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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縣 
 

COVID-19 疫苗的謠言和事實 
 

 
 

每個人都應該擁有準確的醫療資訊，以便他們能夠為自己和家人就接種 COVID-19 疫苗做出最好的決定，

這非常重要。分清哪些資訊是真實的，哪些是虛假的並不總是一件容易的事。準確的疫苗資訊至關重要，

因為它有助於阻止謠言和傳言的傳播。 

如果你正在考慮接種 COVID-19 疫苗，或者正在幫助一位不確定是否需要接種疫苗的朋友，請訪問這些

可信的資訊來源，獲取準確的疫苗資訊，並查看以下事實： 

 

 謠言 #1：疫苗的研發速度太快了，他們不知道疫苗是否安全。 

事實：這些疫苗可以很快研製出來，並且仍然保證安全的原因如下。 

• 科學家們從一開始研製就已具備良好的基礎，因為他們已經研究過其他冠狀病毒，如非典病毒

(SARS)和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病毒。此外，他們還研究過 mRNA、病毒載體和蛋白質亞單位

疫苗。這些是在美國使用的 COVID-19 疫苗類型。 

• 政府為疫苗的研發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和資源。這使得科學家們更容易通力合作。 

• 研究人員利用現有資源網路進行 COVID-19 疫苗試驗。由於人們渴望參與，使得疫苗試驗可以很

快開始。 

•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優先審核並批准了 COVID-19 疫苗。 

• 疫苗的某些研發和生產階段是同時完成的，而不是一個接一個地進行。例如，在臨床試驗還在進

行的時候，疫苗的生產流程就已經開始了。重要的一點是，生產新疫苗並確保其安全性所必須遵

循的每一個步驟都得到了遵循。 
 
截至目前，美國的 COVID-19 疫苗接種劑次已達 6.19 億劑。儘管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副作用，但

這是非常罕見的。保持最新的 COVID-19 疫苗接種狀態的好處大於風險。 

謠言 #2：我們對疫苗的長期副作用瞭解不足。 

 事實：對疫苗作用原理的科學理解告訴我們，COVID-19 疫苗不太可能產生任何長期副作用。 

根據我們對其他疫苗的瞭解，長期副作用在接種疫苗後的六週內出現。因此，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DA)要求 COVID-19 疫苗的生産商對試驗參與者進行至少八周的追踪。此外，在 COVID-19 疫苗獲得

授權或批准後，並在越來越多的人當中使用期間，CDC 仍然繼續密切監測這些疫苗的使用安全。

COVID-19 疫苗獲得授權已經遠超過一年（從疫苗試驗開始算已超過兩年）。已有數十億人接種了

COVID-19 疫苗，在這個過程中，沒有發現意外的長期影響。 
 
與之相反，我們確實知道引起 COVID-19 的病毒會對成人和兒童造成幾種長期影響。例如，一些人在最

初感染 COVID-19 後的幾個月，仍會出現感覺非常疲勞、睡眠困難、頭痛和呼吸短促等症狀，這通常被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vaccine/index.htm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vaccine/index.htm
https://vaccineinformation.org/trusted-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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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爲長期 COVID 症狀。此外，一種被稱爲多系統炎症症候群(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MIS)
的嚴重疾病會對兒童(MIS-C)和成人(MIS-A)造成影響。MIS 是與 COVID-19 相關的一種罕見嚴重疾病，

患者身體的不同部位會發炎，包括心臟、肺、腎臟、大腦、皮膚、眼睛或胃腸道器官。許多患者需要住

院治療，更不幸的是，部分患者甚至會死亡。接種 COVID-19 疫苗可防止病毒帶來的這些「長期」影響。 
 
你可以訪問 CDC 的網頁：「COVID-19 疫苗的安全性」，瞭解更多資訊。 

 

謠言 #3：這些疫苗中含有導致 COVID-19 的病毒，會讓你生病。 

事實：沒有一種疫苗含有導致 COVID-19 的病毒。他們不會讓你感染 COVID-19。 

如果你在接種疫苗後不久就感染了 COVID-19，那是因為你在接種疫苗的差不多同一時段就已經感染了 
COVID-19。在你感染 COVID-19 後，可能需要長達 10 天的時間才會出現症狀。所以，如果你在接種疫

苗前不久就已經感染了 COVID-19，你可能要到接種疫苗後才會生病。 

有時，人們在接種疫苗後的一兩天內會發燒，或感到疲勞。這些都是正常的疫苗副作用，因為身體正在

建立免疫力，而不是由病毒引起的疾病。它們不會持續很長時間，並且在幾天內就會消失。 

 

謠言 #4：當人們接種了 COVID-19 疫苗，這會導致他們散播（脫落）COVID-19 病毒，並感染附近的

人。 

事實：在美國批准使用的四種疫苗中，沒有一種含有任何形式的COVID-19病毒。接種疫苗不會讓你散

播（脫落）病毒。 

COVID-19 疫苗不可能讓人感染導致 COVID-19 的病毒，或使他們具有傳染性。只有當疫苗含有弱化的

病毒時，疫苗散播（脫落）病毒的情況才可能發生。在美國批准使用的四種疫苗中，沒有一種含有任何

形式的 COVID-19 病毒。它們沒有病毒成分可以散播。 

 

謠言 #5：這些疫苗使用遺傳物質來抵禦病毒。這意味著它們可以影響我們的基因。 

事實：諾瓦瓦克斯疫苗包含 COVID-19 刺突蛋白，但不包含任何遺傳物質或 COVID-19 病毒。輝瑞、

莫德納和強生的疫苗利用遺傳物質來教會你的身體如何對抗病毒。但是遺傳物質不會改變你的基因。 

COVID-19疫苗中的 DNA或 RNA會告訴我們身體內的細胞如何構建在 COVID-19病毒上發現的刺突蛋

白的一部分。這一步是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做出反應所必需的。然後，免疫系統會產生抗體，讓免疫

細胞做好準備，在未來接觸到 COVID-19 病毒時對抗它。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vaccine/index.htm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vaccine/index.htm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safety/safety-of-vaccine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safety/safety-of-vacci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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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瑞和莫德納疫苗中含有 mRNA（信使 RNA）。mRNA 從來不會進入我們 DNA 所在的細胞核，所以

它不能改變我們的 DNA。強生疫苗是一種含有 DNA 的腺病毒疫苗。腺病毒疫苗使用了一種經過改變

的病毒，它不會讓我們生病，也不會進行自我複製。疫苗中的 DNA 不能與我們的 DNA（或染色體）

結合，因為疫苗沒有將 DNA 連接在一起的酶（稱為整合酶）。 

 

謠言 #6：疫苗裡含有一個微型晶片來追蹤我的行動。 

事實：COVID-19 疫苗中沒有任何微型晶片或任何類型的追蹤裝置。 

用於接種 COVID-19 疫苗的針頭，甚至比最小的微型晶片還要小得多。這一謠言始於社交媒體，並聲稱

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想透過在人體內植入微型晶片來追蹤人類。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已經公

開聲明這一說法是虛假的。和許多網路謠言一樣，這是一個即使被一次次揭穿也難以停止的故事。 

 
謠言 #7：接種疫苗後，針頭會留在你的手臂內。 

事實：接種疫苗後，針頭不會留在你的手臂內。針頭「消失」是因為它在注射疫苗後會縮回注射器或

安全腔室中。 

你可能看過一段視頻。該視頻似乎顯示，在人們接種疫苗後，一個針頭留在了他們的手臂內。實際上，

你看到的是一根可伸縮的針頭。帶有可伸縮針頭的注射器的工作原理是：在接種疫苗後，將針頭拉入注

射器針筒內，或拉入注射器側面的安全腔室中。醫護人員使用這些注射器是為了避免被針頭刺傷。 

用於接種 COVID-19 疫苗的針頭非常細。而且，疫苗的劑量很小，所以你可能感覺不到針頭或疫苗進入

你的手臂。在你注射疫苗之前，你會看到針筒裡面的透明液體和末端的針頭。在你接種疫苗後，你會看

到沒有液體剩餘，且針頭留在針筒（或安全腔室）內。 

 

謠言 #8：「磁鐵測試」證明，在接種疫苗後，你的手臂內留有微型晶片或針頭。 

事實：這只是一個騙人的小把戲。 

社交媒體上有視頻顯示，人們在接種疫苗後，磁鐵會貼在手臂上接種了疫苗的部位。他們試圖透過這種

方式證明疫苗中含有微型晶片，或者留下了一根針頭。這只是個小把戲。 

磁鐵很容易用膠帶或軟膏粘在皮膚上。你甚至把一塊磁鐵或硬幣用力壓在皮膚上後，也能讓它粘住皮膚。

此外，吸引磁鐵所需的金屬量太大，無法裝入 COVID-19 疫苗注射針筒之中。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vaccine/index.htm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vaccine/index.ht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factcheck-coronavirus-bill-gates-micr/false-claim-bill-gates-planning-to-use-microchip-implants-to-fight-coronavirus-idUSKBN21I3EC
https://www.osha.gov/SLTC/etools/hospital/hazards/sharps/sharps.html#retractablenee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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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 #9：你不能相信生產這些疫苗的人。研發這些疫苗的「大型製藥公司」只是為了賺錢，他們付錢

給醫生，讓醫生說他們的產品是安全的。 

事實：研發這些疫苗的過程一直都是透明公開的。獨立科學家和公眾可以獲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

的資訊和資料。 

雖然有製藥公司將利潤置於安全之上的可怕事例，但這些疫苗的研發都是在公眾的關注下進行的。關於

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一個用來表示疫苗有效的術語）的評估已經發表，且可供任何人閱讀。 

審查評估這項研究的人包括了來自全美國各地不同背景的醫學界領頭人。他們代表了各種類型的醫療團

體，其中還包括一些曾努力反對醫療種族主義的團體。他們在這項工作中不會得到報酬。他們的參與是

為了核實研究的品質，並確保在整個過程中公平性能夠得到保護。有關審查評估人員的姓名及其工作單

位的名單，請訪問免疫實踐諮詢委員會(ACIP)網站。你可以透過上網查詢瞭解更多關於這些人的資訊。

你還可以線上觀看 ACIP 的一些會議。 

 

謠言 #10：黑人和拉丁裔社區被單獨挑出來接種疫苗，因為這種疫苗還沒有被真正證明是安全的。 

事實：黑人和拉丁裔社區並沒有被單獨挑出來接種疫苗。但我們鼓勵他們接種疫苗，因為相較於其它

族群而言，他們的 COVID-19 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更高。 

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過去，在不道德的做法下，有色人種曾在被欺騙或被迫參加藥物或醫療程序測

試，讓他們的健康受到危害。 

美國現有的疫苗已在不同的人群中進行了測試。研究人員努力確保黑人和拉丁裔志願者的比例與他們在

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相同。這樣做是為了確保疫苗在這些群體中是安全有效的。此外，這樣做也是為了

防止這些群體成為醫療疏忽或種族主義的受害者。 

醫生和公共衛生計劃一直在努力確保黑人和拉丁裔社區能夠有平等機會接種 COVID-19 疫苗。黑人和拉

丁裔居民以及美國原住民和夏威夷原住民當中的 COVID-19 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在所有族群中是最

高的。這就是為什麼你可能會看到或聽到鼓勵這些社區接種疫苗的廣告牌或宣傳。 

洛杉磯縣希望這些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社區能夠在可能的情況下儘快接種疫苗。對於洛杉磯的黑人和拉

丁裔居民來說，這事關重大。請閱讀關於疫苗的來源可靠的資訊。諮詢你信任的見多識廣的人——你的

醫生、科學老師或藥劑師——向他們詢問你的問題和擔憂。你的問題很重要，並且需要知識淵博、值得

信任的人來回答。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vaccine/index.htm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vaccine/index.htm
https://www.cdc.gov/vaccines/acip/member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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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 #11：如果我已經感染過 COVID-19，就不需要接種疫苗了。 

事實：醫生和科學家建議，每個人都要接種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即使是已經感染過 COVID-19 的

人，也要接種疫苗。 

自然免疫是你感染 COVID-19 後自動獲得的保護效果。這種保護可能不會持久，你可能會再次感染

COVID-19。接種疫苗，包括適時接種加强針劑，可以建立免疫力，提供更好、更長久的保護，使你免

於感染 COVID-19。接種疫苗可以降低再次感染 COVID-19 的風險。如果你再次感染，疫苗也可以降低

出現重症、住院治療和因 COVID-19 死亡的風險。 

 

 謠言 #12：COVID-19 疫苗含有流產胎兒細胞。我不贊成墮胎。由於疫苗中含有流產胎兒細胞，所以我

不應該接種 COVID-19 疫苗。 

事實：在美國批准使用的疫苗中都不含任何胎兒細胞或組織。 

被用於 COVID-19 疫苗的開發、測試或生產的胎兒細胞系，是從 1973 年和 1985 年進行的兩次流產中提

取的細胞在實驗室中製成的。所使用的胎兒細胞都不是來自最近的流產，也不是來自專為疫苗研製或其

他研究目的而進行的流產。 

•  輝瑞和莫納德公司沒有使用任何胎兒細胞系來研製或生產他們的COVID-19疫苗。但是在他們的

疫苗在人身上測試之前，他們確實使用了一種胎兒細胞系進行實驗室測試。 
• 強生公司使用了一種胎兒細胞系來研製和測試他們的 COVID-19 疫苗。他們也把它用於疫苗的生

產之中。 
• 諾瓦瓦克斯公司沒有使用胎兒細胞系來研製或測試他們的 COVID-19 疫苗。 

 
天主教會已經審查了用於生產 COVID-19 疫苗的胎兒細胞的使用情況，並已表示「接種在研究和生

產過程中使用了來自流產胎兒的細胞系的 COVID-19 疫苗，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仍對這一問題感到關切，請仔細查閱《COVID-19 疫苗和胎兒細胞系》這一文件，以便在知情的

情況下作出是否接種疫苗的決定。 

 

謠言 #13：我們不知道 COVID-19 疫苗中含有什麼成分 

事實：所有人都能知道疫苗的具體成分。 

美國現有的四種疫苗的成分因製造商而異。瞭解更多輝瑞、莫德納、諾瓦瓦克斯和强生 COVID-19 疫苗

中包含和未包含成分的相關資訊。 

除了刺激免疫系統的遺傳物質或蛋白質之外，這些成分都是非常常見的。有些成分有化學學名，但如果

你進行查閱，你會發現幾乎所有 COVID-19 疫苗的成分都存在于許多食物中。除非你對其中任何一種成

分過敏，否則它們是十分安全的。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vaccine/index.htm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vaccine/index.htm
http://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docs/vaccine/VaccineDevelopment_FetalCellLines.pdf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Pfizer-BioNTech.html#ingredient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Moderna.html#ingredient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novavax.html#ingredient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Janssen.html#ingred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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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縣 
 

COVID-19 疫苗的謠言和事實 
 

 
 

美國現有的疫苗都不含食物蛋白質（如鶏蛋或堅果製品）、乳膠、抗生素或其他藥物、防腐劑（如硫柳

汞或汞）或組織（如流産胎兒細胞或任何來自動物的物質）。此外，它們也不含任何金屬，如鐵、鎳、

鈷、鋰和稀土合金。這些疫苗也不包含任何製造產品，如微電子產品、電極、碳奈米管或奈米線半導體。 

 

謠言#14：疫苗不良事件報告系統 VAERS 顯示，包括兒童在內的數千人已死於 COVID-19 疫苗。 

事實：僅憑 VAERS 報告不能也不應該用來確定疫苗是否導致了不良事件。接種 COVID-19 疫苗後有可

能發生嚴重的不良事件，但發生的概率很低。目前，還沒有已確認的兒童死於接種COVID-19疫苗的事

件。相比之下，截至 2022 年 8 月 1 日，已有超過 1,700 名兒童因感染 COVID- 19 而死亡。 

關於來自 VAERS 的公開資料中所報告的死亡人數存在一些誤讀和曲解。有些人將 VAERS 的死亡人數

報告誤解為因接種疫苗而造成的死亡。這是不準確的。VAERS 會收到所有疫苗接種後不良健康事件的

報告。任何人都可以向 VAERS 提交報告，包括普通民眾。一些提交給 VAERS 的報告反映了真實的疫

苗接種後反應。其他則是偶發的不良健康事件，與接種疫苗無關。例如，如果一個人在接種疫苗的幾天

之後死於一起事故，這可能也會被報告給 VAERS。在 VAERS 中，儘管死亡可能與接種疫苗無關，但

因為它發生在接種疫苗後不久，所以看起來像是與疫苗相關的事件。一些報告中可能包含不完整、不準

確、巧合、無法核實，甚至是偽造的資訊。 

欲瞭解更多關於 VAERS 資料的局限性，請訪問 CDC VAERS 網頁或觀看視頻「VAERS 和疫苗的安全

性：如何運作」。 

有關疫苗安全性的更多資訊，請訪問 CDC 的「COVID-19 疫苗的安全性」網頁。 

 

更多資源 

有關其他揭穿謠言的網頁，請訪問： 

• CDC：「關於 COVID-19 疫苗的謠言和事實」 
• 費城兒童醫院：COVIDVaccineAnswers.org 
•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COVID-19 疫苗：謠言與事實」 
• FactCheck.org: 「有關 COVID-19 的常見誤解」 

 

有關如何查詢虛假資訊的提示，請訪問 UCSF「評估健康資訊」網頁。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vaccine/index.htm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vaccine/index.htm
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demographics
https://vaers.hhs.gov/reportevent.html
https://www.cdc.gov/vaccinesafety/ensuringsafety/monitoring/vaers/index.html
https://www.cdc.gov/vaccinesafety/ensuringsafety/monitoring/vaers/index.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safety/vaers.html#:%7E:text=VAERS%20and%20Vaccine%20Safety%3A%20How%20It%20Work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safety/vaers.html#:%7E:text=VAERS%20and%20Vaccine%20Safety%3A%20How%20It%20Work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safety/vaers.html#:%7E:text=VAERS%20and%20Vaccine%20Safety%3A%20How%20It%20Work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safety/safety-of-vaccine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safety/safety-of-vaccine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facts.html
https://www.chop.edu/centers-programs/vaccine-education-center/making-vaccines/prevent-covid
https://www.hopkinsmedicine.org/health/conditions-and-diseases/coronavirus/covid-19-vaccines-myth-versus-fact
https://www.hopkinsmedicine.org/health/conditions-and-diseases/coronavirus/covid-19-vaccines-myth-versus-fact
https://www.factcheck.org/covid-misconceptions/
https://www.ucsfhealth.org/education/evaluating-health-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