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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科學線上直播 

「類地方流行」- 次世代疫苗及 SDG 觀點 

2022 年 10 月 12 日 

本週探討台灣在面對全世界「大流行」 「地方流行」全面解封趨勢及九月份 BA.5

流行疫情所造成中/重症增加兩者權衡下必須發展轉型適應模式「類地方流行」來適應

全方位解封所追求返回新常態生活及防止因 BA.5 仍持續流行下所引起中/重症個案增

加。 

持續上週已提出「類地方流行」模式，本週深入提出台灣目前追求「類地方流行」

模式在控制 BA.5 中/重症增加所最須要 18 歲以上族群次世代疫苗追加劑施打，以目前

最新研究對於第一世代疫苗追加劑保護各齡層感染後可能住院保護隨著時間疫苗效益

減退分析台灣各年齡層感染後對於可能住院保護力來提醒民眾對於次世代疫苗追加劑

施打減低住院及重症重要性。 

對於全世界全方位解封，本週也開始提出以世界永續經營(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觀點切入了解為何必須全方位解封紓解世界各個行業人力短缺，特別是醫

療照護人力減少「超額死亡」返回正常醫療照護，也從個人性格觀點切入教導 COVID-

19 長期疫情所可能引起性格之改變，研究發現做為「類地方流行」在個人健康及追求

SDG 目標必須考慮重要特質。 

科學部分本週首先探討 COVID-19 世界大流行對於 SDG 發展影響，並提出未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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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國恢復新常態生活模式如何影響人類健康。本週亦針對大流行期間各行業人力短缺，

特別是醫療照護人力緊縮所造成醫療量能不足問題而導致超額死亡進行剖析。此外，亦

報導在大流行期間民眾心理健康及性格變化。最後，將針對第一代追加劑疫苗隨時間保

護力以及次世代疫苗效益進行實證報導並提供感染後施打疫苗對於預防再感染的最新

實證結果。 

 

 

馬特·格勒寧作品影集《乃出個未來(Futurama)》講述 Turanga. Leela 在下水道出生

並且在孤兒院長大，屬於社經地位較低弱勢族群。由於對自我要求較高，長大後 Leela

成為一名武林高手，並且成為星際快遞艦長，也讓我們看到人類過去在兩性主義上的努

力。身為星際快遞艦長的 Leela 非常富有正義感，在帶領戰艦成員時經常幫助過成員以

及許多需要幫助的人，並且對弱勢族群伸出援手。本身獨眼形象代表著她擁有巨大領導

能力，這與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從貧窮、飢餓一直談到平等夥伴關係相連結，特別

具有意義。此外，Leela 同是也為一名環保鬥士，拯救了因過度採礦開發而造成動物面

臨瀕臨絕種的 Vergon6 星球，在拯救星球的過程中還帶回她現在的寵物-Lord Nibbler，

這些都表示現今從全世界的觀點來看，在過去疫情尚未發生之前，就一直在倡導的永續

經營的追求，在後疫情時代特別深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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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重症及死亡監視 

台灣近兩週中重症發展受到九月中旬後 BA.5 影響，中症率略有上升趨勢，從上

週每百萬人分之 4.63 增加至 4.71，表示抗病毒藥物使用有效控制中症率。然而進一步

區分不同年齡層，在 0-49 歲及 50-64 歲中症率沒有上升趨勢，僅有 65 歲以上中症率

從每百萬人分 20.4 升高到 21.2，顯示 65 歲以上的長者中症監視值得特別關注。然而

隨著中症率上升，重症及死亡率也有上升的趨勢，主要上升年齡為 50-64 歲以及 65 歲

以上的族群，對於 0-49 歲的族群並沒有明顯上升趨勢。欲使中症率下降目前應加強次

世代疫苗施打以控制中症趨勢，特別是 50 歲以上民眾更為重要，不容忽視。 

中/重症率以及死亡率代表過去整體疫情兩週比較，然而在流行病學上對於中重症

疾病進展，在不同的月份及不同時間的監視也是十分重要。監督台灣在不同月份疫情

情形，從輕症到中症、中症到重症以及重症到死亡動態持續性追蹤更可以反應現今整

體疫情在中重症上面重要指標。從五月份開始，輕症到中症疫情隨著 BA.2 流行在七

月份達到高峰，而八月份開始下降，顯示在 BA.5 入侵情況下，輕症到中症的進展有

受到控制。而中症到重症也有同樣趨勢。整體而言，從重症到死亡隨著時間差距不

大，顯示中症到重症的監視非常重要。然而，不論是對於輕症到中症或是中症到重症

的進展皆反應藥物、疫苗以及不同年齡層有不同免疫保護力之結果。而 BA.5 是否也

會與 BA.2 一樣控制得那麼好，仍還需要持續觀察，若輕症到中症有上升趨勢即應提

高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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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年齡層第一代疫苗保護力 

疫苗保護力對於中重症下降十分重要，第一世代疫苗雖然對於中重症保護效益，

但對於感染保護有相當大限制。然而，最新研究指出即使是第一世代的追加劑疫苗對

於預防住院及急診效益仍會隨時間下降，即使施打第一世代疫苗追加劑，在施打疫苗

6-8 個月後，保護效益大約僅剩 40%。而台灣第一世代疫苗施打時間幾乎多已超過 6

個月，若不再做進行新世代疫苗施打，對於住院的保護將會有所限制。根據模擬台灣

各個年齡層對於第一世代疫苗所產生的保護力模型發現，第一世代疫苗在不同年齡層

中，對於預防住院效益會隨時間下降，即使是 65-74 歲或是 75 歲以上族群，預防住院

效益幾乎都下降至 50%。然而今年 5 月是追加劑施打最高的時間，當時產生的疫苗效

益也會隨著時間逐漸下降，同時也是造成中重症住院原因。因此 18 歲以上族群次世代

疫苗施打非常重要，其主要原因包含  

(A) 疫苗免疫力與自然感染形成雙層防護之全民免疫防火牆，阻止 10-12 月 BA.5 

小波流行所可能造成社區或職場大群聚感染，因為次世代疫苗至少抗體可以保護

感染大約 2 個月。 

(B) 最新研究顯示第一世代疫苗追加劑超過 4-6 個月預防住院在所有年齡層降低

一半，然而台灣大部分第三劑都已超過 6 個月，為減低住院應施打新世代疫苗。 

(C) 自然感染後加上新世代疫苗可以預防 long-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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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疫苗保護力提升 SDG1-6 

對於新世代疫苗保護力提升 SDG1-6 可分為全球及國家觀來看，首先以國家觀點

來看，已感染民眾仍應加以施打疫苗以形成混合免疫保護力，形成自然感染及疫苗雙

道免疫防火牆，而另一方面，針對未感染族群，由於因時間所產生免疫保護力及預防

住院效益失效，因此須加以施打次世代疫苗以提升預防住院保護力。然而對於 SDG 

1~6 分數較低民眾、區域、國家，由於其產生中重症風險較高，因此須特別加強施打

次世代疫苗；再者，以全世界觀點來看，各地都會有健康、經濟不平等問題重現，在

疫苗分配不均情況下，期望將疫苗分配到 SDG 較低國家，以此來強化 SDG 將有助於

超額死亡下降。 

 

台灣 Omicron 超額死亡 

在今年 6 月至 9 月份，台灣的超額死亡已經從 41%下降到 12%，表示台灣目前正

朝永續發展指標 SDG 前進。然而雖然 9 月份超額死亡僅剩 12%，但新冠肺炎仍佔比例

增加，期望藉由新世代疫苗引入，使 COVID-19 和非 COVID-19 的超額死亡一起減

少。 

 

COVID-19 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衝擊 

Elavarasanet 等人檢視 COVID-19 疫情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衝擊，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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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針對 17 項 SDG 之下的 169 項細項目標，系統性的評估疫情對各項指標的影響，從嚴

重影響達數十年之久的 5 分、至沒有顯著影響的 0 分、再至反而會增強該項指標發展的

3 分，逐一檢視，並予以各大項 0-1 的衝擊分數，結果發現對第 1 項「終結貧窮」及第

8 項「合適工作與經濟成長」的負面衝擊分數最高。大流行想當然爾的會對人類造成健

康的直接衝擊，但因防疫措施的生活與學習型態改變、居家辧公、無法旅遊、計劃實施

延宕等也會造成 SDG 第 1-6 項生活基本需求的間接衝擊；再者，從人類活動的改變會

造成油價下跌，產業、供應鏈等受到影響，進一步衝擊 SDG 第 7-12 項與人類經濟成長

與產業發展相關指標；但在人類活動降的同時，對氣候、生態等指標反而有正面影響。 

    對第 1 項「終結貧窮」而言，COVID-19 大流行本身已經可能造成多出 440 萬人處

於貧窮狀態，若經濟遲遲無法復甦，則貧窮可能在 2026-2030 年間達到 10 億人以上，

顯示疫情後的經濟復原對「終結貧窮」非常重要，而強化推動 SDG 更可以加快貧窮的

減少速度。 

    對第 3 項「健康與福祉」而言，COVID19 後疫情時代的策略更應注重 COVID-19 

疫苗及抗病毒藥物開發及使用、其他疾病疫苗開發(包括 AIDS、瘧疾、肺結核及其他非

傳染性疾病)、為貧窮與脆弱族群提供優質醫療保健服務，並且改善醫療保健基礎設施，

加強風險管理策略以面對國家及全球健康危機。(Rajvikram Madurai Elavarasanet al. 2022, 

ES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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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夥伴關係影響 COVID-19 疫情及健康 

 由全球永續發展影響全球健康觀點，我們得以了解全球夥伴關係的重要性，特別是

經濟實體較大的國家，全球應有共同準則，例如上海近期疫情升温，仍採用與世界其他

國家相異的高規格高頻次核酸檢測政策，在全球轉為地方流行同時，經濟、貿易與邊境

開放將與世界不一致，影響全球夥伴關係。若在 2021 年變種病毒疫情後將全球夥伴關

係設為兩種不同情境， 一為全球缺乏合作型態，意即全球合作不斷下降，各國間的不

信任增加，疫苗供應仍缺乏公平分配，未來再度面臨變種病毒威脅時仍回到 2020 年的

封城手段，欠缺健康飲食生活，而另一則為全球合作型態，若為全球缺乏合作型態，每

百萬超額死亡將達 778 人，而肥胖率也會增加，但若走向全球合作型態，既使面對未來

可能捲土重來的變種病毒疫情，每百萬超額死亡人數都將大幅減少。(Lancet Planet Health 

2022;6: e565–76) 

 

COVID-19 大流行人力短缺 

• 後新冠肺炎時期人力短缺 

新冠肺炎在全球正逐漸轉向地方流行的後疫情時代，新冠肺炎對全球經濟的衝擊也

正在復甦，在恢復經濟活動的過程，也帶動產業對勞力的需求。藉由 OECD 研究報告探

索成員國在疫情期間勞動力市場的發展，美國與加拿大在 WHO2020 年 3 月宣布進入大

流行後，首先面臨就業率明顯下降而後逐漸恢復至接近疫情前數值，日本與歐洲國家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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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穩定的就業率，深入探究其背後原因，推測疫情期間各國針對勞動力市場的政策實

施是關鍵。在職缺與失業比的數值中，可發現疫情前緊縮的勞動市場，在疫情開始後緊

縮狀態更呈現加劇的趨勢，並且以美國為嚴重。在各國職缺率的分析圖當中，以 2019

年第四季的數值作為基準線，於 2021 年第三季的數值顯現出多數 OECD 成員國經歷了

缺工的困境，並以加拿大與美國最為嚴重。細究各行業缺工狀態，可發現住宿餐飲業與

製造業職缺漲幅最高。職缺率與離職率彼此牽動，透過 OECD 成員國離職率數據，呈現

出多數國家在疫情期間面臨離職率上升，以美國最為嚴重。進一步探討美國各行業離職

率在疫情前後的發展，結果呈現多數行業皆經歷了上升的離職率，以零售業、住宿餐飲

業與製造業最嚴重；離職率與疫情前薪資呈現負相關；離職率與職缺率呈現正相關。後

疫情時代勞動力短缺可能源於兩大因素：「週期性因素」，後疫情時期經濟復甦對大量勞

動力的需求，加劇勞動力市場緊縮，利於勞工向外尋求更佳工作，增加勞工流動性；「結

構性因素」，COVID-19 危機使大眾提升關注行業工作條件，勞工不再接受低品質工作，

引起工作選擇偏好的改變。面臨產業缺工與招募困難的情境，建議企業擴展工作福利、

提供彈性工作條件，政府追求宏觀的勞動政策調整以創建友善職業條件，並加強勞動市

場政策以幫助求職者對於職業資格的取得，以提升行業吸引力。（Causa et al., 2022, 

OECD） 

• 從 COVID-19 復甦紐約市經濟追蹤 

美國 Investopedia 網站追蹤紐約市疫情期間經濟復甦指數的整體資料顯示：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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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WHO 宣布全球進入大流行時代後，經濟復甦指數隨即迎來最低點，經兩年多時

間推進，截至 2022 年 9 月 24 日經濟復甦指數回復至 76 分，相對於疫情前三分二的經

濟水準。由六項指標建構經濟復甦指數在 2022 年 9 月 24 日當周的變化如下：「COVID-

19 住院人數」由前一週平均每日 75 人減低為 73 人；「失業保險申請」大幅減低 740 份

保險申請；「房屋售價指數」當周持平；「租屋空缺率指數」比起上週大幅下降 560 個租

屋空額數，表示更多人傾向租屋；「地鐵移動指數」當周乘客人數增加；「餐廳預定指數」

當週明顯下降。綜合六項子指標對經濟復甦整體呈現好轉趨勢。（Caleb Silver, 2022, 

Investopedia） 

 

COVID-19 大流行醫療人力短缺 

• COVID-19 流行美國健康照護人力變化 

關於 COVID-19 對就業率的影響，牙醫診所在 2020 年第二季降幅最大(下降 10%)，

技術性照護機構（SNFs)則降低 8.4%。降幅最小的是醫院(2.5%)和醫學科診所(4.6%)。

大多數健康照護部門在 2021 年第二季回到 COVID-19 前的就業率水平，而 SNFs 的就

業率則是持續降低；另外，在 COVID-19 病例數最低的縣市中，2019 年相關的 SNFs、

醫學科診所和牙科診所至 2020 年其就業率更高，但在 COVID-19 負擔較高的縣市其就

業率反而降低。(Cantor, 2022) 

• COVID-19 期間住院與急診等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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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醫療負擔影響急診等候時間，急診等候時間通常為 4 小時，若超過 4 小

時則會增加醫療疏失，進而影響患者權益及提高死亡率。研究指出急診等候時間隨著醫

院入住人數增加而延長，當住院率達到 85%以上時，等候時間將會超過標準等候時長；

另一方面，即使住院率沒有超過 2020 年 1 月（非 COVID-19 時期）的最高值，COVID-

19 大流行的兩個高峰期之急診等候時間皆有所增加。因此，在大流行期間維持醫療保

健部門的良好運作極為重要。(T.Janke, et al., JAMA Network, 2022) 

 

大流行期間心理健康及性格變化 

• COVID -19 影響心理健康 

許多研究針對 COVID-19 感染造成之個人與族群心理健康影響有諸多探討，針對

COVID-19 流行前對照第一年 COVID-19 流行期間在一般人群中心理健康狀態之改變，

其中在大流行早期的心理健康問題增加較多，其中除了憂鬱與焦慮之外，增加最明顯的

心理健康問題為孤獨感。另外在荷蘭的一篇大型研究也發現在大流行前就有焦慮或是抑

鬱問題之族群，與一般健康對照組相較，其症狀分數都較高，但疫情影響抑鬱與焦慮症

狀分數在一般健康對照組的增幅較大，而孤獨感部分，則是兩組都增加，而早期對於新

冠恐懼感評分在兩組都升高，且隨者疫情時間而降低與小幅上升(Vinkers CH et al,.Nat 

Med.2022 Oc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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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大流行期間性格改變 

除了心理健康外，有研究想探討在疫情流行期間性格是否會出現變化。結果表示，

與中、老年族群相比，年輕人在疫情流行期間的情緒較為敏感，容易感到焦慮、憂鬱，

此外個性上也會變得比較內向，思想上變得較為保守，不喜歡接受改變或接受新事物，

與人相處時變得較為冷漠，在工作上也沒有以往認真，會讓旁人覺得沒那麼可靠。這些

結果顯示，年輕人的心智成熟度遭到破壞，這樣的結果顯示出，若這些變化是長期的話，

在人與人間的壓力事件可能會稍微改變人格軌跡，特別是在年輕族群當中。(Angelina R. 

Sutin, et.al, PLoS One,2022) 

 

追加劑保護力時效及次世代疫苗效益 

• 感染變種病毒有交叉保護中和抗體保護效果 

   一病例對照研究追蹤在同一時期(Omicron 期間)之住院、急診檢測陽性與陰性的患者，

對照陰性患者，追蹤打完疫苗 2 個月到 8 個月後到急診或住院的保護力。研究指出在接

種第三劑疫苗後，雖然保護力都會隨著時間推移而降低，但在年齡以及族群的分組下，

對於 18-44 歲、45-64 歲、65 歲的年長者預防住院之時效大約都在 4 到 5 個月，而疫苗

預防住院效益於施打第三劑後顯著增加，並在四到五個月後再次減弱，而免疫功能低下

族群，疫苗效益較低且減弱狀況更為明顯，因此追加劑的效益是可以避免我們感染後症

狀嚴重到急診或是住院，且具有一定之保護時效。(Ferdinands J M, et al. BMJ 2022;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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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NA 次世代疫苗作為追加劑免疫反應 

  為避免第一代追加劑預防住院效益消退造成後續中重症上升，是否應以次世代疫苗作

為追加劑以預防後續感染、住院及重症為目前重要議題。此研究透過接種 BA.1 次世代

疫苗 (mRNA-1273.214) 對於 Omicron BA.1 在 29 天內的中和抗體濃度，對照傳統第

一代疫苗之中和抗體反應，BA.1 次世代疫苗優於原始疫苗，無論是未感染者或是曾經

感染者。另外若進一步推估疫苗預防 BA.4/5 保護效益，在預防感染部分原始疫苗為 58%、

BA.1為 70%，而預防重症之效益為 80% 以及 90%。(Kohli M et al., Med medRxiv preprint, 

2022; Spyros Chalkias et al., NEJM, 2022)  

 

混合免疫預防再感染效益 

    過去感染康復的人接種疫苗可以獲得除了自然感染以及疫苗的主動免疫， 

透過記憶 B 細胞和 CD4+T 細胞的反應下產生 25 - 100 倍的抗體反應，且對於變種病

毒具有更廣泛的交叉保護，感染康復者可以接種疫苗獲得混合免疫的效果(Crotty, 25 

June 2021 • VoL 372 Issue 6549)。 

加拿大研究追蹤 2022/3/27 ~6/4 期間加拿大 18 歲以上的醫護人員，感染後接種疫

苗之混合免疫預防再感染效益，結果顯示相對於僅施打疫苗或感染其他變種病毒者，感

染過 Omicron 且施打兩劑以上疫苗者可以有效預防再感染(96%)。(Carazo et al., Lancet 

Infect Di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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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卡達研究混合免疫對於感染、住院及死亡效益，研究期間為 2022/12/23-

2022/02/21，並有評估先前感染與不同疫苗狀態下之預防感染、住院及死亡效益，總結

曾經感染 BA.1 或是 BA.2 康復後接種疫苗，其混合免疫效果非常強大，尤其在預防住

院以及死亡近乎 100%。(Heba N. Altarawneh, et al., NEJM, 2022)  

最後美國研究-羅德島州之新冠肺炎康復者，接種疫苗預防再感染之效力，在一般

民眾康復者接種三劑疫苗或是兩劑疫苗相較於未接種者再感染的保護力都較佳，而對於

長照中心居民康復者來說，康復者接種疫苗預防再感染的效力比未接種者有明顯優勢，

接種疫苗將可以減少一半的再感染風險 (Nickolas Lewis et al. 2022, Jama Network)。 

 

以上內容將在 2022 年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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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辰陽醫師、陳建宇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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