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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冠狀病毒（COVID-19）  

的錯誤訊息和事實 

COVID-19的錯誤訊息 

謬誤：COVID-19疫苗很危險，並且有海外接種者出現嚴重不良

反應。 

事實：治療產品管理局(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 TGA)批准在澳洲使用的疫

苗。在批准疫苗在澳洲使用之前，必須對所有疫苗進行徹底的安全性測試，這包括對臨床試驗

數據、成分、化學、製造和其他因素的仔細分析。有關 COVID-19 疫苗的資料，請瀏覽 TGA

網站 https://www.tga.gov.au/covid-19-vaccines 

除了評估每批 COVID-19 疫苗外，疫苗供應給澳洲後，治療產品管理局還要監控這些疫苗的

安全。澳洲政府還密切注視海外的免疫接種計劃，包括英國、德國和挪威。這些整體資料有助

確保澳洲人獲得安全有效的 COVID-19 疫苗。 

若您接種疫苗後出現副作用，請尋求專業醫療人員的幫助，並向 TGA 報告（電話：1300 134 

237）。 

謬誤：死於疫苗不良副作用的人會比死於 COVID-19的人數多。 

事實：任何疫苗都可以引起一些輕微副作用。疫苗最常見的副作用是注射部位出現疼痛、

發紅或腫脹，也會有頭痛或輕微發燒和疲勞。大多數這些副作用都有方法舒緩，無需緊張。 

不安全和無效的疫苗不會獲得澳洲藥品監管機構治療產品管理局的批准。他們密切關注的其中

一件事就是嚴重副作用。 

澳洲的藥品批准程序是世界上最好的程序之一，任何會導致嚴重不良副作用的藥品都不會獲得

批准。 TGA 的工作不會在批准後停止，他們還會密切關注來自海外及在本地推出的數據，不

會放過任何細節。 

https://www.tga.gov.au/covid-19-vaccines
https://www.tga.gov.au/reporting-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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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接種疫苗後出現副作用，請尋求專業醫療人員的幫助，並向 TGA 報告（電話：1300 134 

237）。 

謬誤：政府是以疫苗接種計劃作掩飾來收集/更改您的 DNA。 

事實：疫苗會注入您的體內，不會從您體內取出任何東西，也不會改變您的 DNA。 

一些新 COVID-19 疫苗使用 Messenger RNA（mRNA）片段使您的身體產生免疫反應對抗

COVID-19。 mRNA 對您的 DNA 無任何作用。 

謬誤：病毒突變如此快，因此疫苗永遠無法起作用。 

事實：所有病毒都會變異，這是它們正常的自然進化，COVID-19 也不例外。按實證，

COVID-19 疫苗仍可以有效對抗新變種病毒。 

這意味可能有需要注射加強針或需要再次接種疫苗――正如流感一樣。目前已批准在澳洲使用的

疫苗在預防 COVID-19 引起的嚴重疾病方面，已獲證明非常有效。 

謬誤：康復後的 COVID-19患者不需要接種疫苗。 

事實：感染 COVID-19 後每人可得的保護因人而異。由於是新病毒，所以我們不知道任何

自然免疫力能維持多久。即使您曾經染上 COVID-19 病毒，也應盡可能接種 COVID-19 疫

苗。 

謬誤：COVID-19疫苗含有用於監視的軟件/芯片。 

事實：沒有一種 COVID-19 疫苗含有軟件或芯片。 

COVID-19的其他謬誤訊息 

謬誤：小孩是 COVID-19 的「超級傳播者」 

事實：雖然已知道較年幼的小孩通常是細菌和病菌的「超級傳播者」，例如流行性感冒，

但據有關 COVID-19 的目前證據顯示，在學校內兒童之間的傳播並不常見。此外，全球沒有

任何數據顯示這種病毒主要在年幼兒童中傳播。儘管有可能，但目前的證據顯示，兒童不是 

COVID-19 病毒的超級傳播者。 

https://www.tga.gov.au/reporting-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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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誤：澳洲無法取得足夠的醫療設備和用品（呼吸機、口罩、檢

測套件） 

事實：澳洲在歇止上升趨勢方面非常成功，亦即是我們避免了增加醫院的壓力。 

在澳洲我們有大量個人防護裝備，一直在增加澳洲本地生產和入口。例如，國家醫療庫存 

(National Medical Stockpile) 仍然存量充足，並已訂購了超過 5 億個口罩在 2021 年前分期

交付。 

澳洲政府的多個諮詢委員會經常開會，包括澳洲傳染病網絡 (Communicable Diseases 

Network Australia) 和公共衛生實驗室網絡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Network)，重新評

估有關 COVID-19 的檢測要求指引，以確保進行必要的檢測支持我們應對 COVID- 19 疫症

大流行。 

謬誤：澳洲的醫院無法應付因 COVID-19 而引起的需求增長 

事實：澳洲在歇止上升趨勢方面非常成功，亦即是我們避免了增加醫院的壓力。澳洲擁有世

界一流的醫療衛生系統，在有需要時可以在 COVID-19 疫症大流行期間滿足額外的需求。包

括可以透過澳洲政府、州和領地政府與私營醫療服務界之間的合作，增加醫院病床、醫療設

備、用品和醫務人員的能力。 

謬誤：封城兩週可以阻止 COVID-19 的傳播 

事實：實施兩至三週的限制，然後解除限制並恢復正常生活不會阻止 COVID-19 的傳播。 

大多數患上 COVID-19 的人只出現輕度症狀或無症狀。只封城兩週的風險是，在封城重開

後，無 COVID-19 症狀的患者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將該病毒傳染其他人。 

減慢 COVID-19 傳播的最佳方法是保持良好的手部和呼吸道衛生習慣、保持社交距離、若感

到不適要留在家中並接受檢測，若您所在地方有社區傳播，或您身處難以維持社交距離的地

方，請戴上口罩。  

我們的醫療專家會繼續每天監察澳洲和正有傳播地區的新病例數目。然後，他們將根據證據建

議需要制定的任何新規定或限制。所有人都應要了解最新的限制，請瀏覽

www.australia.gov.au。 

謬誤：所有人都接受檢測可以阻止冠狀病毒傳播 

事實：檢測並不能阻止病毒傳播。 

http://www.australi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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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和控制 COVID-19 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及時、可擴展和準確的診斷檢測。診斷檢測在以下

幾方面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確定疾病的傳染病學資料、為病例和接觸管理提供資料，以及最終

減低病毒傳播。 

然而，COVID-19 檢測結果為陰性並不表示您沒有風險，或不會對其他人構成風險。在暴露

於 SARS-CoV-2（引起 COVID-19 的病毒）之後並在出現症狀之前，您的 COVID-19 檢測

結果可以是陰性。這正是保持良好衛生習慣和社交距離、感到不適時留在家中為何如此重要的

原因。此等措施和針對性的檢測，有助防止 COVID-19 和其他傳染病的傳播，從而減低對澳

洲醫療衛生系統的需求。 

在病例數目增加和爆發的地區要成功管理公共衛生，需要謹慎地進行針對檢測，以便在流行病

控制和維持實驗室與檢測地點的可持續能力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絕對不建議廣泛檢測沒有症狀（無症狀）的澳洲人。這種檢測策略在流行病學上既不可靠，在

確定疾病傳播方面也缺乏成本效益。澳洲政府承認，在特定情況下進行無症狀檢測可能對疾病

控制和監測有作用。包括以下情況：爆發環境、高傳播風險人口將病毒傳播至低病例數目地

區、有極高暴露風險的人口，以及在高傳播風險環境內若感染時容易患上重症的人口。 

澳洲政府繼續建議與相關公共衛生當局和實驗室總監協商制定檢測策略，包括為無症狀人士進

行的職場篩查計劃。這是為了確保能採用最適當和有效的方法。要了解澳洲政府對於廣泛無症

狀檢測的立場，請瀏覽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網站 。 

謬誤：檢測套件不準確 

事實：澳洲的 COVID-19 檢測非常準確。澳洲使用的所有檢測方法均有全面驗證。檢測方

法繼續受到治療用品管理局（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 TGA）的嚴格監控，並通

過強制參與專門針對 SARS-CoV-2（引起 COVID-19 的病毒）而制定的品質保證計劃。 

在澳洲，由實驗室進行的聚合酶鏈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esting, PCR) 測試是

用於診斷體內急性 SARS-CoV-2 感染的黃金標準測試，此測試需要收集呼吸道樣本。PCR 測

試非常敏感，可檢測到呼吸道樣本中 SARS-CoV-2 特有的最微細遺傳片段。 

任何用於澳洲的新檢測技術均需要 TGA 進行非常仔細評估，以確保檢測結果的品質和可靠

性，並確保其合法供應。要取得澳洲治療用品登記冊 (Australian Register of Therapeutic 

Goods) 中 COVID-19 檢測的最新資料，請瀏覽 TGA 網站：www.tga.gov.au/covid-19-

test-kits-included-artg-legal-supply-australia。 

 

 

 

https://www.health.gov.au/news/australian-health-protection-principal-committee-ahppc-updated-statement-on-the-role-of-asymptomatic-testing
https://www.tga.gov.au/covid-19-test-kits-included-artg-legal-supply-australia
https://www.tga.gov.au/covid-19-test-kits-included-artg-legal-supply-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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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誤：冠狀病毒是騙局 

事實：COVID-19 是由一種冠狀病毒 (SARS-CoV-2) 引起，是一大類病毒科中的一份子，

可導致人類和動物呼吸道感染。此等感染的範圍可以是普通感冒到更嚴重疾病。COVID-19 

通過飛沫和受污染表面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在澳洲，Peter Doherty Institute for Infection and Immunity 內的維多利亞州傳染病參考

實驗室 (Victorian Infectious Diseases Reference Laboratory, VIDRL) 是中國以外第一個將 

SARS-CoV-2 分離的實驗室。 VIDRL 與澳洲其他實驗室、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國家／地區分

享了分離出的病毒，以便開發、驗證和查證 COVID-19 的診斷測試。 

 

澳洲非常幸運得到公營和私營病理實驗室專家網絡的支持，該網絡具有檢測和確認 SARS-

CoV-2 的能力和適當認證。此等實驗室具有可擴大測試的能力，對於澳洲能成功歇止上升趨

勢並避免出現在其他國家所見的災難感染率至關重要。COVID-19 患者數字和因而死亡的人

數資料從澳洲和世界各地收集。資料由澳洲衛生部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Health) 每日

發佈。 

謬誤：口罩無效和／或不安全。 

事實：口罩在與其他預防措施一起使用時有助緩減 COVID-19 的傳播，預防措施包括良好

衛生習慣、社交距離、不適時留在家中及接受檢測。 

與大多數呼吸道病毒一樣，SARS-CoV-2（引致 COVID-19 的病毒）主要通過含病毒的飛沫

傳播，飛沫是在感染者講話、咳嗽或打噴嚏時產生。也可以通過受污染的表面傳播。有呼吸道

病毒感染（包括 COVID-19）人士無論有無症狀均可以使用口罩，減少含病毒飛沫的擴散以

保護他人。當醫護人員無法與包括 COVID-19 在內的呼吸道感染病人保持身體距離時，他們

使用口罩來保護自己。 

戴口罩只是減慢 COVID-19 傳播的一步，不能替代其他預防措施。重要的是要繼續保持良好

的手部和呼吸道衛生習慣，保持社交距離，不適時留在家中並接受檢測。 

沒有證據顯示戴口罩不安全，或會導致缺氧等問題。多年來醫護人員長時間佩戴口罩並無出現

此等問題。 

 

要了解澳洲政府應對 COVID-19 的主要進展，請定期瀏覽本網站。 

SBS 也提供了以您所用語言有關 COVID-19 的一系列資料。您還可以使用手機應用程式和瀏

覽器擴充功能翻譯政府資料。請尋找能滿足您需要的產品。 

要取得英語以外的其他資料，請瀏覽 www.australia.gov.au。 

https://www.health.gov.au/news/health-alerts/novel-coronavirus-2019-ncov-health-alert/coronavirus-covid-19-current-situation-and-case-numbers
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oronavirus?cid=infocus
https://www.australia.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