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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科學線上直播 

Omicron 大流行後防疫及照護 (I) 

  2022 年 7 月 13 日 

 

台灣在面臨 Omicron 大流行後一方面要面對新型亞變種病毒 BA.4 及 BA.5 威脅，

另一方面也必須嘗試恢復新常態生活，才能減少六月份因醫療量能緊縮醫護人力不足

所造成間接傷害及死亡。如何藉由國際經驗及考量台灣流行疫情逐漸收斂下，在「大

流行」到「地方流行」過渡期間採取適當防疫政策(如: 餐廳/ 幼兒所)及儘快恢復新常

態生活，身心健康及醫療能量恢復是目前除了防疫外最迫切需要。本週除了持續檢視

疫情及中/重症及死亡效益也針對國際間 BA.4 及 BA.5 過去已流行超過 10%國家及其

所造成疾病嚴重性推估未來 BA.4 及 BA.5 可能對台灣衝擊，在恢復正常醫療方面將

著重在以慢性病正常醫療下為範例說明慢性病未能有效控制如何影響流行疫情以及如

何利用視訊診療來解決大流行警戒下醫療利用率不足，並以科學實證說明視訊診療及

實體看診是否有差別。除此之外，本週亦探討在「大流行」到「地方流行」過渡期間

去黑數汙名化重要性以減低民眾因感染或害怕感染而造成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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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特·格勒寧作品影集《飛出個未來(Futurama)》描述來自距離地球一年光年的

Persei 8 planet 的 Omicronian 自未來 31 世紀如何侵略 21 世紀地球，而其中出生於 Oct 

10, 2925 的 Lrrr 為第八星球統治者，然而 Omicronian 家族中的 Lrrr (父親)、Ndnd (母親)

及 Jrrr (兒子) 如同 Omicron 亞變種病毒 BA.1、BA.2 及 BA. 4/5 破壞地球上新常態生

活。而子代 Jrrr 在取代 Lrrr 之後是否更為強悍，亦即 BA. 4/5 嚴重度是否更為嚴重，答

案並不然。 

從六大洲 Omicron 疫情可看出 Omicron BA 家族演化過程，過去 Omicron 單峰流行

的地區包含: 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其中北美洲主要流行變種株仍為 BA.2.12.1 ( 37%)，

而 BA.4/5 比例在近期上升至 26%; 南美洲 BA.2.12.1 僅有 12%，BA.4/5 比例則上升至

33%，雖然北美洲及南美洲隨著 BA.4/5 比例增加疫情有上升趨勢，但上升幅度並不大。

而 BA.4/5 在非洲為主要盛行株比例高達 72%，疫情卻未有上升原因可能為 Omicron 變

種病毒輕症化所帶來的通報問題。而歐洲、亞洲、及大洋洲則屬過去 Omicron 流行雙峰

地區，歐洲 BA.4/5 比例上升至 46%，疫情雖有上升趨勢但死亡率仍受控制; 而亞洲目

前 BA.4/5 占比為 49%，目前疫情仍未有上升趨勢，可能原因為受疫苗施打及自然感染

所保護; 而大洋洲目前則是 10%，為 BA.4/5 侵略較慢國家，然而近期疫情卻有上升趨

勢，其 BA.4/5 占比在未來上升應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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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土疫情控制 

 而面臨 BA.4/5 台灣如何應對極為重要，台灣從地理區域從北北基桃、竹苗宜花東、

中彰南高、投雲嘉屏及離島感染曲線逐漸收斂，感染率皆下降至每日 0.2%以下，走向

地方流感化。而進一步以年齡分層，20-49 歲、0-19 歲、50-69 歲以及 70 歲以上每日感

染率分別收斂至 0.14%、0.20%、0.09%及 0.12%。而 20-49 歲、0-19 歲、50-69 歲及 70

歲以上社區免疫保護防火牆分別為 75%、63%、54%及 46%，其中 20-49 歲及 0-19 歲已

築起高社區免疫防火牆。然而除了年輕人築起防火牆進而保護年長者之外，疫苗、NPI

以及抗病毒藥物對於疫情控制有極大作用。 

以台灣資料進行評估，台灣疫苗及 NPI 施打對於保護中症、重症及死亡效益高達

83% (95% CI: 82-83%)、83% (95% CI: 83-84%)及 84% (95% CI: 83-84%)，其中施打追加

劑預防效益為 70% (95% CI: 70-71%)、71% (95% CI: 70-73%)及 72% (95% CI: 70-73%)，

而 NPI 對於預防中重症及死亡效益為 12%。除了疫苗及 NPI 效益之外，抗病毒藥物照

護效益對於下降中、重症及死亡效益分別為 68%、55%及 49%。進一步區分不同年齡層，

不論是哪個年齡層照護效益對於中症皆有 60%-80%，而對於重症及死亡，由於 50-69 歲

及 70 歲以上有較大比例使用抗病毒藥物，因此對於重症及死亡照護效益約有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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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4/5 挑戰台灣疫情是否影響「大流行」轉變到「地方流行」? 

根據過去資料所推估的流行曲線顯示如警戒措施仍未鬆綁，維持在「大流行」的

警戒防疫狀況下，直至八月底單日確診個案仍有 24000 人左右，但倘若台灣轉變政

策，改為「地方流行」社區監測策略，將於 8 月底後降至 6500 人。 

然而，國際間近期多數國家都遭受 BA.4/5 的侵襲，大部分國家的感染率皆有明顯

上升，但上升幅度與過去流行的型態、追加劑施打的時間與覆蓋率具高度相關，其中

於右上半部的國家(如:法國、新加坡、義大利與以色列)，推測由於過去追加劑施打的

時間較早，免疫保護力已消退使得 BA.4/5 急速擴張，於新增個案中佔比高於五成以

上，但其相對單日族群感染率仍維持於 0.15%左右。 

而左上角的國家，包含紐西蘭、澳洲、澳地利等國，由於過去追加劑覆蓋率較

低，且過去未受到 Alpha/Delta 變種病毒的侵襲，因此於面對 BA.4/5 侵襲下，感染率

持續上升，以紐西蘭為例，單日族群感染率已突破地方流行的上限 0.2%，而澳洲部

分，仍維持於地方流行的感染率。 

此外，台灣的感染模式與型態皆與澳洲相似，因此倘若比照台灣將面對 BA.4/5 情

境之下，應不影響大流行轉為地方流行的情況。最後，Omicron 感染曲線於 Jrrr 

(BA.4/5)與 Lrrr(BA.1/2)情境下，兩者型態相似且於住院與重症風險部分，皆未有顯著

的差異，故根據國際間經驗推估，如於八月底，BA.4/5 占比達 40%且維持「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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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防疫下，單日個案數將由原先的 24000 人左右上升至 35000(單日族群感染率

0.2%)，而轉為「地方流行」的社區監測，則將由原先的 6500 人上升至 9000 人(單日

族群感染率為 0.04%)，整體而言，仍建議大家維持「新常態生活」策略。 

 

國際疫情 

首先看到美國與英國近期疫情流行曲線，由於免疫保護力逐漸下降，加上 BA.4/5

亞變種病毒的侵入，使得流行曲線再次上升，特別看到美國部分，即便 BA.4/5 佔比以

來到 58%，但成長幅度仍然有限。而英國部分，也有相同趨勢，佔比來到 85%後，仍然

僅微幅的成長，且兩國死亡都未有明顯的上升。 

而澳洲與新加坡部分，也是同樣受到 BA.4/5 的侵略，使得感染率也都有明顯的上

升，且呈如剛剛陳教授所說，澳洲部分，由於過去由自然感染與加上追加劑施打率較低

的影響，因此再面對 BA.4/5 的侵襲時，確診數與死亡數皆有明顯的上升。而新加坡部

分，呈如陳教授所言，由於過去感染與追加劑施打率台灣類似，因此該國經驗是值得我

們參考的，可以看到即便 BA.4/5 佔比已達 66%以後，流行曲線雖然有明顯的成長，但

仍然控制感染率於 0.15%左右，也驗證 BA.4/5 不至於會影響大流行轉變為地方流行的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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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看到東北亞的日本與韓國，由於過去感染型態有明顯差異，因此再面對 BA.4/5

時，受到的影響幅度也有很大的差別。再過去感染人數較少的日本，BA.4/5 的佔比來到

29%以後，確診數就有明顯的增加。而韓國部分，則是因為過去 BA.2 的感染率達 35%

以上，因此即便受到 BA.4/5 侵襲後，影響仍然很小。 

除了探討 BA.4/5 於感染曲線的影響以外，南非的研究也有比較 BA.4/5 對於疾病嚴

重度的影響。可以發現再住院風險部分，以 BA.1 為基準，可以發現 BA2 與 BA.45 並

未有明顯的差異。而在嚴重度部分，也可以看到 BA.2 與 BA.45 相比於 BA.1 並無顯著

較高，因此在我們從大流行轉為地方流行時，應該不至於因 BA.4/5 的侵襲而影響(Nicole 

Wolter et al., preprint, 2022)。 

 

戰後嬰兒潮挑戰 COVID-19 Omicron 相關死亡 

從 Omicron 大流行走向地方流行的關鍵點之一在於死亡的控制，除了新冠肺炎可

能造成的直接死亡之外還需要考慮防疫政策下醫療量能緊縮可能對慢性病病人帶來的

間接死亡，而戰後嬰兒潮(1946-1964 年出生世代)正因此在本次 Omicron 相關死亡扮演

重要角色，尤其這個世代(現年 58-76 歲)正處於慢性病好發年齡，人數則為 20 年前出

生世代的兩倍，因此在人口結構上對老年人口有很大的影響，臺灣地區 65 歲以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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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占比從 1993 年的 7%至 2014 年的 10%呈現穩定成長，但 2015 年之後增幅加速，也

因此，全死亡死亡率在戰後嬰兒潮進入 65 歲以後逐年上昇，若以 2015-2019 年的新冠

肺炎大流行前的死亡資料進行預測，我們利用時間趨勢、季節、是否為嬰兒潮世代等

因素，以布瓦松模式預測大流行後之背景死亡率，可以看到在 2020 年由於防疫有成，

臺灣的死亡率為負超額，2021 年實際死亡率與背景值相仿，但到了 2022 年 6 月為止

死亡已呈現正超額的現象，其中嬰兒潮世代的死亡人數增幅高於非嬰兒潮世代，而這

樣 Omicron 相關的正超額現象，也呼應了人 Omicron 走向地方流行的同時，醫療量能

常態化的必要性。 

    英國的族群資料分析指出 2020 年 1 月開始爆發大流行後，英格蘭地區糖尿病診斷

率與糖化血色素監測率在 2020 年 4 月都下降了約 2/3，同期糖尿病病人的死亡率上升

了 19%，而鄰近的愛爾蘭、蘇格蘭、威爾斯地區的糖尿病病人死亡率也增加了 13%，

但在 2020 年年底之前逐漸醫療服務恢復常態後，糖尿病病人的死亡率也趨於背景值

(Carr et al, 2021)。荷蘭針對 1584 名新冠肺炎住院病人的回溯性研究亦指出中斷使用高

血壓藥物就算調症了性別、年齡、及住院時的疾病嚴重度也會造成 COVID-19 罹病死

亡風險增加 (死亡調整勝算比：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 2.65 [1.17–6.04]，ACE 

inhibitor (2.28 [1.15–4.54])，β-blocker (3.60 [1.10–10.27]) (Singh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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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人延遲治療 

美國 2020 年國家健康和老化趨勢研究（NHATS）針對 3,257 位 70 歲以上受醫療

保險者以電訪方式調查受訪者是否在 COVID-19 流行期間曾經有需要/計畫去看醫生或

使用其他醫療保健服務但受 COVID-19 影響而延遲接受治療之情形，受訪結果顯示約

40%年長者在 COVID-19 期間有延遲治療問題，其中以口腔衛生及一般科常規醫療比例

最高。此研究進一步分析可能影響延遲治療機率原因，那結果顯示女性延遲治療問題的

問題比男性高，除此之外，COVID-19 期間家庭變動因素對延遲治療有所影響，影響原

因包含 COVID-19 期間家人確診延遲治療機率較高及家中有移出/移入行為也可能加劇

延遲治療情形。(Lei and Maust, J Gen Intern Med, 2022) 

另一篇伊朗研究針對在 2018-2019 年間 300 名糖尿病專科轉診中心患者比較

COVID-19 流行前以及 COVID-19 開始流行一年之後糖尿病自我保健行為的變化，其中

糖尿病自我照護評估量表包含: 飲食、身體活動、血糖監測、胰島素注射或藥物服用及

糖尿病患者足部護理五面向，結果顯示相較於流行前，流行後 

自我照護行為在各個面向表現顯著較差。(Nouhjah et al., Obesity Medicine, 2022) 

英國一研究在 2021/1-5 月期間針對 975 名提供糖尿病護理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進

行問卷調查，評估 COVID-19 流行期間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實行糖尿病初級預防保健服

務影響，在收案期間約有 20%有出現 COVID-19 典型症狀，結果顯示 COVID-19 對於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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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病照護者提供常規糖尿病護理能力有中度或是顯著影響，對於糖尿病患者詢問照護相

關問題可獲得回應時間也受到影響。除此之外，醫療保健人員在進行保健服務時也觀察

到糖尿病患者有心理健康問題頻率較流行前高，若無法將初級保健恢復到流行前水平可

能造成糖尿病患者身心健康影響。(Seidua et al., Primary Care Diabetes, 2022) 

因此在大流行期間不論是因為民眾自身受到 COVID-19 流行而造成延遲治療，抑或

是醫療保健人員受到 COVID-19 流行影響以及防疫措施限制醫療照護流程…等等都可

能導致慢性病控制變差進而造成間接死亡，顯示大流行恢復到地方流行的重要性。 

 

慢性病控制降低 COVID-19 疫情 

在大流行期間各國面臨超額死亡問題，然而台灣若能採取「大流行」到「地方流行」

WHO「過渡期」監視政策亦能始疫情控制且避免超額死亡，若台灣持續採取「大流行」

監視政策導致醫療降載八月底個案數約為 23,469，然而若能採取「地方流行」監視政策

回到正常醫療八月底疫情將大幅下降，每日個案數降至 6,426。 

然而 COVID-19 除了對於醫療能量雖有直接影響，對一般未染疫民眾的間接影響包

含影響民眾慢性病與癌症等就醫、影響醫療機構之常規照護能量、防疫措施影響醫療照

護流程及影響健康相關社會脈絡等因素均可能造成間接影響整體族群健康，應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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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影響新常態生活。 

 糖尿病族群中重症及死亡風險 

 而另一義大利研究則針對 497 位具糖尿病的健康照護人員探討接種 mRNA 疫苗與

血糖控制的關係，研究族群每 3 個月測量血糖、中和抗體及疫苗細胞免疫，追蹤疫苗接

種後一年，總共具有五次測量結果(包含疫苗施打時基礎測量)，以這一年內血糖控制佳

(HbA1c <7%)及控制差(HbA1c >=7%)進行分群，可看出在控制差的族群，年平均的中和

抗體濃度及細胞免疫包含 CD4+產生 IFNγ、IL-2 及 TNF-α比例皆會表現較差，而其進

一步對於後續突破性感染發生風險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調整年齡、性別、BMI 、糖尿

病時間、HDL、膽固醇、心血管風險因子及治療後，血糖控制佳比上控制差的突破性感

染風險比為 0.26 (95% C.I.: 0.1-0.7)，顯示糖尿病族群若能控制血糖於標準範圍內則可下

降 74% (95% C.I.: 30%-90%)突破性感染，若能回到地方流行使醫療正常化而控制慢性

疾病亦會使流行控制得更好。(Marfella, R., et al. (2022). Nature communications) 

 

「大流行」到「地方流行」：新常態生活恢復 

台灣在面臨 Omicron 大流行後一方面要面對新型亞變種病毒 BA.4 及 BA.5 威脅，

另一方面也必須嘗試恢復新常態生活，才能減少六月份因醫療量能緊縮醫護人力不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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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間接傷害及死亡。如何從過去「大流行」走向「地方流行」，其中包含使醫療正常、

境外解封、去污名化、保持健康心理及解除 NPI 限制。台灣如何在過渡期採取適當防疫

政策如: 餐廳/ 幼兒所開放政策極為重要，因此本週亦參考國際間在「大流行」走向「地

方流行」過渡期間世界各國餐廳及幼兒園政策及應變措施作為參考。  

「過渡期」餐廳及幼兒園政策 

 世界各國餐廳管制措施 

目前在歐洲地區僅剩烏克蘭仍保有餐廳限制，其餘國家對於餐廳的限制均已取消，

恢復照常營業；位於北美洲的加拿大及美國，也都取消餐廳限制，僅加拿大某些地區規

定須要出示疫苗接種證明後才能入內，而南美洲則是有少數國家還保有減少容量，以保

持社交距離的規定；亞洲地區目前也有許多國家已取消餐廳限制，目前仍還有少部分國

家還保有餐廳限制，例如菲律賓、印尼、印度等國以及台灣等國。菲律賓規定僅 2 級區

域需要限制人數，室內限制在 50%以下，戶外須小於 70%。印尼及印度則是允許餐廳可

以營業，但須限制用餐人數。台灣的部分則是嚴格落實量測體溫，店家須庭共洗手設備

及消毒用品，宴席不得逐桌敬茶敬酒等規定。 

 世界各國幼兒園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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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國針對幼兒園確診者或陽性密切接觸者的應變措施，有的國家仍然採取相

關隔離規定，而有的國家已逐漸鬆綁這項制度，恢復新常態生活。先從仍採取隔離規

定的國家來看，亞洲及大洋洲的部分，包括台灣、新加坡、紐西蘭和澳洲，依各國家

規定不同，確診者必須隔離三到七天，且必須為陰性或無症狀才能重返校園，陽性密

切接觸者則需進行自主隔離及檢測，或是如同澳洲在幼兒園批准的情況下，才能到校

上課；歐美的部分，確診者隔離時間為五到十天，近期美國和加拿大已經不再強制佩

戴口罩，但若是確診者或陽性密切接觸者，則須居隔至少五天，並且配戴口罩至少十

天才能出外活動，而法國、荷蘭的確診者若在隔離第五天呈陰性且無症狀，即可提早

解除隔離，陽性密切接觸者必須為陰性才可外出。放寬隔離制度的國家，目前有韓

國、英國和瑞士，確診者和陽性密切接觸者已經可以照常到校上課，雖然沒有強制規

定，但政府還是建議與他人維持社交距離，或是在家自主隔離，以降低傳播風險。 

 

去黑數污名化 

若社會氛圍對染疫仍存在恐懼或擔憂被獵巫，將影響 Omicron 地方流行後恢復新

常態生活。首先是語言和文字，以及媒體應避免使用危言聳聽的詞語如黑數，去污名

化公共衛生介入要儘量能用全體性的，而非個別性的公衛措施，並針對特定目標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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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污名化介入包含染疫者的心理支持、以家庭為單位介入、醫護人員不受歧視及弱

勢與高風險族群提供相關公共衛生介入，並與社區領袖合作建立信任並共同制定相關

污名防治措施，透過上述介入措施能解除民眾恐懼，及早恢復新常態生活。(Gronholm 

et al., 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 2021) 

 

基層醫療照護能量正常化 

首先，台灣部分由健保資料顯示 COVID-19 於整體的門診與住診件數影響，藍線部

分代表疫情前(108 年)各月的門診量，可以發現受疫情壟罩的兩年半，皆顯著低於過去

的標準。門診量的下降幅度可歸因於民眾自身的選擇與想法，包含上述所提的污名化及

醫療量能下降所導之，如於過去 5-7 月受到 Alpha 變種株的影響，使得綠色的線皆有明

顯的凹口，而今年的部分，一二月的量能相比於過去三年皆有明顯的較低，且四月部分

亦有明顯的下降，因此台灣量能受疫情影響幅度很大。此外，在醫院總額部分，由於至

醫院看診疾病較為嚴重，因此受疫情影響的幅度相對較小，但仍然有明顯的凹口，而西

醫基層部分，則是受疫情影響最為嚴重，不論在去年與今年部分，皆有明顯的下降，單

月的門診量的降幅來到 200-400 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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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我們團隊的研究部分亦有相同結果，發現疫情對於民眾就醫的可近性

亦造成了 39%左右的影響，特別是在>80 歲以上的長者與外籍勞工影響幅度最大 (Jeng 

et al., AJMC, 2022.)。 

除了台灣受到影響外，各國也都深受 COVID-19 疫情所帶來的陰影，那這些照護服

務量下降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呢? 遠距醫療是目前想到的最佳辦法，因此最新研究針對

九個國家，就針對遠距門診與實體門診使用量的進行評估，在澳洲與加拿大部分，在

2020 年 COVID-19 開始後，綠色的遠距門診的量能皆有明顯有增加，亞洲國家部分，

則由於先前並無遠距門診的規劃，因此無法及時使用遠距門診來解決量能的影響。可以

發現淺藍色的醫療量能指數皆有明顯的下降。而下一部分可以看到歐美國家都因為

COVID-19，增加遠距門診的比例達 33-723%，因此於醫療照護量能部分，下降幅度較

少。而亞洲部分，由於未能及時推廣與規劃遠距門診使得就診量的降幅較歐美國家大

(TU, Karen, et al. BMJ open, 2022.)。 

美國一研究中心針對新冠疫情這兩年多以來做了一系列的基層醫療現況調查。美

國基層醫療調查顯示醫療量能不足，甚至面臨崩潰。首先，有 75%的基層醫療有提到

醫護人力短缺的狀況，有六成的醫師於疫情間提早退休或離職，有三成的基層院所因

疫情而停業。另外有醫療人員過負荷的情形，因其他基層院所停業，而病人量增加；

因醫療可近性下降，病人病況較嚴重，病人留滯、看診時間增加而造成醫療人員過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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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另外醫療也面臨一些財務上的危機。 

因應疫情及醫療量能短缺，基層醫療嘗試發展新型態的醫療模式-遠距醫療。遠距

醫療主要提供視訊診療讓得 COVID 隔離在家的病人也能獲得醫療，而降低住院率，

另外也提供給穩定的慢性病病人，透過遠距診療拿慢性病藥物。有約五成的基層醫療

提到因民眾踴躍使用，基層院所願意發展遠距醫療，有部分基層醫療也指出病人中有

約三成使用遠距看診。遠距醫療的使用也相對應出現一些困難，包括基層院所指出有

兩成病人使用遠距醫療有困難，也因為發展遠距醫療需要有財務的投入。 

儘管出現醫療困境，基層醫療仍持續提供醫療服務。基層致力於提供遠距醫療於

COVID 居家病人、支援疫苗站或演講疫情相關議題。基層醫療也更加重視病人及醫護

同仁的心理健康。 (Quick COVID-19 Primary Care Survey, Series 35, February 25 – 

March 1, 2022 - Larry A. Green Center) 

 

COVID-19 遠距醫療與慢性病照護 

遠距醫療具有高可近性以及降低接觸之優點，對於以回復新常態邁向流感化的疫

情控制措施可藉由遠距醫療達到對於台灣嬰兒潮世代快速且安全的開立抗病毒治療藥

物，降低新冠肺炎直接影響；以及維持新常態慢性病醫療照護能量避免新冠肺炎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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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兩大目的。利用遠距醫療提供年長慢性病族群的持續常態醫療照護也可提升其對

於感染的免疫反應降低感染造成的發炎反應達到將低族群重症與死亡的目的。台灣在

疫情前即推動以遠距照護提高醫療可近性，於疫情期間更利用遠距醫療結合醫學中心

到基層醫療照護專業提升抗病毒藥物開立之有效性與安全性，提高年長者、慢性病，

與嬰兒潮世代對於抗病毒藥物的使用率，降低此族群感染後疾病惡化之風險。台灣於

疫情期間也利用藉由遠距醫療維持此脆弱族群的慢性病醫療照護需求。 

美國於疫情期間運用遠距醫療提供高血壓照護研究顯示，藉由遠距醫療可以達到

有效降低收縮壓與舒張壓兩大血壓控制主要指標之目的，接受遠距醫療之高血壓個案

近半可降低血壓達 10 mmHg (Tayler et al., 2022)。澳洲疫情期間的研究也提供遠距醫療

於糖尿病控制的實證效益。該研究顯示年長者、非都會區，以及慢性病需要藥物治療

者對於遠距醫療具有較高的需求。該實證研究顯示遠距醫療對於糖尿病患者 HbA1c 之

常規監測與控制效益皆與傳統之實體就診方式相當(Imai et al., 2022)。對於糖尿病、高

血壓，以及高血脂的系統性文獻回顧亦顯示遠距醫療對於此三大主要慢性病之醫療照

護效益皆與傳統實體診察之醫療服務相當，遠距醫療對於糖尿病照護在 5 個月以及 6

個月之照護效益更高於實體門診照護(Mabeza et al., 2022)。遠距醫療不僅可提高醫療照

護可近性，在疫情趨於流感化時使醫療能量符合嬰兒潮與年長者之需求，更可結合人

工智慧物聯網提高照護成效(Citoni et al., 2022)。過往以隨機分派研究設計之時症研究

顯示，結合物聯網監測對於高血壓病患可有效降低其短期(6 個月)以及長期(12 個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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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縮壓，以及長期舒張壓控制(McManus et al., 2010)。 

以上內容將在 2022 年 7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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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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許辰陽醫師、吳張瑀醫師、林庭瑀博士、范僑芯、黃聖雯、楊旻融 

聯絡人：  

李芝綾小姐  電話: (02)33668033   E-mail: a7100482113@gmail.com              

林庭瑀博士  電話: (02)33668033   E-mail: happy8252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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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