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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什什么么推推荐荐的的和和必必需需的的免免疫疫接接种种对对您您
的的孩孩子子很很重重要要
按按照照推推荐荐的的时时间间表表让让您您的的孩孩子子接接种种疫疫苗苗或或补补种种疫疫苗苗

可可以以保保护护他他们们免免于于患患上上1144种种可可能能很很严严重重的的疾疾病病，，包包
括括脊脊髓髓灰灰质质炎炎、、百百日日咳咳、、水水痘痘、、破破伤伤风风和和麻麻疹疹。。

• 疫苗可以加强儿童的免疫系统，并在儿
童接触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之前为他们
提供保护。

• 接种常规疫苗可以保护您的孩子，也有助于保
护其他儿童、朋友、家人和社区。

• 接种疫苗是让孩子在托儿所和学校保持健康和
安全的重要工具。

• 疫苗经过了测试，以确保儿童在推荐的年龄
接种是安全有效的。

• 在接种COVID-19疫苗或流感疫苗的同时接种
常规儿童疫苗是安全的。

学校不要求接种所有推荐的疫苗，但儿童接种所有疫苗依然很重要。
向您的医生咨询其他推荐接种的疫苗，包括流感、HPV和COVID-19疫
苗。

您的孩子是否已接种了所有应接种的常
规疫苗？
• 许多婴儿和儿童在COVID-19疫情期间错过了常规疫苗的接种。

• 请向您的医生查询您的孩子需要接种哪些疫苗，以及如果有必要接
种，应该如何补种。

扫扫描描此此二二维维码码，，完完成成一一个个有有关关您您孩孩子子可可能能需需要要接接种种的的
疫疫苗苗清清单单的的小小测测验验。。亦亦提提供供西西班班牙牙语语版版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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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议议新新生生儿儿到到66岁岁儿儿童童遵遵循循的的
疫疫苗苗接接种种时时间间表表
遵循建议的疫苗接种时间表可以为您的孩子
提供免于患上可能很严重的疾病的最佳保护。

出出生生
1个月 2个月 4个月 6个月 12个月 15个月 18个月 19至23

个月
2至3岁 4至6岁

HepB ((乙乙肝肝疫疫苗苗))

RV((轮轮状状病病毒毒疫疫苗苗)) RV RV
DTaP(百百白白破破疫疫苗苗)DTaP DTaP
Hib(B型型嗜嗜血血杆杆菌菌疫疫苗苗))Hib Hib
PCV13 PCV13 PCV13

IPV IPV

DTaP

MMR
Varicella

HepB HepB

DTaP

HepA（（甲甲肝肝疫疫苗苗））§

MMR（（麻麻腮腮风风三三联联疫疫苗苗））
Varicella((水水痘痘疫疫苗苗))

Hib
PCV13 (13价价肺肺炎炎疫疫苗苗)

IPV（（注注射射型型脊脊髓髓灰灰质质炎炎疫疫苗苗））
Influenza((流流感感疫疫苗苗))（（每每年年））*

如需更多信息，请拨打免费电话

1-800-CDC-INFO (1-800-232-4636)
或访问

www.cdc.gov/vaccines/parents

颜色框表示可以在所示的年

龄段接种该疫苗。

有有关关疫疫苗苗可可预预防防的的疾疾

病病和和预预防防这这些些疾疾病病的的

疫疫苗苗的的更更多多信信息息，，请请

参参见见背背面面。。

注注意意：：
如果您的孩子错过了一剂，
您不需要从头开始。只需回

到您孩子的医生那里接种下

一剂疫苗。如果您对疫苗有
任何疑问，请咨询您孩子的

医生。

建建议议66个个月月及及以以上上的的儿儿童童接接种种COVID-19疫疫苗苗。。
脚脚注注：：

* 建议首次接种流感疫苗的6个月至8岁儿童和该年龄组的其他一些儿童接种两剂，两剂之间至少间隔4周。
§ 需要接种两剂甲肝(HepA)疫苗才能获得持久保护。第一剂甲肝疫苗应在12个月至23个月大时接种。第二剂应在接种第一剂的6个月后
接种。所有未接种过疫苗的24个月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也应接种2剂甲肝疫苗。

如如果果您您的的孩孩子子有有任任何何使使他他们们面面临临感感染染风风险险的的医医疗疗状状况况或或正正在在美美国国境境外外旅旅行行，，请请与与您您孩孩子子的的医医生生讨讨论论他他们们可可能能需需要要接接种种的的其其他他疫疫苗苗。。

您您的的家家庭庭人人数数是是
否否在在增增加加？？为为了了
保保护护您您的的新新生生儿儿免免
于于患患上上百百日日咳咳，，请请
接接种种百百白白破破((TTddaapp))
疫疫苗苗。。建建议议的的接接种种
时时间间是是在在孕孕期期的的2277
到到3366周周。。请请向向您您的的
医医生生咨咨询询更更多多详详情情。。

扫扫描描此此二二维维码码，，了了解解更更多多关关于于疫疫苗苗接接种种时时间间表表的的
信信息息。。

22002222年年建建议议新新生生儿儿到到66岁岁儿儿童童进进行行的的免免疫疫接接种种

延延迟迟接接种种疫疫苗苗可可能能会会使使儿儿童童在在最最有有可可能能出出现现严严重重并并发发症症的的时时期期感感染染疾疾病病。。

延延迟迟接接种种疫疫苗苗可可能能会会使使儿儿童童在在最最有有可可能能出出现现严严重重并并发发症症的的时时期期感感
染染疾疾病病。。

建建议议77到到1188岁岁儿儿童童和和青青少少年年遵遵循循的的疫疫苗苗
接接种种时时间间表表

遵循建议的疫苗接种时间表可以为您的孩子提供免于患上可能很严
重的疾病的最佳保护。

扫扫描描此此二二维维码码，，了了解解更更多多关关于于疫疫苗苗接接种种时时间间表表的的信信息息。。

给给家家长长的的信信息息 2022年年建建议议7到到18岁岁儿儿童童和和青青少少年年进进行行的的免免疫疫接接种种

这些颜色框表示建议所有儿童何时接种该疫苗，
除非您的医生告诉您您的孩子不能安全地接种该
疫苗。

这些颜色框表示如果孩子在补种错过的疫苗，应应
该该接种的疫苗。

这些颜色框表示该疫苗是建议有特定健康问题或生
活方式状况而使得他们患严重疾病的风险增加的人
士接种的。请在以下网页查看与具体疫苗相关的建
议：www.cdc.gov/vaccines/hcp/acip-recs/。

这个颜色框表示没有增加的风险的儿童，如果他们
希望接种并与医疗服务提供者讨论后，可可以以接种该
疫苗。

这个颜色框表示没有增加的风险的儿童，如果他们
希望接种并与医疗服务提供者讨论后，可以接种该
疫苗。

流流感感疫疫苗苗

流行性感冒

百百白白破破
(Tdap) 疫疫苗苗
破伤风、白
喉、百日咳

HPV疫疫苗苗
人类乳头瘤病
毒

脑膜膜炎炎球球菌菌疫疫苗苗

肺肺炎炎球球菌菌疫疫苗苗 登登革革热疫疫苗苗 乙乙肝肝疫疫苗苗 甲甲肝肝疫疫苗苗 脊脊髓髓灰灰质炎炎
疫疫苗苗

MMR疫疫苗苗
麻疹、腮腺炎、
风疹

水水痘痘疫疫苗苗

水痘MenACWY MenB

7-8岁岁

9-10岁岁

11-12岁岁

13-15岁岁

16-18岁岁

所有6个月及以
上的个人都应该
每年接种流感疫
苗（如果他们没
有禁忌症的
话）。

更更多多信信息息:
所有11到12岁的
个人都应该接种
一针百白破疫
苗。

居住在登革热流
行地区，年龄为
9-16岁，并且经
实验室确认之前
有过登革热感
染。

建建议议66个个月月及及以以上上的的儿儿童童接接种种CCOOVVIIDD--1199疫疫苗苗。。

__________                                              向向您您孩孩子子的的医医生生或或护护士士咨咨询询为为孩孩子子所所属属年年龄龄段段所所推推荐荐接接种种的的疫疫苗苗。。________                                    ____________

仅限限
在登革
热流行
的地区

所有11到12岁的
个人都应该接种
两针系列的HPV
疫苗。免疫系统
薄弱及那些在15
岁或以上开始接
种该系列疫苗的
个人应接种3针系
列疫苗。

所有11到12岁的
个人应该都接种
一针脑膜炎球菌
多糖结合疫苗
（MenACWY)。
建议在16岁时接
种一针加强剂。

所有10岁及以上
且风险增加的个
人都应该接种一
针血清群B脑膜
炎球菌疫苗
(MenB)。16到
18岁且无增加风
险的个人可可以以接
种MenB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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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议议新新生生儿儿到到66岁岁儿儿童童遵遵循循的的
疫疫苗苗接接种种时时间间表表
遵循建议的疫苗接种时间表可以为您的孩子
提供免于患上可能很严重的疾病的最佳保护。

出出生生
1个月 2个月 4个月 6个月 12个月 15个月 18个月 19至23

个月
2至3岁 4至6岁

HepB ((乙乙肝肝疫疫苗苗))

RV((轮轮状状病病毒毒疫疫苗苗)) RV RV
DTaP(百百白白破破疫疫苗苗)DTaP DTaP
Hib(B型型嗜嗜血血杆杆菌菌疫疫苗苗))Hib Hib
PCV13 PCV13 PCV13

IPV IPV

DTaP

MMR
Varicella

HepB HepB

DTaP

HepA（（甲甲肝肝疫疫苗苗））§

MMR（（麻麻腮腮风风三三联联疫疫苗苗））
Varicella((水水痘痘疫疫苗苗))

Hib
PCV13 (13价价肺肺炎炎疫疫苗苗)

IPV（（注注射射型型脊脊髓髓灰灰质质炎炎疫疫苗苗））
Influenza((流流感感疫疫苗苗))（（每每年年））*

如需更多信息，请拨打免费电话

1-800-CDC-INFO (1-800-232-4636)
或访问

www.cdc.gov/vaccines/parents

颜色框表示可以在所示的年

龄段接种该疫苗。

有有关关疫疫苗苗可可预预防防的的疾疾

病病和和预预防防这这些些疾疾病病的的

疫疫苗苗的的更更多多信信息息，，请请

参参见见背背面面。。

注注意意：：
如果您的孩子错过了一剂，
您不需要从头开始。只需回

到您孩子的医生那里接种下

一剂疫苗。如果您对疫苗有
任何疑问，请咨询您孩子的

医生。

建建议议66个个月月及及以以上上的的儿儿童童接接种种COVID-19疫疫苗苗。。
脚脚注注：：

* 建议首次接种流感疫苗的6个月至8岁儿童和该年龄组的其他一些儿童接种两剂，两剂之间至少间隔4周。
§ 需要接种两剂甲肝(HepA)疫苗才能获得持久保护。第一剂甲肝疫苗应在12个月至23个月大时接种。第二剂应在接种第一剂的6个月后
接种。所有未接种过疫苗的24个月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也应接种2剂甲肝疫苗。

如如果果您您的的孩孩子子有有任任何何使使他他们们面面临临感感染染风风险险的的医医疗疗状状况况或或正正在在美美国国境境外外旅旅行行，，请请与与您您孩孩子子的的医医生生讨讨论论他他们们可可能能需需要要接接种种的的其其他他疫疫苗苗。。

您您的的家家庭庭人人数数是是
否否在在增增加加？？为为了了
保保护护您您的的新新生生儿儿免免
于于患患上上百百日日咳咳，，请请
接接种种百百白白破破((TTddaapp))
疫疫苗苗。。建建议议的的接接种种
时时间间是是在在孕孕期期的的2277
到到3366周周。。请请向向您您的的
医医生生咨咨询询更更多多详详情情。。

扫扫描描此此二二维维码码，，了了解解更更多多关关于于疫疫苗苗接接种种时时间间表表的的
信信息息。。

22002222年年建建议议新新生生儿儿到到66岁岁儿儿童童进进行行的的免免疫疫接接种种

延延迟迟接接种种疫疫苗苗可可能能会会使使儿儿童童在在最最有有可可能能出出现现严严重重并并发发症症的的时时期期感感染染疾疾病病。。

延延迟迟接接种种疫疫苗苗可可能能会会使使儿儿童童在在最最有有可可能能出出现现严严重重并并发发症症的的时时期期感感
染染疾疾病病。。

建建议议77到到1188岁岁儿儿童童和和青青少少年年遵遵循循的的疫疫苗苗
接接种种时时间间表表

遵循建议的疫苗接种时间表可以为您的孩子提供免于患上可能很严
重的疾病的最佳保护。

扫扫描描此此二二维维码码，，了了解解更更多多关关于于疫疫苗苗接接种种时时间间表表的的信信息息。。

给给家家长长的的信信息息 2022年年建建议议7到到18岁岁儿儿童童和和青青少少年年进进行行的的免免疫疫接接种种

这些颜色框表示建议所有儿童何时接种该疫苗，
除非您的医生告诉您您的孩子不能安全地接种该
疫苗。

这些颜色框表示如果孩子在补种错过的疫苗，应应
该该接种的疫苗。

这些颜色框表示该疫苗是建议有特定健康问题或生
活方式状况而使得他们患严重疾病的风险增加的人
士接种的。请在以下网页查看与具体疫苗相关的建
议：www.cdc.gov/vaccines/hcp/acip-recs/。

这个颜色框表示没有增加的风险的儿童，如果他们
希望接种并与医疗服务提供者讨论后，可可以以接种该
疫苗。

这个颜色框表示没有增加的风险的儿童，如果他们
希望接种并与医疗服务提供者讨论后，可以接种该
疫苗。

流流感感疫疫苗苗

流行性感冒

百百白白破破
(Tdap) 疫疫苗苗
破伤风、白
喉、百日咳

HPV疫疫苗苗
人类乳头瘤病
毒

脑膜膜炎炎球球菌菌疫疫苗苗

肺肺炎炎球球菌菌疫疫苗苗 登登革革热疫疫苗苗 乙乙肝肝疫疫苗苗 甲甲肝肝疫疫苗苗 脊脊髓髓灰灰质炎炎
疫疫苗苗

MMR疫疫苗苗
麻疹、腮腺炎、
风疹

水水痘痘疫疫苗苗

水痘MenACWY MenB

7-8岁岁

9-10岁岁

11-12岁岁

13-15岁岁

16-18岁岁

所有6个月及以
上的个人都应该
每年接种流感疫
苗（如果他们没
有禁忌症的
话）。

更更多多信信息息:
所有11到12岁的
个人都应该接种
一针百白破疫
苗。

居住在登革热流
行地区，年龄为
9-16岁，并且经
实验室确认之前
有过登革热感
染。

建建议议66个个月月及及以以上上的的儿儿童童接接种种CCOOVVIIDD--1199疫疫苗苗。。

__________                                              向向您您孩孩子子的的医医生生或或护护士士咨咨询询为为孩孩子子所所属属年年龄龄段段所所推推荐荐接接种种的的疫疫苗苗。。________                                    ____________

仅限限
在登革
热流行
的地区

所有11到12岁的
个人都应该接种
两针系列的HPV
疫苗。免疫系统
薄弱及那些在15
岁或以上开始接
种该系列疫苗的
个人应接种3针系
列疫苗。

所有11到12岁的
个人应该都接种
一针脑膜炎球菌
多糖结合疫苗
（MenACWY)。
建议在16岁时接
种一针加强剂。

所有10岁及以上
且风险增加的个
人都应该接种一
针血清群B脑膜
炎球菌疫苗
(MenB)。16到
18岁且无增加风
险的个人可可以以接
种MenB疫苗。



4    |    家长指南：关于推荐的和必需的疫苗接种

儿儿童童保保育育机机构构必必需需的的疫疫苗苗

（（幼幼儿儿园园前前））

家长必须在孩子上托儿所或学前班之前以及在每个年龄检查点出示孩

子的免疫记录

DDTTaaPP = 白喉、破伤风和非细胞性百日咳疫苗

HHiibb = 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
HHeepp BB =乙肝疫苗

MMMMRR  =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麻腮风三联疫苗）
VVaarriicceellllaa =水痘疫苗

扫扫描描二二维维码码，，了了解解更更多多关关于于这这些些疫疫苗苗和和它它
们们所所预预防防的的疾疾病病的的信信息息。。

改编自加州公共卫生部免疫接种司

年年龄龄 疫疫苗苗和和所所需需剂剂量量

2-3个月 1剂脊髓灰质炎疫苗，1剂DTaP疫苗，1剂乙肝疫苗，1剂Hib疫苗

4-5个月 2剂脊髓灰质炎疫苗，2剂DTaP疫苗，2剂乙肝疫苗，2剂Hib疫苗

6-14个月 2剂脊髓灰质炎疫苗，3剂DTaP疫苗，2剂乙肝疫苗，2剂Hib疫苗

15-17个月 3剂脊髓灰质炎疫苗，3剂DTaP疫苗，2剂乙肝疫苗，1剂Hib疫苗（在1岁生
日或之后），1剂水痘疫苗，1剂MMR疫苗（在1岁生日或之后）

18个月至5岁 3剂脊髓灰质炎疫苗，4剂DTaP疫苗，3剂乙肝疫苗，1剂Hib疫苗（在1岁生
日或之后），1剂水痘疫苗，1剂MMR疫苗（在1岁生日或之后）

扫扫描描二二维维码码，，了了解解更更多多关关于于这这些些疫疫苗苗和和它它
们们所所预预防防的的疾疾病病的的信信息息。。

加州的学校必须检查从过渡性幼儿园/幼儿园到12年级的所有新入学的
学生以及所有升入7年级的学生的免疫接种记录。

父母必须出示孩子的免疫接种记录作为免疫接种证明。

这些免疫接种要求适用于所有年级（包括过渡性幼儿园）的新入
学和转学的学生。

入入学学必必需需的的疫疫苗苗

入入读读过过渡渡性性幼幼儿儿园园和和K-12年年级级的的学学生生需需要要接接种种：：
白白喉喉、、破破伤伤风风和和百百日日咳咳疫疫苗苗（（Dtap、、DTP、、Tdap或或Td））—— 5剂剂
（如果其中1剂是在4岁生日或之后接种的，4剂也可以。如果其中一剂是在7岁生日或之后接种
的，3剂也可以。）
对于7至12年级的学生来说，要求在7岁生日或之后接种至少一剂包含百日咳疫苗的疫苗。

脊脊髓髓灰灰质质炎炎(OPV或或IPV) —— 4剂剂（如果其中一剂是在4岁生日或之后接种的，3剂也可以。）

乙乙肝肝疫疫苗苗—— 3剂剂（入读7年级不要求接种）

麻麻疹疹、、腮腮腺腺炎炎和和风风疹疹疫疫苗苗(MMR) —— 2剂剂（2剂都在1岁生日或之后接种）

水水痘痘疫疫苗苗—— 2剂剂

入入读读7年年级级的的学学生生需需要要接接种种：：

破破伤伤风风、、白白喉喉、、百百日日咳咳 (Tdap) —— 1剂剂
（百日咳加强剂通常在11岁或以上接种）

水水痘痘—— 2剂剂
（通常在12个月大时和4-6岁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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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存存一一份份您您孩孩子子的的疫疫苗苗接接种种记记录录

您的医生办公室可能会给您一张黄黄色色疫疫苗苗接接种种卡卡，其中包含您孩子的接种
日期，接种的疫苗和剂量。

您的医生办公室可以为您提供一份您孩子接种的所有疫苗的记录。将此记
录保存在您可以轻松找到的安全位置。使用本手册中的文件夹来存放疫苗
接种记录。如果找不到记录，让孩子重新接种一些疫苗也是安全的。

每次带孩子看医生时请带上您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

找找不不到到您您孩孩子子的的免免疫疫接接种种记记录录？？

可可以以从从这这几几个个地地方方开开始始：：

最近接种过疫苗的医生办公室或诊所。如果卡片丢失，医生办公室可以快速为
您另外打印一份。

孩子就读的学校。学校会核实并记录所有学生的免疫接种情况，可能可以查
找旧的记录。
家庭婴儿纪念册可能包含旧的免疫记录的副本。

您还可能从加州免疫登记系统(CAIR)获得帮助。

hhttttppss::////ccaaiirrffoorrmmss..ccaaiirrwweebb..oorrgg//AAuutthhoorriizzaattiioonnTTooRReelleeaassee//AAuutthhoorriizzaattiioonnTToo
RReelleeaassee

要索取儿童COVID-19疫苗接种记录的副本，请访问加州数字 COVID-19

疫苗记录门户申请 hhttttppss::////mmyyvvaacccciinneerreeccoorrdd..ccddpphh..ccaa..ggoovv//

如果找不到记录，孩子重新接种一些疫苗也是安全的。

将将这这张张卡卡片片带带到到

您您孩孩子子的的学学校校作作

为为疫疫苗苗接接种种的的证证

明明。。

https://cairforms.cairweb.org/AuthorizationToRelease/AuthorizationTo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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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接种过疫苗的医生办公室或诊所。如果卡片丢失，医生办公室可以快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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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就读的学校。学校会核实并记录所有学生的免疫接种情况，可能可以查
找旧的记录。
家庭婴儿纪念册可能包含旧的免疫记录的副本。

您还可能从加州免疫登记系统(CAIR)获得帮助。

hhttttppss::////ccaaiirrffoorrmmss..ccaaiirrwweebb..oorrgg//AAuutthhoorriizzaattiioonnTTooRReelleeaassee//AAuutthhoorriizzaattiioonnTToo
RReelleeaassee

要索取儿童COVID-19疫苗接种记录的副本，请访问加州数字 COVID-19

疫苗记录门户申请 hhttttppss::////mmyyvvaacccciinneerreeccoorrdd..ccddpphh..ccaa..ggoovv//

如果找不到记录，孩子重新接种一些疫苗也是安全的。

将将这这张张卡卡片片带带到到

您您孩孩子子的的学学校校作作

为为疫疫苗苗接接种种的的证证

明明。。

加州免疫登记系统(CAIR)确保您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得以安全且完整
地保留，即使您更换医生、丢失“黄卡”或在加州境内搬家。

免疫登记系统是一个安全的计算机系统，用于保存儿童的免疫接种记录。
它只能由医生、医院、公共卫生部门和其他为儿童服务的特定项目使用。

扫扫描描此此二二维维码码，，向向加加州州免免疫疫登登记记系系统统索索取取疫疫
苗苗接接种种记记录录。。

遵遵循循这这些些步步骤骤以以确确保保您您的的孩孩子子及及时时接接种种疫疫苗苗

1. 在开学前尽早安排您孩子的健康检查/体检。春假或暑假是完成这
项工作的好时机，这样您就不会在开学后遇到任何延误。

2. 询问您孩子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他们推荐什么疫苗。有些疫苗不是
上学所要求的，但医生强烈建议所有学生接种。

3. 每次您的孩子接种疫苗时，请索取一份免疫接种记录。

4. 将记录保存在您可以轻松找到的安全的地方。

5. 向您的托儿服务提供者/学校提供一份新的免疫接种记录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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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您对对常常规规和和必必需需的的疫疫苗苗接接
种种有有任任何何疑疑问问吗吗？？

勾选以下问题，在下面写下您自
己的问题，并在孩子接种疫苗时
带上这些问题去询问医生。

如如果果我我的的孩孩子子错错过过了了一一剂剂怎怎么么办办？？

我我的的孩孩子子为为什什么么需需要要接接种种一一剂剂以以上上疫疫苗苗或或加加强强剂剂？？

在在接接种种后后我我应应该该预预期期会会发发生生什什么么？？

疫疫苗苗需需要要多多长长时时间间才才能能保保护护我我的的孩孩子子免免于于罹罹患患脊脊髓髓
灰灰质质炎炎、、麻麻疹疹或或

1.

2.

获取这些问题的答案和更多信息，请参阅最后一页的相关资源

或扫描以下二维码。

hhttttppss::////wwwwww..ccddcc..ggoovv//vvaacccciinneess//ppaarreennttss//iinnddeexx..hhttmmll

获获取取这这些些问问题题的的答答案案和和更更多多信信息息，，请请参参阅阅最最后后一一页页的的相相关关
资资源源或或扫扫描描这这些些二二维维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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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何何接接种种常常规规和和必必需需的的疫疫苗苗
• 为那些没有保险或保险不足的人提供免费或低价的疫苗接种。

• 如果您有健康保险或固定的医疗服务提供者，请联系他们获得
免疫接种服务。

• 婴儿和儿童可以由他们的医生或在当地药店接种疫苗。请注意，
许多药店无法为3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疫苗。

• 如果您的家庭没有医疗保险或没有固定医生，请拨打洛杉矶县信息
热线2-1-1，查找免费或低价的免疫接种诊所。

• 您可能有资格通过“家庭疫苗计划”(Vaccine for Families)获得

免费或低价疫苗接种。去此处查看接种资格要求和地点：

https://eziz.org/vfc/provider-locations/

• 请参阅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诊所列表，了解可能提供常规疫苗接种

的地点：hhttttpp::////wwwwww..ppuubblliicchheeaalltthh..llaaccoouunnttyy..ggoovv//cchhss//NNuurrsseeCClliinniicc..ppddff

• 请务必带上您的黄色免疫接种记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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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相关关资资源源

加加州州公公共共卫卫生生部部免免疫疫接接种种司司家家长长资资源源
包含明白易懂的免疫接种时间表和为青春期前儿童及青少年推荐接种的疫苗
的家长手册

hhttttppss::////wwwwww..ccddpphh..ccaa..ggoovv//PPrrooggrraammss//CCIIDD//DDCCDDCC//PPaaggeess//
IImmmmuunniizzaattiioonn//SScchhooooll//rreessoouurrcceess--ppaarreennttss..aassppxx

美美国国疾疾病病控控制制与与预预防防中中心心((CCDDCC))
为新生儿到18岁青少年推荐的所有疫苗的接种时间表

hhttttppss::////wwwwww..ccddcc..ggoovv//vvaacccciinneess//ppaarreennttss//sscchheedduulleess//iinnddeexx..hhttmmll

学学校校要要求求的的疫疫苗苗
加州的免疫接种要求和规定

hhttttppss::////wwwwww..ccddpphh..ccaa..ggoovv//PPrrooggrraammss//CCIIDD//DDCCDDCC//PPaaggeess//IImmmmuunniizzaattiioonn
//SScchhooooll//sshhoottssffoorrsscchhooooll..aassppx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Immunization/School/resources-parents.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Immunization/School/shotsforschoo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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