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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擠擠擁擁的的地地方方或或感感覺覺合合適適時時戴戴上上口口罩罩 

如如果果您您生生病病了了，，請請留留在在家家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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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生活已經恢復正常，但 COVID-19 仍然存在，對於許多人來
說，這仍然是一個令人擔憂的時刻。 請跟從曼徹斯特關於 

COVID-19 和健康的信息。 

如如果果您您感感染染了了 Covid-19，，請請留留在在家家中中至至少少 5 天天，，並並避避免免與與他他
人人接接觸觸 

經經常常洗洗手手 - 這這真真的的很很有有幫幫助助 

如如果果您您在在户户内内與與其其他他人人見見面面，，請請保保持持窗窗戶戶打打開開，，以以減減少少病病毒毒傳傳播播 

請請 接接 受受 所所 提提 供供 的的 疫疫 苗苗 接接 種種  - 永永 遠遠 都都 不不 會會 太太 遲遲 。。 
www.manchester.gov.uk/getmyjab  

擔擔憂憂 Covid？？ 
請請致致電電曼曼徹徹斯斯特特的的 COVID-19 求求助助熱熱線線 0800 840 3858，，或或發發短短訊訊
至至 07890 03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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