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有關 COVID-19 的常見問題 

獲得有關 COVID-19 常見問題的解答。了解其傳播方式、潛伏期及症狀。了解如何預防 COVID-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是由冠狀病毒引發的疾病。COVID-19 疫情已遍及包括卑詩省在內的世

界各地，造成了全球大流行。 

卑詩省 COVID-19 免疫接種計畫 

如需了解 COVID-19 疫苗的更多資訊，包括疫苗批准流程及卑詩省疫苗分配計畫等話題，請參閱： 

 

 卑詩省疾控中心：接種 COVID-19 疫苗 

 卑詩省政府：COVID-19 免疫接種計畫 

 HealthLinkBC File #124 COVID-19 mRNA 疫苗 

 
如您還有與 COVID-19 疫苗相關的其他疑問，例如接種人群及接種時間，請致電 1-888-COVID-19

（1-888-268-4319）諮詢。 

檢測 

建議任何出現類似感冒、流感或 COVID-19 症狀的人士接受檢測，即使症狀並不嚴重。如果您沒有

症狀則無需進行檢測。檢測毋需經由醫護人員轉介，您亦毋需提前撥打 8-1-1。了解更多檢測及檢

測地點相關資訊。 

症狀 

COVID-19 的症狀與包括流感和感冒在內的其他呼吸道疾病類似。有些人的症狀可能比較輕微，而

有些人則可能會出現更嚴重的症狀。如果您患有 COVID-19，或者認為自己可能已經患病，請從症

狀出現伊始便自我隔離，以防止將其傳播給他人。若您生病了，請留在家中。 

 
如需了解有關 COVID-19 的症狀、若患病該怎麼辦以及誰是併發症高危人群的資訊，參見 COVID-

19 的症狀。 

降低感染風險 

感染者傳播冠狀病毒的途徑包括： 

 
 咳嗽或打噴嚏時產生的呼吸道飛沫 

 密切個人接觸，如碰觸或握手 

 觸摸了帶有病毒的物體或表面後，未洗手就碰觸口鼻或眼睛 

 
請務必與病人保持 2 米以上的距離，避免吸入其咳嗽或打噴嚏時產生的飛沫。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common-questions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covid-19-vaccine/getting-a-vaccine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safety/emergency-preparedness-response-recovery/covid-19-provincial-support/vaccines
https://www.healthlinkbc.ca/hlbc/files/documents/healthfiles/hfile124_covid-19_mrna_vaccines-c.pdf
tel:8-1-1
https://www.healthlinkbc.ca/hlbc/files/coronavirus_testing-c.pdf
https://www.healthlinkbc.ca/hlbc/files/coronavirus_testing-c.pdf
https://www.healthlinkbc.ca/hlbc/files/symptoms_of_covid-c.pdf
https://www.healthlinkbc.ca/hlbc/files/symptoms_of_covid-c.pdf


瞭解如何降低您自身的感染風險。 

減少傳播機率 

肢體距離 

外出時與他人保持肢體距離仍非常重要。遵守以下簡單的建議，以減少 COVID-19 的傳播機率。 

 
 若您出現了感冒或流感樣症狀，請留在家中並與家人保持距離。 

 經常洗手。 

 避免觸碰臉部、眼睛或口鼻。 

 咳嗽或打噴嚏時遮掩口鼻。 

 不要與除家人以外的人握手或擁抱。 

 外出時，與他人保持約 2 米的肢體距離。 

 
如需了解更多有關如何保護自己和他人的資訊，請參見：卑詩省疾控中心：肢體距離。 

口罩 

口罩是一道屏障，可以在您說笑、唱歌、咳嗽或打噴嚏時阻止飛沫的噴濺。遵循上述預防措施並

同時佩戴口罩，有助於保護您身邊的人。 

 

非醫用或布質口罩 

佩戴口罩有助於防止不知情感染者的呼吸道飛沫接觸到他人。非醫用口罩或面部遮擋物可以在您

無法與他人保持安全距離時（如乘坐公共交通時）使用。現階段，許多卑詩省室內公共場所要求

12 歲及以上人士佩戴非醫用布製口罩或面部遮擋物，這有助於保護您和周圍的人群。部分症狀輕

微或不知自己已感染的患者依然會傳播病毒。在諸如教室等嚴格執行 COVID-19 安全計畫和措施

（例如固定群體、健康檢查等）的場所，可能不會有佩戴口罩的強制規定。無法自行戴上或取下

口罩的人士，不必遵守此項規定。 

  
請勿給兩歲以下嬰兒佩戴口罩或使用任何遮擋物，包括面罩和護眼罩。 

 
醫用口罩 

絕大多數健康醫療機構均要求患者、顧客和訪客佩戴醫用口罩。如果您出現 COVID-19 症狀，或正

在照護有此類症狀的人士，我們也建議您佩戴醫用口罩。 

 
僅靠佩戴口罩無法使您免受 COVID-19 感染。請堅持遵守各項預防措施，如經常洗手、清潔消毒物

體及其表面、保持肢體距離等。 

 
如需了解更多有關佩戴口罩及口罩類型的資訊，請參見：卑詩省疾控中心：口罩。 

不要離家太遠 

不要離家太遠有助於減少傳播 COVID-19 的機會。國際旅行歸來後必須進行自我隔離。更多有關在

加拿大境內外旅行的資訊，參見旅行與 COVID-19。 

https://www.healthlinkbc.ca/hlbc/files/coronavirus_reduce_your_risk_of_infection-c.pdf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Site/Documents/COVID19-Physical-distancing.pdf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prevention-risks/masks
https://www.healthlinkbc.ca/hlbc/files/coronavirus_travel_and_covid-19-c.pdf


自我隔離 

自我隔離意味著留在家中，避免與他人發生接觸，這是防止疾病傳播的重要措施。 

 
如果與您共同居住的人士中，有 COVID-19 患者或在返加 14 日內出現呼吸道症狀者，您便有很高

的暴露風險，易將病毒感染傳播給其他人。請您居家隔離 14 天，儘量分房、分床居住，儘量不共

用洗手間。 

 
任何可能接觸過 COVID-19 患者或從境外回國的人士都應自我隔離並自我監測症狀，COVID-19 的

症狀最長可在接觸病毒 14 天後才出現。 

 
任何出現類似 COVID-19 症狀的人士都必須在症狀出現伊始便進行自我隔離。 

 
如需了解更多有關自我隔離，包括誰應該自我隔離的資訊，參見自我隔離與 COVID-19。 

自我監測 

自我監測意味著密切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記錄體溫，並留意任何疑似 COVID-19 的症狀。您可能

需要幫助兒童以及年紀較大或患有慢性疾病的密切接觸者進行自我監測。具體應留意哪些症狀，

請參閱： 

 
 COVID-19 的症狀 

 卑詩省疾控中心：症狀 

 
如需了解更多有關自我監測的資訊，請參見： 

 
 卑詩省疾控中心：如何自我監測 （PDF 477KB） 

 卑詩省疾控中心：COVID-19 每日自我監測表 （PDF 477KB） 

公眾接觸風險 

隨著公眾群體社交互動的增加，您可能會擔心在公共環境中接觸到病毒，請參閱：卑詩省疾控中

心：公共環境中接觸到 COVID-19。 

 
請參閱以下地區衛生單位文檔，了解社區接觸風險的相關資訊： 

 

 第一民族衛生局 

 菲沙衛生局 

 內陸衛生局 

 溫哥華海島衛生局 

 北部衛生局 

 溫哥華沿岸衛生局 

 
隨著社區中社交活動的繼續開展，您也可能希望了解如何更安全地進行社交互動 。請參閱以下文

檔，了解安全互動、降低 COVID-19 風險相關資訊： 

 

https://www.healthlinkbc.ca/hlbc/files/self-isolation_and_covid-19-c.pdf
https://www.healthlinkbc.ca/hlbc/files/symptoms_of_covid-c.pdf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about-covid-19/symptoms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Site/Documents/Self-monitoring.pdf
http://www.bccdc.ca/resource-gallery/Documents/Guidelines%20and%20Forms/Guidelines%20and%20Manuals/Epid/CD%20Manual/Chapter%201%20-%20CDC/COVID19-Contact-monitoring-form.pdf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public-exposures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public-exposures
https://www.fnha.ca/about/news-and-events/news
https://www.fraserhealth.ca/covid19exposure#.Xxm4EZU1tD-
https://news.interiorhealth.ca/news/public-exposures/
https://www.islandhealth.ca/learn-about-health/covid-19/outbreaks-and-exposures
https://www.northernhealth.ca/health-topics/outbreaks-and-exposures
http://www.vch.ca/covid-19/public-exposures


 卑詩省疾控中心：籌辦活動  

 卑詩省疾控中心：讓社交互動更安全 

治療方法 

針對 COVID-19，尚無特定的治療方法。許多症狀可在家中自行緩解。多喝水，多休息，使用加濕

器或熱水浴緩解咳嗽或喉嚨痛的症狀。一些非處方藥（例如泰諾）可用於緩解發燒和疼痛。如果

您在監測體溫，則應在服用退燒藥之前進行測量，或者在服藥後等待 4 個小時再進行測量。 

 
大部分冠狀病毒感染者都會自愈。症狀更加嚴重的患者可能需要在醫院內或院外接受看護和治療。

若確需就醫，請提前致電告知醫護人員，以便其作出安排，安全地為您進行評估。請佩戴口罩，

以保護他人。 

 
在 COVID-19 疫情期間，醫生和執業護士仍可為您提供現場醫療服務，有些機構還可以提供電話和

視訊就診。若您需要醫療服務，請聯絡您的醫護人員，如沒有固定醫護人員，您也可以使用

HealthLinkBC 目錄或撥打 8-1-1 查找您所在社區的醫護服務提供者。 

 
就醫時，請向醫護人員告知： 

 
 您的症狀 

 旅行史或居住史 

 您是否曾與病人，尤其是有發燒、咳嗽或呼吸困難症狀的病人，有過密切或長期的接觸。 

 
如需了解若出現症狀該如何應對，參見症狀與 COVID-19。 

心理健康 

COVID-19 疫情可能引發難以應對的困惑、悲傷和焦慮。這是我們面臨不確定時正常的感受。照顧

好自己的心理健康、善待自己在此時格外重要。了解有關心理健康和 COVID-19 的更多資訊： 

 
 心理健康與 COVID-19 

 卑詩省疾控中心：COVID-19 疫情期間的心理健康 

 加拿大政府：照顧您的心理健康 （PDF 371KB） 

兒童、青少年與家庭 

在疫情期間養育子女可能會充滿挑戰。若您懷有身孕或處於哺乳期，您可能對自己和嬰兒的健康

有所顧慮。現在孩子們一直待在家中，您可能對在家育兒還有其他疑問。 了解有關疫情期間的婦

幼健康以及如何幫助孩子應對： 

 

 COVID-19 疫情期間的兒童、青少年與家庭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event-planning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social-interactions
https://www.healthlinkbc.ca/services-and-resources/find-services
tel:8-1-1
https://www.healthlinkbc.ca/hlbc/files/symptoms_of_covid-c.pdf
https://www.healthlinkbc.ca/hlbc/files/coronavirus-mental_health_and_covid-c.pdf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about-covid-19/mental-well-being-during-covid-19
https://www.canada.ca/content/dam/phac-aspc/documents/services/publications/diseases-conditions/taking-care-mental-health/taking-care-mental-health-eng.pdf
https://www.healthlinkbc.ca/hlbc/files/coronavirus_children_youth_and_families_during_covid-19-c.pdf


 

如需查找有關更多話題的HealthLinkBC文檔，請瀏覽www.HealthLinkBC.ca/healthfiles網頁，或訪問您當地

的公共衛生單位。如需在卑詩省內獲取非緊急健康資訊和建議，請訪問www.HealthLinkBC.ca，或致電 

8-1-1（免費電話）。失聰和弱聽人士如需協助，請致電7-1-1。若您需要，我們亦可提供130多種語言的翻

譯服務。 

藥物 

隨著 COVID-19 疫情的不斷發展，藥劑師提供藥物的方式已有所改變，這會影響處方藥的續藥與緊

急供應。 若無處方，藥劑師將無法提供新的藥物。 如需了解有關更多藥房服務變更的資訊，請參

考卑詩省藥劑師學會：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頁面。 

有用的資源 

有很多關於 COVID-19 以及卑詩省疫情應對措施的資訊。如需獲得 HealthLinkBC 8-1-1 用來向卑詩

省居民提供健康資訊和建議的權威資源，參見針對 COVID-19 的有用資源. 

 
如需其他語言的 COVID-19 相關資訊，參見卑詩省疾控中心已翻譯內容頁面。同時也提供美國手語

視頻。  

 
如果您還有任何關於健康的疑慮或問題，請隨時聯繫 HealthLinkBC（8-1-1）或諮詢醫護人員。 

 
 
最後更新：2021 年 1 月 29 日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健康專欄中提供的資訊已於 2021 年 1 月 29 日根據卑詩省疾控中心：

檢測和卑詩省疾控中心：COVID-19 疫苗 , BCCDC: COVID-19 Vaccine 頁面進行更新。 

 

https://www.healthlinkbc.ca/healthfiles
https://www.healthlinkbc.ca/
https://www.bcpharmacists.org/covid19
tel:8-1-1
https://www.healthlinkbc.ca/useful-resources-covid-19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about-covid-19/translated-content
tel:8-1-1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testing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testing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about-covid-19/symptoms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covid-19-vacc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