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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相关的法律问题及企业应对措施 
律师 绪方 绘里子 

律师 清水 美彩惠 

前言 

距离日本因新冠肺炎第一次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已过去大约两年，和其他国家一样日本目前也在推进新冠疫苗的接

种。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截止到 2022 年 2 月 24 日，在日本完成两次接种疫苗的人数占总人口的 79.1%1。虽然

感染人数曾一度呈减少趋势，但从 2022 年年初开始，由于感染力非常强的变异株“奥密克戎”的蔓延，感染人数再

次急剧增加，现在已开始了第三次疫苗的接种。 

 

企业对员工负有安全考虑义务(劳动合同法第 5 条)，在新冠疫情时期，对工作场所也应当采取适当的传染病防扩

大对策。假设公司发生了新冠病毒的聚集性感染，或者员工因新冠而死亡（在公司里感染的可能性较高）等情况下，

也不排除企业会被追究违反安全考虑义务责任的可能性。 

 

由于新冠疫苗在预防新冠发病等方面具备一定的效果，企业也被期待积极致力于促进员工的接种疫苗，但是，新

冠病毒疫苗与流感等疫苗相比副反应更大，因此也存在不希望接种的人。 

 

因此，以下将围绕新冠疫苗接种的法律问题和企业可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探讨。 

企业可否强制员工接种新冠疫苗？ 

在美国，拜登政府于 2021 年 9 月制定了预防新冠感染的对策，该对策实质上要求，拥有 100 名以上员工的企业

有义务使员工接种疫苗新冠。据此，各企业推进员工的疫苗接种，也出现了企业解雇拒绝接种疫苗的员工等事例。然

而，2022 年 1 月 13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达了不支持政府将接种疫苗义务化的意见，引起了激烈讨论。 

 

日本的新冠疫苗接种适用《预防接种法》第 9 条的规定，仅限于“努力义务”。 因此，企业不能强制员工接种疫

苗，厚生劳动省网站的《新冠疫苗问答》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2。 

 

如上文所述，企业对员工负有安全考虑义务(劳动合同法第 5 条)，有责任采取适当的传染病防扩大对策。对于在

业务性质上需员工之间面对面共同作业的岗位、或是需要与顾客面对面接触的岗位，比如接待业、窗口业务等，感染

的危险性高，尽可能要求员工接种疫苗的需要是存在的。另外，有些国家对于已接种疫苗的人员放宽了出入境限制，

因而需出国出差的企业也有推进接种疫苗的需求。 

 

因此，以下本文将讨论当存在不希望接种疫苗的员工时企业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对于不希望接种疫苗的员工，企业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1． 能否将其调换（分配）至不与人接触的业务岗位？ 

在日本，公司的就业规则、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一般都会规定“业务上必要时可以命令其调换岗位”的内

容，存在这样的规定时，（只要不是已经和该员工就岗位种类、工作地点进行了限制性的约定，）用人单位（企业）就

                             
1 https://vdata.nikkei.com/newsgraphics/coronavirus-japan-vaccine-status/ 
2 厚生劳动省《新冠疫苗问答》“不希望接种新冠疫苗时是否可以不接种”。 

  https://www.cov19-vaccine.mhlw.go.jp/qa/0053.html 

https://vdata.nikkei.com/newsgraphics/coronavirus-japan-vaccine-status/
https://www.cov19-vaccine.mhlw.go.jp/qa/0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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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不用获得该员工个别同意的情况下，命令其调换岗位（以下称为“调岗”）。然而，对于用人单位的调岗命令权，

在判例上存在一定限制，即如果存在以下特殊事项时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1）用人单位存在不当动机、目的时，

（2）将业务上的调岗必要性和调岗给劳动者带来的不利相比较，给劳动者带来的不利显著超过了劳动者通常愿意承

受的程度等情况。 

 

若不希望接种疫苗的员工从事接待岗位或是一般业务中需与人接触的岗位时，又或是必须和其他员工面对面共同

工作的情况时，作为用人单位，在业务上有必要采取新冠感染的防护对策。 

 

为了防止感染，在新冠流行时，(除非另有特殊情况)将从事接待业务和窗口业务等与不特定多数人接触机会多的

员工暂时调岗到与人接触少的业务的行为，不会被认为存在不当动机、目的。 

 

因此，作为用人单位，对于不希望接种疫苗的员工，在研究完该员工负责的职务内容、感染预防的必要性程度、

有无调岗以外的感染防止对策、对该员工造成的预想不利程度等情况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该员工暂时调岗到不

与人接触或较少接触的业务也是一种选择。不过，若员工因疾病等原因而难以接种疫苗，对于这种情况下的调岗，有

必要慎重研究，应在得到员工理解后进行。 

 

另外，厚生劳动省在网站上发布的《有关新冠的问答(面向企业)》中也表明了立场:对于不希望接种疫苗的员工，

并不是一律禁止用人单位调岗3。 

 

2． 关于出差，能否只安排已接种疫苗的员工出差？ 

关于出差，基本可以和 1 中的调岗一样考虑。命令谁出差，是用人单位的指挥命令权，除了被认为是滥用权利的

例外情况，均可由用人单位自行决定。出差时会出现不得不使用公共交通等多人使用的移动交通工具的情况，所以一

般来说，在选择出差人员时也应该考虑是否接种过疫苗。 

 

因此，对于临时性的出差，可以从多个出差候选人中优先选择进行过疫苗接种的员工。尤其，很多国家的出入境

管制因有无接种过疫苗而异，因此在新冠肺炎蔓延的情况下，这种安排被视为用人单位滥用权利的可能性很低。 

 

3． 是否可以命令其在家办公？ 

是否可以强制要求不希望接种疫苗的员工在家工作，以接种疫苗为去公司上班的条件？ 

 

如果彼时存在新冠病毒蔓延等情况，预防感染必要性较高时，我们认为可以对不希望接种疫苗的员工附加在家办

公的义务。 

 

关于这样的业务命令，虽然有可能会被员工主张为职权骚扰(其一种类型：“使之脱离人际关系”)等，但若在家

办公基本可以进行业务时，为了预防职场聚集性感染，在感染扩大时是可以命令在家办公的。此时，如果有不能在家

进行的业务，也需要考虑采取减少员工和其他人的接触，允许短时间上班，并促进线上交流，以避免产生疏远感等的

措施。 

在录取新人时，能否将接种新冠疫苗作为录取条件？ 

最后，在录取新人时（无关已经有劳动关系的员工），能否将接种新冠疫苗作为录取条件？ 

 

企业在录用员工方面是有录用自由的，只要没有法律等特别的限制，就可以自由决定录用什么样的人。法律禁止

在招聘和招聘考试时根据性别、年龄、有无残疾等进行歧视，但目前还没有法律禁止将疫苗接种作为招聘条件，因此

也没有禁止企业在招聘新人时以新冠疫苗的接种为条件。 

 

不过，如上所述，接种疫苗是一项努力义务，应该慎重考虑业务是否需要接种疫苗这个问题。另外，在招聘面试

中，出于业务上的必要性在向应聘者询问有无接种疫苗的问题时，最好能考虑到应聘者的隐私等，传达出回不回答都

可以的意思。 

 

另外，在厚生劳动省网站的《有关新冠的问答(面向企业)》中，关于以接种新冠疫苗作为招聘条件之事，厚生劳

动省表达了希望公司充分研究如此要求的理由的合理性，以及向应聘者预先表明其理由后再进行招聘。但是厚生劳动

省同时表明了，以新冠接种疫苗为条件之事本身并没有被禁止4。 

                             
3 厚生劳动省《有关新冠的问答(面向企业)》，10-问 12“能否将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劳动者调整岗位至不与人接触的业务岗 位上？”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enkou_iryou/dengue_fever_qa_00007.html#Q10-12 
4 厚生劳动省《有关新冠的问答(面向企业)》，10-问 12“能否将接种新冠疫苗作为录取的条件？”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enkou_iryou/dengue_fever_qa_00007.html%23Q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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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新冠疫情将长期持续，企业被迫因此进行与以前不同的员工管理方式。今后，我们还会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法

律的修改，就企业的关心事项撰写相关文章。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enkou_iryou/dengue_fever_qa_00007.html#Q10-13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enkou_iryou/dengue_fever_qa_00007.html%23Q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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