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衛生服務中心工作人員使用的建議接種 COVID-19 疫苗的社交媒體貼文 

NACH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全國衛生服務中心協會）已繪製了可用於這些社交

媒體貼文的圖表。造訪我們的 COVID 社交媒體工具包 

 

關鍵資訊：COVID-19 疫苗是幫助阻止大流行病的重要工具 
 

FACEBOOK 貼文 

接種 COVID-19 疫苗不僅可以保護您，還可以阻止大流行病的蔓延。雖然單靠一種工具無法

阻止大流行病，但接種疫苗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防止感染 COVID-19 的最佳做法是結合以下

各項措施： 

接種 COVID-19 疫苗、佩戴口罩、與他人保持至少 6 英尺的距離、避免擁擠的場合和經常洗手。

單靠一種工具無法阻止大流行病。瞭解接種 COVID-19 疫苗的好處，請造訪： https://w w 

w.cdc.gov/coronavirus/2019- ncov/vaccines/about-vaccines/vaccine-benefits.html 
 

INSTAGRAM 貼文 

接種 COVID-19 疫苗不僅可以保護您，還可以阻止大流行病的蔓延。雖然單靠一種工具無法阻

止大流行病，但接種疫苗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防止感染 #COVID-19 的最佳做法是結合以下各

項舉措：接種 COVID-19 #疫苗、佩戴口罩、與他人保持至少 6 英尺的距離、 

避免擁擠的場合和經常洗手。單靠一種工具無法阻止大流行病。 

瞭解 COVID-19 疫苗接種的好處，請造訪： cdc.gov/coronavirus/vaccines 
 

TWITTER 貼文 

接種 COVID-19 疫苗不僅可以保護您，還可以阻止大流行病的蔓延。綜合接種 COVID-19 #

疫苗、佩戴口罩、與他人保持至少 6 英尺的距離以及經常洗手等各項舉措都是必要的。更多

詳情： https://w w 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about-vaccines/vaccine- 

benefi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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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資訊：COVID-19 疫苗不會給您帶來 COVID-19 病毒 
 

FACEBOOK 貼文 

疫苗不會給您帶來 COVID-19 病毒。美國目前提供的 COVID-19 疫苗均沒有使用可導致 COVID-19 

感染的活病毒。接種疫苗後，您可能會出現發燒等症狀。這是常見症狀，這表明您的免疫系統正在

學習如何識別和對抗導致 COVID-19 的病毒。如欲瞭解有關 COVID-19 疫苗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about- vaccines/vaccine-myths.html 
 

INSTAGRAM 貼文 

疫苗不會給您帶來 COVID-19 病毒。美國目前提供的 COVID-19 疫苗均沒有使用可導致 COVID-

19 感染的活病毒。接種#疫苗後， 

您可能會出現發燒等症狀。這是常見症狀，這表明您的免疫系統正在學習如何識別和對抗導致 

COVID-19 的病毒。如欲瞭解有關 COVID-19 疫苗的更多資訊，請造訪：cdc.gov/coronavirus 

 

TWITTER 貼文 

疫苗不會給您帶來 COVID-19 病毒。美國目前提供的 COVID-19 疫苗均沒有使用可導致 COVID-19 

感染的活病毒。接種疫苗後，您可能會出現發燒等症狀。這是常見症狀。如欲瞭解有關#疫苗的更多

資訊，請造訪： https://www.cdc. 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about-vaccines/vaccine-my 

ths.html 

 
來源： 

https://www.cdc.gov/vaccines/covid-19/health-systems-communication-toolkit.html#social 
 

 

供衛生服務中心工作人員使用的接種 COVID-19 疫苗範本通訊材料 
 

新聞稿 

接種 COVID-19 疫苗來保護您和您的家人 
 

<插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名稱> 將於 <插入日期和 

時間> 在 <插入機構地址> 提供 COVID-19 疫苗。 
 

<插入城市><插入日期> —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 強烈建議接種 COVID-19 疫苗，以預

防 COVID-19，並保護您的家人和社區。您可以於 <插入日期和時間> 在 

<插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名稱> 免費接種疫苗。 
 

接種 COVID-19 疫苗不僅可以保護您，還可以阻止大流行病的蔓延。雖然單靠一種工具無法

阻止大流行病，但接種疫苗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防止感染 COVID-19 的最佳做法是結合以下

各項舉措： 

接種 COVID-19 疫苗、佩戴口罩、與他人保持至少 6 英尺的距離、避免擁擠的場合和經常洗

手。確保接種疫苗！#這是我們的疫苗。 

「我已經接種了 COVID-19 疫苗，」 <插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高管名字> 表示。「在我們的衛

生服務中心和我們的社區中構建抵禦 COVID-19 的防禦體系需要團隊的努力。透過接種疫苗，

我為我家人和社區的健康提供了支持。」 

CDC 和醫學專家一致認為 COVID-19 疫苗是安全的。所有 COVID-19 疫苗均在涉及成千上萬人的

臨床試驗中進行了測試，以確保它們符合安全標準並保護不同年齡、種族和族裔的成年人。疫苗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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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嚴重的安全問題。CDC 和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DA) 將繼續監控疫苗，以關注其使用中的

安全問題。 

美國目前提供的 COVID-19 疫苗均沒有使用可導致 COVID-19 感染的活病毒。接種疫苗後，您可

能會出現發燒等症狀。這是 

常見症狀，這表明您的免疫系統正在學習如何識別和 

對抗導致 COVID-19 的病毒。 

若要瞭解更多資訊，或安排您的疫苗接種，請前往 <插入社區醫療 

中心網址> 或致電 <插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電話號碼>。 

 

30 秒公益廣告（適合電臺或電視臺使用） 

透過接種 COVID-19 疫苗來保護您和您的家人。<插入社區醫療 

中心名稱> 將於 <插入日期和時間> 在 <插入機構地址> 

提供 COVID-19 疫苗。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 強烈建議 

接種 COVID-19 疫苗，以預防 COVID-19，並保護您和您的家人。 
 

防止感染 COVID-19 的最佳做法是結合以下各項舉措：接種 COVID-19 疫苗、佩戴口罩、與他人保

持至少 6 英尺的距離、避免擁擠的場合和經常洗手。單靠一種工具無法阻止大流行病。接種疫苗可

以保護您及您家人的安全。 

若要瞭解更多資訊，或安排您的疫苗接種，請前往 <插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網址> 或致電 <插入社

區衛生服務中心電話號碼>。 

 

疫苗診所在社交媒體上的邀請 
 

FACEBOOK 邀請 

透過接種 COVID-19 疫苗來保護您和您的家人。<插入社區醫療 

中心名稱> 將於 <插入日期和時間> 在 <插入機構地址> 

提供 COVID-19 疫苗。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 強烈建議 

接種 COVID-19 疫苗，以預防 COVID-19，並保護您和您的家人。 
 

接種 COVID-19 疫苗不僅可以保護您，還可以阻止大流行病的蔓延。雖然單靠一種工具無法

阻止大流行病，但接種疫苗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防止感染 COVID-19 的最佳做法是結合以下

各項措施： 

接種 COVID-19 疫苗、佩戴口罩、與他人保持至少 6 英尺的距離、避免擁擠的場合和經常洗

手。確保接種疫苗！#這是我們的疫苗。 

若要瞭解更多資訊，或安排您的疫苗接種，請前往 <插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網址> 或致電 <插入社

區衛生服務中心電話號碼>。 

 

  



 

 

INSTAGRAM 邀請 

透過接種 COVID-19 疫苗來保護您和您的家人。<插入社區醫療 

中心名稱> 將於 <插入日期和時間> 在 <插入機構地址> 

提供 COVID-19 疫苗。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 強烈建議 

接種 COVID-19 疫苗，以預防 COVID-19，並保護您和您的家人。 
 

若要瞭解更多資訊，或安排您的疫苗接種，請前往 <插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網址> 或致電 <插入社

區衛生服務中心電話號碼>。 

 

TWITTER 邀請 

@CDCgov 強烈建議接種 #COVID-19 疫苗，以預防 COVID-19， 

並保護您和您的家人。若要瞭解更多資訊，或安排您的#疫苗接種， 

請前往 <插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網址> 或致電 <插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電話號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