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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科學線上直播 

BA.5.11.26 科學防疫 

2022 年 11 月 09 日 

Omicron BA.5及相關亞變種病毒逐漸取代BA.2成為主要變種病毒株，由於Omicron 

BA.2 及 BA.5 快速傳播，台灣和其他國際上國家過去經驗相同社區無症狀及輕症潛在

及通報感染相當多數，因此面對整體防疫思維應和過去”COVID-19 清零”政策及早期

Omicron BA.2 流行應該不同，因為感染 BA.2 民眾康復者在科學證據上除了少數(約 4%)

再次感染 BA.5 之外大多數民眾康復之後 5 個月內應具有自然免疫保護力，如此 6~8 月

BA.2 及 9~11 月至今 BA.5 康復者加起來會形成免疫保護防火牆，至少在 11 月底以前這

樣自然免疫保護力應該可以阻止即使群聚大波社區流行。 

 為了解此自然免疫保護力及疫苗追加劑隨時間效益消失(Waning)，本週將報導

目前推估台灣 18 歲以上民眾 BA.2 及 BA.5 感染率，以及次世代疫苗施打和四劑追加劑

綜合可能社區免疫保護力，依此來進行台灣社區免疫保護力每二週持續監測，作為大型

群聚防疫安全科學實證，以維持大型群聚新常態生活。 

雖然社區免疫保護力防火牆築起 BA.5 及其相關變種病毒，對於其他未感染族群及

已感染高齡長者及具共病脆弱族群仍然會有中/重症威脅，因此對於確診個案及密切接

觸者特別是脆弱族群隔離時間應該和其他一般族群不同，而且疫苗追加劑施打狀態也會

影響隔離時間，本週會依據 Omicron 感染經驗推估 BA.5 在不同疫苗狀態及危險族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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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精準隔離時間，並和國外經驗進行比較，同時也依國外快篩檢測及隔離時間之關係說

明為何需要”5+N”之必要。 

 同時也會針對目前 NPI 特別是口罩在大型群聚所秉持防疫自主軟性管理以避

免因為大型群聚而產生可能新型亞變種病毒出現，並減少感染脆弱族群造成中/重症。 

 其他科學部分也將報導最近針對中/重症所建立預測指標及針對新型口服抗病

毒藥物以及送次世代疫苗到南非健康平等權報導。 

 

馬特·格勒寧作品影集《乃出個未來(Futurama)》講述在 21 世紀到 31 世紀之間，人

類將聰明的腦袋基因儲存下來，建立一個腦部基因元宇宙博物館，這一直是許多相關電

影或影集所探討的夢想。而在作家筆下的世界已經發展出如何利用技術，將這些相當優

秀的領袖、領導者、企業家、學者等等的頭腦保留下來。該博物館將地球上過去曾經擔

任總統的腦袋基因保留，它是透過特殊介質 H2OGfat 液體來製作，並將這些寶貴的智

慧保留下來，這些都是根據影集中 Prof. Farnsworth 的想法而來。故事道出了今天我們

看到的病毒是不是也如同人類的思維，從演化觀點來講，在新冠肺炎中，從武漢病毒株

到 Alpha, Beta, Gamma, Delta 到後來的 Omicron 以及 Omicron 所產生的許多的變異株，

像是 Omicron 的 BA 所屬亞變種病毒，很多都有保留包括 Alpha 或是武漢變種病毒株的

隔代印記，也就是他會把過去變種病毒的變異點儲存下來，利用好的變種病毒變異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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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人類，這些離作者所描寫的腦智慧基因元宇宙概念故事內容已經不遠，不再只是人

類的夢，也道出了今天人類在元宇宙上面的發展。。 

 

全國中症/重症/死亡疫情監視 

台灣近期確診個案有逐漸下降的趨勢，除了可能有低通報情形外，當然也有可能

隨著感染人數增多，造成自然感染免疫保護力增加，使確診個案可能往下降，從本週

趨勢看來如此，而更重要的是要對中重症死亡疫情監視，可以看到本週中症率事實上

是往下降，能預測當中症率漸漸下降後，未來重症率及死亡率也會開始漸漸下降。從

九月開始持續累積的重症個案，到目前為止還無法使重症率下降，表示 Omicron 雖然

大部分都是輕症，若一旦變成重症所引起的死亡率及後果並不會比 Delta 病毒來得

輕。這些從國際間的學習，台灣似乎也是一致的狀況，因此對於中症到重症的阻斷以

及中症率的降低都非常重要，而本週死亡率與重症率一樣尚未開始往下降，仍須持續

監視。但目前中症率已逐漸開始往下降，將持續觀察及監測後續重症率及死亡率是否

也會隨著時間跟著減少。。 

台灣社區免疫保護力估計 

整體社區保護力不單單只來自於疫苗。隨著時間推進，台灣在歷經 BA.2 以及

BA.5 感染流行後，逐漸累積不少自然感染免疫保護力。除此之外，台灣第三劑疫苗接

種率在國際間相當地高，但因為第三劑疫苗效益會隨時間逐漸消失，因此需要接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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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劑疫苗。除了疫苗保護力會隨時間下降外，因自然感染而產生的保護力也會隨著時

間下降。對此，我們團隊對於社區免疫保護力進行估計。估計結果顯示，10 月份自然

感染產生的保護力仍具有 57%，再加上從 10 月以來接種次世代疫苗以及接種原始疫苗

作為第四劑產生 11%保護力，整體社區免疫保護力目前達 68%。隨著時間過去，自染

感染保護力也會隨之下降，到了 11 月時因感染產生的保護力只剩下 50%，若次世代疫

苗可維持現階段接種率，雖然有可能出現疫苗失效情形，僅能產生 10%保護力。因此

在 11 月時整體有 60%人受到保護，到了 12 月自然感染及疫苗保護力分別為 46%以及

12%，整體社區免疫保護力仍可產生約 60%保護力。因此鼓勵須要接種次世代疫苗的

族群，如年長者、脆弱族群、慢性病族群等儘快施打次世代疫苗，來補足因自然感染

及疫苗隨時間失效而造成下降的免疫保護力。台灣目前 18 歲以上次世代疫苗接種率僅

7%，而原始株第四劑疫苗接種率僅 11%，因此仍須加強接種次世代疫苗以及第四劑疫

苗。對此，我們認為社區免疫保護力對於大型群聚活動防疫思維是非常重要的。 

每兩周監測免疫保護力及次世代疫苗接種建議 

從 11/1 日起，每隔兩周監測一次免疫保護力。無疫苗的免疫保護力的族群會從

32%增加至 42%，對於無疫苗保護力族群應給予接種次世代疫苗的建議。先前曾在

6/15 前感染者，應在 11/15 前接種次世代疫苗；在 7/30 前感染者應在 12/31 前接種次

世代疫苗，依此類推應在感染後 5 個月內盡快接種次世代疫苗，這對於提升社區免疫

保護力以及預防中重症而言十分重要。此外，第三劑疫苗也會隨著時間而失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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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 8/15 前接種第三劑疫苗者應在 11/15 前接種次世代疫苗，而在 9/30 前接種疫苗

者須在 12/31 前接種次世代疫苗。以上的接種時程是我們認為精準次世代疫苗施打策

略，這對於台灣如何維持三分之二以上社區免疫保護力非常重要。如果可以按照此接

種時程接種次世代疫苗來維持台灣社區免疫保護力，對於台灣再大型集會時面對新型

亞變種病毒例如 XBB、BF.7 以及在歐洲盛行的 BQ.1 阻止再一波大型感染流行有非常

大的幫忙，特別是入冬之後。 

對抗新型亞變種病毒 SWOT 分析 

以目前台灣情形來看，我們的優勢(S)為我們具有 60%社區免疫保護力以及良好的

防疫文明，而最大劣勢(W)則是感染及疫苗保護力隨著時間失效以及為了恢復新常態

生活而鬆綁 NPI 措施。遇到機會(O)則是我們擁有次世代疫苗、供應很好的次世代疫苗

以及做好精準 NPI 措施。目前所面臨的威脅(T)包含出現新型亞變種病毒，例如

XBB、BQ.1 以及 BF.7，還有因大型集會活動群聚造成新型亞變種病毒流行傳播。從此

分析可以得知，目前台灣的優勢及機會(S+O)會大於劣勢以及威脅(W+T)。 

大型集會群聚防疫 

因此，我們對於大型集會群聚防疫有一些建議。根據 60%社區免疫保護力優勢下，

提出兩點防疫措施，一是精準次世代疫苗接種，雖然台灣目前次世代疫苗接種率不高，

但仍希望針對感染及疫苗失效者，特別是高危險族群，應加強施打次世代疫苗。二是精

準及軟性 NPI 措施，對於大型集會的口罩措施，我們希望能慢慢從硬性轉為軟性，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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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應解除戶外或在非大型集會場所時口罩規定，從硬性管理措施轉變為軟性自主管理。

但對於大型集會時(包含在公共場所、大眾運輸上)仍須維持口罩、社交距離以及清消措

施，特別是在入冬之後，面對新型亞變種病毒，這正是我們所認為的精準及軟性 NPI 措

施。 

COVID 變異群對冬季疫情威脅 

 COVID-19 自 2019 年冬季以來，我們發現這隻病毒不會因為季節的變化而影響其

傳播的能力，而其變種也陸續帶來好幾波的疫情，如 2020 年中的 alpha 與 grmma 病毒

株，到目前 Omicorn 病毒株，尤其 Omicorn 變種又陸續突變一系列的子變體，例如 BA.1、

BA.2，目前為主流 BA.5 病毒株，近期 BA.5 又突變為 BQ.1 還有 XBB 的病毒株， 

那麼這些突變株的成功可以歸功於棘蛋白中的受體結合區域的關鍵變化，突變的越多，

則生長的越快，例如 BQ.1 後代 BQ.1.1，有 6 個 RBD 的突變區域，讓他在歐洲與北美

地區迅速崛起。這些變異特性使的 COVID-19 在冬季的疫情更加難以預測，目前台灣地

區的突變株已 BA.5 為主，目前也發現部分本土個案檢出 XBB 或 BQ.1 的突變株。XBB

突變株目前主要在新加坡與印度間流行，BQ.1 則以 BQ.1 為主。因此仍要呼籲接種次世

代疫苗，為了對變異株提供更好的保護力，與避免中重症、死亡的風險，提升社區的保

護力，以降低未來可能的疫情風險。。 

 

自然感染與疫苗施打後隔離檢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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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感染與疫苗對 BA.5 保護力 

近期德國利用施打三劑 mRNA 後，區分未感染者、BA.1 突破性感染者及 BA.2 突破

性感染者以假病毒檢視其對於不同變種病毒株的中和抗體表現，面對 BA.4/5 感染與

原始株相比，未感染者與 BA.1 突破性感染者及 BA.2 突破性感染者血清中和抗體活

性分別下降 5 倍及 2.5 倍，活病毒中和抗體活性亦有相同趨勢，顯示 BA.2 因與 BA.4/5

共享相同的突變位點，BA.2感染與BA.4/5 有交叉免疫中和反應(Muik A, et al., 2022)，

較能避免免疫逃脫及保護避免受 BA.5 感染。雖是如此，然研究亦顯示在感染後保護

仍會隨時間失效，如日本研究之前感染 BA.1 或 BA.2，BA.5 再感染約為 6%，保護期

間約 5 個月(Koga et al., 2022)，另外，感染 Omicron 後，家戶中二次侵襲率超過 5 成，

但隨接觸者疫苗施打越完整，侵襲率越低(Jalali et al., 2022）。為防範社區群聚而產生

可能的接觸感染，自然感染失效或疫苗失效，對於高危險族群仍應建議施打次世代疫

苗形成保護力。 

COVID-19 病症嚴重度預測 

Omicron 變異株感染的症狀相較於 delta 變異株輕微，中重症發生率也相對較低，然

而針對感染 Omicron 變異株病患一旦演變重症，則其後續風險是更高的，因此其相關

共病因子、臨床狀況及是否有特別的病毒突變型態等也值得進一步了解。在法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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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世代研究，在 2021 年 12 月 7 日到 2022 年 3 月 1 日期間，針對收集到 259 名

感染 COVID 而住進加護病房的病患去分析他們臨床表徵上的不同時，發現在感染Ｏ

micron 變異株病患身上，在免疫抑制、疫苗施打次數、高血壓和糖尿病的共病等都有

很高的佔比。在 SAPS II(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core 和 SOFA II 

(Simplified Acute Physiology Score II)，感染 Omicron 變異株組別比起感染 delta 變異

株組別組有更高的分數，這也反應了在 Omicron 重症病患往往可見後續更嚴重的肺

外器官衰竭，包含了腎衰竭和血液衰竭等。此外，感染 Omicron 變異株的重症病患身

上，伴隨免疫功能不全者比起免疫功能正常者，有顯著更高的一個死亡 (46.9% 

vs.29.7%；p=0.009)。在感染 Omicron 變異株的重症病患中免疫不全組，比較有打疫

苗者(兩劑(含)以上)和沒打疫苗者其產生免疫反應的血清抗棘抗原抗體濃度並未達統

計顯著(p=0.16)，顯示免疫不全組者較差的疫苗效益。 

    針對感染 Omicron 變異株的重症病患，尤其當中伴隨慢性共病和免疫功能不全

的族群，如何利用精準醫學或個人化醫療來降低其疾病風險，在 Gano-Gamez 這篇研

究中提到運用所謂 SRSq(quantitative sepsis response signature)分數去反映病患的免疫

失能程度並預測相關臨床結果。作者使用了全血在轉錄體學基因表現的檢測，透過高

通量技術的微陣列分析與次世代RNA定序去發掘該疾病在不同分層的基因印記(gene 

signature)並建立相關的基因索引地圖，進而估計出 SRSq 分數(分數為 0 到 1；分數越

高反映該疾病的嚴重度)，接著透過機器學習，篩選出預測正確度最好的模型，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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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嚴重度的預測。可看到在隨住院天數演進，SRSq 分數減低幅度越大者有更好存

活率的表現，而 SRSq 分數降低有限者其存活率則較差。 將此 SRSq 分數應用在

COVID-19 病患的分析，同樣可見 COVID-19 重度病患有較高 SRSq 分數，健康族群

則 SRSq 分數最低。 

    應用在 COVID-19 臨床情境上，透過全血基因表現檢測來進行疾病嚴重度的預測

及提供即時個人化醫療的介入，如對重症高風險患者施予人工呼吸器的使用，預期可

有效改善其預後並降低死亡率。 

疫苗接種後效益監測 

 接種疫苗產生的不良反應 

隨著台灣面臨開放的情況下，該如何進一步預防中重症個案數增加，其中最關鍵

的就是引進疫苗。不論是自然感染或是接種疫苗都會隨著時間失效，進而失去保

護，此時最根本的解決方式就是施打疫苗。可能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接種次世代

疫苗會產生什麼副作用？不良反應會不會很嚴重？可能有很多人會因為可能發

生不良反應而不敢接種疫苗。美國在 8月到 10間，12歲以上族群有 9%接種次世

代疫苗。其中 21萬人主動回報接種疫苗後的不良反應，除此之外還有 5542件是

由醫療機構通報疫苗不良反應。在自主通報的結果顯示不論是哪種疫苗，仍以局

部疼痛為主，其他症狀向是頭痛、發燒、畏寒等症狀較少，這些大多都是較輕微

的不良反應。在醫療機構通報出來的結果亦是如此。從這些結果顯示，這些由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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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疫苗產生的不良反應並沒有比原始疫苗株來得多。與新冠肺炎病毒感染引起

的不良反應以及產生終至重症或是死亡相比，疫苗所產生的不良反應是更加輕微。

因此接種疫苗效益比不接種疫苗而被自然感然要來得好。(Anne M. Hause, PhD1 

et.al,2022) 

 莫德納次世代疫苗預防 BA.4/BA.5 效益 

一美國研究利用數學模型推估 2022 年秋季實施原始莫德納疫苗及次世代疫苗作

為追加劑潛在影響，然而目前仍未有莫德納次世代疫苗對於疫苗預防 BA.4/BA.5

感染及死亡效益，因此透過中和抗體濃度間接推估次世代疫苗 mRNA-1273.214 

及 mRNA1273.222對於 BA.4/BA.5 預防效益。此研究當時模擬不同疫苗及不同施

打時程對於預防感染及死亡效益，包含 (1)無追加劑、(2) mRNA-1273 (2022/09

施打)、(3) mRNA-1273.214 雙價疫苗 (2022/09 施打)以及(4) mRNA1273.222 

(2022/11施打)。與未接種追加劑相比追加劑施打預防感染效益，未接種者具有

較高的感染風險，而部分可能會因為等待新的次世代疫苗時間較長而錯失了加強

免疫的時機。與未接種追加劑相比莫德納追加劑施打預防住院效益，9月施打原

始疫苗效益為 42%、施打次世代疫苗 mRNA-1273.214為 48%，而於 11月施打次世

代疫苗 mRNA-1273.222效益為 25%，顯示應盡早施打目追加疫苗或是次世代疫苗

以有效預防感染及死亡。(Spyros Chalkias et al,.medRxiv preprint June 25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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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棘突抗體濃度 

在接種第一劑疫苗後，BNT 疫苗上升速度比 AZ 疫苗快，但在 8 周之後，這兩種

疫苗都達到相同高峰；到了 12周後 BNT疫苗反而會微幅下降，而 AZ疫苗反而會

稍稍上升。在接種第二劑疫苗後兩周，BNT 抗體濃度會遠高於 AZ 疫苗的高峰，

隨後會逐漸下降，兩種疫苗下降程度差不多。但是打完兩劑基礎劑的人，其抗體

明顯比僅接種一劑的人高。再進一步分析抗體濃度與什麼物質有關，例如有糖尿

病、免疫抑制疾病、心臟衰竭、慢性腎衰竭、癌症等，這些人的抗體濃度特別低，

下降速度較快。因此也回應脆弱族群再接踵完疫苗後，要再追加疫苗以保護自己，

因其抗體濃度本身較低且會逐漸衰退，因而失去保護力 (Madhumita 

Shrotri1,2022) 

COVID-19 抗病毒藥物新知 

S-217622 作為主要蛋白酶抑制劑，經研究證實可有效抑制 SARS-CoV-2 病毒量。在動

物實驗中與目前臨床作為抗病毒主要藥物 Molnupiravir 比較，S-217622 抑制感染者病

毒量與肺部損傷情形效益更顯著。藉由比較 SARS-CoV-22 藥物抑制 50%病毒含量的

效力，結果證實 S-217622 與現行臨床用藥具有相似的抗病毒效力，並且在動物實驗

中較少出現副作用，未來有望進入人體試驗，發展更佳的抗病毒效力且更少副作用的

抗病毒藥物。（Sasaki,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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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平權—防疫物資分配 

 面對 COVID-19 的六項原則 

由 Lazarus 等學者召集來自 112 個國家當中橫跨各領域的專家，評估各國對於新冠

肺炎的回應策略。經嚴謹研究方法，歸納出六項原則作為全球回應 COVID-19 的共識。

「著重疫苗施打」計劃，持續開發針對不斷變異的變異株疫苗，疫苗施打間隔時期也應

遵循最新的科學發現而修訂；面對疫情的時刻，政府應與醫療、社區單位維持良好夥伴

關係，執行疾病監測並共同「提倡預防手段」；高度醫療需求造成醫療量能緊繃，政府

與醫療單位應共同「強化醫療系統」，保護醫療工作者的身心福祉並發展精準治療；隨

著不同變異株流行，應「擴展科學研究」加速發展科學新知；由政府協同社區或相關單

位，「有效傳遞防疫科學知識」，並管理錯誤資訊，以提升民眾取得科學新知；透過全球

共同合作解決疾病預防藥物供應鏈困境，以「消除健康不均」並減緩新冠肺炎帶來的社

會、經濟與健康衝擊。（Lazarus et al., 2022, Nature）。 

 COVID-19 藥物捐贈至貧窮國家 

藥物製造因監管流程與專利法的限制，造成供不應求情形，藥物市場上的價格也因

此升高，再加上新興國家製藥公司無法負擔大筆資金取得藥物專利權，都將減損全球人

民對於醫療取用的平等性。由美國輝瑞製藥商開發的 Paxlovid 抗病毒藥物已使用於臨

床治療，但在醫療有限或是藥物配給制度未臻完善地區，對於感染族群取用抗病毒藥物

將造成挑戰。目標使抗病毒藥物送入中低收入國家的 COVID Treatment Quick Start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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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與諸多公私夥伴合作，今年九月已捐贈十萬次療程 Paxlovid 藥物量，開展計畫建立

藥物取用機制，期望 2023 年可擴大這些國家確診中高風險者的抗病毒藥物取得規模。

為了解決藥物供給不足與高價困境，該聯盟正嘗試轉往開發較低價格、Paxlovid 非專利

版本藥物，提升治療藥物在這些國家的供給量，以減緩全球加劇的健康不均差距。以上

皆提醒我們應謹記全球夥伴關係在面對 COVID-19 時期的重要性，並且應努力將預防性

防疫物資加速送入無法負擔高價藥物的中低收入國家，避免未來面對新變異株，可能在

覆蓋率低的國家造成的地方流行，衍生成大流行的風險。（Ledford, 2022, Nature） 

以上內容將在 2022 年 11 月 02 日(三) 09:00 am – 10:00 am 以線上直播方式與媒體朋友、

全球民眾及專業人士共享。歡迎各位舊雨新知透過新冠肺炎科學防疫網站專頁觀賞直播！ 

 新冠肺炎科學防疫園地連結: https://www.realscience.top 

 Youtube 影片連結: https://reurl.cc/gWjyOp 

 漢聲廣播電台連結: https://reurl.cc/nojdev 

講者： 

陳秀熙教授/英國劍橋大學博士、陳立昇教授/臺北醫學大學、賴昭智醫生、陳建宇醫

師、林庭瑀博士、魏仕翔、蔡芳均 

聯絡人：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GlaS1tUZLGHeUACqa3T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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