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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苗接種站設置指引 

110.8.6修訂 

為增進民眾接種疫苗可近性，規劃設置具規模之疫苗接種站，招募醫

護人力並鼓勵基層診所人力共同加入，由地方衛生單位結合護理國家隊、

醫院及基層診所醫護人力，共同或輪班提供接種服務，提供公費疫苗實施

對象，儘速完成疫苗接種，提升 COVID-19疫苗接種效率。 

一、 依據 110 年 COVID-19 疫苗接種計畫第三章第三節疫苗接種作業第

肆點「社區接種站之接種作業」及 COVID-19相關防疫指引。 

二、 場所規模： 

（一） 可容納 100人以上具規模之場所，如體育館、活動中心等。 

（二） 交通便利，可近性高。 

（三） 附近具有可緊急後送之醫療院所。 

三、 服務時段： 

（一） 建議時段為例假日之 10:00-20:00，每日可安排 2-3 班次(每班 4

小時，可視實際需求彈性調整)。 

（二） 以預約機制方式執行，避免擠打情形。 

四、 工作人力： 

（一） 請轄區衛生局協調接種人力，包括醫療院所之醫護人員、 衛生

福利部招募之疫苗注射護理相關人力，負責衛教宣導與接種動

線導引之工作人員，人數配置依設站工作量調整，建議如下： 

1. 醫護人力：由醫師 1名、護理人力 2名為 1組。 

2. 依接種工作量配置建議： 100~300 人次 (1 組醫護人

力)/300~500 人次(2 組醫護人力)/500~1,000 人次(4 組醫護人

力)。 

3. 其他人力：依工作量配置 4~10人。 



2 
 

4. 經費補助原則詳如附表 1 

（二） 醫護人員： 

1. 需接受 COVID-19疫苗相關教育訓練。 

2. 醫療院所派駐接種站之醫師資格為合約之區域醫院、地區醫

院及基層診所與衛生所，由衛生局協調共同或輪班提供接種

服務。 

3. 設站時間確認後該人員需依規定向執業所在縣市主管單位

進行支援報備，若為跨縣市設站則需同時對設站縣市主管單

位進行報備。 

（三） 行政人員：其他非醫事人員或志工。 

（四） 清潔人員。 

五、 疫苗管理： 

衛生局(所)之供應疫苗與醫療院所之領運作業，應由雙方協同擬妥完

善的冷運冷藏設備及運送方式運送，並依相關規範落實冷儲溫度監

測作業，以確保疫苗運送過程及貯存均維持於攝氏 2-8度，遵守疫苗

冷運冷藏相關規範。 

六、 接種作業環境： 

（一） 實施民眾入口實聯名制及接種動線分流及分區管理，同時包

含被接種者與同行親友之報到區/等候區、注射區及留觀區之

妥善規劃，落實醫療機構因應 COVID-19感染管制相關指引，

並，並劃設地標或其他視覺提示(如貼上顏色膠條)或以梅花座

等形式以維持足夠社交距離，針對民眾經常接觸之公用物品

及設施則應定時進行消毒作業，相關重點事項請參照

「COVID-19疫苗合約醫療院所接種場所空間應注意事項」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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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線規劃： 

(1) 建議採由不同側出/入口進出之單一動線分流。 

(2) 運用紅龍、座椅、屏風等設施維持民眾社交距離及空間區隔。 

2. 入口處： 

(1) 進行體溫量測及實聯名制，並控管入場人數，維持場內

人數不超過該場所可容納人數之 50%。 

(2) 陪伴親友則限制 1人。 

3. 報到區： 

(1) 提供被接種者報到及填寫基本資料等相關作業。 

(2) 核對民眾身分資料、主動詢問民眾疫苗接種史，檢視民

眾 COVID-19 疫苗接種紀錄卡紀錄及健保卡註記貼紙資

料，必要時輔以系統查詢疫苗接種紀錄 (亦應注意

COVID-19疫苗與其他疫苗接種間隔是否符合規範)。 

4. 等候區：待接種民眾或同行親友至等候區休息，並維持社交

距離。 

5. 評估區： 

(1) 醫師評估接種禁忌與注意事項。 

(2) 行政人員健保卡讀卡。 

6. 注射區： 

(1) 護理人員執行疫苗接種。 

(2) 行政人員將接種資料上傳 NIIS。 

7. 留觀區：被接種者接種後留觀 30分鐘，並維持社交距離。 

（二） 相關設備建議： 

1. 硬體：如棚架、桌椅、紅龍、屏風、洗手設備、…等。 

2. 電腦及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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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腦作業系統為 WIN10以上 

(2) 建議備有網路，如租用 wifi 網路分享器、申請健保署行

動網路 MDVPN(請參閱健保署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

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等。 

3. 防護裝備：如體溫量測工具、酒精、乾洗手劑、PPE(隔離/防

護衣、口罩、護目鏡、面罩、手套)…等。 

4. 物品：文具(建議一次性提供)、針具收集盒、垃圾袋/桶(一般

性、感染性廢棄物)…等。 

5. 設置流動廁所。 

（三） 因應緊急狀況之急救設備與緊急轉送流程： 

請依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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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接種場所至少

需準備 Epinephrine及血壓計，且應設有緊急轉送流程，安排

後送醫院，經現場醫師須立即後送就醫。 

七、 執行工作內容： 

（一） 醫護等相關工作人員： 

1. 人員簽到退作業。 

2. 佩戴口罩，以酒精乾洗手液進行手部衛生消毒。 

3. 備有個人防護裝備（隔離/防護衣、防護面罩、護目鏡、口罩、

髮帽、手套）提供醫護及相關工作人員穿著使用。 

4. 評估/疫苗接種結束以酒精乾洗手液進行手部衛生消毒。 

（二） 醫護人員： 

1. 身體診察評估。 

2. 疫苗接種。 

3. 民眾接種後發生嚴重過敏反應之緊急急救處置及緊急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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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接種作業後，仍應停留至民眾皆已留觀結束離場後再離

開，以利因應處理。 

4. 衛教及健康促進活動。 

（三） 行政人員： 

1. 核對民眾身分資料、健保卡讀卡、主動詢問民眾疫苗接種史，

檢視民眾 COVID-19疫苗接種紀錄卡紀錄及健保卡註記貼紙

資料，必要時可透過網路連線(如 wifi網路分享器、健保行動

網路 MDVPN)或其他方式，輔以系統查詢疫苗接種紀錄(亦

應注意COVID-19疫苗與其他疫苗接種間隔是否符合規範)。 

2. 於疫苗接種當日將接種資料登錄上傳「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

管理系統」(NIIS)(無 wifi網路連線者可透過離線版 NIIS)。 

（四） 志工/行政人員： 

1. 協助民眾接種動線引導並維持民眾社交距離。 

2. 協助民眾填寫相關資料、提示民眾出示身分證件、健保卡及

接種紀錄卡。 

3. 衛教及健康促進活動。 

（五） 清潔人員：維持場內環境，定期消毒桌面、座椅及公用物品等

及執行最終環境消毒。 

八、 接種資料查詢及上傳 

（一） 民眾接種疫苗前，檢視民眾 COVID-19 疫苗接種紀錄卡紀錄、

健保卡註記貼紙外，輔以 NIIS 查詢子系統查詢民眾疫苗接種

史。 

（二） 接種站設站當日接種作業期間或於結束後，於將接種資料登錄

上傳 NIIS(可透過離線版 NIIS)。 

（三） 資料查詢及上傳規則與欄位設定建置等，於完成後另行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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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請於各接種站設置之前一週將設站資料依附表 4 格式提報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以利 NIIS系統設定作業。 

十、 有關公務機關(構)及企業外展接種服務，對於公務機關(構)及企業自行

洽詢合約醫療院所至職場或指定地點設站接種作業者，接種站設置適

用於本指引，另人力費用部分，考量鼓勵醫護及其他人力到點提供專門

接種服務，請公務機關(構)及企業參考附表 3，提供執行接種作業醫護

及其他人力支援費用(該等費用納入員工福利措施，不另向接種疫苗之

員工收取)。 

十一、 相關文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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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二） 「COVID-19疫苗合約醫療院所接種場所空間應注意事項」(附

件 2)。 

（三） 「COVID-19(武漢肺炎)社區防疫公共環境消毒指引」(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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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苗接種站工作人力 

經費補助原則 

 

 

說明： 

1. 每班 4小時。 

(1) 如超過 4小時者，以 1小時為單位之比例計算，未超過 0.5小時不計，

0.5小時以上未滿 1小時者以 1小時計算，例如實際工作超時 40分鐘，

醫師支援費為 5,000+5000*1/4=6,250 元，以此類推，若超時 1 小時 20

設站單位 

經費補助 

醫護人力 
其他 

人力 

偏遠地區

交通費 

衛生所 

(健康服務中心) 
 疫苗接種處置費 100元/人次 

每人每日 

1,500元 

每人每趟

(來回) 

200元 

衛生局/所 

(健康服務中心) 

統籌醫護人力

支援 

招募醫療院所(含疫苗注射護理隊)協辦之

醫護人力支援費： 

1. 醫師 5,000/班/人 

 夜間 5,500元/班/人； 

 假日 6,500元/班/人 

2. 護理師 5,000元/班/2人(2,500/班/人) 

 夜間 5,500元/班/2人(2,750/班/人)； 

 假日 6,500元/班/2人(3,250/班/人) 

合約醫療院所 

 疫苗接種處置費 100元/人次。 

 免費提供民眾接種服務獎勵措施 

1. 按接種人次提供定額獎勵。 

2. 達每月目標接種人次者具接種獎勵、

績效獎勵。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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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以 1小時計，醫師支援費為 5,000+5000*1/4=6,250元。 

(2) 若超時之時間至 18:30以後者，超時部分以夜間費用標準核算。 

(3) 若因報到人數不如預期規劃，致當班次不滿 4小時者仍以 1班計算。 

2. 接種站經費支領原則： 

(1) 請設置接種站之衛生所或合約醫療院所，於設站前向衛生局提報人力

配置確認後執行。 

(2) 單純由衛生所醫護人力提供接種服務者，由接種處置費支應(以衛生所

為接種單位將接種資料上傳 NIIS)，其他人力由衛生局提供支援費補助； 

(3) 衛生所設置接種站除所內醫護人力執行接種作業外，額外招募醫療院

所(含疫苗注射護理隊)人力共同執行者，衛生所醫護人力由接種處置費

支應(以衛生所為接種單位將接種資料上傳 NIIS)，醫療院所(含疫苗注

射護理隊)人力，得由衛生局提供醫護人力及其他人力支援費補助； 

(4) 單純由合約醫療院所醫護人力設置接種站提供接種服務者，由接種處

置費及「免費提供民眾接種服務獎勵措施」支應(以設站之合約醫療院

所為接種單位將接種資料上傳 NIIS)，其他人力由衛生局提供支援費補

助； 

(5) 合約醫療院所設置接種站除院所內人力外，另招募其他醫療院所醫護

及其他人力者，合約醫療院所由接種處置費及「免費提供民眾接種服務

獎勵措施」支應(以設站之合約醫療院所為接種單位將接種資料上傳

NIIS)，其他醫療院所醫護及其他人力，得由衛生局提供支援費補助。 

(6) 衛生局/所統籌醫護人力之接種站，由衛生所作為接種單位將接種資料

上傳 NIIS補助接種處置費者，所招募之合約醫療院所醫護人力及其他

人力，得由衛生局提供支援費補助。 

※註：接種處置費及「免費提供民眾接種服務獎勵措施」支應以設站單位 10

碼章上傳接種資料核算，且不支領醫護人力支援費用；若合約醫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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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領取接種處置費及「免費提供民眾接種服務獎勵措施」者，則應

獨立作為設站單位並上傳接種資料。 

3. 偏遠地區設置接種站，可支付偏遠地區交通費；偏遠地區係參照衛生福利

部長照專區偏遠地區一覽表如附表 2。 

4. 接種處置費及「免費提供民眾接種服務獎勵措施」，由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核算後撥付。有關「免費提供民眾接種服務獎勵措

施」依據「110 年 COVID-19 疫苗接種計畫大規模接種規劃及獎勵措施」

進行核算。 

5. 醫護人力之支援費、其他人力支援費及偏遠地區交通費等費用，由地方政

府衛生局「因應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炎地方政府防疫動員計畫-COVID-19

疫苗接種子計畫」項下支應。 

6. 本修訂內容得溯及自本年 5月 29日起設置之接種站，若衛生局已完成接種

站經費核付作業者，則請衛生局衡酌業務需求調整經費核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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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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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苗 

合約醫療院所執行公務機關(構)及企業外展接種服務

支援費用參考標準 

一、 有關公務機關(構)或企業自行洽詢合約醫療院所提供至職場或自行安

排之指定地點提供專門接種服務，由機關(構)及企業提供醫護及其他

人力支援費用，支付標準如下： 

（一） 醫師：5,000元/班/人，夜間 5,500元/班/人；假日 6,500元/班/人。 

（二） 護理師：5,000元/班/2人，夜間 5,500元/班/2人；假日 6,500元/

班/2人。 

（三） 其他人力：每人每日 1,500元。 

二、 請公務機關(構)及企業參考此費用標準提供執行接種作業之醫護等人

力支援費用，並將該等費用視為提供員工之福利措施，不另向接種疫

苗之員工收取援費用。 

三、 合約醫療院所若安排公務機關(構)及企業員工至院內專門門診進行接

種非屬外展服務性質者，則依「110 年 COVID-19 疫苗接種計畫大規

模接種規劃及獎勵措施」不向機關(構)/企業收取本項支援費用，並提

供免費接種服務。 

 

 

 

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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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縣/市 COVID-19疫苗接種站資料 

編號 縣市 
設站單位十

碼章 
設站單位 接種站名稱 地址 

設站 

日期 
時段 時間 

 範例 OO縣 ********** 衛生局/所/合約醫療院所 OOO接種站   6/15 上午 08:00-12:00 

 範例       OOO接種站   6/15 下午   

 範例       OOO接種站   6/16 夜間   

 範例       OOO接種站   6/17 全日   

         

         

         

         

         

         

※請於每週四前預先提報下週一至週日之接種站相關資訊予轄屬區管中心窗口，並請管制中心於每週五下班前彙整提供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窗口，以利 NIIS系統設定作業。 

 

附表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