育为每个人提供最好的护理，并成为这方面的佼佼者。在对社区进行医疗保健教育的同时，我们与服
务不足的社区合作，使这些社区成员能够在享有尊重和尊严的基础上过上高质量的生活。

这套疫苗犹豫症工具包旨在供任何社区领袖或成员使用，不需要医疗或社会工作背景。我们希望这套工具
能够支持您对社区成员进行有关疫苗健康和COVID-19的教育工作。如果您希望得到进一步支持，在您的
社区提高对COVID-19的认识，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您真诚的,

蒙哥马利郡美国多元化集团



关于我们的一些情况...

美国多元化集团的组织宗旨是将多元化的人群聚集在一起，建立和维持一个健康的社区，以丰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目标是为
个人和家庭服务，以改善我们所服务的人群的健康和福祉。我们通过综合医疗实践、教育和宣传，以便为每个人提供最好的护
理。当您考虑为社区改造医疗保健教育和提供服务时，我们是首选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重点是通过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医疗保健相关教育，改善服务不足的个人的医疗保健机会。我们致力于赋予社区高质量生
活。

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我们与周围的社区团结在一起，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急需的医疗服务。我们宣传并鼓励接种疫苗，以礼
品卡的形式奖励每个选择接种疫苗并保护其邻居的人。当儿科疫苗问世时，我们把急需的疫苗带到了正在努力接受疫苗的社区。
我们多次组织了免费食物和玩具发放活动，在感恩节向家庭赠送免费膳食，在圣诞节向儿童赠送免费玩具。我们努力教育当地
社区，并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提供帮助。

最近，我们在马里兰州的白橡树医疗中心(Adventist HealthCare White Oak Medical Center in White Oak)附近开设了一

个免费医疗诊所。在这里，我们一直在帮助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最近又帮助来自乌克兰的难民。通过提供急需的护理，我们希
望帮助难民对于美国生活的过渡，并确保他们的健康和感受到关怀。

有关我们项目的更多信息，或者了解如何参与我们的项目，请联系ADG。

谢谢你，

美国多元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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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疫苗犹豫症？



什么是疫苗犹豫症？

何为疫苗接种犹豫症？

o 指在有疫苗服务的情况下，仍延迟接受或拒绝接种疫苗

o 它是复杂的，并因时间、地点和疫苗的不同而不同

o 受自负、便捷程度和信心等因素的影响

何为疫苗犹豫症？

“疫苗犹豫症是指尽管有疫苗服务，
但仍延迟接受或拒绝使用疫苗。
该术语包括直接拒绝接种疫苗，
推迟接种疫苗，接受疫苗但对其
使用仍不确定，或使用某些疫苗
而不使用其他疫苗"。



影响疫苗犹豫症的三个因素：

● 信心: 人们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提供疫苗的系统以及制定必要
疫苗政策的人的动机缺乏信任

● 自负: 认为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作用

很低，疫苗不是必要的预防措施

● 便利性:疫苗的可获得性、可负

担性、可利用性的程度



关于疫苗的常见误区:

1

2

误区1：自然免疫力比疫苗诱导的免疫力更健康、

更有效

疫苗可以让您建立免疫力，而不会产生疫苗可预防疾病可能产生
的破坏性影响。

误区2：疫苗会让你生病

疫苗可以让您建立免疫力，而不会产生疫苗可预防疾病可能产生
的破坏性影响。

误区3：疫苗含有有毒成分

任何物质—甚至是水—在大剂量下都可能有毒。一些疫苗含有甲醛

和铝等成分，但这些微量成分非常少，因此不被认为是有毒或有
害的。

3

误区4：疫苗是用来给人体植入芯片的

互联网有助于更多地了解您的健康状况，但它也可能成为错误信
息的沃土—尤其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34

误解 5：疫苗会导致自闭症

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全球数百项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两者
之间没有联系。

3

5



我为什么应该相信
疫苗？



疫苗开发得如此之快，为什么还要相信
它呢？

美德星医疗集团(MedStar Health):

“疫苗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仍然遵循同样严格的流

程和协议，以确保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美
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必须在彻底测试和
观察后审查和才能批准所有疫苗。除了 FDA 之外，
由跨性别、种族和主题专业知识的不同专家组成
的调查审查委员会会彻底评估和批准此类研究，
以确保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关注。”



疫苗时间进程: 

● 辉瑞疫苗:第二剂在第一剂后3-8周进行。第二剂后6个月可注射加强剂。
● 莫德纳疫苗:第二剂量在第一剂量后4-8周进行。第二剂后6个月可注射加强剂。
● 强生和强生: 单剂量。首剂后2个月可注射加强剂。



哪种疫苗最有效?

美德星医疗集团(Medstar Health):

"所有的COVID-19疫苗都是有效的，所以无论哪种疫苗首先提供给你，都是安全
的。每种疫苗的供应量都很有限，这就是为什么有多个开发商提供疫苗的原因。

● 据统计，莫德纳和辉瑞公司的双剂量系列疫苗对预防COVID-19有95%的效果。
● 根据临床试验，一剂强生公司的疫苗也被证明对预防COVID-19有66.3%的效果。
● COVID-19疫苗的比较: 

○ https://www.webmd.com/vaccines/covid-19-vaccine/covid-vaccines-compared
○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70/wr/mm7038e1.htm#T1_down

https://www.webmd.com/vaccines/covid-19-vaccine/covid-vaccines-compared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70/wr/mm7038e1.htm#T1_down


如何才能接种疫苗？



疾控中心说明

● 请访问Vaccines.gov网站，寻找你附近的疫苗接种机构。在一些州，信息可能是

有限的，而更多的美国疫苗接种机构和药店正在增加。请在COVID-19 

Vaccination Locations on Vaccines.gov上了解更多关于COVID-19疫苗接种地点

的信息。

● 将您的邮政编码发到438829，或致电1-800-232-0233，寻找您在美国境内的疫

苗接种点。

● 5岁及以上的所有人都可以免费接种COVID-19疫苗。疫苗是用纳税人的钱支付的，

并将免费提供给所有居住在美国的人，无论您是否有医疗保险或有移民身份。

https://www.vaccines.gov/
https://www.vaccines.gov/search/


疾控中心说明

警惕诈骗!

如果有人要求你为获得COVID-19疫苗而付费，你可以肯定这是个骗局。如果有人打电话、发短信或发

邮件给你，承诺只要支付额外费用就能获得疫苗，请不要分享你的个人或财务信息。

COVID-19疫苗接种者不能：

• 向您收取疫苗费用

• 直接向您收取任何管理费、共付费或共同保险费

• 拒绝为没有健康保险的人、保险不足的人或网络外的人接种疫苗

• 如果提供的唯一服务是接种COVID-19疫苗，则向接受者收取门诊费或其他费用

• 需要额外的服务才能让一个人接种 COVID-19 疫苗；但是，可以同时提供额外的医疗保健服务并酌
情收费



疾控中心旅行建议
Link to Data: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travelers/map-and-travel-notices.html



蒙哥马利郡资源

在蒙哥马利县寻找疫苗接种点（包括多种
语言的翻译）：
https://montgomerycountymd.gov/covid19/
vaccine/

COVID-19 常见问题解答（包括多种语言的

翻译）：
https://www.americandiversitygroup.org/co
vid-19-resources

https://montgomerycountymd.gov/covid19/vaccine/
https://www.americandiversitygroup.org/covid-19-resources


多种语言的资源

哈佛健康知识普及项目：35种以上语言的Covid-19概况介绍

https://communityhealthliteracyproject.org/factsheets/#languages

疾控中心为移民、难民和其他英语水平有限的人群提供的Covid-19沟通
工具包：

https://www.cdc.gov/immigrantrefugeehealth/resources/communication-
toolkit.html?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coronavir
us%2F2019-ncov%2Fneed-extra-precautions%2Fcommunication-
toolkit.html

https://communityhealthliteracyproject.org/factsheets/#languages
https://www.cdc.gov/immigrantrefugeehealth/resources/communication-toolkit.html?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coronavirus%2F2019-ncov%2Fneed-extra-precautions%2Fcommunication-toolkit.html


社区资源

COVID-19 社区资源指南:

●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
○ 住房
○ 食品
○ 精神健康
○ 健康护理
○ 移民
○ 失业

● https://www.dosomething.org/us/ar
ticles/covid-19-community-resource-
guide

https://www.dosomething.org/us/articles/covid-19-community-resource-guide




我们能如何帮助你：
美国多元化集团

我们的网站: https://www.americandiversitygroup.org/

● 我们提供免费的疫苗接种，并提供奖励! 您可以获得疫苗接种和礼
品卡!

● 每周进行健康检查：我们有对所有人开放的诊所，提供免费的保健
和青光眼、肾脏疾病、牙科和一般健康的筛查。

● 免费的COVID-19测试和在家测试套件。
● 免费的营养食品、儿童玩具和感恩节餐。

● 我们的医生、执业护士、护士和学生志愿者团队确保你得到照顾，
并能获得你所需要的医疗保健服务。

● 如何找到我们的活动:
- Upcoming/Current Events on our website homepage
- https://www.americandiversitygroup.org/events
- Instagram: @americandiversitygroup

https://www.americandiversitygroup.org/
https://www.americandiversitygroup.org/events


美国多元化集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dxLMdsEZwI


活动预告:



常见问题解答



什么是COVID-19?
● COVID-19是由一种叫做SARS-CoV-

2的病毒引起的疾病
● 大多数患有COVID-19的人症状

(symptoms)轻微但有些人可能会变得
严重。尽管大多数COVID-19感染者
在患病后数周内就会好转，但有些人
还是会出现COVID后遗症。COVID后
遗症是指人们在首次感染导致
COVID-19的病毒超过4周后可能出现
的一系列新的、复发或持续的健康问
题。

● 老年人和有某些潜在疾病(certain 

underlying medical conditions)的人更
有可能因COVID-19而得重病。针对
COVID-19的疫苗Vaccines是安全和
有效的。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symptoms-testing/symptom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index.html


病毒是如何传播的?

COVID-19在感染者呼吸出含有病毒的飞沫和非常小的颗粒时传播。这些飞沫和颗粒可以被其他人吸入

或落在他们的眼睛、鼻子或嘴上。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会污染他们接触的表面。与感染者距离超过

6英尺的人最有可能被感染。

COVID-19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三种:

● 在接近感染者时吸入空气，而感染者呼出的小飞沫和颗粒含有病毒。

● 让这些含有病毒的小飞沫和颗粒落在眼睛、鼻子或嘴里，特别是通过咳嗽或打喷嚏等飞溅和

喷洒。

● 用沾有病毒的手触摸眼睛、鼻子或嘴巴。



我怎样才能保护自己?
● 洗手(Handwashing)是保护自己和家人不生病的最好
方法之一。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特别
是在擤鼻涕、咳嗽或打喷嚏之后；上厕所；以及吃
饭或准备食物之前。如果没有现成的肥皂和水，可
以使用酒精含量至少为60%的酒精洗手液( use an 

alcohol-based hand sanitizer with at least 60%) 

alcohol.

● 接种疫苗!

● 戴口罩
● 与他人保持6英尺的距离
● 避免通风不良的空间和人群
● 咳嗽和打喷嚏时掩盖口鼻
● 研究人员估计，感染冠状病毒的人可以在症状开始
前2到3天传播给其他人，并且在感到不适前1到2天
最具传染性

● 当接触到COVID-19时，病毒的传播通常发生在距离
受感染者1米以内15分钟或以上的时间

https://www.cdc.gov/handwashing/when-how-handwashing.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hand-sanitizer.html


我的孩子感染COVID-19的风险
有多大?

● 儿童可能感染引起COVID-19的病毒，并可能因
COVID-19而患病。大多数患COVID-19的儿童症
状轻微，或者他们可能完全没有症状（"无症状“

● 与成人相比，较少有儿童因COVID-19而患病。小
于1岁的婴儿和有某些潜在疾病(certain 

underlying medical conditions)的儿童可能更有可
能因COVID-19而患严重疾病。

● 一些儿童患上了一种与COVID-19有关的罕见但严
重的疾病，称为多系统炎症综合症（MIS-C。
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MIS-C)。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ChildrenAndTeens
https://www.cdc.gov/mis/mis-c.html


我的孩子可以接种疫苗吗?

● 所有5岁及以上的儿童都可以接种
小儿疫苗!

● 这种疫苗的剂量比成人疫苗低，
使用起来100%安全。

●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
019-
ncov/vaccines/recommendations/c
hildren-teen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recommendations/children-teens.html


如果我感染了COVID-19，我应该何时寻求紧
急护理？

注意这些COVID-19 的紧急警告标志*(emergency warning signs* )。如果有人出现任何这些迹象，请立

即寻求紧急医疗护理:

● 呼吸困难

● 胸部持续疼痛或有压力感

● 头眩晕/有迷惑感

● 无法醒来或保持清醒

● 脸色苍白、皮肤、嘴唇或甲床变成灰色或紫色（取决于肤色）

*这份清单并不是所有可能的症状。如果有任何其他严重的或与你有关的症状，请致电您的医疗机构。.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symptoms-testing/symptoms.html#seek-medical-attention


文化方面的考虑因素

COVID-19: 为信仰和社区领导人推荐的预防措施和常见问题：

https://www.hhs.gov/sites/default/files/3-17-20-faith-and-community-based-covid-19-faq.pdf

https://www.hhs.gov/sites/default/files/3-17-20-faith-and-community-based-covid-19-faq.pdf


非常感谢
您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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