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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员强制规定 COVID-19 疫苗 | 常见问题 

  
在 2021-2022 学年余下的时间里，本学区要求所有学生运动员完全接种 COVID-19 疫苗，才能参加校际比

赛。  以下是常见问题 (FAQ) 的清单，供参考。  
 
为什么要求参加校际比赛的学区学生运动员接种疫苗？ 
 
参加本学区校际比赛项目的运动员出现 COVID-19 阳性病例，会导致大量学生暂停参加体育活动，更重要

的是暂停课堂教学。要求所有参加校际比赛的学生运动员接种疫苗的决定，是以本学区的健康和安全为

重，并考虑到体育活动特有的学生互动，包括训练和比赛期间的密切和定期接触，集体旅行，以及与其他

机构的学生在高度接触和竞争环境下的互动。因此，想要在 2021-2022 学年剩余时间内参加校际体育项目

的学生运动员必须接种 COVID-19 疫苗。 
 
我需要在什么时间以前接种 COVID-19 疫苗，才能准备好参加冬季和春季的赛季？ 
参加冬季比赛的学生运动员将需要在 2021 年 12 月 18 日之前完全接种疫苗，才能在赛季开始时参加他们

的比赛。参加春季比赛的学生运动员需要在 2022 年 3 月 1 日前完全接种疫苗。 
  

季节 体育比赛 完全接种疫苗截止日

期 
第一剂截止 

 日期  
第二剂截止日期 

冬季 篮球、保龄球、拉拉

队、室内径赛、游泳、

摔跤 

2021 年 12 月 18 日 2021 年 11 月 13 日 2021 年 12 月 4 日 

春季 羽毛球、棒球、长曲棍

球、垒球、网球、田径

和排球。 

2022 年 3 月 1 日 2022 年 1 月 25 日 2022 年 2 月 15 日 

 
如果我还没有接种一剂或两剂疫苗，我可以在哪里接种？ 
费城的许多地方都有疫苗供应。所有学生都可以在学区学校内与疫苗提供商、药店、城市保健中心合作举

办的临时疫苗接种活动打 COVID-19 疫苗，或者通过初级护理提供者接种。 
 
近期学区主办的疫苗接种活动见于 www.philasd.org/studenthealth。  城市的卫生部门主办的疫苗接种活动

可以在这里找到。 
 
我如何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运动员必须向学校提交一份疫苗卡的副本，该副本将被录入学生信息系统 (SIS)。学生信息系统是一个安全

系统，学区利用它来维护受保护的学生健康信息。疫苗接种状态将用于确定在学生或工作人员出现 COVID-
19 阳性病例时，谁需要或不需要检疫隔离。  
 
  

http://www.philasd.org/studenthealth
https://www.phila.gov/services/mental-physical-health/get-vaccinated/sign-up-to-get-a-covid-19-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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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错过了 12 月 18 日完全接种疫苗的截止日期，怎么办？ 
在 12 月 18 日之前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学生将没有资格参加比赛，直到向学校提供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 
 
学区是否允许对学生运动员接种疫苗的要求破例？ 
是。对于 COVID-19 疫苗的要求，如果有可证实的医疗或基于宗教的原因，可能批准破例，并且可以通过

填写免疫接种豁免表来申请。  免疫接种豁免表必须直接提交给学校护士。豁免申请必须在赛季开始之前的 
7 天完成。 
 
如果在我的赛季开始时，我没有疫苗接种证明，会怎么样？ 
没有接种疫苗或没有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提交适当的接种证明，或没有提交免疫接种豁免表的学生运动

员，将从球队的花名册中除名，并失去享受所有赋予学生运动员的特权，包括团队或个人训练、比赛和任

何体育设施，直到他们能够提供完整的疫苗接种证明。 
 
参加校际比赛的初中运动员是否需要接种 COVID-19 疫苗？  
是。参加校际比赛的初中运动员将需要在批准 5-11 岁学生接种后的 45 天内接种第一剂疫苗。  然后，在第

一剂之后的 21 天，需要接种第二剂。 
 
我在赛季开始后年满 12 岁。我有多少时间来完全接种疫苗？ 
新符合疫苗接种条件的学生在 12 岁生日后有 45 天时间接种第一剂，并且必须在 12 岁生日后 8 周内接种

第二剂疫苗。 
 
COVID-19 疫苗的费用是多少？ 
COVID-19 疫苗免费为所有人提供，无论保险或移民身份如何。 

  
所有的 COVID-19 疫苗（Moderna、Pfizer、Johnson & Johnson）都符合要求吗？ 
目前，Pfizer 疫苗是唯一向 18 岁以下学生提供的疫苗。18 岁及以上的学生可以接种 Johnson & 
Johnson、Moderna 或 Pfizer 疫苗来满足要求。  
 
我需要一直带着我的疫苗卡吗？ 
否。学生应向学校提供疫苗接种证明。学校收到证明后，学生就不需要携带疫苗卡了。 
 
这一要求是否会改变每周检测要求？ 
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学生运动员将不需要每周进行两次 COVID-19 检测。  
学生将必须继续每周检测，直到接种第二剂疫苗后的 2 周。 
提交豁免表格的学生将每周接受两次 COVID-19 检测。 
 
即使接种了疫苗，任何出现 COVID-19 可能感染症状的人都需要进行 COVID-19 检测，如果呈阳性，需要

隔离。 
 
 
如果我已经感染过 COVID-19 并且已经康复，我还需要接种疫苗吗？ 
是的，已经感染过 COVID-19 的学生运动员仍将需要接种 COVID-19 疫苗，并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研究

尚未显示一个人在感染 COVID-19 后多久可以避免再次感染。接种疫苗有助于防止再次感染。出于这个原

因，所有的学生运动员都需要接种疫苗，即使以前感染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mfW8vM2NlRFwWAN6B891jHMWibRUaB3/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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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和体育工作人员是否需要接种疫苗？ 
是。作为学区政策的一部分，教练和其他体育工作人员必须接种疫苗。   
 
在特许学校就读而不参加学区的校际比赛的学生是否必须接种疫苗？  
否。这项规定不适用于在特许学校就读，并且只是作为特许学校队伍的成员参加体育项目的学生。  
  
在特许学校、网络学校或家庭学校上学的学生，如果参加学区的校际运动队，是否需要遵守学区学生运动

员的疫苗接种规定？ 
是。所有参加学区运动队的学生运动员都必须完全接种疫苗。  请直接向教练提交 COVID-19 疫苗接种证

明。 
  
因医疗或宗教原因而获得豁免的学生将需要每周接受两次 COVID-19 检测。  
 
未接种、部分接种和完全接种 COVID-19 疫苗是什么意思？ 
未接种：没有接种过任何剂量 COVID-19 疫苗的人。 
 
部分接种：已接种一剂或已接种第二剂，但自第二剂起尚未过 14 天的人。  就本强制规定而言，此人需要

遵守未接种疫苗者的要求。 
 
完全接种：已经接种了 2 剂系列疫苗的第二剂，并且从第二剂开始已经过了 14 天，或者接种了 1 剂 
COVID-19 疫苗，并且从该剂量开始已经过了 14 天。 
  
完全接种疫苗的学生仍需遵守其他已实施的 COVID-19 防疫策略，包括戴口罩、洗手和酌情保持社交距

离。 
 
高等院校是如何应对强制疫苗规定的？  
为学生运动员接种 COVID-19 疫苗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整个队伍的健康和安全，并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取

消训练、比赛和最终取消赛季的影响，确保有能力进行安全和成功的赛季。 
 
根据最近的刊物，美国排名前 25 位的高等院校已经强制要求其学生在踏入校园之前必须完全接种疫苗。要

求接种 COVID-19 疫苗才能入学的所有美国高等院校的名单在这里 
  
如果有疑问或顾虑，可以联系谁？ 
医疗保健提供者或学校护士可以提供关于疫苗的更多信息。 

https://www.bestcolleges.com/blog/list-of-colleges-that-require-covid-19-vacc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