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見問答集：
NYC 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及 11249 麻疹疫苗接種令
4 月 9 日，衛生局宣布 Brooklyn 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區塊進入公共衛生緊急
情況，並頒布了麻疹疫苗接種令，以應對這些地區爆發的麻疹疫情。本常見問答集提供了有關這
一公告以及相關麻疹疫苗接種令的更多資訊。
衛生局為何宣布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區塊進入公共衛生緊急情況，以應對這
些地區爆發的麻疹疫情？
當紐約市民健康遇到緊迫威脅時，衛生局局長可以宣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情況。
Brooklyn 的 Williamsburg 和 Borough Park 社區目前存在活躍麻疹疫情，構成了此等威脅。疫情爆
發始於 2018 年 10 月初，已導致近 300 個病例，而這種疾病可透過疫苗來預防。在過去三個月
中，絕大多數病例都是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區塊的居民。衛生局已嘗試採取
多種策略來終結此次疫情，包括對受影響社區及其醫療提供者進行大力宣傳。此外，衛生局要求
服務該社區的猶太初等學校和托兒所對未接種疫苗的孩子採取停學處理。然而，由於這些郵遞區
號區塊疫苗接種率較低，疫情仍在持續。
有關 MMR 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危險錯誤資訊得到廣泛傳播，對此次疫情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
用。衛生局與該社區的大多數人一起努力保護他們的孩子和其他處境危險者。紐約市迫切需要終
結此次疫情並保護紐約市民免於感染這種可能致命的疾病。此次公告將有助於提高受影響社區的
疫苗接種率。
麻疹疫苗接種令的作用是什麼？
為了阻止麻疹疫情在紐約市蔓延，衛生局要求在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區塊生
活、工作或上學的成人及 6 個月以上孩子接種麻疹、腮腺炎及風疹 (MMR) 疫苗。因有效醫療原因
而無法接種疫苗者（包括孕婦）可免於接種疫苗。
接種過疫苗或具有免疫力的個人麻疹患病風險很低。對於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區塊的大多數人，此接種令強烈建議您檢閱自己的免疫記錄或諮詢您的健康照護提供者，
以確認自己的疫苗接種史或免疫狀態。
疫苗接種令是否也涵蓋了 6 到 11 個月大的嬰兒？
是的，該疫苗接種令涵蓋了在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區塊生活或上托兒所的嬰
兒。接種一劑初期 MMR 疫苗可保護孩子們平安度過當前疫情爆發期。然後，孩子們應回歸推薦

的疫苗接種時間表，並應在 12 個月大時重複接種第一劑 MMR 疫苗。孩子必須接種兩劑 MMR 疫
苗方可入學（幼兒園之 12 年級）。
對於並非生活在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區塊的 6 到 11 個月嬰兒，初期 MMR 疫
苗接種事宜請遵循以下指南：
•

推薦 Borough Park 和 Crown Heights 已知爆發麻疹疫情之社區的成員接種。

•

建議紐約市正統派猶太社區的成員接種。

•

建議所有進行國際旅行或前往已知爆發麻疹疫情之社區的嬰兒接種。

如果我在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區塊工作，該怎麼辦？
如果您在位於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區塊的企業工作，則您需要接種 MMR 疫
苗以阻止麻疹傳播。我們強烈建議您檢閱自己的免疫記錄或與健康照護提供者談一談，以確認自
己的疫苗接種史或免疫狀態。
衛生局如何知道誰是未接種疫苗者？
衛生局工作人員確認麻疹患者時，也會確認其接觸過的任何人。衛生局和健康照護提供者會為這
些接觸者提供免疫接種或其它預防措施，並與他們進行合作以降低麻疹患病風險。此外，衛生局
工作人員還會利用全市免疫接種登記系統 (CIR) 來檢閱可能與麻疹患者接觸過的任何個人的疫苗接
種記錄。如果查不到免疫記錄，則衛生局可能會要求提供其它麻疹免疫證據。例如，麻疹血清學
檢測可以證明某人透過事先接種疫苗或感染麻疹病毒而對麻疹免疫。您的健康照護提供者可預訂
此項常用檢測並安排您進行抽血。如果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區塊內的任何人
無法透過出具免疫記錄來證明其對麻疹具有免疫力，或者無法透過麻疹血清學血液檢測呈陽性來
表明其具有免疫力，則這些人將被衛生局視為不具免疫力的未接種疫苗者，並且會違反疫苗接種
令。
如果我拒絕接種疫苗會怎樣？
衛生局已下令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區塊內所有尚未接種疫苗者進行疫苗接
種。如果在受影響郵遞區號區塊生活、工作或上學的任何人截至 2019 年 4 月 11 日尚未接種疫
苗，亦未向衛生局提供免疫證明或有效醫療豁免證明，則衛生局可能會向其發出民事傳票。如果
未接種疫苗者是小孩，則傳票將發給家長。傳票接收者將有權出席在紐約市行政審判和聽證辦公
室舉行的聽證會。如果傳票得到聽證官贊成，則傳票接收者將被處以 1,000 美元罰款。傳票接收
者如果未出席聽證會或未對傳票予以回應，則將被處以 2,000 美元罰款。
如果我由於醫療狀況或其它醫療方面的原因而無法接種疫苗會怎樣？
幾乎沒有醫療方面的原因可以導致您無法接種 MMR 疫苗。如果您是已知麻疹病例接觸者，並且
有醫療方面的原因（包括懷孕）導致您無法接種 MMR 疫苗，則衛生局會要求您提供紐約市授權
健康照護提供者出具的專門文件。此類醫療文件必須明確說明使您或您的孩子無法接種疫苗的狀
況。如果健康照護提供者出具的文件只是一般性說明，而並未明確說明您無法接種疫苗的原因，

則此等文件不會被視為可接受的有效醫療豁免證明。如果您的文件得到確認，則將取消對您的罰
款。
由於醫療方面的原因而無法接種麻疹疫苗的個人在暴露後可能能夠接受另一種預防性治療，稱為
免疫球蛋白治療。衛生局將為需要免疫球蛋白治療的合格個人提供指導。
衛生局還將採取哪些措施來阻止麻疹的傳播？
衛生局將繼續要求服務受影響社區以及位於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區塊的猶太
初等學校和托兒所對未按要求接種 MMR 疫苗的孩子採取停學處理。如果孩子可以證明其已接種
最新 MMR 疫苗，或者接受了表明其對麻疹免疫的實驗室檢測（麻疹血清學檢測），則這樣的孩
子將被允許回到其入讀的猶太初等學校或托兒所。此等停學要求將持續至疫情終結或者衛生局確
定未接種疫苗的學生回到這些猶太初等學校或托兒所是安全的為止。衛生局還將與社區醫療提供
者、組織、宗教領袖及其他深受當地居民信任的意見人士合作，普及疫苗接種相關知識並與相關
家庭進行接觸。
哪些學校受到停學要求的影響？
Williamsburg 地區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區塊內的猶太初等學校和托兒所已收
到衛生局局長發出的命令，在疫情爆發期間對未接種疫苗的孩子採取停學處理。除此之外，
Borough Park 地區郵遞區號 11204、11218 和 11219 區塊內的猶太初等學校和托兒所也已收到通
知，須對未接種疫苗的孩子採取停學處理。目前僅有這些學校必須遵守疫情停學要求。即便持有
宗教或醫療豁免證明或醫療狀況說明，在這些郵遞區號區塊入讀托兒所或猶太初等學校的學生也
必須停學。此外，托兒所還必須清退未接種疫苗且不具備免疫證明的工作人員。經衛生局決定，
在任何存在已知麻疹病例的郵遞區號區塊，任何托兒所或學校內所有未接種疫苗或不具免疫力的
學生也將停學。

疫情相關學校停學處理
在以下郵遞區號區塊
生活或入讀托兒所或
學校的未接種疫苗的
孩子

托兒所、啟蒙班或學
前班內未接種疫苗的
孩子

幼兒園至 12 年級未接
種疫苗的孩子

僅有 9 到 12 年級的學
校內 9 到 12 年級未接
種疫苗的孩子

11204

不可上學

可上學

可上學

11205

不可上學

不可上學

不可上學

11206

不可上學

不可上學

不可上學

11211

不可上學

不可上學

不可上學

11218

不可上學

可上學

可上學

11219

不可上學

不可上學

可上學

11249

不可上學

不可上學

不可上學

疫情相關學校停學要求是否適用於不服務正統派猶太社區的公立或私立學校？
不。這些停學要求目前僅適用 Williamsburg 地區郵遞區號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區塊以
及 Borough Park 地區郵遞區號 11204、11218 和 11219 區塊內服務正統派猶太社區的猶太初等學校
或托兒所。迄今為止，未有病例或傳播與上述其它類型托兒所或學校裡的孩子相關，因此目前沒
有理由將疫情相關停學措施擴大到公立或私立學校。如果疫情模式在未來發生變化，衛生局將對
疫情相關停學措施進行調整。目前，公立或私立學校的所有孩子都必須遵守教育局的標準免疫要
求以及現行 MMR 疫苗接種要求，以防出現更多麻疹病例——這一點至關重要。如需有關教育局
免疫要求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schools.nyc.gov。
什麼是麻疹？
麻疹是一種會導致發燒和皮疹的病毒感染。麻疹感染會導致幾乎 30% 的患者出現包括肺炎、腦腫
脹、腹瀉、耳部感染在內的並發症，還有可能導致住院甚至死亡。麻疹傳染性極強，任何未接種
過該病毒疫苗的人都有可能在任何年齡患病。免疫系統薄弱者和孕婦的麻疹症狀可能會非常嚴
重。
麻疹是如何傳播的？
感染者打噴嚏或咳嗽時，甚至當他們呼吸時，麻疹就會透過空氣傳播。麻疹患者在皮疹出現前四
天具有傳染性，其傳染性會持續至皮疹出現後四天。
麻疹病毒傳染性極強，在空氣中和各種表面上能夠保持活性和感染能力達兩小時。
如何預防麻疹？
接種疫苗是預防麻疹的最佳方法。任何接種過兩劑麻疹疫苗者或生於 1957 年以前者（可能因自然
感染而免疫）被認為具有免疫力而不太可能患麻疹。
所有入讀學前班、幼兒園、托兒所和啟蒙班的 12 個月以上的孩子都需要接種一劑 MMR 疫苗。
孩子必須接種兩劑 MMR 疫苗方可入學（幼兒園至 12 年級）。
我在哪裡可以獲得 MMR 疫苗？
如需獲得 MMR 疫苗，請諮詢您的健康照護提供者。您也可以致電 311 或造訪
nyc.gov/health/clinics。

我在哪裡可以獲得有關麻疹的更多資訊？
如需詳細資訊，請諮詢您的健康照護提供者、致電 311 或造訪以下線上資源：
• 麻疹：nyc.gov/health 並搜尋「麻疹」
•

麻疹（免疫行動聯盟）：vaccineinformation.org/measles

•

麻疹概述（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gov/meas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