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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  
(新型冠狀肺炎)  
疫苗接種 
英格蘭、蘇格蘭及威爾斯 

 

 
此冠狀病毒(新型冠狀肺炎)疫苗是安全且有效的。它是提供您對抗

冠狀病毒的最佳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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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不管移民資格為何，所有英格蘭、蘇格蘭以及威爾斯的成人都可以接種由國民保健署所免

費提供的新冠肺炎疫苗，其中也包含那些無法使用公共津貼(NRPF)的人。目前國民保健

署主要提供新冠肺炎疫苗給冠狀病毒感染高風險族群。 

 

在一些藥房、有家醫服務的當地疫苗施打中心以及大型疫苗施打中心皆有提供新冠肺炎疫

苗。  

國民衛生署主要根據病患臨床風險、民眾健康狀況，以及由年長到年幼的順序進行疫苗施

打。有些人面臨嚴重新冠肺炎併發症的風險高於其他人。  

以下族群可以優先接種疫苗： 

• 五十五歲(含)以上的人 

• 感染新冠肺炎高風險族群 (具有長期健康狀況的族群) 

• 因其健康狀況可能因為新冠病毒感染而有高度併發症風險的群體 (例如：慢性阻

塞型肺病、氣喘、心臟疾病、腎臟肝臟疾病，糖尿病以及其他長期慢性病) 

• 在安養院的居民或員工 

• 醫護人員及社工 

• 有學習障礙的人 

• 領取照顧者津貼者 

英國政府預計在七月底前讓所有成年人能接種第一劑疫苗。   

英格蘭: 請閱讀關於新冠疫苗對於年長者的最新資訊    

蘇格蘭: 請閱讀關於新冠疫苗對於成年人的最新資訊  

威爾斯: 請閱讀關於新冠疫苗的最新資訊   

 

https://www.nhs.uk/conditions/coronavirus-covid-19/people-at-higher-risk/who-is-at-high-risk-from-coronavirus-clinically-extremely-vulnerable/
https://www.gov.uk/carers-allowan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vid-19-vaccination-guide-for-older-adult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vid-19-vaccination-guide-for-older-adults
http://www.healthscotland.com/documents/37397.aspx
https://sanctuary.gov.wales/covid-19
https://sanctuary.gov.wales/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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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非上述人士 

請等候通知。當輪到您施打疫苗時，國民保健署會與您連絡。  

英格蘭: 請閱讀有關新冠肺炎疫苗資格標準及疫苗供應的最新資訊 

 

疫苗適合所有人嗎？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新冠肺炎疫苗對孕婦有不良影響，但我們需要更多研究證據來決定孕婦

是否能定期施打疫苗。  

疫苗接種暨免疫聯合委員會已更新其建議，並鼓勵符合下述的孕婦考慮進行疫苗施打: 

• 在高度冠狀病毒感染風險的場合工作 

• 具有某些健康狀況而提高冠狀病毒引發的嚴重併發症風險 

在施打疫苗後您無需特別避孕。疫苗並無包含任何活躍病毒，而且不會把新冠肺炎傳播給

您的腹中胎兒。目前無證據顯示新冠肺炎疫苗會影響生殖能力。  

即便您接種新冠肺炎疫苗，還是可以進行母乳授乳。在接種疫苗前跟醫護人員討論您的狀

況，他們會討論接種的優缺點供您參考。 

  

英格蘭: 如果您已懷孕、準備懷孕、或是正在授乳，請閱讀最新的新冠肺炎疫苗建議  

蘇格蘭: 如果您已懷孕、準備懷孕、或是正在授乳，請閱讀最新的新冠肺炎疫苗建議  

威爾斯: 如果您已懷孕、準備懷孕、或是正在授乳，請閱讀最新的新冠肺炎疫苗建議 

  

如果您對曾接種過的新冠肺炎疫苗、或是含有相同成分的疫苗有過嚴重的過敏反應 (包含

過敏性休克)，您不該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有免疫抑制以及感染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不論 CD4 是否被計入)者應該接受疫苗施打。  

有血栓或是出血不凝症者依舊可以接受疫苗施打，但可能需要先與其醫療人員諮詢施打疫

苗以及治療的時機。 

 

新冠肺炎疫苗如何施打 
 

新冠肺炎疫苗會在您的上臂注射施打，總共兩劑。在第一劑施打後的三到十二周施打第二

劑。 

當您施打第一劑疫苗時，您會收到一張關於該疫苗資訊的小卡。您應妥當保管這張資訊

卡。如您在不同地點施打第二劑疫苗，該資訊卡能確保您的第二劑是相同的疫苗。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vid-19-vaccination-why-you-are-being-asked-to-wai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vid-19-vaccination-women-of-childbearing-age-currently-pregnant-planning-a-pregnancy-or-breastfeeding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vid-19-vaccination-women-of-childbearing-age-currently-pregnant-planning-a-pregnancy-or-breastfeeding
http://www.healthscotland.com/documents/37392.aspx
https://sanctuary.gov.wales/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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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獲取新冠肺炎疫苗 
 

無論其移民身分資格為何，國民衛生署提供免費的新冠肺炎疫苗給所有身在英國的成年

人。  

如果您有在家庭醫生處註冊，疫苗取得會相對容易。註冊後您會收到一份國民衛生署的編

號，當您符合疫苗施打資格時(根據您年紀及臨床條件)，您能用此編號預訂疫苗施打。在

家庭醫生註冊同時也意味著您能也得到其他健康照護醫療。 

家醫就是家庭醫師。在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任何人無論其移民條件資格，都能在家

醫處註冊並獲得免費基本照護。  

如果您尚未符合疫苗優先施打資格、也未在家醫處註冊，您現在也應該找位當地的家醫註

冊。您可以在國民衛生署的網站上找尋英格蘭、蘇格蘭或威爾斯關於您家附近的家醫資

訊，您也可以致電當地家醫詢問註冊事宜。   

全科家醫只接受當地居民。如果您居住在全科家醫的地域之外，您需要另行尋找離您住家

近的家醫。  

您需要填寫表格來進行家醫註冊，您可以上全科家醫的網站查訊您是否能線上登記註冊。

註冊時，您應登記為永久居民身分(而非暫時居民)。如需協助，家醫能幫忙填寫表格。 

 

註冊家醫時，我需要準備什麼資料？  

有些全科家醫可能需要您提供一些資料來進行註冊，例如居住地證明、身分證明、移民身

分證明，或是國民健康署所提供的編號。不過，如果您無法提供上述文件，家醫是無權拒

絕您註冊申請的。  

如果您無法提供上述文件，您可以坦白告知您沒有這些文件、但確實居住在家醫的地域範

圍內，並且希望能註冊成為家醫的病患。  

 

如果您在註冊家醫過程時遇到問題，以下資源也許能幫助到您。如果您選擇線上註冊且線上系統需要您提供文件，您能

把以下資訊用電郵寄給全科家醫： 

 

• 英格蘭國民衛生署 已製作黃卡來幫助那些在英格蘭沒有身分文件但需要註冊家醫的人。 當您在家醫櫃台進行登

記時，您可以出示這張黃卡。您能在當地慈善機構、食物銀行、當地健保所、或是世界醫生組織取得這張黃卡。 

• 蘇格蘭政府 已發放蘇格蘭家醫指南並表示 “註冊家醫時無須提供文件，如果因為病患無法提供身分或居住證明而

拒絕或延遲其登記被視為是不合理的”。 

• 英國醫學協會 提供的致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的醫生指南中提到 “因為病患無法提供身分證明文件

而拒絕其進行家醫註冊是不合理的”。 

 

如果家醫拒絕您的註冊要求，在英格蘭的病患可致電 0300 311 2233， 在蘇格蘭及威爾斯的病患應當通知您的當地衛生

局。病患也可以致電世界醫生組織 0808 1647 686 (免付費電話) 尋求家醫註冊協助。 

https://www.england.nhs.uk/publication/primary-medical-care-policy-and-guidance-manual-pgm/
https://www.sehd.scot.nhs.uk/pca/PCA2018(M)10.pdf
https://www.bma.org.uk/media/1838/bma-refugee-and-asylum-seeker-health-resource-june-19.pdf
https://www.nhs.uk/service-search/find-a-gp
https://www.nhsinform.scot/care-support-and-rights/nhs-services/doctors/registering-with-a-gp-practice
https://111.wales.nhs.uk/LocalServices/Default.aspx?s=GPSurgeries
https://www.doctorsoftheworld.org.uk/gp-access-cards/
https://www.sehd.scot.nhs.uk/pca/PCA2018(M)10.pdf
https://www.bma.org.uk/advice-and-support/ethics/refugees-overseas-visitors-and-vulnerable-migrants/refugee-and-asylum-seeker-patient-health-toolkit/overcoming-barriers-to-refugees-and-asylum-seekers-accessing-care
https://www.scot.nhs.uk/organisations/
https://gov.wales/nhs-wales-health-boards-and-trusts#:~:text=Contents-,Overview,Taf%20Morgannwg%20University%20Health%20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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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無家可歸 

如果您居無定所，您還是可以在家醫處註冊。您應該跟家醫解釋雖然您沒有固定居住地

址，但您居住在當地，並且想進行家醫註冊登記成為病患。您可以使用暫時住址，像是朋

友的住址或是收容中心地址，家醫不用您的地址也可以幫您註冊。  

您應確保家醫能用電話聯絡到您 (例如告知您檢驗結果)。 

如果您居住在庇護所所提供的住處  

如果您是一位居住在內政部庇護所或是應急住宿的尋求庇護者，例如酒店， 當您註冊家

醫時，應該提供暫時住所地址並告知家醫您目前正住在內政部庇護所，因此無法提供住宿

證明文件。如果家醫拒絕您的註冊要求，您可以聯絡您的住宿方或是致電移民幫助專線

0808 8010 503 (免付費電話)。  

如果您知悉內政部即將更變您的居住安排，您應當在搬家前進行新冠肺炎疫苗施打。您可

以在新住所附近的疫苗中心施打第二劑疫苗。  

施打第一劑疫苗後，您會收到一張疫苗資訊小卡，您應當妥善保管它。當施打第二劑疫苗

時，請出示小卡以確保疫苗中心為您施打同種疫苗。  

預約疫苗施打 

英格蘭 

如果您符合以下條件，您可以線上預約疫苗施打： 

• 五十五歲(含)以上的人 

• 感染新冠肺炎高風險族群 (具有長期健康狀況的族群) 

• 因其健康狀況而有高度併發症風險的群體 (例如：慢性阻塞型肺病、氣喘、心臟

疾病、腎臟肝臟疾病，糖尿病以及其他長期慢性病) 

• 符合條件的前線醫護人員 

• 符合條件的前線社工人員 

• 有學習障礙的人 

• 領取照顧者津貼者 

 

您無需等待國民健康署通知，您可自行在有提供新冠肺炎疫苗的大型疫苗接種中心或是藥

房預約疫苗施打。 

 

您能線上預約新冠肺炎疫苗施打。  

 

https://www.nhs.uk/conditions/coronavirus-covid-19/people-at-higher-risk/who-is-at-high-risk-from-coronavirus-clinically-extremely-vulnerable/
https://www.gov.uk/carers-allowance
https://www.nhs.uk/conditions/coronavirus-covid-19/coronavirus-vaccination/book-coronavirus-vac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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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 

您將會收到一封邀請函或是電話通知您的預約詳情。如果您預計依約前往，您無需做任何

額外預約確認。如果您無法於預約時間前往， 您能更改或取消您的預約，把您的時段讓

給其他人。 

 

威爾斯 

當輪到您施打疫苗時，國民健康署會以電話或是信件直接通知您。 

當我施打疫苗時，內政部會收到通知嗎？ 

無論您的移民身份資格為何，當您使用國民健康署的免費服務時，您的資訊不會被分享給

內政部，包含家醫服務、新冠肺炎測試、治療、以及疫苗施打。 

當您註冊家醫服務或是預約新冠肺炎疫苗施打時，您不會被詢問有關移民身分資格的問

題。  

有些不負責新冠病毒檢測、治療或疫苗接種的國民衛生署醫院或是社區服務處不提供免費

服務給無正規移民資格者。 這些機構或許會與內政部分享您的資訊，例如姓名、地址，

或生日。這是為了確認您目前的移民身份資格或是通報健保金欠繳，您的健康醫療資訊並

不會被分享。  

 

有時基於個人或社會安全健康考量下，國民健康署會被警方、法庭或政府機關要求提供病

患資訊。 

 

新冠肺炎疫苗有多安全？ 
 

在英國被認證使用的疫苗都是通過獨立英國藥監機構所設下最嚴格安全、品質、有效性的

測試。 

所有認證合格的新冠病毒疫苗都像其他合格藥品一樣，有經過臨床實驗和安全檢驗。英國

藥監機構遵循著國際安全準則。 

 

所有的疫苗皆通過全球約一萬五千人到五萬人測試。受試族群有男有女，來自不同的種族

背景，年紀介於 18-84 歲。在疫苗開放給人民接種同時，研究將會持續進行，觀察疫苗

在預防病毒感染傳播的成效性，進而使用在孩童身上。 

  

截至目前為止，在超過百萬接受新冠肺炎疫苗的民眾中，只有極少數的人有出現嚴重副作

用和過敏反應。目前沒有發現有長期併發症的案例通報。 

欲知更多關於英國合格疫苗的資訊，請見： 

https://www.nhsinform.scot/covid-19-vaccine/invitations-and-appointments/rearrange-or-opt-out-of-your-coronavirus-vaccination-appointment
https://www.doctorsoftheworld.org.uk/infographics-migrants-right-to-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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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政府網站: 英國藥監機構認證輝瑞的新冠肺炎疫苗 (英文)  

• 英國政府網站: 英國藥監機構認證牛津/阿斯利康的新冠肺炎疫苗 (英文)  

• 英國政府網站: 英國藥監機構認證莫納德的新冠肺炎疫苗 (英文) 

 

新冠肺炎疫苗的有效性？ 

任何新冠肺炎疫苗的第一劑疫苗應該能有效保護您免於新冠病毒感染，但您需要接種兩劑

以保持其疫苗的長效性。但就算在接種疫苗的情況下，您還是有機會感染或傳播新冠病

毒。因此下述行為及其重要： 

 

• 持續遵守社交距離準則 

• 當處在難以保持社交距離的場合時，您應盡量穿戴可以遮蔽口鼻的物件。 

新冠肺炎疫苗副作用 

大部分的新冠肺炎疫苗所產生的副作用都很溫和，並且最多持續 2-3 天。例如： 

 

• 施打疫苗的手臂感到痠痛 

• 感到疲累 

• 頭痛 

• 感到虛弱 

• 感到不適 

• 體溫提高或發燒 

 

如果需要的話，您能服用止痛藥，像是撲熱息痛。 

  

如果您持續發高燒超過 48 小時，您可能感染新冠病毒或是得到其他病毒感染。咳嗽與味

覺嗅覺喪失並非施打疫苗副作用，如您有這些症狀，請上網安排進行新冠病毒檢測。 

 

如果您的症狀惡化、症狀持續超過 48 小時、或基於擔心原因，您可以在早上八時到下午

六點半之間致電您的家醫，或在其他時間撥打 111 (這是免付費電話)。對於所有問題，只

要不斷的回答 “yes “，您可以獲得一位會說您語言的翻譯為您服務。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gulatory-approval-of-pfizer-biontech-vaccine-for-covid-19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gulatory-approval-of-pfizer-biontech-vaccine-for-covid-19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gulatory-approval-of-covid-19-vaccine-astrazenec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gulatory-approval-of-covid-19-vaccine-astrazenec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gulatory-approval-of-covid-19-vaccine-modern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gulatory-approval-of-covid-19-vaccine-moderna
https://www.nhs.uk/conditions/coronavirus-covid-19/social-distancing/what-you-need-to-do/
https://www.gov.uk/get-coronavirus-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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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反應 

如果您曾有任何的嚴重過敏反應，在施打疫苗之前請告知醫護人員。如果您曾對以下的狀

況有任何的嚴重過敏反應 (例如過敏性休克)，您不應該接受新冠肺炎疫苗接種： 

• 曾接種過的新冠肺炎疫苗、 

• 或是含有相同成分的疫苗 

嚴重的過敏性反應並不常見。如果您對疫苗有過敏反應，通常會在施打後幾分鐘後顯現。

在疫苗中心的醫護人員跟義工都受過專業訓練，可以提供即時過敏處理治療服務。 

通過冠狀病毒黃卡安全專案 ，您可以通報任何可疑的副作用。 

 

新冠肺炎疫苗成分 
 

已批准認證的新冠肺炎疫苗並無包含動物產品或是蛋的成分  

英國伊斯蘭醫療理事會推薦人民施打新冠肺炎疫苗。 天主教教會已表明接種新冠肺炎疫

苗是道德容許的。 

更多資訊 
 

世界醫生組織: 診療與新冠肺炎資訊翻譯  

英國紅十字會: 新冠肺炎疫苗：您需要知道什麼   

英格蘭國民衛生署: 冠狀病毒(新型冠狀肺炎)疫苗 

國民衛生署通報: 冠狀病毒(新型冠狀肺炎)疫苗  

威爾斯公共衛生局: 新冠肺炎疫苗資訊 

https://coronavirus-yellowcard.mhra.gov.uk/
https://britishima.org/operation-vaccination/hub/statements/#VAX
https://www.vatican.va/roman_curia/congregations/cfaith/documents/rc_con_cfaith_doc_20201221_nota-vaccini-anticovid_en.html
https://www.vatican.va/roman_curia/congregations/cfaith/documents/rc_con_cfaith_doc_20201221_nota-vaccini-anticovid_en.html
https://www.doctorsoftheworld.org.uk/patient-clinic/
https://www.doctorsoftheworld.org.uk/coronavirus-information/
https://www.redcross.org.uk/get-help/coronavirus/coronavirus-vaccine
https://www.redcross.org.uk/get-help/coronavirus/coronavirus-vaccine
https://www.nhs.uk/conditions/coronavirus-covid-19/coronavirus-vaccination/coronavirus-vaccine/
https://www.nhsinform.scot/healthy-living/immunisation/vaccines/coronavirus-covid-19-vaccine
https://www.nhsinform.scot/healthy-living/immunisation/vaccines/coronavirus-covid-19-vaccine
https://www.nhsinform.scot/covid-19-vaccine/invitations-and-appointments/rearrange-or-opt-out-of-your-coronavirus-vaccination-appointment
https://phw.nhs.wales/topics/immunisation-and-vaccines/covid-19-vaccination-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