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助保護您的小孩。
兒童疫苗可預防疾病
快速導覽。

為何疫苗很重要?
多虧了廣泛的疫苗接種計劃，數種可以感染我們
小孩的疾病已經被消滅。但是可通過接種疫苗來
預防的重大疾病仍有暴發，這對我們小孩的健康
造成了威脅。
這就是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推薦針
對這 14 種重大疾病進行免疫接種的原因。遵循推
薦的健康訪視的完整時程安排，以確保您的小孩
按時、足次地接種疫苗是很重要的。

錯過疫苗接種有重大風險。
疫苗可預防的重大疾病的暴發仍然存在。這使得
沒有進行接種的嬰幼兒容易受到危險的、甚至是
致命的感染。如果我們停止接種疫苗，即使我
們在美國的極少數病例也可能很快導致數千人發
病。

當他們在最容易受到疾病攻擊的時候保護他們。
確保您的小孩獲得所有推薦的疫苗是您可以幫助保護您
的小孩免受感染的最重要的步驟之一。接種的疫苗少於
建議接種的疫苗會讓小孩更容易患上重大疾病。而且，
嬰兒更容易患病，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仍在發育。這也
就是為什麼大多數的疫苗接種從嬰兒兩個月大的時候開
始。

按時接種。足次接種。
如果家長錯過疫苗接種，我們的小孩將處於危險之中。
因此，請花些時間熟悉後面幾頁的 14 種重大疾病以及
可以幫助預防它們的疫苗。

遵守本手冊背面 CDC 推薦的完整接種計劃。

父母提出的常見問題解答。
問題：疫苗會引起自閉症嗎？
問題：
回答：
回答：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資助了一項研究，該研究回顧了20多
項大型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沒有證據證
明疫苗會導致自閉症。

問題：疫苗比它們所預防的疾病更危險嗎？
問題：
回答：
回答：不。疫苗在被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批准之前，
它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經在良好對照的科學
研究中得到了測試。

問題：小孩在一天內接受多劑疫苗是否太多？
問題：
回答：
回答：不會。據
CDC 稱，科學數據顯示，同
時接種幾種疫苗不會引起任何慢性的健康問
題。而且由於 CDC 建議接種針對 14 種重大疾
病的疫苗，所以重要的是完成全部接種計劃，
來構建您小孩的免疫力。

問題：
問題：疫苗有副作用嗎？
回答：所有的疫苗都可產生副作用。最常見的副
回答：
作用包括疫苗注射部位的疼痛、發紅或觸痛。嚴
重的副作用儘管不常見，但是可能會發生，包括
過敏反應、持續和傷心的哭泣、高燒或者發燒導
致的驚厥。一定要將所有的副作用告知您的醫
生。

幫助保護您的小孩。不要錯過醫生訪視或
者疫苗接種。

翻到下一頁瞭解 CDC 推薦的完整疫苗接種計劃

父母資訊†：
2021 年推薦的從出生到 6 歲小孩的免疫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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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疫苗（HepB）

您的家庭有新成員了
嗎？為了保護您的新寶
寶不會患上百日咳，请接
種破傷風白喉百日咳疫苗
（Tdap）。推薦接种的時
間是在懷孕第 27 至 36 週
之間。请與您的醫生商談
以瞭解更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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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疫苗（HepB）

輪狀病毒疫苗
（RV）
百白破疫苗
（DTaP）
B型流感嗜血桿
菌疫苗（Hib）

輪狀病毒疫苗
（RV）
百白破疫苗
（DTaP）
B型流感嗜血桿
菌疫苗（Hib）

輪狀病毒疫苗
（RV）
百白破疫苗
（DTaP）
B型流感嗜血桿
菌疫苗（Hib）

百白破疫苗（DTaP）

百白破疫苗
（DTaP）

B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Hib）

13 价肺炎球菌結 13 价肺炎球菌結 13 价肺炎球菌結 13 价肺炎球菌結合疫苗
（PCV13）
合疫苗（PCV13） 合疫苗（PCV13）合疫苗（PCV13）
脊髓灰質炎滅
脊髓灰質炎滅
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IPV）
活疫苗（IPV） 活疫苗（IPV）

脊髓灰質炎滅
活疫苗（IPV）

流感疫苗（Influenza）（每年）*
麻腮風疫苗（MMR）
水痘疫苗（Varicella）

陰影框表示該疫苗可以在顯
示的年齡範圍內接種。

注：

4-6

歲

麻腮風疫苗
（MMR）
水痘疫苗
（Varicella）

甲肝疫苗（HepA）§

腳註：

如果您的小孩錯過了一次接
種，您不需要從頭開始，只
需回到您小孩的醫生處進行
下一次注射。如果您有關於
疫苗的問題，請與您小孩的
醫生商談。

* 對於初次接受流感疫苗的 6 個月到 8 歲兒童以及這一年齡組的部分其他兒童，建議兩劑疫苗的接種間隔至
少為四週
§
需要兩劑甲肝疫苗，以獲得持久保護。第一劑甲肝疫苗應在 12 個月至 23 個月的年齡之間接種。第二劑應
在 6 個月之後接種。年齡超過24個月的所有沒有接受過甲肝疫苗的兒童和青少年也應接種兩劑甲肝疫苗。

如果您的小孩有處於感染危險的任何醫學狀況或正在美國以外旅行，請就他或她可能需要的額外疫苗詢問您
小孩的醫生。

欲瞭解更多資訊，請撥打免費電話
1-800-CDC-INFO（1-800-232-4636）
或訪問
www.cdc.gov/vaccines/parents
DTaP：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疫苗；HepA：甲肝疫苗； HepB：乙肝疫苗；
Hib：B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IPV：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MMR：麻疹、腮腺炎、
風疹疫苗；PCV13：13 价肺炎球菌結合疫苗；RV：輪狀病毒疫苗

美國健康和人類服務部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以上内容由 Pfizer 根據 CDC 的 2021 年兒童疫苗接種計劃進行了調整。
†

本資訊旨在為父母及兒童照護人員使用；更詳細的醫療行業版本之時程表可
在 CDC 網頁上獲得。

按時接種。足次接種。
不要讓您的小孩容易罹患這些疫苗可預防的疾病。

水痘
水痘是一種病毒，可引起全身瘙癢、皰
疹，一般伴有發燒和嗜睡。它透過空氣
或透過接觸皮疹液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嚴重的併發症可包括皮膚感染、肺炎、
腦炎（腦部發炎），甚至死亡。

白喉
白喉是由生活在受感染者口腔或咽喉的
細菌引起的，可引起咽喉痛或發燒，並
可能阻礙呼吸。打噴嚏或咳嗽可以在人
與人之間傳播這些細菌。嚴重的併發症
可包括心臟衰竭、癱瘓和死亡。

HIB (B型流感嗜血桿菌)
Hib（B型流感嗜血桿菌）是由透過咳
嗽或打噴嚏而在空氣中傳播的細菌引
起的。它可引起耳部感染和嚴重的咽喉
腫脹。如果Hib 細菌進入人的血液中，
它們可能導致腦膜炎、肺炎以及其他問
題。嚴重的併發症可包括永久性的腦損
傷和死亡。

甲肝
甲肝（A型肝炎）是一種病毒，多在糞
便中發現，並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或
污染的食物或水傳播。它可引起肝臟疾
病，而肝臟疾病可導致胃痛、嘔吐、發
燒以及其他問題。嚴重的併發症可包括
肝功能衰竭而導致死亡。

乙肝
乙肝（B型肝炎）是一種病毒，可引起
肝臟疾病和皮膚或眼睛黃染（黃疸）
。它可以透過接觸受感染的血液或其他
體液傳播，或在出生時由母親傳染給嬰
兒。嚴重的併發症可包括慢性肝病、肝
硬化（肝臟瘢痕形成）、肝癌和死亡。

流感（流行性感冒）
流感是一種病毒，它透過由咳嗽、打噴
嚏或說話產生的飛沫在人與人之間傳
播、或者透過含有病毒的物體表面傳
播。流感可引起發燒、咽喉痛、咳嗽、
寒戰和肌肉酸痛。嚴重的併發症可包括
肺炎、心臟發炎和死亡。

麻疹
麻疹是一種病毒，可引起全身皮疹、發
燒、流涕和咳嗽。它傳染性很強，透過
咳嗽、打噴嚏甚至呼吸在人與人之間傳
播。嚴重的併發症可包括肺炎、癲癇發
作、永久性腦損傷，甚至死亡。

腮腺炎

輪狀病毒

腮腺炎是一種病毒，可引起發燒、頭
痛、以及導致臉頰和顎部腫脹的唾液腺
炎症。它透過空氣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嚴重的併發症可包括腦膜炎和偶爾的腦
炎（腦部發炎）或耳聾，甚至死亡。

輪狀病毒容易透過帶有少量受感染糞便
的手、尿布或物體而傳播。這種病毒導
致嚴重腹瀉、嘔吐和發燒。嚴重的併發
症可包括導致極度脫水的嚴重腹瀉，這
可能導致死亡。

百日咳（頓咳）

風疹（德國麻疹）

百日咳由細菌引起，透過空氣在人與人
之間傳播。該病可引起陣陣劇烈咳嗽，
這會影響進食、飲水，甚至呼吸。嚴重
的併發症可包括肺炎、癲癇發作、腦病
（腦感染），以及死亡。

風疹是一種透過空氣傳播的病毒，導致
腺體腫大、低燒、皮疹，以及偶爾的關
節炎樣症狀。它是一種輕微的兒童疾
病。嚴重的併發症見於母親在懷孕期間
被感染過的嬰兒。嬰兒可能出生失聰或
失明，伴有心臟受損或腦部小，或者智
能受損。

脊髓灰質炎
脊髓灰質炎是一種傳染性很強的病毒，
可導致癱瘓。大多數感染者沒有任何症
狀。它透過接觸感染者的糞便或者透過
打噴嚏或咳嗽產生的飛沫傳播。嚴重
的併發症可包括手臂或腿（或兩者）虛
弱、癱瘓，以及死亡。

肺炎球菌疾病
肺炎球菌疾病由細菌引起，透過空氣中
的飛沫或者直接接觸受感染的唾液或黏
液而傳播。肺炎球菌疾病可引起咳嗽、
發燒和寒戰、胸痛、耳部感染、血液感
染和呼吸困難。嚴重的併發症可包括細
菌性腦膜炎，這可能導致死亡。

破傷風（牙關緊閉症）
破傷風是一種細菌性疾病，透過深度割
傷和刺傷的皮膚進入人體。破傷風可引
起頭痛、煩躁和顎部肌肉痙攣。嚴重的
併發症可包括無法吞嚥、嚴重到可使小
孩骨頭破裂的抽筋（肌肉痙攣），常常
導致死亡。

確保按照 CDC 推薦的完整疫苗接種
計劃進行接種。

獲得更多資訊。今天就請登錄。
• 客製化線上疫苗接種計劃
www.vaccinecalendar.com

下面列出的組織創建了有幫助的網站，提供
有關兒童疫苗的更多資訊。
•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www.cdc.gov/vaccines/parents
• 美國兒科學會*
www.healthychildren.org
• 美國家庭醫生學會*
www.familydoctor.org

*這些網站既非 Pfizer 擁有也不由 Pfizer 控制。Pfizer 對這些網
站的內容或服務不做广告宣傳也不負責。

PP-PNP-USA-1944

© 2021 Pfizer Inc.

版權所有

美國印刷/2021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