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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VID-19肺炎和腎臟移植受贈者 

COVID-19肺炎是一種嚴重的傳染性疾病，腎臟移植受贈者因為免疫抑制劑使

用，抵抗力比一般人差。若得到新冠肺炎，不論是重症比例或死亡率皆比一

般染疫者高（死亡率 11~24%），且有 30%左右病人會使用呼吸器(Kates et al., 

2020)。疫苗是阻斷傳染最重要的武器。施打疫苗於一般人，可以有效引發免

疫反應，用以降低病毒的感染力，致病率和死亡率。 

2. 腎臟移植受贈者應該要接種 COVID-19疫苗嗎？ 

美國 CDC (ACIP;US)，英國政府(JCVI;UK)，法國政府(CORRUSS)，加拿大政府

(NACI;CA)及其他政府或學術團體都建議腎臟移植受贈者應該要接種 COVID-19

疫苗。 

3. 疫苗在腎臟移植受贈者的安全性如何呢？ 

AZ疫苗由於載體腺病毒無法複製，因載體腺病毒的複製而造成嚴重的腺病毒

感染的機率微乎其微，所以英國政府認為無論是 AZ 或 mRNA 疫苗在與醫師

討論後皆可以使用，加拿大 NACI也建議只要合乎年齡使用規定，AZ或 mRNA

疫苗腎臟移植受贈者亦皆可以使用。 

4. 疫苗在腎臟移植受贈者的效果如何呢？ 

疫苗效果方面，腎臟移植受贈者施打疫苗後的反應如何呢？一般而言，移植

病人的免疫反應，可能比一般人來得差。一個收集 658位實體器官移植受贈

者的分析報告指出，實體器官移植受贈者，含腎臟移植受贈者，在接受一劑

mRNA疫苗，大約三周後，只有 15%有抗體反應；打完第二劑後 29天，則約

有 54%有抗體反應，46%沒有抗體反應(Boyarsky et al., 2021)。另一文獻兩劑

BNT疫苗注射後約有 37.5%有抗體反應(Grupper et al., 2021)。法國政府建議器

官移植受贈者於第二劑 mRNA疫苗打完至少四周後再補第三劑疫苗，整體效

果可以大幅改善。 

5. 打 COVID-19疫苗會導致急性移植腎臟排斥嗎？ 

的確有極少數急性移植腎臟排斥的報導，就文獻證據而言，目前僅有一篇病

例報告腎臟移植受贈者在注射兩劑 BNT疫苗八天後產生急性細胞性排斥，此

病例並未闡明兩者因果關係，但之後腎功能有改善(Del Bello et al., 2021)。因

為腎臟移植受贈者之 COVID-19重症比例或死亡率遠高於一般民眾，所以權衡

利弊，西方政府仍多建議移植病人還是應該接受疫苗接種。 



6. 腎臟移植受贈者打疫苗應注意事項 

A. 新接受腎臟移植的受贈者，須至少術後一個月(高風險感染者)至三個月(建

議)後才能打疫苗 

B. 接受急性腎臟排斥治療的腎臟移植受贈者，應該要治療完畢後一個月才打

疫苗 

C. 使用莫須瘤(Rituximab) 的患者需藥物使用三個月後才能施打疫苗 

D. 若有施打其他疫苗，如肺炎 13價疾苗，建議至少二周後才能打 COVID-19

疫苗 

E. 因為腎臟移植受贈者對疫苗的反應比較不好，所以一定要按時打完第二劑。 

F. 施打疫苗前目前沒有證據顯示需要減少免疫抑制劑劑量來增加注射疫苗

效率。 

7. 打預苗可以百分之百預防新冠肺炎嗎？ 

儘管疫苗可以有意義的減少新冠肺炎相關的發病率及死亡率，但因腎臟移植

受贈者的疫苗反應可能不足，國外有腎臟移植受贈者人接種二劑 mRNA疫苗

後仍然染疫的報導。因此使用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等等設施，加上

對照顧者施打疫苗，更是重要而必需的。 

8. 結語 

由於新冠疫苗發展歷史尚短，持續監控各種不同疫苗施打在腎臟移植受贈者

的反應，才能確保疫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註:證據及文獻至目前 202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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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類型 接種疫苗的適合時間 

肺癌治療穩定，僅定期追蹤之病患 比照一般成人接種時間，可在任何時間接種 

接受肺癌手術治療的病患 避免在手術前後一周接種疫苗 

預計開始接受化學治療的病患 如果病情允許，建議先接種疫苗，兩周後再開始治療 

正在接受化學治療的病患 可在任何時間接種，如果擔心化學治療與疫苗副作用不容易區別，可以

分開施打 

接受標靶藥物治療 比照一般成人接種時間，可在任何時間接種 

接受免疫治療 可在任何時間接種，如果擔心免疫治療與疫苗副作用不容易區別，可以

分開施打 

接受放射治療 比照一般成人接種時間，可在任何時間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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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肺癌病患都可以接種疫苗，除非對疫苗的成分過敏。如有其他特殊疾病請與治療醫師討論。 

• 肺癌病患比一般人容易發展成肺炎重症，建議接種疫苗。 

• 癌症病患的免疫力較差，接種疫苗所得到的保護力可能會略低於一般正常人，但是好處比不接種來的多。 

• 建議依照國家衛生機關規範，施打疫苗 

參考：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美國臨床腫瘤學會，歐洲腫瘤學學會之建議；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新冠肺炎疫苗指引  

肺癌患者 COVID-19 (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種建議 

註 1. 此為參考建議，文獻證據力薄弱，病患請因各自情況與醫療團隊討論。 

註 2. 過去曾發生過血栓事件的病患，或是目前正在使用抗血管新生藥物的病患，仍可以接受新冠肺炎疫苗，因為疫苗造成血栓的機制不同，不會

因為接種疫苗增加原有血栓的風險。如有疑慮，建議與醫療團隊討論。 

註 3 長期使用免疫抑制劑或類固醇病患，建議與醫療團隊討論。 



乳癌病患施打 COVID-19疫苗之建議 

 
台灣乳房醫學會 



Moderna COVID-19 疫苗孕婦接種須知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2021/06/22(初版)

禁忌症

對於疫苗成分有嚴重過敏反應史

發燒或急性中重度疾病

18歲以下

常見副作用及頻率

注射部位疼痛、腫脹 92.0%

疲倦 70.0%

頭痛 64.7%

肌肉痛 61.5%

關節痛 46.4%

畏寒 45.4%

發燒(≥38℃) 15.5%

其他可能之反應及頻率

極常見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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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 顏面神經麻痺、臉部腫脹

極罕見 (<1/10,000)
未預期之嚴重過敏反應 (呼吸困難、臉部咽喉腫脹、心跳加速、全身紅疹、暈眩、虛弱)
心肌炎 (年輕男性多、大多可治癒)、死亡 (約十萬分之一、未發現與疫苗相關)

注意事項:
1. 懷孕時感染COVID-19易有併發症，並致重症、甚至死亡。目
前雖未有孕婦施打疫苗的長期安全性報告，但基於對已施打
疫苗孕婦的研究，目前多認為利大於弊，因此建議施打。

2. 對於哺乳中婦女也建議施打疫苗，不需停止或延後哺乳。
3. 未預期之嚴重過敏反應很罕見，但有致命可能，故疫苗注射
後應觀察30分鐘再離開。

4. 流產、畸胎比率在不論有無注射疫苗的孕婦並無增加。決定
注射前，尤其12周內，可以諮詢您的醫師。

5. 疫苗注射後，可能會有發燒、畏寒。如體溫超過38℃可考慮
使用藥物退燒，但目前不建議常規於注射前使用退燒藥。

6. 注射後請注意有無異常，如有持續嚴重不適，如發燒超過 48
小時、劇烈的疼痛、噁心、嘔吐，視力改變、呼吸困難、下
肢腫脹、皮膚紫斑、同時建議適度補充水分及注意胎動，如
有異常，應儘速就醫。

7. 第二劑通常為四周後。
8. 如有疑問可與醫師討論後，再決定施打與否。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