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件主题：有关接种疫苗的常见问题及解答、检测点变化、有关旅行的最新政策 
 

邮件内容包括 

• 有关接种疫苗的常见问题及解答 

• 检测点变化 

• 有关旅行的最新政策 

• 如何获得帮助 

有关接种疫苗的常见问题及解答 

根据我州的指示，从本周一起我校更多的学生和员工获得了接种资格。新增的有接种资格

的是有某些健康状况的人群。这些人如果感染了新冠病毒会有很高的患重病的风险。 

校医务所（UHS）一直以来都没有收到足够的疫苗为每位有资格的员工和学生接种。例如

UHS 在这个星期只收到了 600 份第一剂疫苗。因此，威大–麦迪逊分校鼓励所有有接种资

格的员工和学生除了在校内，也要在校外尝试预约接种。 
 

请点击此处了解有关接种疫苗的更多信息。 

 

我什么时候有资格在威斯康星州接种？ 

• 点击此处查看目前有接种资格的人群 

• 威斯康星卫生服务部（Wisconsin Department of Health Services，DHS）预计所有 16

岁及以上的人在 5 月 1 日都会获得接种资格 

我已经有接种资格了 – 但是为什么我预约不上？  
尽管疫苗供不应求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供应仍然有限– 请耐心等待。有的接种机构可能

比其它机构能更早地开始为您所属的人群接种。每个人最终都会有机会接种。您可以在威

斯康星卫生服务部（DHS）注册，这样您就有机会在校外某个接种机构有疫苗供应时在校

外预约接种。 

接种要收费吗？ 

不收，疫苗是免费的。为您提供疫苗的机构都将是正规的，例如您当地或部落的卫生部

门、医疗机构、药店或社区诊所。不要接受渠道不明的疫苗，因为它们很可能有欺诈性。 

有些疫苗机构可能会让您提供处方药的保险信息（例如处方药卡），这样他们可以向您

的保险公司收费。但是您不用付任何费用。 

我去哪里接种？ 
如果疫苗有供应，您可以在以下任何一个机构接种。点击此处查看您附近的接种机构。如

果您在疫苗方面有疑问或是注册 DHS 需要帮助，请致电（844）684-1064。 
 

• 校医务所（University Health Services） 

威大–麦迪逊分校的员工和学生可以通过 MyUHS 账户预约接种。除了常规的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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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hs.wisconsin.gov/covid-19/vaccine-about.htm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expect.html
https://covidresponse.wisc.edu/covid-19-vaccine-information/#vaccine-eligibility
https://vaccinate.wi.gov/en-US/
https://vaccinate.wi.gov/en-US/
https://www.dhs.wisconsin.gov/covid-19/vaccine-map.htm
https://covidresponse.wisc.edu/covid-19-vaccine-information/
https://covidresponse.wisc.edu/covid-19-vaccine-information/
https://covidresponse.wisc.edu/covid-19-vaccine-information/
https://myuhs.uhs.wisc.edu/login_dualauthentication.aspx
https://myuhs.uhs.wisc.edu/login_dualauthentication.aspx


 

 

诊所，UHS 还将在 4 月 1 日和 4 月 2 日为第 2 和第 3 轮班员工开设特殊接种诊

所，届时我们还提供语言服务。 
 

• 本地卫生部门 

麦迪逊市及戴恩县公共卫生部（Public Health Madison & Dane County）正在通过

DHS 的注册表收集疫苗的注册信息。Alliant Energy Center 为那些提前预约的人接

种。如果有人出行不便，他们将提供帮助 – 您在预约后可以看到有关此项服务的

更多信息。 
 

• 药店 

• Hometown Pharmacy  

• Kroger/Pick N Save (866) 211-5320 

• Meijer 

• Walgreens (800) 925-4733  

• Walmart 
 

• 社区接种诊所  

威斯康星卫生服务部已经在 LaCrosse、Racine 和 Rock 县开设了社区诊所，并且还

将开设更多诊所。任何有接种资格的威斯康星州居民都可以到这些诊所接种，但是

请注意，无论您在哪里接种了第一剂疫苗，您要在同一个接种点接种第二剂。 

如果我接种的疫苗需要两剂，我是否应该到同一个接种点接种两剂？ 
是的。如果您注册从某个疫苗接种点接种第一剂疫苗，他们将保证为您提供第二剂。您应

该在预约接种第一剂的同时预约第二剂，或者是在接种点接种第一剂时预约第二剂。如果

您不确定，请咨询您的疫苗接种点。 
 

如果我不能从我接种第一剂的接种点接种第二剂–我该怎么办？ 

您应尽可能从同一个接种点接种第一剂和第二剂。无论您在什么地方，都应遵守当地的疫

苗接种政策。如果您接种了第一剂后外出旅行，请务必带上您的疫苗接种记录。这将有助

于接种诊所了解您第二剂需要哪种疫苗以及什么时候需要接种第二剂。在您预约第二剂

时，请务必确认疫苗接种点能为您接种和第一剂相同的疫苗。 

 
我怎么证明我有接种资格？我需要提供什么资料？ 

请询问疫苗接种点要求您提供什么资料。如果您无法提供所需的资料，接种点可能会请

您签署一份表格，证明您的接种资格属实。 
 

我的公民身份会影响我在哪里接种吗？ 

不会。Joe Biden 总统表示在美国的所有人–无论移民身份–都可以接种疫苗。美国国土安

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也支持无证移民接种疫苗。 威斯康星州的疫苗

接种点不可以要求接种者出示居住证明或我州的身份证件。只要您有接种资格，您就可以

接种。 
 

https://www.dhs.wisconsin.gov/lh-depts/counties.htm
https://vaccinate.wi.gov/en-US/
https://hometownpharmacyrx.com/Covid-19-Vaccine
https://www.kroger.com/rx/covid-eligibility
https://clinic.meijer.com/
https://www.walgreens.com/findcare/vaccination/covid-19
https://www.walmart.com/cp/flu-shots-immunizations/1228302
https://www.dhs.wisconsin.gov/covid-19/vaccine-get.htm
https://www.dhs.gov/news/2021/02/01/dhs-statement-equal-access-covid-19-vaccines-and-vaccine-distribution-sites


 

 

如果我在校外接种，我怎么告知 UHS？ 
向 UHS 提交您的疫苗接种记录后，您就不需要再继续做常规的新冠检测，同时您的

Badger Badge 将保持绿色/允许进入我校建筑物。 
 

您在校外接种了两剂 Pfizer 或 Moderna 疫苗或是一剂 Johnson and Johnson 疫苗后： 

• 在威斯康星州疫苗登记系统（Wisconsin Immunization Registry）或是您接种疫苗的

其它州的疫苗登记系统找到您的疫苗记录 

• 选择“打印（print）”并以 PDF 形式保存您的记录 

• 登录 MyUHS 

• 在页面的左下角，点击“上传疫苗记录（Immunization Upload）” 

• 上传您的疫苗记录 
 

您的疫苗记录在五个工作日内就会显示在您的 MyUHS 账户中。 
 

我如何得到一份官方的疫苗接种记录，以便在旅行时提供接种证明？ 
您会在接种时得到一张疫苗接种卡。疫苗接种卡上将显示您在何时何地接种了疫苗，以及

其它新冠疫苗信息，例如您接种的疫苗类型。请妥善保存您的接种卡。您也可以从威斯康

星州疫苗登记系统（Wisconsin Immunization Registry，WIR）获取一个电子版。如果您想

拍照或张贴您接种新冠疫苗的自拍照时，请不要在网上张贴您疫苗接种卡的照片。这样做

可能会泄露您的个人健康信息。 
 

我在 WIR 里没找到我的疫苗接种记录。我到哪里寻求帮助？ 
如果您在威斯康星州接种了疫苗，但是在 WIR 里没找到记录，请致电（608）266-9691 联

系 WIR 服务台，或发邮件至 DHSWIRHelp@dhs.wisconsin.gov。 
 

检测点变化 

我校越来越多的员工和学生在接种了疫苗后就不再需要定期进行做检测，因此我们在满足

检测需求的情况下将关闭了几个检测点。 
 

下面几个检测点将在 4 月 1 日结束检测后关闭；括号内是附近的检测点作为替代： 
 

• Health Sciences Learning Center （替代检测点：Nielsen Tennis Stadium） 

• Carson Gulley Center （替代检测点：Dejope Residence Hall） 

• Helen C. White （替代检测点：Pyle Center） 
 

我校其它检测点都仍然开放，工作时间未变。请记住提前用 Safer Badgers app 查看来检测

点检测需要等待多长时间。 
  

我校检测点在 4 月 2 日至 4 日（复活节那个周末），即周五、周六和周日仍然开放。我

校员工及学生应继续定期做检测。 
 

https://www.dhfswir.org/PR/clientSearch.do?language=en
https://www.cdc.gov/vaccines/programs/iis/contacts-locate-records.html
https://myuhs.uhs.wisc.edu/login_dualauthentication.aspx
https://www.dhs.wisconsin.gov/immunization/wir.htm
https://www.dhs.wisconsin.gov/immunization/wir.htm
https://www.dhs.wisconsin.gov/immunization/wir.htm
mailto:DHSWIRHelp@dhs.wisconsin.gov
https://covidresponse.wisc.edu/testing/#locations


 

 

有关旅行的最新政策 
 

• 威大–麦迪逊分校对进行面对面研究或实地教学活动的员工、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

经注册的学生组织（RSOs）参加我校赞助的旅行政策做了调整。对于进行面对面

研究或实地教学活动的员工、研究生和本科生而言，最主要的变化是使用地面交通

工具前往威斯康星州以外并在当天返回的旅行无需得到事先批准。对于 RSOs 来

说，隔夜旅行或是前往戴恩县以外的旅行需要获得 Center for Leadership & 

Involvement 事先批准。 

 

• 请注意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仍然建议

人们不要旅行；但是如果您必须旅行，请采取防护措施以降低您的风险 。 

如何获得帮助 

• 如果我们的常见问题及解答没有包括您的问题，请发邮件至

covidresponse@vc.wisc.edu 或致电威大–麦迪逊分校的新冠协助专线（COVID-19 

Assistance Line）（608）262-7777。 

 

• 请继续访问我校的应对新冠专题网站获取最新消息。 

 

https://news.wisc.edu/updates-to-university-travel-for-employees-students-and-student-organizations/
https://win.wisc.edu/submitter/form/start/475307
https://covidresponse.wisc.edu/covid-19-holiday-and-travel-guidance/
https://covidresponse.wisc.edu/covid-19-holiday-and-travel-guidance/
https://covidresponse.wisc.edu/faq/
mailto:covidresponse@vc.wisc.edu
https://covidresponse.wisc.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