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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照顧者 Covid-19 疫苗接種優先政策之國際比較 

 台灣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美國 

決策依

據 

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

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

(ACIP)1 

英國政府於 1981 年依法

設置「疫苗接種與免疫聯

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Vaccination and 

Immunisation, JCVI)」
2，每年舉辦三次主要會

議，其建議列入「傳染病

免疫綠皮書(Green 

Book)」，提供預防傳染

病的疫苗最新訊息。(第

一部-原則、執行與程

序，第二部-持續更新各

類傳染病與疫苗)3 

JCVI 在 2020 年 11 月

27 日首次發布 COVID-

19 疫苗建議。 

加拿大國家疫苗諮詢委

員會(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NACI)4 

澳洲免疫技術諮詢小組

(Australian Technical 

Advisory Group on 

Immunisation，

ATAGI) 5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疫苗接種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ACIP)6 

中央僅做原則規範，各州差異性大。 

匹茲堡大學「支持家庭復健研究及訓練中

心」設置「家庭照顧者 Covid-19 疫苗接

種資格(COVID-19 Vaccine Eligibility for 

Caregivers)」，即時更新各州相關規定。

這網站的內容由美國國家失能者、獨立生

活和復健研究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on 

Disability, Independent Living, and 

Rehabilitation Research，NIDILRR)所

資助發展。NIDILRR 隸屬於美國衛生與

公共服務部 (HHS) 社區生活管理局 

(ACL) 的研究中心。7 

 
1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K9Yf5vcLN1gDtz94eTVpuA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K9Yf5vcLN1gDtz94eTVpuA 

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groups/joint-committee-on-vaccination-and-immunisation 

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immunisation-against-infectious-disease-the-green-book 

4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immunization/national-advisory-committee-on-immunization-naci.html 

5
 Australian Technical Advisory Group on Immunisation (ATAGI) |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6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ACIP) | CDC 

7
 https://www.caregiving.pitt.edu/covid-19-vaccine-eligibility-for-caregivers/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K9Yf5vcLN1gDtz94eTVpu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groups/joint-committee-on-vaccination-and-immunisatio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immunisation-against-infectious-disease-the-green-book
https://www.health.gov.au/committees-and-groups/australian-technical-advisory-group-on-immunisation-atagi
https://www.cdc.gov/vaccines/acip/index.html
https://www.caregiving.pitt.edu/covid-19-vaccine-eligibility-for-careg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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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

種優先

順序 

更新日期

(2021.06.21)8 

1. 維持醫療量能(醫

事人員) 

2. 維持防疫量能(中

央及地方政府防

疫人員) 

3. 高接觸風險工作

者(ex.機組員、

船員、國境工作

者等) 

4. 因特殊情況需出

國(須經專案申請

核准之公務、運

動員) 

5. 維持機構及社福

照護系統運作維

持機構及社福照

第一階段(2021.4.23)9 

1. 養老院住民與工作人

員。 

2. 80 歲以上/第一線健

康及社會工作者 

3. 75 歲及以上 

4. 70 歲及以上/「臨床

上極脆弱族群

(clinically 

extremely 

vulnerable 

groups)」10 

5. 65 歲以上 

6. 16~65 歲之「處於

風險族群(at-risk 

group)」11/無酬照

顧者(unpaid adult 

carers)12，  

第一階(2020.12)14： 

1. 長照機構住民與工

作人員 

2. 70 歲以上 

3. 第一線醫事照顧工

作者或支援者 

4. 原住民成人 

 

第二階段： 

1. 在第一階段未接種

的原住民成人 

2. 機構住民與工作人

員(包括宿舍移

工、安置中心、矯

正機構、團體之家

等) 

3. 60-69 歲 

4. 受 COVID-19 衝

第一階段(已完成)15： 

1. 50 歲以上成人 

2. 隔離與邊境工作人

員 

3. 醫事人員 

4. 老人及身障機構住

民與工作人員 

5. 16 歲以上有潛在

疾病或嚴重失能者 

6. 16 歲以上重要且

高風險工作人員，

包含維安、警察、

消防、緊急救難、

肉品加工 

7. 軍備人員或通過旅

遊許可者 

 

 

第一階段(2020.12)： 

1. 醫療照顧工作人員及照顧機構住民 

2. 75 歲以上長者、第一線必要工作人員

(非醫事照顧)，如：消防、警察、維

安、食品及農業、郵政、工人、量販

零售業、公共交通、公共教育體系、

托兒/托嬰照顧工作者 

3. 65-74 歲長者與 16-64 歲有高風險醫

療狀況，以及未在前列的必要工作者

(例如物流業者、水利與廢水、餐飲

業、安置所與房屋建築、金融銀行櫃

員、通訊科技業、能源、法務、媒

體、公共安全工程師、公共健康工作

人員等。 

 
8
 台灣疫苗接種優先規定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9mcqWyq51P_aYADuh3rTBA?gclid=Cj0KCQjwlMaGBhD3ARIsAPvWd6jyMJkkewtNlkIFrn69NKURYaZNQTlRR-

RqaXznLoWCwqRPMn4Z_0waAjr-EALw_wcB 
9
 COVID-19 vaccination first phase priority groups - GOV.UK (www.gov.uk) 

10
 「臨床上極度脆弱族群(clinical extremely vulnerable group)」定義：器官移植接受者、特殊癌症(正接受化療、放射線治療者、血癌、骨髓癌、接受免疫療法、標靶治療且會影響免

疫系統者、過去六個月接受骨髓或幹細胞移植者，或仍服用免疫抑制藥物者、有嚴重呼吸問題如嚴重氣喘、嚴重慢性阻塞性肺病者、罹患有增加感染風險的罕見疾病患者、接受免疫抑制
治療而增加感染風險者、脾臟問題(含移除者)、唐氏症候群成人、有慢性腎臟疾病或接受血液透析的成人、罹患先天或後天心臟疾病的懷孕婦女、其他依照臨床診斷納入臨床極度脆弱
者)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uidance-on-shielding-and-protecting-extremely-vulnerable-persons-from-covid-19/guidance-on-shielding-and-
protecting-extremely-vulnerable-persons-from-covid-19#cev 
 
11

 「風險族群」(at- risk group)定義：血癌、糖尿病、失智症、心臟疾病、胸部不適或呼吸困難、慢性腎臟病、肝臟疾病、免疫系統疾病、進行過肝臟移植者、中風、神經性或肌肉萎
縮症、嚴重學習障礙、脾臟割除或細胞疾病、嚴重體重過重、嚴重精神疾病者等。COVID-19 vaccination first phase priority groups - GOV.UK (www.gov.uk) 

 
14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immunization/national-advisory-committee-on-immunization-naci/guidance-prioritization-key-populations-covid-19-
vaccination.html 
15

 When will I get a COVID-19 vaccine? |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9mcqWyq51P_aYADuh3rTBA?gclid=Cj0KCQjwlMaGBhD3ARIsAPvWd6jyMJkkewtNlkIFrn69NKURYaZNQTlRR-RqaXznLoWCwqRPMn4Z_0waAjr-EALw_wcB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9mcqWyq51P_aYADuh3rTBA?gclid=Cj0KCQjwlMaGBhD3ARIsAPvWd6jyMJkkewtNlkIFrn69NKURYaZNQTlRR-RqaXznLoWCwqRPMn4Z_0waAjr-EALw_wcB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vid-19-vaccination-care-home-and-healthcare-settings-posters/covid-19-vaccination-first-phase-priority-groups#fn: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uidance-on-shielding-and-protecting-extremely-vulnerable-persons-from-covid-19/guidance-on-shielding-and-protecting-extremely-vulnerable-persons-from-covid-19#cev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uidance-on-shielding-and-protecting-extremely-vulnerable-persons-from-covid-19/guidance-on-shielding-and-protecting-extremely-vulnerable-persons-from-covid-19#cev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vid-19-vaccination-care-home-and-healthcare-settings-posters/covid-19-vaccination-first-phase-priority-groups#fn:1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immunization/national-advisory-committee-on-immunization-naci/guidance-prioritization-key-populations-covid-19-vaccination.html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immunization/national-advisory-committee-on-immunization-naci/guidance-prioritization-key-populations-covid-19-vaccination.html
https://www.health.gov.au/initiatives-and-programs/covid-19-vaccines/getting-vaccinated-for-covid-19/when-will-i-get-a-covid-19-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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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系統運作 

(1). 住宿型長照機構

住民及其照護者 

(2). 居家式和社區式

長照機構及身障

服務照服員及服

務對象 

(3). 其他機構(含矯正

機關工作人員) 

(4). 洗腎患者 

6. 感染後容易產生

嚴重併發症或導

致死亡者(75 歲

以上長者、孕婦) 

7. 維持國家安全及

社會機能正常運

作者 

8. 感染後容易產生

嚴重併發症或導

致死亡者(65-74

歲長者) 

9. 感染後容易產生

嚴重併發症或導

致死亡 

7. 60 歲以上 

8. 55 歲以上 

9. 50 歲以上 

10. 其餘人口(待定) 

 

第二階(2021.6.14)13 

1. 40-49 歲 

2. 30-39 歲 

3. 18 歲以上 

 

★照顧者定義： 

1. Covid-19 高風險族

群的主要照顧者 

2. 醫師記錄為照顧者 

3. 請領照顧津貼或經地

方當局評估為照顧者 

 

★照顧者優先考量：若主

要照顧者(main carer)染

疫，則被照顧者的福祉將

陷入風險。 

擊的弱勢族群 

5. 急救人員(警察/消

防等) 

6. 無法遠距工作的第

一線人員 

7. 因年老因素面臨高

染疫風險者與主要

照顧者。 

 

第三階段： 

1. 16-59 歲患潛在疾

病可能因染疫導致

重症者與其主要照

顧者。 

2. 50-59 歲未有潛在

疾病者 

3. 維持醫療量能之非

第一線工作者。 

4. 非第一線的必要工

作者。 

第二階段(進行中)： 

1. 40-49 歲成人 

2. 16-49 歲原住民 

3. 16 歲以上長照保

險使用者

NDIS(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與其主要

照顧者(不限年

齡，提供任何官方

文件或案號等即

可) 

4. 50 歲以下有澳洲

臨時護照取得旅遊

豁免者 

 

第三階段(研擬中)： 

16 至 39 歲者、16 歲

以下兒童(尚待 ATGAI

批准)。 

 

★照顧者優先考量： 

1. 主要照顧者(有酬

或無酬)可優先接

種。16 

(1). 照顧老年或身障機

構住民 

 

★部分州採取家庭照顧者優先政策

(2020.12 至 2021.03)  

1. 特殊醫療狀況(16 歲以下/成人患有發

展性遲緩、唐氏症、癲癇、腦麻、致

命性疾病或依賴醫療儀器維生或當地

資源匱乏因素)的家庭照顧者優先接

種，如：加州(同戶且實際照顧的照顧

者須向地區中心註冊)、阿肯色州、伊

利諾州、密西根州、明尼蘇打州、密

蘇里州、新罕布夏州、北卡羅萊納州

(若有實際照顧視為 healthcare 

worker)、奧立岡州、賓州(有使用長

照服務)、南卡羅萊納州、田納西州、

佛蒙特州、維吉尼亞州、華盛頓州、

威斯康辛州(有使用長照服務)等。 

2. 主要照顧者可優先接種，如：科羅拉

多州、堪薩斯州、羅德島、西維吉尼

亞州、懷俄明州等。 

3. 照顧 65 歲以上長者的主要照顧者(同

戶且實際照顧)可帶被照顧者一同接

種，如：阿拉斯加州、喬治亞州。 

 
13

 COVID-19 vaccination: a guide to phase 2 of the programme - GOV.UK (www.gov.uk 
16

 Priority groups for COVID-19 Vaccination Program: Phase 1b (health.gov.au) 

https://www.health.gov.a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21/03/priority-groups-for-covid-19-vaccination-program-phase-1b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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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4 歲具有易

導致嚴重疾病之

高風險疾病者 

(2). 罕見疾病及重大

傷病 

10. 感染後容易產生

嚴重併發症或導

致死亡者(50-64

歲成人) 

(2). 照顧 70 歲及以上

人士 

(3). 照顧患有特定基礎

疾病者 
(4). 照顧患有特定潛在

疾病的兒童 
 
2. 協助任何年齡層失

能者的工作者、照
顧者（有酬或和無
酬）和志工，只要
提出相關證明，可
獲得優先接種17 

• 家裡 
• 照顧機構或住宅 
• 喘息設施 
• 教育環境， 
• 支持就業環境 
• 休閒或社區設施 
• 運輸或倡導服務 

 

第二階段(2021.04.19)：所有未在第一階

段列入的 16 歲以上者。 

 

★照顧者優先考量：針對 covid-19 高風

險或特定疾病被照顧者最好的保護政策，

是連同他們的家庭照顧者一起接種疫苗。

通常為同戶且實際提供照顧者。 

 
17 Vaccination information for people with a disability, carers, volunteers and disability support workers | Coronavirus Victoria 

https://www.coronavirus.vic.gov.au/vaccination-information-people-dis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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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全球疫苗接種概況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country=OWID_WRL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country=OWID_WR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