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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COVID-19疫情持續延燒，面對傳播快速的

COVID-19，在還沒找出真正有效治療方法的情

況下，接種疫苗預防疾病傳播與感染，是最符合

成本效益的一種方式，因此世界各地皆積極投入

研發COVID-19疫苗與推動接種計畫，期望透過

注射經處理過對人體無害的病原體（例如活性減

毒疫苗）或部分病原體（例如次蛋白疫苗），產生

類似自然感染的效果，刺激免疫系統對疫苗成分

產生免疫反應，當真的病原體入侵時就能發揮保

護力、消滅病毒。

技術平臺研發多管齊下

加速疫苗接種普及率

一般來說，新疫苗的研發通常要耗時 10年甚

至 20年不等的三階段臨床試驗，才能夠正式上

市，主要因為需要累積足夠的臨床試驗數據，

證明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並且觀察疫苗接

種後可能的副作用症狀及發生頻率，以降低對

人體的傷害。

此次因COVID-19疫情過於嚴峻，使得許多國

家選擇投注龐大資源，以加速疫苗研發及審核

程序。依據 WHO 公布的全球 COVID-19 疫

苗研發及臨床試驗進度，截至 2021年 2 月 16 

日，開發中的 COVID-19 疫苗共 250 種，有 69 

種疫苗已進入人體臨床試驗階段，其中 21支疫

苗正執行第三期臨床試驗。這些COVID-19疫

苗採多種不同技術平臺研發，包括傳統的蛋白

質疫苗、死菌疫苗（Inactivated Vaccines）等，

或是 DNA、mRNA、病毒載體等新型疫苗，而

不同技術平臺疫苗也各自具有優缺點。

國內目前有 3家疫苗廠包括高端疫苗、聯亞生

技及國光生技，均已被WHO列入全球疫苗開發

名單。國內 3家疫苗廠均以研發蛋白質疫苗為

目標，其中高端疫苗、聯亞生技已完成第一期

臨床試驗，分別獲得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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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技術平臺疫苗優缺點比較

技術平臺 優點 缺點 已進入三期的疫苗

病毒載體 
（viral-vector）

不用處理活病毒，製造

上相對安全。

接種者本身對Vector的
免疫力，可能影響疫苗

的有效性。

•  Oxoford/AstraZeneca 　
（AZD1222）   

•  Casino Ad5-nCoV  
•  JNJ Ad26COVS1  
•  Gamaleya rAd26-S and 　
　rAd5-S

DNA疫苗

不用處理活病毒。低

成本、耐熱，有SARS
研究經驗，可快速大

量製造。

轉換為抗原的效率較

差，劑量須投放更多才

能產生免疫力。

•  Inovio INO-4800

mRNA疫苗
不用處理活病毒，能

產生免疫力，可快速

製造。

穩定度較低，需要條件

嚴苛的低溫儲存運送

方式。

•  Moderna mRNA-1273
•  Pfizer/BNT BNT162b2

重組蛋白質疫苗 
（Recombinant 

protein vaccines）

不用處理活病毒，可

添加佐劑。

全球產能有限，抗原 /
epitope表現力需經確
認，且量要足夠。

•  Novavax NVX-CoV2373 
（with Matrix M adjuvant）

 
活性減毒疫苗 
（Live attenuated 

Vaccines）

已是許多上市人體疫

苗技術，有既存的設

備資源經驗可以運用。

選擇適合的病毒株需

要較多時間，也需要非

常謹慎完備的安全性

評估。

無

不活化疫苗 
（Inactivated 

Vaccines）

已是許多上市人體疫

苗，有既存的設備資

源經驗可以運用；在

SARS-CoV-1有過人體
實驗，可加佐劑。

需要處理大量的可致病

新冠病毒（也許可使用減

活過的病毒株）；抗原 /
epitope表現力需經確認。

•  WIBP （PicoVacc）
•  BIBP
•  Sinovac
•  CoronaVac
•  Bharat Biotec

備註：目前已有兩款mRNA疫苗－Pfizer/BNT（輝瑞）和Moderna（莫德納），及一款腺病毒載體疫苗
AstraZeneca（阿斯特捷利康，簡稱AZ），通過WHO及歐美等先進國家藥品主管核准使用，並開始陸續
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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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食藥署）有條件通過並開始執行第二期臨床

試驗，也期盼在兼具療效、安全及品質下，儘

早達成疫苗上市目標，以嘉惠國人，並為政府

的防疫工作再添利器。

遵循疫苗接種優先順序

上下齊心協力做防疫

截至今（2021）年 2月上旬，我國已洽購了近 

2,000 萬劑 COVID-19 疫苗，包含 AstraZeneca 

疫苗 1,000 萬劑、 Moderna 疫苗 505 萬劑及 

COVAX 約 476 萬劑，另有數家也持續洽談中。

已進入臨床二期試驗之國產疫苗，亦都納入採

購標的。

疫苗供應初期數量有限的情況下，我國疫苗接

種以維持國內醫療量能的醫事人員，維持防疫

體系運作或高接觸風險第一線工作人員，及維

持社會運作之人員為原則，以確保國內防疫安

全及民生發展；另考量往返國內外商務人士及

需出國工作、留學或就醫等民眾之感染風險，將

會就疫苗供貨進度以及國際進出的接種需求，

評估釋出必要數量提供有需求民眾自費接種。

疾管署急性傳染病組組長楊靖慧表示，現階段

為因應緊急公共衛生需求而研發的疫苗，臨床

試驗數據相較一般疫苗來得少，因此包括接種

後對於不同族群、不同年齡層的保護力及抗體

維持時間是否相同，以及對於不斷突變的病毒，

是否也具有同樣保護效果，仍待更多的實驗數

據證實。疾管署將持續蒐集相關臨床試驗結果，

觀察各國施打疫苗成效、施打後不良反應情形

等，並諮詢專家建議，適時調整疫苗政策。

接種前專業審慎評估 防護更安心

楊靖慧表示，接種COVID-19疫苗與接種其他

疫苗相同，接種前需經由醫師評估接種者當下

輝瑞、莫德納、AZ三大疫苗比較
廠商名稱 冷儲溫度 接種劑次（間隔） 有效性（Efficacy）
輝瑞 /BNT 

（Pfizer/BNT）
• -70℃，6 個月
•  2∼ 8℃，5 天

2劑，原廠建議兩劑間
隔 21天。

95%

莫德納（Moderna）
• -20℃，6個月
•  2∼ 8℃，30天

2劑，原廠建議兩劑間
隔 28天。

94.1%

AstraZeneca（AZ） •  2∼ 8℃，6個月
2 劑，WHO建議兩劑
間隔 8~12 周。

6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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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狀況，包括是否曾經對於疫苗成分有過敏

現象、過往疫苗接種史等等，接種後應先於接

種單位或附近至少休息和觀察 30 分鐘，確定無

出現身體不適症狀後再離開。

目前COVID-19 疫苗接種後的不良反應包括接

種部位產生局部紅腫、疼痛，或是發燒、頭痛、

倦怠感等，較嚴重的是過敏性休克。但民眾也

無須太過恐慌，畢竟疫苗通過臨床試驗的第

一關，就是安全和具有一定的保護力。楊靖慧

指出，根據目前已開始接種疫苗國家的疫情發

展，疫情確實開始趨緩，另一方面，即使有接

種疫苗後仍感染的個案，其病情也相對輕微，

或許可推測COVID-19 疫苗對於感染後演變為

重症，也具有一定的防護效果，不過她同時也

強調，在研究參考數據仍然有限的條件下，應

該納入其他考量因素再做分析，才會更加客觀

準確。

防疫新生活運動不鬆懈

別讓病毒有機可趁

雖然 COVID-19 疫苗已陸續於部分國家開始

接種，但疫苗對於疫情控制的影響力仍需經

過一段觀察期，在未真正確定疫情已獲得控制

和緩解前，楊靖慧呼籲，雖然接種疫苗是預防

COVID-19的一種方法，但是落實個人衛生習

慣，如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更是

防疫的重要措施，未來民眾如接種疫苗後，仍然

要持續落實防疫新生活運動，並配合政府相關隔

離、檢疫等防治措施，共同維護社區防疫安全。

除此之外，為避免有心人士四處隨意散播有關

COVID-19疫苗的不實消息，使得大眾人心惶

惶，指揮中心也持續加強對民眾的溝通，像是

定時召開疫情說明記者會，並提供網路直播及

發布新聞稿；另外也設有 1922 防疫專線，提

供民眾疫情相關諮詢服務；同時也會製作相關

宣導素材，透過新媒體平臺等方式宣導。請民

眾多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多元管道，獲取最新、

最正確的疫情資料，千萬不要隨意聽信來源不

明的資訊，或是任意散布未經查證確實的假消

息，以免害人又觸法。

－『1922』防疫專線－

由專人於線上提供國、台、客、英語之傳

染病衛教諮詢、疫情通報及受理政策建

議等服務，讓民眾可以即時獲得防疫相

關資訊。

特別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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