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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苗
知識就是力量

前言
這份資料主要摘譯、整理自台灣CDC、美國CDC、Uptodate、各大期
刊網站、學會及專家資訊，主要針對COVID-19疫苗常見疑問、疫苗簡
介、特殊族群及罕見的不良反應，進行面向家庭醫師/基層醫療人員的
介紹，一般民眾可先參考COVID-19疫苗Q&A，美國CDC Q&A或美國
CDC疫苗迷思，NEJM Vaccine FAQ。值得注意的是，這份資料本來大
多是基於有明確研究證據的脈絡來書寫，某些政策與醫療行為可能跟
台灣狀況不盡相同。
感謝費城兒童醫院提供的FAQ與Addison Lin團隊翻譯的中文版本。

若有內容需要修改調整 請寄Email至: galekuo@gmail.com 謝謝大家不
吝指教。

主要參考資料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COVID-19疫苗專區
• Interim Clinical Considerations for Use of COVID-19 Vaccines 

Currently Authorized in the United States

• CDC COVID 19 vaccine FAQs fo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 uptodate:COVID-19: Vaccines to prevent SARS-CoV-2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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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Dq7GIwfpZj0TlfqvYBDRAQ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faq.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facts.html
https://www.nejm.org/covid-vaccine/faq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P2pYv_BSNAzqDSK8Qhllew
https://www.cdc.gov/vaccines/covid-19/clinical-considerations/covid-19-vaccines-us.html?CDC_AA_refVal=https://www.cdc.gov/vaccines/covid-19/info-by-product/clinical-considerations.html
https://www.cdc.gov/vaccines/covid-19/hcp/faq.html?fbclid=IwAR06DT70x51xjJpDT7a-z-9XH8Nkxe1jTvoNXJnn-6bqgmk_yZSyytHEYjo
https://www.uptodate.com/contents/covid-19-vaccines-to-prevent-sars-cov-2-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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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施打 Q&A

Q: AZ疫苗的常見副作用有哪些?

A: 據Taiwan V-Watch 05/16資料，AZ第一劑接種後，主要副作用為注
射部位疼痛(59%)、疲倦(52%)、肌肉痛(50%)與頭痛(38%)；發燒約佔
28%(其中18-49歲約佔32%，50歲以上<15%)，並且不超過2天；約有
10%會於第二天產生注射部位腫塊。

Q: Moderna疫苗的常見副作用有哪些?

A: 據CDC於2021/06/05資料，接種後可能發生的反應大多為接種部位
疼痛(92.0%)，其他可能反應包含疲倦(70.0%)、頭痛(64.7%)、肌肉痠
痛(61.5%)、寒顫(45.4%)、關節痛(46.4%)及噁心(23.0%)，這些症狀
隨年齡層增加而減少，通常輕微並於數天內消失。接種疫苗後可能發
燒(15.5%)，通常約48小時可緩解。

https://www.cdc.gov.tw/File/Get/QVmhEPj_EweO9mORzxuAXA
https://www.cdc.gov.tw/File/Get/VQ5SsRt45RywlgUG3mDURA
https://www.modernatx.com/covid19vaccine-eua/eua-fact-sheet-provid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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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簡介與種類 (3/3)

頻率
AstraZeneca

COVID-19疫苗1

Pfizer-BioNTech

COVID-19疫苗2

Moderna

COVID-19疫苗3

極常見
(≥1/10)

頭痛；噁心；肌痛；關節痛；
接種部位觸痛、疼痛、發熱、
搔癢、瘀青a 倦怠不適；發熱
發冷

接種部位疼痛；疲倦；頭痛；
肌肉痛；發寒；關節痛；發
燒(≥38℃)

接種部位疼痛、腫脹；疲倦；
頭痛；肌肉痛；畏寒；關節
痛；發燒；淋巴結腫大；噁
心；嘔吐

常見
(≥1/100~<1/10)

血小板低下症b 嘔吐；腹瀉；
注射部位腫脹、紅斑；
發燒(≥38℃)

接種部位腫脹、泛紅；噁心
接種部位紅斑；蕁麻疹；泛
紅

不常見
(≥1/1,000~<1/100)

淋巴結腫大、食慾減退、頭
暈、嗜睡；多汗；搔癢；皮
疹

淋巴結腫大；不適 接種部位搔癢

罕見
(<1/1,000)

顏面神經麻痺 顏面神經麻痺；臉部腫脹

極罕見
(<1/10,000)

血栓合併血小板低下症c

目前尚不清楚 立即型過敏性反應；過敏 立即型過敏性反應；過敏

a注射部位瘀青包括注射部位血腫少見))；b參照歐洲藥品管理局更新仿單；c在國際間開始接種AstraZeneca 

COVID 19 疫苗後，發現有嚴重且極罕見的個案發生血栓合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臨床表現包含靜脈血栓，例如腦
靜脈竇栓塞、內臟靜脈栓塞，以及動脈血栓。

為即時處理接種後發生率極低的立即型嚴重過敏反應，請民眾接種後應於接種單位或附近稍做休息，留觀15分鐘，離開後請自我密切觀
察15分鐘，但針對先前曾因接種疫苗或任何注射治療後發生急性過敏反應之民眾，接種後仍請於接種單位或附近留觀至少30分鐘。
*接種單位應設置有接種後之休息區並備有急救設備 (至少應儲備Epinephrine (1:1000)及血壓計) 以因應立即必要之處置，並應擬具緊急
轉送流程，即時處理接種後發生率極低的立即型嚴重過敏反應 (請參照『COVID-19疫苗接種場所因應可能發生全身性嚴重過敏反應
(Anaphylaxis)之處置建議』)

資料來源：
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gulatory-approval-of-covid-19-vaccine-astrazeneca/information-for-healthcare-professionals-on-covid-19-

vaccine-astrazeneca

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gulatory-approval-of-pfizer-biontech-vaccine-for-covid-19/information-for-healthcare-professionals-on-

pfizerbiontech-covid-19-vaccine

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gulatory-approval-of-covid-19-vaccine-moderna/information-for-healthcare-professionals-on-covid-19-vaccine-

modern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gulatory-approval-of-covid-19-vaccine-astrazeneca/information-for-healthcare-professionals-on-covid-19-vaccine-astrazenec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gulatory-approval-of-pfizer-biontech-vaccine-for-covid-19/information-for-healthcare-professionals-on-pfizerbiontech-covid-19-vaccin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gulatory-approval-of-pfizer-biontech-vaccine-for-covid-19/information-for-healthcare-professionals-on-pfizerbiontech-covid-19-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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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施打 Q&A 血栓

Q: 怎樣的人比較會發生疫苗誘發的血栓呢?

A: 目前因全球發生個案數太少無明確的風險因子，且主要發生於AZ及
J&J。一開始認為年輕人、女性較易產生血栓，但可能起因於早期施打
疫苗群體主要也是年輕、女性為主而造成偏差，後來男性案例較多可
能因女性施打減少。目前粗估血栓約為每十萬人中0.79至3.77人(跟一
張統一發票中三獎、四獎的機率差不多)，而感染COVID住院中發現靜
脈血栓約為3-20%。

Q: 如果打完疫苗引發的血栓會有什麼症狀?

A: 施打 COVID-19 AZ 疫苗後 4-28 天內，開始發生以下症狀之一
1. 嚴重持續性頭痛、視力改變或癲癇（任一皆為腦靜脈竇血栓之可能
症狀）。
2. 嚴重且持續腹痛超過 24 小時以上（腹內靜脈血栓之可能症狀）。
3. 下肢腫脹或疼痛（深層靜脈血栓之症狀）。
4. 嚴重胸痛或呼吸困難（肺栓塞之可能症狀）。
5. 皮膚出現自發性出血點、瘀青、紫斑等。

Q: 有血栓相關疾病病史(thromboembolic disease)可否施打COVID

疫苗?

A: 大部分人建議施打!! 疫苗相關的血栓機轉較類似於Heparin-induced 

thrombocytopenia，目前尚無證據顯示一般靜脈血栓病史(無合併血
小板低下)或thrombophilic disorder有較高機率產生此不良反應，但如
果過去曾發生血栓合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或肝素引起之血小板低下
症者，應避免接種AZ疫苗。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861525/
https://www.uptodate.com/contents/covid-19-vaccine-induced-immune-thrombotic-thrombocytopenia-vitt#H1543710580
https://covid19-sciencetable.ca/sciencebrief/risk-of-vaccine-induced-thrombotic-thrombocytopenia-vitt-following-the-astrazeneca-covishield-adenovirus-vector-covid-19-vaccines/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eclinm/article/PIIS2589-5370(20)30383-7/fulltext
https://www.uptodate.com/contents/covid-19-hypercoagulability#H160291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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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施打 Q&A (血栓)

Q: 我有在吃賀爾蒙/避孕藥，可以打疫苗嗎? 要停藥多久?

A: 不用停藥可以直接打!! 台灣CDC曾建議要停藥28天再打，但已經在
5/21修正建議可以直接打!! 吃避孕藥，血栓的風險，大約2000人會有
一個（十萬人有50個）打AZ 疫苗，血栓的風險，大約是十萬個有一個。
吃避孕藥比打AZ疫苗有高50倍的風險產生血栓。兩種血栓發生的機轉
是不一樣的。荷爾蒙是讓凝血因子多了，血液太黏稠，所以產生血栓，
發生的位置，大多在深部靜脈。AZ 疫苗發生的血栓，比較像某種自體
免疫的疾病，血小板是少的，大多發生在腦膜上的靜脈。
資料來源：雙和醫院副院長賴鴻政教授

Q: 我有在吃抗凝血劑(anticoagulant)是否可以打疫苗?

A: 可以!! 吃抗凝血劑並非施打疫苗的禁忌症，但建議注射後做好壓迫
止血的動作至少2分鐘以免出現嚴重血腫(hematoma)。
2021 EHRA NOAC guide(p.10) 吃新型抗凝血劑(NOAC)病人，一天一次(QD)的藥可以延遲到
注射完疫苗之後3小時再服用，一天兩次的藥(BID)可以跳過打疫苗前的那次服藥。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0920000339/posts/6282194541821150/?d=n
https://academic.oup.com/europace/advance-article/doi/10.1093/europace/euab065/624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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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施打 Q&A (其他疫苗)

Q: 我剛打完HPV/HBV/MMR…疫苗, 要隔多久可以打COVID疫苗?

A: 儘管沒有COVID-19疫苗與其他疫苗一起施打的安全性與有效性資料，
美國CDC目前建議COVID-19疫苗可與其他疫苗間隔任何時間甚至同時
施打。美國ACIP過去曾建議在施打COVID-19疫苗後的14天內不宜施
打其他疫苗，但此建議已經被修正，因為可能造成疫苗施打的延後。
目前不確定同時施打會不會造成更頻繁或更強的局部或全身副作用。

台灣疾管署2021/06/13修改建議: 接種COVID-19疫苗，應與其他疫苗
間隔至少 14 天。如小於上述間隔，各該疫苗無需再補種。

Q: 打肺炎鏈球菌疫苗是否可以減少COVID感染?

A: 目前沒有直接證據可預防新冠肺炎，但根據研究指出，年紀大於65

歲施打肺炎鏈球菌13價疫苗(PCV13)能減少COVID確診、住院及死亡
率，而23價疫苗(PPV23)則無統計學意義，但另一篇針對PPV23則有
預防確診及死亡率的效果；而針對特殊族群也有統計意義上的負相關，
另一篇及病例對照研究顯示施打PCV13可能減少確診率；但也有研究
指出，大於65歲施打肺鏈疫苗跟住院率、死亡率並無差異。因此，減
少COVID-19感染是否是因為施打肺炎鏈球菌疫苗的族群大多為較高收
入、較注意健康者或有其他族群特性，而非直接或間接保護，是值得
考慮的事。對於公共衛生而言，在無法立即接種COVID疫苗的情形下，
或許可先施打肺鏈疫苗提升針對肺炎鏈球菌的保護力，進而降低因細
菌型肺炎的住院及死亡率。

Q: 是否可在疫苗注射期間做結核桿菌相關檢驗(TST或IGRA)?

A1: 建議與疫苗注射當天同時或注射後4週再做TST/IGRA。
A2: 臺灣CDC建議先完成檢驗(IGRA或TST)再接種疫苗；IGRA抽血完
成後可同日或異日接種疫苗；惟TST檢驗須完成判讀後再接種疫苗，以
避免疫苗接種後影響TST判讀結果。

https://www.cdc.gov.tw/File/Get/IKKlyToTHM-2vL8-NsKAgA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69363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60091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066697/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1-83641-y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6688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020813/
https://health.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BB5A41BA1E6CA260&sms=72544237BBE4C5F6&s=F0C92061EE0743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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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族群

曾經感染過COVID

• 建議施打!! 自發病日起至少間隔六個月(2021/6/6台灣ACIP更新，美
國CDC仍建議3個月)，並且符合終止隔離或治療標準後，再接種疫苗。
雖然自然感染痊癒可能減少再次感染機會，但並不清楚抗體可持續多
久、是否可預防其他變異株感染。

• 施打疫苗可以預防其他variant感染。
• 感染過的人打一劑booster所產生的抗體就和一般人打2劑相同，甚至
更高，也有研究指出感染者打第二劑並無顯著效果；但在尚無大型研
究之前，還是建議打完2劑。

• 若打完第一劑才發現感染，還是建議打第二劑
• 使用convalescent plasma或monoclonal Ab治療過的病人, 建議90天
後再接受疫苗注射

• 若COVID感染合併MIS --> 疫苗可能會trigger相同的dysregulated 

response要小心

孕婦與哺乳
• 建議施打!!! 目前沒有會對胎兒或懷孕過程造成傷害的證據。
• 懷孕本身就是嚴重感染的危險族群。目前國內尚未將孕婦列入優先施
打族群。

• 若有以下問題之孕婦應優先考慮施打
 本身有嚴重內科疾病，若染疫可能風險更高
 醫療相關工作人員，高暴露風險
 妊娠糖尿病，或BMI>40

 45歲以上之孕婦
• 施打完mRNA疫苗第一劑之後15天 臍帶血有保護性抗體。
• 母親接種疫苗後產生的抗體會出現在母乳中，可能對新生兒有保護效
果。

• 考量AZ疫苗的血栓風險，孕婦建議優先選擇mRNA疫苗，但若近期
內無mRNA疫苗，還是建議施打AZ疫苗(比不打好)。

• 接種疫苗前不需驗孕, 接種疫苗後也不需避孕。
• 資料來源：黃冠穎醫師臉書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faq.html#after-infection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internalmedicine/fullarticle/2780557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internalmedicine/fullarticle/278055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3156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02232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5666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39647/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cp/duration-isolation.html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10498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014840/
https://www.facebook.com/guanyingh/posts/1015971314176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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