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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科學線上直播 

從”Microbiota”談 COVID-19 大流行解封 

2022 年 9 月 28 日 

隨著全世界 BA.5 及 BA.4 疫情趨緩，大多數國家大多邁入「地方流行」防疫，此

也表示 COVID-19 世界大流行隧道已經慢慢接近盡頭出現曙光，此包括境外解封及地方

流感化趨勢瀰漫世界各區域。台灣地區雖然受 BA.5 小流行之影響，也隨著國際步伐著

手準備「大流行」→「地方流行」轉型期，此包括國際防疫解封(3+4→0+7)由居家檢疫

退場改由自主防疫提升，以接軌未來地方流行社區監視提前部署。 

為了了解為何世界大流行解封之「見微知著」道理，本週以 Microbiota 觀點談討

COVID-19 大流行如何改變此腸道微生生態平衡而可能造成衝擊及影響來支持及強化

對於解封「大流行」成為「地方流行」背後哲學。 

科學部分，本週首先探討大流行期間運動及飲食習慣改變對於代謝相關風險影響，

並剖析(1) Microbiota 與新冠肺炎感染及其嚴重度相關性以及 (2) 感染新冠肺炎後

Microbiota 變化之雙向關係，再者亦針對腸道菌與長新冠風險進行相關實證報導。除了

Microbiota 之外，最後也探討在 COVID-19 期間身體活動減低對於心理健康影響，並依

上述科學實證著重討論「大流行」到「地方流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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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特·格勒寧作品影集《乃出個未來(Futurama)》講述到原本在 2511 年已被消滅

的流感病毒，在 31 世紀再度出現並且引起一波流行。Phillip Fry 在 1988 年跟父親去釣

魚時掉入水池而感冒，雖然之後痊癒了，但病毒仍存留在體內。在 Phillip 被冰凍的

1000 年間，存在他體內的流感病毒只有降低活性，隨著他解凍後，病毒也恢復其活

性。當時 Phillip 無意中打了一個噴嚏，使整個曼哈頓再度出現感冒病毒，造成整個曼

哈頓被隔離布罩住。而 Phillip 因感到愧疚，而準備聽從科學家的建議，藉由感染天竺

鼠的實驗，並取出病毒做出宇宙射線疫苗。隨後此疫苗在 31 世紀被發展出來，讓曼哈

頓解除長期 NPI 所造成的困境，與現今我們面對 Omicron 還是得用疫苗來緩解的狀況

類似。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演化 

 隨著病毒從 Alpha 一直演化至 Omicron，其病毒傳播力越來越強，病毒不斷變異進

而使流行波隨著傳播成長。在將近三年疫情中，公衛防疫措施、疫苗及抗病毒藥物研究

也隨著病毒一起演化，從前期 NPI 到疫苗施打到治療重症及對抗輕症的抗病毒藥物，這

些演變均影響著人類慢慢解封的步調，隨著疫苗的發展開始解放 NPI，各種措施受到影

響，在面對各國已對許多 NPI 解封，以及隨著疫苗、抗病毒藥物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台

灣在心理上對於許多措施的解放是否已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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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新冠肺炎流行及疫苗保護力 

依據台灣的情況來看，在疫情前期 NPI 的手段是全世界的模範生，在 Alpha 之後因

為疫苗施打開始具有保護力，但到了 Omicron 時期因有逃脫免疫的性質而產生許多突

破性感染，疫苗對於預防感染還是有限制，尤其是第一代疫苗。先前因追加劑的原因而

將疫情阻擋延後至四月份左右，隨著疫苗的期望失效、群體免疫無法達到保護感染的情

況之下，感染型態的改變，心態也隨之需要跟著做調整。 

 Alpha 和 Omicron 在台灣社區爆發差異 

台灣過去北部到中部彰化地區 Alpha 流行以及屏東的 Delta 時期都屬於只有小波流

行，這是因當時實施三級警戒。然而，後來由於 Omicron 爆發後，由於高度傳播力使病

情輕症化情況下，感染輕症的年輕人身上會產生免疫保護牆，BA.2 引起的大流行在不

同地理區域的差異，也保護了自然感染產生的社區免疫保護力加上部分的追加劑，面對

今天 BA.5 的流行也是小波的流行，可以看出北北基、桃竹苗和宜花東屬於波峰升高比

較多的，而中彰投、高屏地區的疫情波峰是屬於比較小的，但目前這些地區的疫情的流

行高峰波已開始漸漸往下降。 

 Omicron 確診感染個案疫情監視思維改變 

對於 Alpha 及 Omicron 變異株在 NPI 上思維有所不同，尤其是在確診個案數上，

過去 Alpha 流行時可依據確診個案來評估疫情高低，但現今此思維是需要改變的，原因

為 COVID-19 變種株不斷變異，從可能引起重症的 Delta 到輕症的 Omicron，以及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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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途徑差別，在防疫措施上面疫苗效益減弱及消退，以及 NPI 措施及抗病毒藥物使用皆

使確診個案有所改變，特別是目前在檢測上也從 RT-PCR 轉移到快篩，而影響到無症狀

個案的偵測等，這些思維也帶來了對於無症狀的接觸者，是否還需要做居家檢疫和隔離？

目前幾乎大部分國家皆已經解除居家檢疫及隔離措施，更重要的是各國已經轉入地方流

行監視，在 WHO 尚未宣布情況下，通報以及社區監視均已改回和過去一般傳染病監視

系統。這些都有可能讓現在確診個案無法代表真正確診數，因此開始轉入地方流行監視

時，繼續用確診個案來評估疫情高峰的這種思維應有所改變，不該以數字作為政策決定

依據，而是需要靠疫情中重症監視，此為目前台灣要從大流行走入地方流行需要有的新

思維。 

 

台灣大流行到地方流行 

 台灣 BA.5 本週疫情 

台灣 9/19~9/25 的整體本土疫情開始出現下降趨勢，若以各地區而言，最早出現

BA.5 疫情北北基與宜花東均開始出現感染率下降的現象，其他疫情較晚開始的中彰

投、雲嘉南與高屏地區的疫情則呈現平穩的現象。  

進一步分析各年齡別感染地理差異，可以發現 20-49 歲年齡層的民眾在各個地區

於本週都呈下降趨勢，而 50 歲以上民眾本週感染率的變化與不分年齡層的在各個地理

區域的整體趨勢相當，都是北北基、宜花東呈現下降，中彰投、雲嘉南與高屏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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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則呈現平穩。值的注意的是 20 歲以下的族群僅在宜花東有較明顯的下降，北北基

與中彰投變化不大，而雲嘉南與高屏地區的未成年民眾感染率仍在上升中。 

 台灣中重症死亡上升趨勢 

中重症與死亡的變化通常反應再早一兩週的疫情，因此在本週我們觀察到中症、

重症及死亡的增幅都明顯較前次比較更高，分別上升 71%、 31%以及 17%，但更重要

的是由於 Omicron 的嚴重度較之前的變異株較低，在絕對發生率上每日中症率仍低，

9/24 為每十萬人 0.65 例、重症率為每十萬人 0.28，死亡率則為每十萬人 20 例。依不

同年齡層來看，中症部分 9/24 達單日高峰，0-49 歲、50-64 歲及 65 歲分別為每十萬人

0.09、0.45 及 2.90 例；重症部分，三個年齡層分別為每十萬人 0.04、0.18 及 1.20 例；

在死亡率則分別為每十萬人 0.014、0.12 及 0.99 例。 

 大流行期間 NPI 對醫療量能及 Microbiota 對不同年齡世代影響 

從醫療量能及 Microbiota 兩方面來評估疫情對於不同年齡世代的影響，隨著年齡

不同，主要可分為沉默世代(78-96 歲)、嬰兒潮世代(59-77 歲)、X 世代(30-58 歲)、千

禧世代(22-39 歲) 、Z 世代(0-21 歲)，其中嬰兒潮世代雖然沒有沉默世代來得脆弱，但

人數卻非常多，故也是進入慢性病的脆弱族群。醫療量能對於沉默世代及嬰兒潮世代

影響是最大的，同時小於 20 歲的世代也是在沒有施打疫苗的情況下的脆弱族群，在醫

療量能中，沉默世代、嬰兒潮世代、小於 6 歲的族群則需要持續關注。NPI 會造成腸

道的 microbiota 失調，也就是腸道的微生物、細菌產生的平衡失調，這些都會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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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族群，如千禧世代、X 世代，甚至會影響到年長的族群。 

 台灣 Omicron 年齡別感染率 

近期因 BA.5 的影響使感染率上升，從感染曲線可看出沉默世代、嬰兒潮世代與

X 世代、千禧世代的差異，這些差異主要是因為族群社交活動的能力不同。沉默世

代、嬰兒潮世代維持良好的 NPI 以及移動能力低，而導致感染率低，但引起中重症的

機會高，故仍需要加強新世代疫苗兩階段的施打。 

 Omicron 疫情下醫療照護能量需求評估 

在 Omicron 疫情之下，除了評估中重症需求外，也需要評估一般非 COVID-19 的

醫療需求。依目前狀態推估，COVID-19 病房及專責病房是足夠的。 

然而 8 月的超額死亡雖然已下降，但仍還有 21%，對於一般非 COVID-19 醫療需求增

加，如何因應居家檢疫及自主防疫政策下優質化醫療照護能量及避免醫療照護人力短

缺是當務之急。 

 大流行防疫解封前適應期 

從大流行到地方流行，必須要有解封前的適應期，轉型可分為中、重症以及死亡監

視，這樣的監測才能提供脆弱族群施打次世代疫苗、有效快篩配合早期抗病毒藥物，

對於沒有施打疫苗的人，才能降低中重症及死亡。針對醫療照護量能供需評估，在病

床及 ICU 優質配置、充足醫療照護能力的情況下，來解除無症狀接觸者檢疫隔離措施

恢復充足醫護人力。最重要的是，10 月中 BA.5 若逐漸趨緩，中重症控制良好且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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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足夠，對於國境解封防疫轉型，也是相當重要的，在機場及居家檢疫退場(3+4)，

以快篩及自主防疫取代(0+7)，逐漸轉為一般傳染病境外監測模式 (0+0)。最後 12 月的

社會解封適應，為降低「大流行」恐懼為「流感化」心理適應轉型為地方流行監視模

型。 

 Microbiota 衛生假說如何支持 COVID-19 大流行解封 

COVID-19 流行期間不論是感染者或是健康族群，因為發炎、免疫反應、生活型態改

變、衛生習慣、使用抗生素以及社交距離及隔離等影響，使多元腸道微生菌群失衡，

進一步使對腸道有益微生物損失此外，一些流行期間進行的抑制措施會間接造成人體

微生物多樣性降低，例如飲食模式改變，會進一步影響腸道微生物可用的影養減少造

成微生物失衡；在社會互動方面，因減少與戶外接觸，影響人體微生物轉移；最後是

在消毒措施上，某些高社經地位國家因過度清潔，造成與環境微生物接觸減少，進一

步影響微生物多樣性。(Finlay et al. PNAS 2021 Vol. 118 No. 6 e2010217118)。 

 社會教育心理適應「無預期請假」 

另外，隨者越來越多人確診 COVID-191，在社會教育方面出現「無預期請假」，確診

者因為現行制度規定，需進行「7+7」隔離措施，必須請假，而密切接觸者則因曾與確

診者接觸，需進行「0+7」自主健康管理而需向學校或工作單位請假，造成人力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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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 對醫護照護能量衝擊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在今年 1 月公布 5,000 家曾報告員工狀況的醫院中，顯示有

24%存在嚴重人員短缺情形，先前在 2020 年因第一波疫情造成醫護人員數量急遽下降，

即使經過兩年此項缺口仍無法補足(QUARTZ news, OUT SICK,2022.)。另外根據 2021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2 年 2 月 13 日，醫院提供的住院資料顯示，有嚴重人員短缺情形的醫

院數量增加，因 COVID-19 死亡人數也隨之增加 (Man Hung et.al, COVID,2022) 。 

  2022年 1-3月 藤田醫科大學針對 256位感染接觸者,採用提早返崗計畫並且評估可

行性。其中密切接觸者若 PCR 檢測為陰性，則有四種隔離後檢測為陰性就可以回歸工

作之方式，若為一人一室的居家隔離或是機構隔離，可於接觸後(1)提早回歸工作方案：

於接觸後第六天做抗原檢測(2)於接觸後第六天做 PCR 檢測；若無一人一室之隔離，則

有(3)延後方案：在解隔離第六天後做抗原檢測，或是(4)超延後方案：在解隔離第六天後

做 PCR 檢測。(1)-(4)都必須要陰性才可以回歸上班。在這篇研究追蹤期間，即使提早回

歸崗位工作，並未造成院內群聚感染，提早返崗計劃對於紓解照護負擔是可行措施，但

必須要有立即有效的接觸者一人一室隔離減少傳播。（Hiroyuki Naruse et al,.J Infect 

Chemother. 2022 Sep 8）。 

 

Omicron 國境解封機場因應 

 COVID-19 對機場營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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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不只直接影響人類健康，其影響更擴及社會經濟層面，而各國機場

作為承接境外旅客的入口，針對 COVID-19 疫情因應的策略不盡相同，然而核心皆為

維持社交距離、衛生消毒措施、口罩強制配戴。為因應以上三項防疫核心，發展出在

機場實施量測體溫、出示核酸檢驗報告與疫苗接種證明、快速篩檢等措施以提升乘客

安全。這些措施是建立在控制病毒傳播風險的目標下，但也衍生出機場容量減低與人

力緊縮的議題。機場人員必需管理乘客遵守防疫規範並指引動線；為維持社交距離，

個人佔地面積增加進一步延長出入境手續時間，更拓展至飛機在航廈輪換的影響。而

健康篩檢工作站的增設，不止增加出入境手續時長，也降低了機場容量。經估算為遵

守新措施，機場容量減低影響層面如下：出境（減低 43%）、托運行李檢查（減低

60%）、報到（減低 60%）、安全檢查（減低 70%）、證照查驗（減低 65%）、購物與餐

廳處（減低 50%）、登機（減低 65%）、托運行李領取處（減低 65%）。（Airport 

capacity Impact of COVID-19 on Operations, 2020, Aertec Solutions） 

 入境管制措施解封 

由於現有流行株 Omicron 的特性，各國國境逐漸解封，而台灣在 9 月 29 日解除機

場 RT-PCR 檢測，調整為發放快篩試劑。入境檢疫措施解封調整，預計從 10 月 13 日

起由 3+4 轉為 0+7。這不只是由於疫情逐漸趨緩，也是因應高通量的境外旅客之下，

維護機場營運品質與效率要求，並且減少因複雜入境流程與時長衍生的群聚感染擔

憂。成本效益層面，雖然因發放快篩將提高，但 RT-PCR 檢測的取消也將減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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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迎接未來可預見的邊境解封前，應提早部署大眾交通系統的規劃、防疫計程車

和檢疫旅館協助與退場，做好解封前的準備，以減緩業者衝擊。 

 

COVID-19 期間身體活動及飲食影響 

 COVID-19 與防疫措施對代謝風險影響 

關於大部分國家所採取的防疫措施包含：遠距教學、居家辦公，以及關閉運動設

施等等，有些國家實施封城制度，要求民眾保持社交安全距離，這種情況導致許多人

的身體活動量減少，且因長期待在家中，飲食方面就會選擇快速又便利的不健康食

品，另外，隨著遠距教學與工作也使得螢幕使用時間增加，因而造成人們壓力和憂鬱

提升，且生理指標包括：血壓、血糖、內臟脂肪也會增加，HDL 減少，造成體重增

加。有鑑於 COVID-19 大流行期間使得人們代謝狀況惡化，特別注意高危險群，可能

會產生代謝紊亂，而導致發炎因子升高，免疫反應失調而產生過度炎症，並在患者中

引發細胞激素風暴，最後導致多重器官衰竭或死亡。因此呼籲患者應定期運動、維持

健康飲食，才能促進心理健康，並改善患者的身體狀況和生活品質。(Lim et al., 2021, 

Primary Care Diabetes) 

 身體活動改善 COVID-19 患者的身心健康 

COVID-19 大流行的行為變化和後果，使得人們缺乏運動，同時影響到心肺功能，

因此，身體活動是 COVID-19 大流行的重要預防因素，而代謝問題如：高血壓、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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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全身炎症等，與 COVID-19 嚴重程度和死亡率有關，除此之外，粒線體是我們細

胞中產生能量的主要胞器，當能量傳遞和細胞之間出現異常時，可能就會出現疾病，如

慢性疲勞、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因此，許多學者建議應保護粒線體功能，讓粒線體

維持良好的氧化應激反應，才能提高宿主免疫力，防止不必要的死亡；另一方面，每三

到五天可以做 150 分鐘中強度或 75 分鐘高強度身體活動，除了能夠改善 COVID-19

患者的身體狀況、心肺以及代謝功能，同時也能增強疫苗接種後的抗體反應。(Clemente-

Suárez, et al. (2021). Physiology & Behavior.) 

 COVID-19 大流行期間的飲食行為 

   比較英國成年人再大流行前後的飲食行為與攝取變化，可以發現在疫情大流行前後，

在高脂肪、高糖、高鹽份的食物攝取，在零食的攝取比例在大流行早期( 2020 年 5-6 月)

有顯著的上升，膳食的比例在 2020 的 6- 9 月先降後生，而蔬菜水果的攝取達到每日建

議攝取之比例，在大流行前至 2020 年 8 月至 9 月沒有顯著的變化，均維持 70%，直至

2020 年 11-12 月下降。與每月攝取麟食這些不健康之飲食習慣，有關的因素包含生活品

質的降低以及性別(女性)，在攝取高脂肪高糖高鹽比例，在年齡差異部分，年輕組群在

2020 年底有降低的趨勢，反而是年長者趨向維持本來的習慣。(Samuel J. Dicken et al. 

2022, Frontiers)。 

由於大流行限制了人類行為與經濟活動，在攝食成本上也增加。在外食習慣的部分，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COVID-19 大流行期間，在早期外食的總熱量明顯提升 20％，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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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攝取增加 250 大卡，而社經地位較高者多攝取８％，而半技能者增加４％，而退休者

則降低２％。熱量攝取的增加也提升了成人肥胖以及過重成人的比例。（Martin 

O’Connell, et.al,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22.）。 

 COVID-19 對於 BMI 影響 

  孟加拉研究 Covid-19 爆發後對於身體質量指數(BMI)的影響，其中包含 338 位成

人，其中男性（63.6%），年齡介於 18-23 歲(37.6%)，生活環境優渥(62.1%)。在疫情前

後的運動比例減少，有戶外運動者占 64.2%，在疫情後下降為 63.3%，而定期進行體能

訓練者 48.8%，在疫情後下降為 34.6%。在 Covid-19 流行期間，過重盛行率增加了 4.4%，

而過瘦及正常的比率分別下降 0.3%,4.1%。BMI 的改變與性別、年齡、居住地與職業等

人口學因素無顯著差異，而肥胖為疾病風險因子，可以透過制定飲食計畫降低 BMI。

（Akter T et al., PLOS ONE 2020）以上這些飲食與運動行為也對影響腸道菌叢有關。 

 

COVID-19 感染與腸道菌相變化 

香港利用 15 位新冠住院病人與 15 位健康受試者，收集受試者糞便後，以病例對

照研究法分析糞便中腸道菌相發現新冠染疫者其腸道菌相與健康受試者有所差異，新

冠染疫腸道菌較多伺機性病原菌。雖然抗生素使用、肺炎、高血脂也會影響腸道菌，

但以新冠感染為最主要影響腸道菌相因子。研究亦發現腸道菌中的 bacteroidetes (擬捍

菌門)會調控 ACE 的表現使其較不易受新冠感染，而腸道菌 firmicutes(厚壁菌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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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ysipelotrichaceae bacterium(丹毒絲菌)與病毒量增加呈正相關。厚壁菌門中的

Coprobacillus，Clostridium ramosum，C. hatheway 腸道菌與感染嚴重度有關(Tao Zuo, et 

al. Gastroenterology, 2020)。新冠感染後除了在腸道菌相改變外，腸道菌叢的變化也會

進一步造成免疫反應失調，未感染者較多腸道好菌可以產生短鏈脂肪如 butyrate，具有

保護腸道、維持腸道恆定，形成腸黏膜屏障的功能，而感染者較多伺機性病原菌與

CRP, D-dimer 等發炎、栓塞因子呈正相關，造成腸道菌叢失調也易造成腸道發炎反

應，因為部分腸道菌會和免疫細胞的 TLR 受體結合，造成免疫發炎反應，長期將促進

大腸癌生長(Mozaffari et al. Pat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22)。 

 

COVID-19 與腸道疾病關係及可能治療 

腸道菌會受到環境、老化、飲食、生活習慣、基因這些內在外在的因素影響，而

這些所謂微生物相，就是腸道菌叢的組成，又會跟一些黏膜的免疫調節、發炎反應有

關，進而也可能引起疾病的發生。人體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腸道菌組成，就是會有

不同的腸道菌相，例如嬰幼兒的哺乳時期，最多的腸道菌會是放線菌，而斷奶之後開

始吃其他的食物，到成年人這些菌種達到平衡的時候，最多的可能會是擬桿菌跟厚壁

菌。事實上菌群的組成，也跟人體的調控有關，例如正常人體大腸裡的氧氣濃度應該

是比較低的，但如果受到一些發炎、抗生素刺激影響，可能會讓大腸當中含氧的濃度

增加，也就影響到菌群的平衡，甚至就影響疾病的產生。從正常腸道黏膜，形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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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生腺瘤，甚至形成腺癌，可能跟腸道菌與免疫細胞的調節有關。(Lee et al., 

Science 377, 44 (2022) 1 July 2022) 

    COVID-19 的感染，除了最常見的呼吸道症狀，也可能產生一些消化道的影響。

COVID-19 的感染者約有 41%在糞便之中可以偵測到病毒複製，也會出現一些像是噁

心嘔吐、腹瀉腹痛腹脹、味覺喪失食慾下降、甚至消化道出血、或是消化道併發症造

成死亡的情形。以 Omicron 的變種病毒來說，因為人體中的 ACE2 酵素容易跟病毒結

合，增加細胞感染的機會。而肺部、小腸、食道、胰臟、心臟、腎臟、肝臟的細胞當

中都存在著 ACE2，尤其是小腸當中算是對多，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消化道是容易受到

COVID-19 影響的部位。而兒童的腸道會有比較多的 ACE2 的表現，這也跟兒童感染

COVID-19 之後會容易見到一些消化道症狀有關。而從 COVID-19 感染的住院患者患

者、痊癒出院者、與非感染者做比較，也可以觀察到菌相的分布並不相同。(Viruses 

2022, 14, 1188) 

    我們身體原先存在的微生物平衡，可以維護腸道黏膜的免疫調節，減少發炎反

應。但是當肺部受到 COVID-19 感染之後，可能釋出一些(Cytokine)細胞激素，間接透

過淋巴、循環系統影響到腸道的微生物相的平衡。當平衡受到影響，也會回頭過來影

響到肺部免疫的調節，產生惡性循環，讓身體發炎的狀況更劇烈，影響到病患預後。

(Yeoh YK, et al. Gut 2021;70:698–706.) 

    目前的一些研究發現，透過發展中的口服疫苗，可能可以減少病毒消化道或是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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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道黏膜的感染與複製，再來是口服疫苗也有儲存方便、給藥方便、接受度高的好

處，所以未來有發展的潛能。而益生菌跟益生元，可能也可幫助建立健康的腸道菌

叢，藉由黏膜免疫機轉的調控，減少 COVID-19 的感染，或是降低感染的嚴重度。

(Viruses 2022, 14, 1188) 

 

以上內容將在 2022 年 9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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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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