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適用於所有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的 COVID-19 疫苗參考指南 
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特別容易受到感染，包括 COVID-19。若您患有以下任何一種疾病，您將被視為存在中重度免疫功能低下，接種額外劑次的 COVID-19 疫苗會讓您從中受益。包括下列群體：

	» 正在積極接受腫瘤或血癌的抗癌治療
	» 接受了器官移植，正在服用免疫抑制藥物
	» 在過去 2 年內接受了幹細胞移植，或正在服用免疫抑制藥物
	» 患有中重度原發性免疫缺陷（比如 DiGeorge 綜合症、Wiskott-Aldrich 綜合症）
	» 患有晚期或未經治療的 HIV 感染
	» 正在服用高劑量類固醇或其他抑制免疫反應的藥物進行積極治療

此清單並未包括所有免疫功能低下的情況，請與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溝通，以確定額外劑次的疫苗是否對您有益。如果您屬於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請查看下方圖表，以瞭解您有資格接種多
少劑次的疫苗來保持對 COVID-19 的防護效果：

若您已經
接種了以下
疫苗 年齡段 初始系列疫苗 我是否應該接種額外劑次的單價疫苗？ 我是否可以接種 1 劑加強針？

Moderna 6 個月至 4 歲的
兒童

在間隔 28 天的情況下已接種 2 劑
疫苗

是，您應在接種第 2 劑滿 28 天后接種額外
劑次。

是，6	個月至	4	歲的兒童應接種與其初始系列疫苗相同品牌的最新二價疫苗。

年滿 5 歲
在間隔 28 天的情況下已接種 2 劑

疫苗
是，您應在接種第 2 劑滿 28 天后接種額外

劑次。 
是，5	歲及以上的人群應接種最新的	Pfizer	或	Moderna	的二價加強針疫苗。

6 歲以上
在間隔 28 天的情況下已接種 2 劑

疫苗
是，您應在接種第 2 劑滿 28 天后接種額外

劑次。 

是，建議 6 歲及以上的人群在最後一次接種疫苗滿 2 個月後接種 1 劑最新的二價 Pfizer 或 Moderna 
mRNA 加強針，以保持最新的疫苗接種。 

18 歲及以上的人群（其未曾接種過之前的加強針疫苗），如果無法或不會接種最新的 mRNA 加強針，	
也可以選擇在完成其初始系列疫苗滿 6 個月後接種 1 劑 Novavax 加強針疫苗。

Pfizer 6 個月至  
4 歲的兒童

3 劑：前 2 劑疫苗間隔 21 天予以接
種；第 3 劑疫苗在接種第 2 劑疫苗滿 

8 週後予以接種。
目前沒有額外的初始劑次疫苗。 否，最新的二價疫苗未被授權用於目前已經完成	Pfizer	初始系列疫苗接種的	6	個月至	4	歲的兒童。

年滿 5 歲
在間隔 21 天的情況下已接種 2 劑

疫苗
是，您應在接種第 2 劑滿 28 天后接種額外

劑次。 
是，已接種	Pfizer	疫苗的	5	歲兒童只能接種最新的	Pfizer	二價加強針疫苗。

6 歲以上
在間隔 21 天的情況下已接種 2 劑

疫苗
是，您應在接種第 2 劑滿 28 天后接種額外

劑次。

是，建議 6 歲及以上的人群在最後一次接種疫苗滿 2 個月後接種 1 劑最新的二價 Pfizer 或 Moderna 
mRNA 加強針，以保持最新的疫苗接種。 

18 歲及以上的人群（其未曾接種過之前的加強針疫苗），如果無法或不會接種最新的 mRNA 加強針，	
也可以選擇在完成其初始系列疫苗滿 6 個月後接種 1 劑 Novavax 加強針疫苗。

Johnson & 
Johnson

18 歲以上 1 劑
是，您應該在接種第 1 劑 J&J 疫苗滿 28 天
後，接種額外劑次的 mRNA 疫苗。

是，建議在最後一次接種疫苗滿 2 個月後接種 1 劑最新的二價 Pfizer 或 Moderna mRNA 加強針，	
以保持最新的疫苗接種。

18 歲及以上的人群（其未曾接種過之前的加強針疫苗），如果無法或不會接種最新的 mRNA 加強針，	
也可以選擇在完成其初始系列疫苗滿 6 個月後接種 1 劑 Novavax 加強針疫苗。

Novavax

12 歲以上
在間隔 21 天的情況下已接種 2 劑

疫苗
目前沒有額外的初始劑次疫苗。

是，建議 12 歲及以上的人群在最後一次接種疫苗滿 2 個月後接種 1 劑最新的二價 Pfizer 或 Moderna 
mRNA 加強針，以保持最新的疫苗接種。 

18 歲及以上的人群（其未曾接種過之前的加強針疫苗），如果無法或不會接種最新的 mRNA 加強針，	
也可以選擇在完成其初始系列疫苗滿 6 個月後接種 1 劑 Novavax 加強針疫苗。



常見問題
額外劑次和加強劑次有何區別？

額外劑次適用於完成初始疫苗系列但未產生強烈免疫反應的一些患者（見上表）。

在最初的疫苗系列的防護效果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後，接種加強針以增強或恢
復防護效果和/或免疫力。

哪些潛在的疾病會使您因 COVID-19 而發生重症的風險更高？

患有下列疾病的任何年齡群體在感染 COVID-19 後轉為重症的風險更高。

接種 COVID-19 疫苗（最初兩劑和加強針）及採取其他 COVID-19 預防措施非常
重要，尤其是若您年齡較大或患有多種或嚴重疾病（包括本清單所列的疾病），更
是如此。本清單中不包括所有可導致您在感染 COVID-19 後極有可能惡化為重症
的潛在疾病。若本文中未包含您患有的疾病，請諮詢醫療保健提供者，瞭解如何
最有效地控制病情並保護自己免於感染 COVID-19。
	» 癌症
	» 慢性腎病
	» 慢性肝病
	» 慢性肺病
	» 癡呆症或其他神經疾病
	» 糖尿病（1 型或 2 型）
	» 唐氏症
	» 心臟病
 » HIV 感染
	» 免疫功能低下狀態（免疫系統減弱）

	» 患有心理健康疾病
	» 超重和肥胖症
	» 懷孕
	» 鐮刀型紅血球病或地中海貧血
	» 目前吸菸或曾經吸菸
	» 實體器官或造血幹細胞移植
	» 中風或影響腦血流的腦血管病
	» 藥物濫用
	» 結核病

什麼是最新的/二價加強針疫苗？

最新的/二價 COVID-19 加強針疫苗是一種疫苗配方，既能提高對原始冠狀病毒
毒株的免疫力，也能預防造成目前大多數病例的較新變異株病毒。最新的加強針
疫苗目的是提供對病毒的最佳防護，並解決隨著時間推移疫苗效力減弱的問題。

中重度免疫功能低下者是否需要獲得醫囑/醫生處方或其他證明才能接種這些劑次
的疫苗？

不需要，只要患者自己證明即可，且可在任何疫苗接種點接種所有劑次的疫苗。這
將確保中重度免疫功能低下群體可順利獲得疫苗接種服務，而不會面臨任何其他
阻礙。若免疫功能低下者不確定自己的具體病情是否適合接種額外劑次的疫苗，
可諮詢醫療服務提供者。

如果我接種 COVID-19 疫苗，是否仍需要採取其他預防措施？

是，即使您已接種了疫苗，在一些公共室內場合，您仍然可能會被要求佩戴口罩。
請在我們的口罩和面罩常見問題頁面（英文）查找更多資訊。我們還建議您要經
常洗手、保持 6 英尺（2 米）的距離，並限制聚集。

COVID-19 疫苗雖能提供有效保護，但效力並未達到 100%。有些人即使接種了疫
苗，也可能感染 COVID-19。隨著傳染性更強的變異株出現，所有人務必要採取預
防措施（比如戴口罩），以減少病毒的傳播，這非常重要。

仍有更多疑問？ 請造訪：doh.wa.gov/covidbo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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