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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包裝、外觀

➢ 包裝
• 多劑型， 10劑/瓶*， 10瓶/盒。
• 不需稀釋。

➢ 外觀

• 白色至米白色，可能含有白色或透明微粒。

• 開瓶前，務請應先檢視疫苗性狀，使用時不可搖晃

疫苗，確認無外觀異常，再開瓶提供接種。

➢ 如出現變色及其他微粒物質:

➢ 則該瓶疫苗不使用，請保留疫苗實體並向轄區衛生局

通報。(可先行提供疫苗攝相檔及批號等資料)

➢ 另取經檢視無異常之新1瓶疫苗，提供接種。
外觀:白色至米白色

*疫苗劑型視廠商實際供應，疫苗之實際充填量若大於標示劑量，可抽取使用
達原訂之人劑以上，惟仍須維持每劑規定之接種劑量，不足1人劑者則丟棄不
用，不可與其他瓶疫苗混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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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劑量與
途徑

• 0.5 mL/劑
• 肌肉注射

疫苗成分 主要成分為訊息RNA (messenger RNA, mRNA)（嵌在SM-102脂質奈
米粒子中），每劑（0.5毫升）含有100微克。

適用年齡 18歲以上

接種劑次與
間隔

• 接種劑次2劑
• 間隔至少28天

疫苗劑型 • 多劑型，10劑(5 mL)/瓶。10瓶1盒。

疫苗簡介

疫苗保護力 於臨床試驗中位數為9 週的追蹤期間，證實可預防94% 有症狀之感染1

1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moderna-covid-19-vaccine-(mrna-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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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疫苗成分有嚴重過敏反應史，或先前接種本項疫苗劑次曾發

生嚴重過敏反應者，不予接種。

Moderna COVID-19疫苗其他成分

• 脂質SM-102

• 膽固醇

• 1,2-distearoyl-sn-glycero-3-

phosphocholine (DSPC)

• 1,2-Dimyristoyl-rac-glycero-3-

methoxypolyethylene glycol-

2000 (PEG2000 DMG)

• Tromethamol

• Tromethamol hydrochloride

• 醋酸
• 三水醋酸鈉
• 蔗糖
• 注射用水(Water for injections)

接種禁忌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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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苗接種注意事項

 發燒或正患有急性中重度疾病者，宜待病情穩定後再接種。

 本疫苗不得與其他廠牌交替使用。若不慎接種了兩劑不同廠牌COVID-

19 疫苗時，不建議再接種任何一種產品。

 本疫苗不得與其他疫苗同時接種。與其他疫苗的接種間隔，建議間隔

至少14 天，如小於上述間隔，則各該疫苗亦無需再補種。

(2021/8/17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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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

若哺乳中的婦女為建議接種之對象(如醫事人員)，應提供其接種。目前對哺乳
中的婦女接種COVID-19疫苗的安全性、疫苗對母乳或受哺嬰兒之影響尚未完
全得到評估，但一般認為並不會造成相關風險。接種COVID-19疫苗後，仍可
持續哺乳。

哺乳中的婦女

各類對象注意事項

免疫功能低下者，包括接受免疫抑制劑治療的人，對疫苗的免疫反應可能減弱。
( 尚無免疫低下者或正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療者的數據)

免疫功能低下

目前缺乏孕婦接種COVID-19 疫苗之臨床試驗及安全性資料，而臨床觀察性研
究顯示孕婦感染SARS-CoV-2 可能較一般人容易併發重症。孕婦若為COVID-
19 之高職業暴露風險者或具慢性疾病而易導致重症者，可與醫師討論接種疫苗
之效益與風險後，評估是否接種。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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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臺灣食品藥物管理署尚未核准使用之COVID-19疫苗後續接種建議

➢ 該疫苗經WHO緊急授權使用

• 已完成接種劑次→不需再追加接種。

• 未完成接種→依我國核准使用之其他疫苗接種時程、間隔，完成後續劑次。

➢ 該疫苗尚未經WHO緊急授權使用

• 依我國核准使用疫苗之接種時程完成接種。與最後1劑COVID-19疫苗至少

間隔28天後再接種。

依我國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建議

COVID-19疫苗接種建議-1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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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暴露SARS-CoV-2有感染風險但未被證實感染者之接種建議

建議於結束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加強自主健康管理/自主健康管理且無疑似

SARS-CoV-2感染症狀後，再行接種。

◆曾經感染SARS-CoV-2者接種建議

➢ 無論以前為有症狀或無症狀的SARS-CoV-2感染史，都應提供疫苗接種。

➢ SARS-CoV-2感染個案建議自發病日起至少間隔6個月，並且符合終止隔離

或治療標準後，再接種疫苗。

依我國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建議

COVID-19疫苗接種建議-2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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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後可能發生反應

➢ 本疫苗接種後可能發生的反應大多為接種部位疼痛，通常於數天內消失，其他可能反應包含疲倦、
頭痛、肌肉痠痛、體溫升高(可以解熱鎮痛劑緩解不適)、寒顫、關節痛及噁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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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約48小時可緩解。如有持續發燒(可能另有感染或其他原因)、嚴重過敏
反應如呼吸困難、氣喘、眩暈、心跳加速等不適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曾接種疫苗，以做為
診斷之參考，同時請醫師通報當地衛生局或疾管署。

依據Moderna COVID-19疫苗臨床試驗結果，接種後各項不良反應及頻率如下：

頻率 症狀
極常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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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種部位紅斑；蕁麻疹；泛紅

不常見
(≥1/1,000 ~ <1/100)

接種部位搔癢

罕見
(<1/1000)

顏面神經麻痺；臉部腫脹

目前尚不清楚 立即型過敏性反應；過敏版次：2021/8/17

➢ 依據各國疫苗上市後安全性監測，曾有報告極少數年輕族群在接種mRNA 疫苗後發生心肌炎等的不
良反應事件，大多發生在接種後數天內。

➢ 建議接種mRNA 疫苗後，應注意如出現胸痛、喘或心悸等症狀，請立即就醫並說明疫苗接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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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暴露風險族群施打疫苗後如出現發燒等症狀之後續處理原則－１

考量接種疫苗後可能產生發燒等副作用容易與感染COVID-19之症狀混淆，為避免誤判疫情及維持醫
院等機構正常運作，爰參考美國CDC訂定之「 Post Vaccine Considerations for Healthcare
Personnel」，處理原則如下：

依疫苗不良反應因應原則處理，當出現立即性過敏反應、較為嚴重之不良反應或症狀持續未改善者，
應儘速就醫診治。

◆ 接種疫苗後出現與COVID-19感染無關之施打疫苗後症狀(如注射部位紅腫痛、立即性過敏反應等)

◆ 接種疫苗後出現與COVID-19感染有關但與疫苗注射無關之症狀(如咳嗽、呼吸困難、喉嚨痛、流鼻

水、嗅味覺異常、腹瀉等)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依「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擴大採檢及個案處理流程」處理；非醫療照護工作人員之
CIQS、第一線防疫人員等高風險族群依「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及個案處理流程」處理。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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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暴露風險族群施打疫苗後如出現發燒等症狀之後續處理原則－２

◆接種疫苗後出現與COVID-19感染及疫苗注射有關之症狀

發燒

1. 接種2天以後發燒或發燒持續超過2天以上：醫療照護工作人員依「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擴大採檢及個案

處理流程」處理；非醫療照護工作人員之CIQS、第一線防疫人員等高風險族群依「社區監測通報採檢

及個案處理流程」處理。

2. 接種2天內發燒且未持續超過2天：原則上無須採檢，於退燒24小時後可返回醫院或單位上班，但如為

有較高暴露風險者(如正在收治確診個案之單位的人員、14天內曾照顧或接觸確診個案之人員等)或經

評估有採檢需要者，仍應依「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擴大採檢及個案處理流程」或「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及

個案處理流程」進行通報採檢。

仍可工作，惟如該等症狀出現於接種2天以後或接種後症狀持續超過2天以上，建議暫停工作，並請醫師評

估是否進行採檢及是否可繼續工作。

頭痛、疲倦、肌肉痛、關節痛等症狀，但無發燒、呼吸道、腹瀉、嗅味覺異常等其他COVID-19相關症狀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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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a COVID-19 疫苗供應管理及使用方式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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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供應方式

保存及分裝中心
(國內GDP廠)

2-8 ℃運送

衛生局

①

醫藥品物流專車

指定接種點

-20 ℃運送
②

衛生局
醫療院所

衛生所

➢Moderna COVID-19疫苗之供應可視實務需求，以2-8 ℃或-20 ℃

冷鏈運送。

2-8 ℃運送

(-20 ℃冷儲)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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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供應與點收作業-1

➢ 廠商以溫控專車及2-8 ℃恆溫保冷裝置包裝配送至指定合約醫院疫苗存放點時，點

收後請立即儲存於2-8°C之冷藏設備，包裝由配送人員當場回收。

➢ 疫苗出貨包裝外觀

蓄冷片*4

• 外島
1. 離島包材不回收。
2. 一律採用空運寄送, 唯若天候

因素導致航班取消, 可能導致
無法當日到貨。

3. 採用2-8℃配送標準用保麗龍
箱包裝並每箱皆有一套溫度監
視片及冷凍冰球。

4. 附上回郵信封, 收貨完成後, 請
將點收證明單寄回

2-8

辦識標籤

廠商以2-8 ℃運送流程

版次：2021/8/17



藍色框內疫苗配送資訊
由配送廠商填寫。

點收人員需與配送人員確
認疫苗「數量」、「批號」
與「有效期限」。

紅色框內資訊由
點收人員填寫，
與配送人員確認：
1. 3M溫度監視卡

是否有變色狀況。

2. 冷凍監視片（凍

球）是否有變色

或破裂狀況。

橘色框內由
「配送人員」簽名

紅色框內由「點收人員」簽收，共2份點收後回傳轄區衛生局

疫苗供應與點收作業-2

➢ 配送人員先與點收人員確認交貨資訊後，才會開箱

➢ 疫苗點收人員需確認疫苗盒數及「點收證明書」填寫資訊完整性。

➢ 注意是否有「3M溫度監視卡」及「冷凍監視片」，並注意「冷凍監視片」是否破裂、變色。

17

冷範凍監視片破裂、
變色之範例

版次：2021/8/17



疫苗供應與點收作業-3

點收人員填寫「點收證明書」範例

溫度監視片
之引信需是
拉開的狀態

溫度監視卡及冷凍監視片範例

• 溫度監視卡無變色，冷凍監視片無破裂及變色

A- OOO醫院

18

冷凍監視片 無
破裂及變色

溫度監視卡無變色

yyy/mm/dd

溫度監視卡填寫入庫日期及溫度指數、地點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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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冷儲管理-1

疫苗標示牌範例

◆ Moderna COVID-19疫苗以-25~-15°C冷凍保存下，勿以乾冰或-40ºC以下條件保存。

◆ 若轉置2~8°C冷運冷藏，必須標註轉置後之使用期限(考量出貨及運送之緩衝時間，效期標示為

出貨/配送+28天)，並於使用期限內用畢。已解凍之疫苗勿再冷凍。

◆ 廠商若以(-20 °C)出貨至衛生局冷凍保存，由衛生局(-20 °C)撥配接種單位(2-8 °C)者，

➢請衛生局撥出時，於外盒標示2-8 °C冷藏起始日及接種使用期限(+28天)

疫苗外盒標示範例(由-20 °C轉置至2-8 °C)

版次：2021/8/17



◆疫苗應採專層(或專櫃)獨立冷藏，標示應明顯完整，(標示內容應含疫
苗名稱、品名、劑型及疫苗效期等) 並與其他公、自費疫苗確實區隔，

避免取用誤失。

◆本項疫苗之冷運冷藏管理、疫苗毀損、疫苗瑕疵換貨處理等異常事件
事宜，依現行常規疫苗作業辦理。

(請合約醫療院所及衛生局所先行記錄異常事件，俟接種作業後期本署

另行通知一併辦理相關事宜)

疫苗冷儲管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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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每日接種作業開始前，依當日預約接種人數對應之盒數，先拆盒
清點數量，如發現有減少或破損事宜，請拍照（或攝影）並立即通知
衛生局。

✓COVID-19疫苗取得不易，請務必妥善操作及保存，避免掉落疫苗毀損。
如於點收或接種過程發生異常接種事件，請醫療院所簡要填寫「異常
事件通報表」通報衛生所/局，並請衛生局先行留存，勿逐案回復。
俟疾病管制署後續統一通知衛生局辦理後續賠償或無需賠償作業。惟
如發生冷儲設備溫度異常事件或特殊狀況，仍請先通報進行相關處理
措施。

✓醫院點收疫苗後請將簽收單回傳轄區衛生局，請衛生局依常規疫苗撥
配流程辦理於配送日當日完成NIIS系統點收及撥發作業

疫苗冷儲管理-3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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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抽藥前輕輕旋轉疫苗使其均勻，但請勿搖晃。

◆ 疫苗一旦開封，必須保存於2~25°C環境，並標示首次使用之日期時間，6小時

未用畢者即需丟棄。

◆ 以無菌針具抽取0.5 ml之疫苗進行肌肉注射。

◆ 每瓶疫苗抽取之最後一劑，若劑量不足0.5 ml則需丟棄，不可與其他瓶疫苗混

和抽取使用。

疫苗使用方式及應注意事項

Moderna COVID-19疫苗，配送至接種單位儲存/使用時，

為2-8 °C(解凍狀態)之環境保存，取用方式如下：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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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針具供應

➢指揮中心目前供應針具規格：3ml 針筒，附24G、1吋針頭。

➢ 因應COVID-19疫苗接種計畫之需，為避免短期間大量針具使用影響常規醫療

作業，爰同時提供本計畫接種需用針具。

➢ 撥配之針具將透過針具供應廠商合作之物流配送直接送達指定醫院，務請確

實點收數量並簽具點收(簽收或借出)單，並請註記點收日期。該等針具可納

入貴院常規庫存，惟請依各廠牌COVID-19疫苗適用之針具提供接種。

版次：2021/8/17



COVID-19 疫苗接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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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苗接種合約醫療院所整備事項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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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診次預約人數應以每瓶疫苗之接種劑數為單位並視預約人數評估當天疫苗開瓶

數量或調整預約上限。

• 由於疫苗開瓶後有效期限為6小時，為避免最後診次或當日最後開瓶之疫苗耗損，

請預先規劃因應機制，若有預約對象報到即可開瓶，無須因未湊足開瓶人數而拒

絕，若預約民眾臨時取消等原因，致疫苗開瓶後未達疫苗劑量者，可採取下列因

應做法：

1. 規劃疫苗接種候補名單，如院內同仁以及醫院周邊符合接種資格之單位人員，遇開瓶後接種人數不足時，

可就候補名單或依ACIP訂定之接種優先順序遞補接種。

2. 若該院同時為本署旅遊醫學門診合約醫院，可同時提供公、自費對象接種，並請依身分別妥善規劃接種

動線及提升接種的便利性。

3. 若已採取上述措施仍未達每瓶接種人數，可容許疫苗的可能耗損。

預約制並集中接種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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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前身分確認

接種前評估-1

版次：2021/8/17

(2021/8/17更新)

• 公費COVID-19疫苗之接種對象，政府是按照「衛

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研訂

之實施對象優先序及可取得之疫苗數量逐序開放。

• 針對無法以年齡別判斷之特定類別對象，可透過健

保卡查詢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確認是否符合公布

之接種身分。

• 經由COVID-19公費疫苗接種預約平台，符合開放

資格完成預約接種之民眾，以民眾出示身分證件，

並輔以自預約平台下載當期之預約名冊，確認符合

預約接種資格。

➢ 各類對象視國內外疫情趨勢及疫苗接種狀況依優
先順序逐步開放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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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前評估-2

✓ 詢問近一個月內是否接種其他疫苗，

並以NIIS查詢子系統(網址

https://hiqs.cdc.gov.tw)確認之前

疫苗之接種紀錄，若有則應注意接

種間隔。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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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為被接種者量測體溫，發燒或正患有急性中重度疾病者，
宜待病情穩定後再接種。

✓醫師評估擬接種疫苗廠牌之接種禁忌與注意事項確認個案適合接

種再執行。

✓以「COVID-19疫苗接種須知暨接種評估及意願書」，向接種者進

行衛教說明，並請被接種者及醫師簽名。意願書併病歷保存(可電

子化)。接種須知(紙本)提供被接種者參考並衛教其注意接種後可
能發生之反應。

接種前評估-3 接種前評估並簽署同意書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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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前評估-4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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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Moderna COVID-19疫苗規定之接種劑量(0.5mL/劑)執行肌肉注射。

• 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血藥物或凝血功能異常者施打後於注射部位加壓至少2分鐘，並觀察是否仍有出

血或血腫情形。

• 為即時處理接種後發生率極低的立即型嚴重過敏反應， COVID-19疫苗接種後留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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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進行急救或啟動緊急轉送流程。

➢ 妥善規劃設置與院內病人分區分流疫苗接種動線，提供接種後觀察並維持社交距離避免群聚感染之休息區域，或劃定可

活動之一定動線範圍請民眾接種後待留觀時間結束，始得領取接種紀錄卡等方式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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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 如有疫苗接種後嚴重或持續身體不適，請衛教個案儘速就醫釐清病因，並告知醫師相關症狀、症狀發生時間、

疫苗接種時間。若為疑似疫苗接種後嚴重不良事件，可經由醫療端或衛生局所協助通報至「疫苗不良事件通報

系統」。

接種執行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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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種紀錄卡資訊：個人資料、疫苗廠牌/品名、接種日期，並由醫師或接種者簽名及加蓋接種

單位章戳，及填寫預約第2劑之接種時間(請注意第2劑與第1劑之間隔應符合疫苗之間隔規範)

填寫COVID-19疫苗接種紀錄卡

• 請接種單位同時衛教被接種者接種後可能發生之反應、應注意事項。
• 請接種通知個案依預約日期完成第2劑疫苗接種，確保疫苗接種免疫力。

持多重身分證明文件者，登載資料以身分證號優先，居留證次之，護照號碼最後

接種紀錄

接種紀錄卡請提供民眾依範例審慎填
寫，如有錯誤可修改後加蓋修正者印
章，請勿任意作廢造成大量耗損。

標示例圖 (黏貼位置可依實務調整)

於健保卡黏貼COVID-19

疫苗註記貼紙

Moderna

COVID-19疫苗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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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苗接種-健康回報

醫護人員提供有意願參與之被接種者掃
描QRcode加入V-Watch

1. Moderna疫苗第一劑接種者新加入

2. 已登入V-Watch之AZ疫苗第一劑接種者，於

施打AZ疫苗第二劑時，再次掃QR code登入

第二劑

QR code僅於接種處提供掃描，請
勿外流/複印/印刷於文宣或掛網

於接種場所或留觀區明顯處張貼宣導
海報，提供認識V-Watch及操作

QR
Code
圖例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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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苗接種不良事件監測

部分對象主動監測

◼ 疾管家「 V-Watch COVID-19疫苗接種-健康回報」 的目的主要是針對國人接
種緊急核准使用之各廠牌COVID-19疫苗常見的不良反應(reactogenicity)進行瞭
解，在初始進行接種作業，即規劃以每廠牌前3萬人註冊者，積極提醒定期回填
個人接種後的反應。若單一廠牌疫苗主動追蹤人數達3萬人，之後的接種民眾仍
可加入V-Watch成為自主追蹤對象，填寫健康回報，以自我觀察接種後不適狀況
的進展。

QR
Code
圖例

◼ 衛生局(所)或醫療院所若發現疫苗接種不良事件，由醫師或公共衛生人員至新建置之「疫苗
不良事件通報系統」(Vaccine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 VAERS)通報，(不須通
報TFDA「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 通報資料由食藥署/藥害救濟基金會之「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進行安全性分析。

被動監測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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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版媒體資料匯入

請合約院所於每日接種作業結束後，應儘速透過「網頁版(WEB)媒體資料匯入」或API介接等方

式，將接種資料上傳至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NIIS) 。

API 介接

• 合約院所於實施接種作業時，應將接種資料登錄於院內醫療資訊系統(HIS)，並於每日接種作業

結束後，以API介接將儲存於HIS之接種資料上傳NIIS。

• 再以API介接查詢個案接種紀錄寫入NIIS之狀態。倘有上傳失敗之異常資料，請於24小時內於

HIS修正，並以API介接重新上傳至NIIS。

無論透過何種方式上傳接種資料，疫苗批號均應帶入「-CDC」，並注意批號之
文字及數字設定正確，以避免匯入異常。

• 「網頁版媒體資料匯入」方式，提供院所就地進行接種資料上傳。

• 醫療院所以「網頁版媒體資料匯入(https://hiqs.cdc.gov.tw/)」將接種資料匯入NIIS後，應

於該網頁查詢匯入資料之檢核結果，倘有異常資料，請於當日將異常資料修正後重新匯入。

操作方式請依WEB批次上傳接種資料操作手冊

接種資料上傳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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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消耗結存回報

為及時掌握各合約院所之每日COVID-19疫苗使用量及庫存最新動態，合約院所應於開診日每日接

種作業完畢後於當日透過以下方式回報消耗結存資料。

網頁版媒體資料匯入

API 介接

• 將疫苗消耗結存數量以「網頁版媒體資料匯入(https://hiqs.cdc.gov.tw/)」上傳
• 以csv檔(格式如下)或直接於網頁登錄各批號之消耗量及結存量。

於HIS登錄疫苗代號、批號、結存數量、消耗數量等資訊，透過API介接將消耗結存紀錄上傳至NIIS。

版次：20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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