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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全國老化研究院與 UHN 與西奈健康旗下的「健康老化和老年病學項目」

關於全國老化研究院

全國老化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n Ageing，
簡稱 NIA）是一家位於多倫多瑞爾森大學的公共
政策與研究中心。NIA 致力於促進整個生命過程
中的成功老化。從包括財務、身體、心理、和社
交健康等在內的多個角度去考量老化議題是蘊含
在 NIA 使命中的獨到之處。

NIA 著眼於引領跨學科、循證且可行的研究， 
為公共政策與實踐描繪藍圖，從而更好地應對
加拿大老化人口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和機遇。NIA  

立志在全國範圍內展現領導力並推廣公眾教育，
與各級政府、公有及私營合作夥伴、學術機構、
老化相關組織以及加拿大民眾開展高效的合作。

NIA 同時亦是「全國老年人戰略」（National 

Seniors Strategy，簡稱 NSS）的學術中心。NSS 

是一個不斷完善的循證政策文件，由一群一流學
者、政策專家以及來自加拿大各地的利益相關組織
聯合撰寫，首版於 2014 年發表。

NSS 概括的四大支柱指導著 NIA 在加拿大各地開展
關於老化的循證研究，提升我們對老化的認識並幫
助完善相關政策：獨立、高效且投入的民眾；健康
且活躍的生命；離家更近的照護；面向照護提供者
的支援。

關於 UHN 與西奈健康
旗下的「健康老化和
老年病學項目」

西奈健康與大學健康網絡（UHN）旗下的「健
康老化和老年病學項目」（Healthy Ageing and 

Geriatrics Program）致力於關愛所有年長者，尤其
是那些情況複雜、身體虛弱的群體。我們提供人際
專業知識，開展研究，實踐創新照護模式，豐富自
己和他人的知識，與合作夥伴攜手促進健康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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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COVID-19 疫情爆發以來，我們便一直相信成
功研製並推廣安全且有效的疫苗是回歸「正常」
生活的唯一途經。

2020 年底，由輝瑞-拜恩泰科（Pfizer-BioNTech）
和莫德納（Moderna）研發的兩支疫苗獲得了
加 拿 大 、 美 國 及 歐 洲 的 批 准 ， 可 用 於 預 防 成
人因 COVID-19 患病並致死。2021 年初，又
有兩支疫苗獲批在加拿大使用：一支由阿斯利 
康（AstraZeneca）與牛津大學研發，另一支由強
生（Johnson & Johnson）研發。這些疫苗能夠在
不到一年之內研製成功並獲得批准既帶來了激動與
希望，也受到了一些質疑，尤其是在最易染疫的老
年人中。

關於 COVID-19 疫苗有很多疑問
和誤解，從疫苗的問世過程到疫
苗對我們的健康意味著什麼。

以下是加拿大老年人對於 COVID-19 疫苗的一些
常見問題及有據可依的回答，可以助您了解最新
的真實情況。

在加拿大獲批可供長者接種的 
COVID-19 疫苗均十分安全且有效。 

接種 COVID-19 疫苗可以帶來許多好處 —— 最重
要的便是若您接觸到病毒，疫苗能夠降低您患病
的風險，同時也可以保護您身邊有可能罹患重症的 
人士。

加拿大公共衛生局和加拿大醫學與護理學協會建議
加國所有老年人在能夠接種疫苗時都去接種。已獲
批的輝瑞-拜恩泰科疫苗、莫德納疫苗和阿斯利康
疫苗均須接種兩劑才能讓人體產生足夠的免疫或保
護。而同樣已獲批的強生疫苗僅需接種一劑即可帶
來足夠的免疫或保護。

在接種完要求劑數的幾週後，這
幾款疫苗均能以接近 100% 的效
力預防 COVID-19 重症或死亡。

簡介
我是一名老年人，我是否應該
接種 COVID-19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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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免疫系統會攻擊任何進入人體的外來異物，
如病毒或細菌。當遇見新的異物（如 COVID-19 病
毒）時，人體需要一段時間來調動免疫系統或防禦
體系。鑑於我們的免疫系統從未見過這種病毒，當
它作好攻擊的準備時，病毒感染可能已經造成了嚴
重的傷害，有時甚至會導致重疾或死亡。但當免疫
系統擊敗病毒後，也會產生一種特殊的免疫記憶或
長效保護，幫助人體記住擊潰病毒的方法。因此，
當您下次再遇到這種病毒時，您的身體會認出它並
迅速調動防禦系統與之對抗。

疫苗可以根據這個機制發揮作用。它們可以觸發
人體的免疫反應，以對抗多種病原體。這意味著
今後當您真的遇到您已免疫的病原體時，您的免
疫系統便可以迅速識別並直接回應，在病原體造
成嚴重健康問題之前將其擊潰。

傳統疫苗含有少量或滅活的完整病原體或其產生
的蛋白質，透過將它們引入人體來刺激免疫系統
作出回應。一些傳統疫苗使用已無法感染人體的
弱化腺病毒，讓其攜帶生成 mRNA 分子所需的指
令，之後再由這些 mRNA 指導人體合成病毒特有
的蛋白。阿斯利康和強生 COVID-19 疫苗均屬於

腺病毒疫苗。與之不同的是，mRNA 疫苗能直接
傳遞 mRNA 份子，指導人體自己合成病毒蛋白。
輝瑞-拜恩泰科和莫德納 COVID-19 疫苗都基於 

mRNA 技術。

什麼是 mRNA？如何使用它來
製造疫苗？

mRNA 即「信使 RNA」是在人體中天然存在的分
子結構，其作用類似於菜譜，本質上就是將基因
指令變成行動。mRNA 指導人體合成我們所需的
蛋白質。

在 COVID-19 疫情之前，科研人
員研究並運用基於 mRNA 的治療
方法已有數十載。

當科學家們掌握了 COVID-19 病毒的必要資訊
後，便立刻開始設計首款 COVID-19 疫苗。這些
疫苗使用了一種人工合成的 mRNA 來指示人體
生產一種無害的「刺突蛋白」，這種蛋白存在
於 COVID-19 病毒的表面。疫苗透過傳遞 mRNA 

指令來發揮作用，這些指令可以看作是一張「菜
譜」，會指示人體合成少量的刺突蛋白。人體會
將這種蛋白視為外來異物，調動免疫系統產生針
對 COVID-19 病毒刺突蛋白的保護性抗體，如此
一來，當我們遇到真正的 COVID-19 病毒時，身
體將會立即知道該如何抗擊。 疫苗中的 mRNA 

會被迅速分解，不會在體內長期留存。疫苗中的 
mRNA 也無法進入您的 DNA。

疫苗的工作原理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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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 疫苗是一種令人欣喜的科學進步，將有助
於我們研發針對其他病毒的疫苗，如流感病毒、寨
卡病毒、狂犬病毒以及巨細胞病毒（CMV）。許
多研究也將 mRNA 疫苗視為一種對抗癌症的新興 
方法。

什麼是腺病毒？如何使用它來製
造疫苗？

腺病毒（adenovirus）是一種可以引發普通感冒的
病毒。人類對腺病毒的基因組已頗有研究，科學家
們了解腺病毒的運行機制，也掌握了改造並弱化它
的方法，以便用於製作疫苗。減活疫苗無法使您生
病，但其中經弱化的腺病毒仍可以激發有效的免疫
反應。腺病毒疫苗不僅便於設計研發，也易於大規
模生產，這一優點在疫情中顯得格外突出。

在這些疫苗中，用於合成 COVID-19 病毒「刺
突蛋白」的指令被植入了經改造的腺病毒中。
阿斯利康疫苗和強生疫苗使用了不同類型的腺
病毒。在疫苗注射入人體後，其中的指令將生
成 mRNA。之後，這些 mRNA 將引導人體合成 

COVID-19 病毒的「刺突蛋白」以激發人體的免
疫反應。需要強調的是，這些疫苗不會改變您的 

DNA，事實上，它們在體內很快就會被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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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苗的研發速度很快。在研
發過程中是否略過了任何重要的步驟？
疫苗安全嗎？

根據加拿大公共衛生局網站，所有在加拿大獲批的
疫苗均：

■ 經過了大量的臨床試驗，已在成百上千名參
與者身上進行了測試，其中也包括老年人

■ 滿足批准所需的所有正常要求，包括所有的
疫苗常規安全標準，並沒有為了加速審批而
忽視任何一項規定

■ 將持續監測接種後的任何不良反應 

全球多個國家與企業展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攜
手合作開發這些疫苗。衛生當局和疫苗研究方及
製造商透過投入大量的資金、調度人力資源以
及建立多個合作項目等方式將工作重點集中在了 

COVID-19 疫苗的研發上。但這些作法並未犧牲
疫苗的安全性，用於證明疫苗安全性與有效性的
臨床試驗仍保持絕對的嚴格謹慎。

加速了獲批 COVID-19 疫苗研發的其他因素 
包括：

■ 首批  COVID-19 疫苗的研發基於人們對 
COVID-19 之前的其他冠狀病毒數十年的研
究，例如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和 SARS-

CoV（SARS）

■ 科學技術領域的其他進步使得新疫苗的研發
更加容易；COVID-19 病毒在發現後便迅速完
成了基因測序，科學家們得以迅速著手製作
多種候選疫苗並開啟臨床試驗

■ 科學家、衛健專家、研究人員、相關行業以
及政府的強大國際合作，包括投入開展大規
模臨床試驗所需的充足資金，以便更快地測
試並確立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https://covid-19.ontario.ca/covid-19-vaccine-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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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 苗 對 老 年 人 是 否 
有效？

有效。輝瑞-拜恩泰科、莫德納
和強生疫苗在原始臨床試驗中均
招募了足量的年長者，以確定其 
COVID-19 疫苗對老年人既安全又
有效。

儘管阿斯利康在早期的疫苗試驗中並未招募足量的
老年人以明確疫苗在他們身上的有效性，但之後基
於美國的臨床試驗數據以及英國數百萬長者接種後
的事實證據，我們現已可確認該 COVID-19 疫苗對
老年人既安全又有效。

雖然輝瑞-拜恩泰科、莫德納、阿斯利康和強生疫
苗在預防 COVID-19 實驗室確診方面的效力不同，
但在評估疫苗有效性的臨床試驗中，在完整接種者
中這些疫苗防止住院及死亡的效果均可達 100%。

不推薦您去比較各款疫苗的有效
性，因為各臨床試驗的效能終點
均有些許不同，無法公平地比
較。此外，各家 COVID-19 疫苗
臨床試驗是在不同的國家、不同

的疫情進度中開展的，當時的 
COVID-19 流行度和病毒變種的類
型與數量均有可能影響疫苗的有
效性結果。需要注意的是，所有
這些疫苗都能夠非常有效地預防
重症、住院和因 COVID-19 造成
的死亡。

我們尚不明確接種疫苗在減少病毒傳播或防止傳
染他人方面的有效程度，雖然現在已有新的證
據充分表明，疫苗接種者不太可能將病毒傳染
給他人。儘管疫苗可以降低傳播的風險，但我們
尚不能斷言疫苗能夠杜絕病毒的傳播。因此，在 

COVID-19 確診數字下降且大多數加拿大人都已接
種疫苗之前，我們仍需踐行其他重要的公共衛生
措施以遏止 COVID-19 的傳播。在公眾場合佩戴口
罩、保持肢體距離、勤洗手、避免前往人多的場
所，這些仍是眼下重要的抗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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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苗對老年人有哪些
副作用？

疫苗的副作用意味著人體的免疫系統正在發揮作
用，為在未來遭遇病毒時識別並擊潰它作著準備。

與 COVID-19 疫苗相關的副作用
通常都比較輕微，對老年人的影
響與對其他群體無異。

令人放心的是，在已經接種疫苗的數千萬老年人
中，沒有出現有規律可循的嚴重或意外不良事件。

疫苗的副作用可能包括注射部位疼痛、頭痛、肌肉
痛、疲乏、發燒或腹瀉，症狀可能會持續一兩日，
罕有持續數天的情況。如果副作用持續超過兩天，
請聯繫醫生。

疫苗的副作用通常是您的免疫系統正在發揮作用
的訊號：構建並增強免疫力，以保護您免受特定
病原體的侵害。

實際上，由於老年人的免疫系統
往往比年輕人弱，因此他們出現
上述副作用的比例似乎更低，但
是仍能夠透過疫苗獲得與年輕人
相同水平的免疫和保護。

您可能會對任何藥品或食物出現過敏反應。有些
人可能對 COVID-19 疫苗的某種成分過敏；但請記
住，這些過敏反應相對罕見。如果您會過敏，包括
需要隨身攜帶腎上腺素針的嚴重過敏，建議您與您
的醫生商討疫苗事宜，讓其評估您的風險並提供更
多關於安全接種疫苗的資訊。

為了預防接種後的症狀，是否需
要在接種疫苗前服用對乙酰氨基
酚（也稱為泰諾）或非類固醇消
炎藥？

如果在接種疫苗前服用這些藥物，理論上可能會削
弱個體的免疫反應並降低疫苗的有效性 —— 因此，
建議您不要在接種前服用這些藥物。但是，如果在
接種後出現副作用，服用它們仍有助於緩解症狀。
對乙酰氨基酚（也稱為泰諾）更適合老年人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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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是否可以安
全接種 COVID-19 疫苗？

免疫力低下的人士，即免疫系統
功能不全者，因 COVID-19 而罹患
重症乃至死亡的風險往往更高。

這可能包括罹患癌症、感染 HIV 或接受器官移植
的老年人，以及正在服用類固醇或其他藥物（稱
為免疫抑製劑）來治療特定疾病的老年人，這些
藥物會降低人體抵抗某些感染的能力。由於他們因 

COVID-19 而罹患重症甚至死亡的風險更高，免疫
力低下的人士在沒有絕對禁忌症的情況下仍應接種 

COVID-19 疫苗。現已獲批的疫苗均不含活體病毒，
因此接種這些疫苗都不會有感染病毒的風險。

總之，醫療專家強調，對於患有免疫系統疾病但情況
已得到妥善控制的老年人來說，接種 COVID-19 疫苗
所帶來的正面收益幾乎總是大過任何風險，因此推
薦這些人接種疫苗。此外，最好向充分了解您整體
健康狀況的醫生諮詢有關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最
新資訊及建議。

阿斯利康 COVID-19 疫苗怎麼
樣？加拿大老年人適於接種麼？

由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學研發的 COVID-19 疫苗在 

2021 年初獲批投入使用。起初加拿大國家免疫
顧問委員會（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不建議長者接種該疫苗，因為當
時尚未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其在老年人中的有效性。
之後，來自美國的新臨床試驗數據以及有力的現實
證據均表明該疫苗對長者有效，且在老年群體中並
無額外的安全問題。鑑於此，NACI 於 2021 年 3 月 

15 日開始推薦老年人接種阿斯利康疫苗。一些歐
洲國家也修改了他們對此疫苗的指導建議。

我聽說有人在接種阿斯利康疫苗
後出現了血栓，這是真的嗎？

在出現有關阿斯利康疫苗可能導致血栓的擔憂後，
一些歐洲國家叫停了該疫苗的使用，直至查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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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歐洲藥品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於 2021 年 3 月18 日確認阿斯利康疫苗不會增加
血管栓塞的整體風險。在英國和歐洲各地接近兩千
萬的阿斯利康疫苗接種者中，EMA 的確發現了一
些極罕見的特殊血栓案例，並伴有低血小板（一種 
凝血細胞）的情況，但這通常發生在 55 歲以下的
女性中。總體來說，EMA 認為，鑑於 COVID-19 

可引發嚴重後果且已廣泛傳播，阿斯利康疫苗對 
COVID-19 的預防作用遠大於副作用的風險，尤其
是在長者中。

這一情況也突顯了在疫苗獲批後持續監測罕見副作
用的重要性。這一事件顯示了我們擁有一套完善
的機制，即使極其罕見的副作用也會得到充分的 
調查。

我聽說有老年人在接種疫苗後 
死了，是真的麼？

挪威 23 位年長者在接種疫苗後過世的報告未被證
實與疫苗相關。世界衛生組織發現，並未出現「虛
弱及年長人士的死亡案例或任何異常的不良事件在
接種疫苗後出乎意料地增多。」

目前，美國、英國和以色列的大多數老齡人口都
已完成了 COVID-19 疫苗接種，且未有任何經證
實的接種後（或由疫苗引起的）意外死亡或異常
不良事件的報告。

醫療專家繼續強調，對於居住在
長期安養院或照護社區的加拿大
老年人來說，接種 COVID-19 疫
苗所帶來的正面收益幾乎總是大
過任何風險，因此推薦這些人接
種疫苗。

是否推薦患有失智症的老年人
接種 COVID-19 疫苗？疫苗對他
們來說是否安全？

高齡是失智症最大的風險因素。根據加拿大統計
局的數據，因 COVID-19 離世的加拿大人中至少有
三分之一患有阿茲海默症或其他類型的失智症。

https://www.who.int/news/item/22-01-2021-gacvs-review-deaths-pfizer-biontech-covid-19-vaccine-bnt16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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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患者通常同時患有至少
一種慢性疾病，因 COVID-19 而
罹患重症甚至死亡的風險遠高
於無失智症人群，如果患者為
少數族裔，情況則更加明顯。

失智症患者更有可能難以記住並理解公衛防疫措
施，如保持肢體距離以及當有他人在場時佩戴
口罩等，這顯著提高了他們感染 COVID-19 的風
險。因此，加拿大公共衛生局、加拿大醫學與護
理學協會以及加拿大阿茲海默協會都建議所有加
拿大老年人，包括失智症患者，在能夠接種疫苗
時前去接種。

有人擔心一些可持續一兩天的 COVID-19 疫苗副
作用，如接種手臂疼痛、頭痛、肌肉痛、疲憊、
發燒或腹瀉，可能會加劇失智症患者的困惑。 
但通常使用對乙酰氨基酚或其他治療手段便可以
很好地應對這些接種後的副作用。全球已有數以
百萬計患有失智症的老年人安全接種了 COVID-19 

疫苗，醫療專家繼續強調，接種 COVID-19 疫苗
所帶來的正面收益幾乎總是大過任何風險，因此
推薦失智症患者接種疫苗。

我是一名已經患過 COVID-19 
的 老 年 人 ， 我 是 否 需 要 接 種 
疫苗？

 

即使您已經感染過 COVID-19，因
為存在再次感染的可能，接種疫
苗仍對您有利。

目前，尚未有充足的資料明確人在感染 COVID-19 

後能夠獲得多久的抵抗力，但初步證據顯示，自然
免疫力的持續時間可能不會超過數月。患者在康復
後 90 天內再度感染 COVID-19 的情況較為罕見，
有些人希望據此推遲接種疫苗的時間 —— 但是，
如果他們希望早些獲得免疫，也無任何禁忌。

科學家們相信 COVID-19 疫苗可
以透過免疫接種，而非自然感
染，提供更有保證、更加持久，
因此也是更高一級的保護。

https://alz-journal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lz.1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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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種 疫 苗 是 否 會 讓 我 會 染 上 
COVID-19？

加拿大人目前可以接種的四種 COVID-19 疫苗都
不會使人感染 COVID-19。從本質上來講，所有疫
苗均攜帶一張「菜譜」，您的身體會根據其合成
一小塊無害的刺突蛋白，它與 COVID-19 病毒特有
的蛋白質相似，從而幫助人體識別並攻擊病毒。

COVID-19 疫苗並不含有 COVID-19 
病毒，因此您無法透過疫苗染上 
COVID-19。人工合成的 DNA 和 
mRNA 是 COVID-19 疫苗的主要成
分，它們在進入您體內後會迅速
被分解。

COVID-19 疫苗不會導致鼻咽拭子 PCR 檢測（核
酸檢測）呈陽性。如果您鼻咽拭子 PCR 檢測結果
呈陽性，這意味著您感染了 COVID-19，這與疫
苗無關。

我聽說疫苗中有有害的原料，
這是真的麼？

輝瑞-拜恩泰科和莫德納疫苗含有 mRNA 和其他
常規的疫苗成分，如脂肪（用於保護 mRNA）、
鹽以及少量的糖。阿斯利康和強生疫苗含有 DNA 

和其他與 mRNA 疫苗類似的常規成份。

所有獲批的 COVID-19 疫苗在研
發過程中並未使用任何牛/豬肉
產品。輝瑞-拜恩泰科和莫德納
疫苗在研發中並未使用胚胎細胞
株，但與許多疫苗類似，阿斯利
康和強生疫苗在研發中使用了胚
胎細胞株。但需要注意的是，這
些疫苗本身都不含胚胎組織或細
胞。目前獲批的疫苗不含常見的
過敏原，如乳膠、牛奶、乳糖、
麥麩、蛋、玉米或花生，它們也
不含任何植入體、微晶片或追蹤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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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苗是否可以抵禦新
出現的病毒變種？

目前值得關注的病毒變種有兩種，分別發現於英
國和南非。在英國首先發現的變種提升了刺突蛋
白在人體細胞受體上的附著力，讓病毒更具黏
性，從而使傳播能力最多提升了 50%。在南非發
現的變種同樣附著力更高，但它還包括一個可以
掩蓋自身部分標誌性外觀的變異，從而使病毒得
以躲過免疫反應。

輝瑞-拜恩泰科、莫德納、阿斯
利康和強生都已確認他們的疫
苗對首見於英國的病毒變種仍然 
有效。輝瑞-拜恩泰科、莫德納
和強生疫苗對首見於南非的病毒
變種的效力僅有些許下降。

輝瑞-拜恩泰科和莫德納均表示他們正考慮在其疫
苗接種規程中增加一劑強化針。我們仍建議您在
有 COVID-19 疫苗可打時儘快接種。

我是生活在社區中的老年人，
我何時才能接種疫苗？

根據加拿大聯邦政府和各省/地區政府的計畫， 
長者會在 2021 年 3 月開始接種疫苗，所有成年
人最遲將在 2021 年 6 月接種第一劑。請持續查
詢政府網站並關注新聞動態，留意自己所在地區
何時開始疫苗接種。

我在照顧的老人不願意接種疫
苗，我該如何讓他/她相信疫苗
是安全的？

您可以向老年人展示類似於本文的 COVID-19 常
見問答，或者參考下文中的任何針對老年人常見
問題的連結。

同時向其強調 COVID-19 是一種
嚴重的疾病，加拿大 95% 的 
COVID-19 死亡病例都是年逾 60 
的年長者。老年人對 COVID-19 
疫苗有所顧慮，這可以理解，讓
他們明白任何與疫苗相關的潛在
副作用都遠好於被 COVID-19 奪
去性命，特別是目前全世界已有
千百萬老年人安全地接種了疫
苗，應該能夠讓他們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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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被種族化社區中的一員，我
在猶豫是否要接種 COVID-19 疫
苗，我該如何確認疫苗對我來說
是安全的？

身為被種族化群體中的一員，尤其是黑人和原住民
同胞，因系統性種族主義和歷史原因導致的對加拿
大醫療系統的不信任，而對接種疫苗產生猶豫，這
都可以理解。但是，在 COVID-19 疫情中，由於社
會、經濟和健康方面的差異，加拿大有色族群受了
不合比例的影響，接種疫苗可以為他們提供最高等
級的病毒防護。

此 外 ， 輝 瑞 - 拜 恩 泰 科 、 莫 德
納、阿斯利康和強生均已聲明，
他們的疫苗在不同年齡、種族、
族裔、性別的群體中效用一致。

現在疫苗已經開始施打，我們
何時才能回歸正常的生活？

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仍需要繼續在公眾場合佩
戴口罩，繼續與他人保持肢體距離並儘可能待在
家中。在全加拿大範圍內控制住 COVID-19 疫情
仍需時日。目前加拿大政府希望每一位想要接種 

COVID-19 疫苗的加拿大人都能在 2021 年 9 月之
前獲得接種。

如果屆時有超過  80%  的加拿
大人都接種了疫苗，我們將有
可能達成「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或形成社區保護，這
也許會讓我們的生活重獲一定
程度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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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還需接種其他的疫苗？

當然！加拿大公共衛生局建議加
國每一位老年人按計畫接種所有
推薦的疫苗。

例如，建議所有老年人每年秋季接種流感疫苗，
並完整接種針對肺炎球菌病（一種老年人中常見
的肺炎）、帶狀皰疹、破傷風、百日咳、甲肝和
乙肝的疫苗。最好諮詢您的基礎醫護提供者或藥
劑師，以確認您適合接種哪些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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