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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科學線上直播 

雙價疫苗拯救生命 

2022 年 11 月 30 日 

隨著曾經感染 Omicron(BA.1/BA.2/BA.5/BA.4/BA.2.75 等)全世界人數急速增加及

原始疫苗追加劑突破性感染和免疫逃脫，面對更新亞變種病毒(BQ.1/XBB/BF.7)流行再

感染(Re-infection)成為台灣及國際間未來入冬至 2023 春天關心議題，這不但會影響雙

價疫苗政策也會影響「幸福解封」，過程中「口罩及社交距離在大型群聚活動中管理及

規範」及自主快篩防疫文明也會影響醫院及健康照護機構院內感染因應 COVID-19 解

封過程中所面對新型挑戰。 

更重要的是在國際仍然採取 ”Zero-COVID-19” 政策國家如中國大陸，在新型亞

變種病毒快速傳染及原始疫苗失效下流行蔓延，除了無法恢復「幸福解封」新常態生

活外，對於所延伸中/重症個案及 Omicron 感染合併症死亡將面臨更大挑戰。 

本週將報導原始疫苗完成基礎及追加劑及曾經感染 Omicron 及 Delta 者如何隨著

時間兩次感染保護力降低的最新科學研究及與再次感染在英國及丹麥相關研究做為預

防面對新型亞變種病毒(如 B.F7/BQ.1.1/XBB 及其他可能亞變種病毒)施打雙價疫苗重要

性及搭配精準「自主防疫」包括口罩、社交距離及個人清消隨脆弱族群及一般族群客

製化設計思維來減少再感染後重症及死亡並維持「幸福解封」新常態生活。 

本週也針對最新雙價次世代疫苗如何能夠增加原始疫苗追加劑預防新型亞變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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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症狀感染」美國最新研究，以及「雙價疫苗」預防其他型亞變種病毒最新科學研

究報導，這些研究發現對於目前台灣開始進行分段自主公衛防疫(NPI)解封雙價疫苗在

脆弱族群精準接種降低死亡改變現今”疫苗疲乏”心理相當重要。更重要的是這些雙

價疫苗新科學證據對於國際間解除「清零」防疫國家有非常大幫助。 

本週藥物方面除了 Paxlovid 之最新評估外也有日本進入 Phase2/3 Ensitrelvir 新藥物

治療 COVID-19 輕/中症新發展。。 

 

馬特·格勒寧作品影集《乃出個未來(Futurama)》中，Philip 在 21 世紀不慎跌落湖

中得到感冒，隨後將此病毒帶到 31 世紀，導致當時感冒已滅絕的曼哈頓產生大流行，

使曼哈頓差點被丟入太陽中消滅。這個故事原型除了是流行性感冒病毒再現情形外，

在 20 世紀時，Philip 在高中科學競賽中利用天竺鼠製造出當時感冒病毒並且獲勝，當

時獲獎作品可以隨太空船進入太空中。當 Philip 在 31 世紀醒來後為了防止這種病毒流

行，Farnsworth 教授計畫從 Phlilip 身上取出病毒來製作宇宙射線疫苗。但因為製作宇

宙射線疫苗取樣過程十分危險，Philip 為了避免自被犧牲，成功找到在 20 世紀時被送

到太空的病毒並製作出疫苗。影集中人類希望在 26 世紀能藉由疫苗根除流感，但這個

夢想被 Philip 破壞了，這也代表新型亞變種病毒在 Omicron 中似乎不太可能離開人類，

會如同冠狀病毒、流感病毒一樣，與人類長伴左右且不斷出現新型亞變種病毒株。經

過不斷施打疫苗即不斷感染之下，會出現再感染及疫苗失效問題，因此人類需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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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fry 以及 Farnsworth 教授的精神來製作更精準疫苗，如雙價疫苗。除此之外，病

毒及再感染問題也是台灣經過 BA.2、BA.5 感染後，未來如何面對新型亞變種病毒感

染、再感染最重要議題。 

 

台灣中/重症/死亡監視 

中重症及死亡率監視，整體而言隨著 BA.5 流行開始下降一段時間之後，中重症及

死亡率也開始呈現下降趨勢。本週與前兩週相比，中症率下降 27%為最多，原因主要

是整體 Omicron 的防疫措施已控制住流行；重症率則下降 13%、死亡率下降 13%，還

是會有一些感染併發症造成重症和死亡，也造成 ICU 的能量耗損，還是需要特別注意。 

面對新型亞變種病毒是否會引起再次感染流行，根據國際間經驗，例如新加坡從

BA.5 到 XBB；澳洲兩波新型亞變種病毒株間的時間間隔；法國及德國兩波流行之間

的再感染。通常可以看到兩波流行高峰的時間間隔大約為三個月，在上一波流行後的

一個月至一個半月，新型變種病毒竄升最快。台灣目前已經發現 XBB, BQ.1.1 等變異

株，這些新興多種變種病毒以及未知的新型亞變種病毒都有可能引起再感染，特別是

在接下來連續假期及節日期間，在大型集會及多人群聚活動時特別容易感染，這也是

我們認為大家還是要持續小心，尤其入冬之後又接著元旦、春節，這個部分都必須討

論再感染風險，除了口罩和社交距離在未來分段解封的情況之下，次世代（雙價）疫

苗的效益評估就變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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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雙價(次世代)疫苗預防年長者 BA.5 感染效益 

本週團隊利用台灣某社區資料評估九月底年長者開始施打莫德納雙價疫苗效益做

為未來民眾決定是否要施打疫苗重要科學實證依據，由於台灣疫苗採取優先族群施打

疫苗措施，因此從已施打基礎劑及追加劑 65 歲以上長者中區分未施打次世代雙價疫苗

及施打次世代雙價疫苗，至十月底前感染 BA.5 的風險比較，結果為未施打次世代疫苗

者的感染率 2.6%；已施打者為 1.0%，依此推估施打雙價疫苗對於 65 歲以上年長者預

防 BA.5 感染效益約有 62%。 

此外，將疫苗效益更進一步區分為未曾感染及曾感染 BA.2，結果顯示未曾感染

BA.2 並已施打基礎劑或追加劑 65 歲以上年長者未施打次世代疫苗者感染 BA.5 機率是

3.0%；已施打者感染率為 1.2%，由此推估施打雙價疫苗對於 65 歲以上未曾感染族群

預防 BA.5 的感染效益約在 61%。目前台灣可能面對新型亞變種病毒感染，若能預防

年長者感染可同時下降中/重症並阻止死亡，也提供衰弱族群包含年長者及相關免疫缺

乏者一個重要的經驗。。 

然而對於曾感染過族群是否要再繼續施打次世代雙價疫苗亦為重要議題，對於曾

感染年長者而言區分未施打及施打次世代疫苗評估其預防再感染效益，結果顯示出未

施打者其 BA.5 感染率為 0.8%，相較於未曾感染/未施打次世代疫苗者 3%感染率，表

示曾經感染過仍有保護力，感染率相對較低；相對而言，已施打次世代疫苗者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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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5%，與未曾感染族群相比，感染率也是比較低，表示自然感染保護力不管是否有

施打疫苗保護，都有同樣的降低效果，但針對已經感染過的群族，若施打次世代雙價

疫苗，其感染率可以從 0.8%降到 0.5%，可預防 BA.5 感染效益約 44%。 

台灣目前對於次世代雙價疫苗能預防未來新型病毒的感染，特別是對 65 歲以上的

年長者以及能預防中重症都是非常重要的訊息，在未來面對新型亞變種病毒情況下，

加上口罩與社交距離慢慢解除後，要追求新常態生活就有非常大助力。 

 

新型亞變種病毒再感染國際經驗 

中國大陸近期感染個案每日高達 4 萬多人，個案數激增情形導致感染增加、中重

症及死亡也會隨之增加。此波疫情起初從內蒙古以及廣東地區興起，逐漸拓展至重慶、

河南等地區，之後連北京也跟著淪陷。這也顯示出中國在清零政策下，疫情逐漸從人

口較不密集地區，逐漸擴散至人口密集區域，這也會引起新型變種病毒在高傳播情形

及清零政策限制下，使疫情逐漸延燒至各個省份，若各個省粉無法有效介入，將會造

成疫情再起。 

根據預測，在面對 Omicron 亞變種病毒，中國大陸若無法有效控制疫情而使病毒

傳播開來再加上原始疫苗逐漸失效，預估到 12 月底會有 1400 萬名個案產生。如何避

免大流行出現，唯有的方法就是施打雙價疫苗，以降低 Omicron 新型亞變種病毒大流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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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未來面對新型亞變種病毒雙軌防疫應該根據科學實證以及未來如何做好分

段口罩及社交距離解封，同時要維持幸福解封。對於即將到來的歲末大型聚會，我們

該如何做呢?首先我們應該維持防疫文明，防疫文明主要來自於免疫保護立即自主防疫

兩大部分。免疫保護力可分成疫苗保護及自染感染兩部分，雖然我們目前免疫保護力

高達 60%，但隨著原始疫苗失效逐漸喪失保護力，唯有的方法就是強化接種雙價疫苗

以減低再感染，進而減低衰弱族群中重症及死亡。在自主防疫方面有一括在大眾運輸、

公共集會、大型聚群以及醫療機構仍維持口罩令及社交距離；第二是在佳節聚會時配

戴口罩及自主管理個人清消；第三則是家戶中若有衰弱族群應進行防疫自主管理包括

接種雙價疫苗優先性。在幸福解封方面也十分重要，因在歲末年終是大家最快樂的日

子。佳節聚會仍可照常舉行，因為社區免疫保護力是來自於曾感染過的人，無論是否

有症狀都無須太過擔心。此外也鼓勵國際移動以打破過去彭博指數對台灣評估限制，

以及在經濟成長方面逐漸恢復。在群聚社交活動恢復下，所有人都可以增加幸福指數；

此外藉由國際移動以及經濟成長也可以降低通貨膨脹。 

 

疫苗及自然感染預防再感染效益 

對於原始疫苗及自然感染是否預防再感染對於未來面臨新亞變種病毒如: XBB、

BA.2.75 等極為重要。首先美國 CDC 定義再感染為原發性感染間隔 90 天以上再度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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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ECDC(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則定義為原發性感染間隔 60 天以上再度感染。然而從

法國研究利用基因定序方式排除復陽可能性標定 Omicron 不同變異株再感染情形，發

現 2021 年 11 月 28 日-2022 年 7 月 22 日 27,972 位 Omicron 患者中有 188 名再次感染比

例(0.7%)，其再感染天數間隔有 15%小於 60 天，26%小於 90 天，說明再感染時間可能

短於美國 CDC 及歐洲 ECDC 定義。(Dr. Nguyen, et al.,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 

2022) 

 而對於原始疫苗施打是否能有效預防再感染保護效益亦為重要實證證據，丹麥研

究針對曾感染 COVID-19 者比較其施打疫苗與未施打疫苗對於再感染保護效益。結果

顯示施打疫苗對於預防 Delta 再感染保護效益三個月內高達 90%以上，三個月後保護

力隨時間消退至 74% (5 個月)。然而對於 Omicron 再感染保護效益在施打疫苗後 1.5 個

月保護力僅有 60%，且隨時間消退情形更為明顯，在施打疫苗超過五個月後保護再感

染效益僅剩 20%。(Nielsen KF, et al. (2022). PLoS Med 19(11)) 

 而另一丹麥研究評估混合免疫(Hybrid)預防再感染保護效益，結果顯現曾感染

Omicron 加上三劑疫苗(Hybrid)預防 BA.2/BA.5 再感染效益高達 97.1% (95% CI: 96.6%-

97.5%)及 92.7%(95% CI: 91.6%-97.5%)，然而由於研究中指出先前感染族群中可能有因

特殊原因需要進行檢測，因而可能導致效益高估，且如上一研究所報導，即使是混合

免疫對於預防再感染效益仍有隨時間消退問題。此外，此研究亦提供三劑疫苗施打對

於 BA.2 及 BA.5 預防感染及住院效益評估，結果顯示施打三劑疫苗感染 BA.5 相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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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2 風險有略高趨勢(增加 12~18%)，而 BA.5 感染因 COVID-19 住院率高於 BA.2 感

染(OR:1.69(95% CI: 1.22, 2.33))。(Christian Holm Hansen et al. 2022, Lancet)。 

 疫苗中和抗體反應 

Science 近期發表一項研究，實驗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針對已接種三劑疫苗個案

檢視 Omicron 突破性感染與不同變異株之交叉中和反應評估；第二部分以老鼠進行動

物實驗，比較施打原始株疫苗基礎劑加上雙價疫苗加強劑與單價疫苗加強劑的結果；

第三部分則在未曾感染 COVID-19 或曾施打原始株基礎劑疫苗的老鼠身上施予變種病

毒株的單價疫苗與結合原始株之雙價疫苗的中和活性反應。 

第一部份的研究結果發現，面對 Omicron BA.4變異株時，曾經施打三劑 mRNA疫

苗者加上 BA.4/BA.5的突破性感染中和活性反應最高，其次為 BA.2及 BA.1突破性感

染，而以無突破性感染者最低。 

 第二項實驗以接種過原始疫苗的老鼠，觀察其施打加強劑後的抗體反應，在第 0

天和第 21天給小鼠注射 BNT基礎劑疫苗，並於基礎劑後 3至 5個月後接種追加劑。研

究結果發現單價疫苗 BA.4/5、BNT與 BA.4/5雙價疫苗對 Omicron BA.4/5 的效價顯著

增強，並且對 BA.1、BA.2和 BA.2.12.1都有顯著的保護力，而使用 Omicron BA.4/5 

S糖蛋白作為單價或二價疫苗的加強劑可能會產生更好的免疫效果。進一步檢視疫苗

施打後隨時間的變化，觀察到當面臨 Omicron BA.1時施打 BNT及 BA.1雙價疫苗產生

的免疫活性均較高；面臨 Omicron BA.4/5時，施打 BNT及 BA.4/5雙價疫苗產生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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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活性亦在不同時間點均較高，表示同源感染及精準改良雙價疫苗可有效預防感染。 

 第三項實驗是鼠類改良疫苗的基礎劑實驗；針對未施打疫苗及未感染 COVID-19的

老鼠進行基礎劑實驗，施打 BNT與 BA.4/5雙價疫苗產生的血清抗體濃度，相較於其他

單價疫苗來得高，因此對於先前未感染過 COVID-19及未接種疫苗的族群，若施打雙價

疫苗可提供對目前 Omicron變異株更高的保護力。(Muik et al., Sci. Immunol. 

published First Release 15 November 2022) 

對於再感染族群之中和抗體反應與曾感染 COVID-19 的族群進行比較，研究結果

顯示，再感染之康復者因免疫機轉再度被激發，因此其中和抗體與接種兩次疫苗所產

生的抗體濃度相當；另一方面，接種三劑疫苗的中和抗體反應相較於接種兩劑疫苗及

康復者的免疫表現更佳，而曾經感染 COVID-19 的族群，其再改染風險會隨之降低。

(Damien Jacot, et al. Microbes and Infection. 2022.) 

新冠肺炎死亡並非只有直接死因，相關併發症及後續誘發的間接死因也是需關注

的議題。美國一項研究檢視初次感染及再感染的退伍軍人世代在急性期及後續全死因

與併發症發生風險，結果發現再感染患者無論全死因死亡率(2.17 倍，95%信賴區間：

1.93-2.45)、住院率(3.32 倍，95%信賴區間：3.13-3.51)、任一後遺症(2.10 倍，95%信賴

區間：2.04-2.16)與心血管疾病風險(3.02 倍，95%信賴區間：2.80-3.26)等皆比感染一次

患者高，而 COVID-19 再感染後住院及死亡會造成每千人增加約 1 到 10%的醫療負擔；

由於本研究的對象均屬於年齡較大的族群，也可呼應本週雙軌防疫提醒大家的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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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若有脆弱族群，為防止發生再感染，應即時施打雙價疫苗以提升免疫保護力。

(Benjamin Bowe et al. 2022, nature medicine) 

 

雙價疫苗效益評估 

面對原始疫苗保護和混合保護(Hybrid Immunity)隨著時間下降的情況下，雙價疫

苗在對於預防 Omicron 變異株症狀感染與和脆弱族群的保護，確實扮演很重要角色。 

而國際上近期針對雙價疫苗效益的科學評估以下整理三篇相關內容:  

    一是在 2022 年 11 月美國ＣＤＣ發表一篇病例對照的研究報告中，針對有

COVID_19 相關症狀的人收案並根據檢測結果，去回溯調查陽性病例組和陰性對照組

其施打新冠疫苗的狀況，進而估算出預防 Omicron 症狀感染的雙價疫苗效益。 統計結

果顯示，雙價疫苗效益分別在不同年齡層(18-49 歲、50-64 歲、65 歲以上)，有接種雙

價疫苗追加劑的族群相較於已接種過兩劑以上單價疫苗的族群，都具有更好疫苗保護

效果。特別在 18-49 歲族群有更佳疫苗效益(56%)、50-64 歲族群疫苗效益(48%)、65 歲

以上族群疫苗效益(43%)，此數據與目前台灣社區研究針對 65 歲年長者所得分析數據

相符合。此外由於原始疫苗保護會隨時間消退，此研究也觀察到隨著間隔上次單價疫

苗追加劑接種時間越久則雙價疫苗效益就更為明顯，在 18-49 歲族群從間隔 2-3 個月的

30%疫苗效益上升至間隔大於等於 8 個月的 56％疫苗效益。 透過此篇數據再次說明雙

價疫苗在預防 Omicron 症狀感染的重要性。(Link-Gella R,et al., Morb Mortal Wkly 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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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二是在英國一篇研究中針對已接種三劑單價疫苗的個體(428 人)，施打第四劑(雙

價加強劑,原始株& BA.1 蛋白)並測量第 0 天和第 29 天在面對原始株和 Omicron 不同變

異株時血清中和抗體效價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對抗原始株、BA.1、BA.4/5 以及

BA.2.75，第 29 天中和抗體效價(ID50GMT)相較於第 0 天中和抗體效價，皆呈現更好

抗體反應。 (Spyros Chalkias,et al., NEJM (2022) Nov.23) 

   三是在耶魯一個動物實驗以老鼠為對象，同樣觀察到雙價疫苗加強劑

(Delta&BA.2)在對抗 BA.4/5、BA2.12.1、BA.2 可提供顯著更佳免疫保護力。(Fang et 

al., Cell Discovert (2022) 8:108) 

   簡言之，透過上述三篇科學實證提醒雙價疫苗對台灣將邁向雙軌防疫的重要性，

這也是近日為何政府不斷宣導於年末此時機點，鼓勵 12 歲以上大小朋友可以踴躍地接

種次世代雙價疫苗，除了保護接種者本身，也提供保護給予相關脆弱族群並降低其中

重症感染與死亡風險。。 

 

抗病毒藥物效益評估 

全球 Omicron 疫情進入流感化防疫後除了運用雙價疫苗提高族群保護外，對於施

打雙價疫苗後的年長者以及脆弱族群如何以包含抗病毒藥物與單株抗體之臨床醫療提

供精準照護成為重要的議題。目前全球廣為應用的 Paxlovid 抗病毒藥物於臨床研究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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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及臨床運用皆顯示對於脆弱極佳的保護效益。美國近期發佈的 70 萬族群監測研究

結果顯示，對於具有共病症以及年長者之脆弱族群在罹病 5 天內投藥皆可顯著降低住

院風險達 50%。對不同疫苗施打狀態者已可達顯著降低住院之效益，可在 Omicron 變

異株流行時期結合疫苗提供族群保護(Shah et al., 2022)。 

除抗病毒藥物外，單株抗體在疫情皆亦提供輕症與中症個案降低疾病進展風險之

有效治療。然而在 Omicron 變異株的高度免疫逃識特性下，具有高度專一性的單株抗

體治療臨床效益亦受到重視。發表於生物醫學期刊 Cell Press 的研究顯示，在 Delta 時

期具有極佳病毒中和效益的單株抗體對於 BA.4 與 BA.5 的中和能力皆下降，僅餘

Cilgavimab、Bebetelovimab、Imdevimab，以及 Sotrovimab 四類單株抗體仍維持中和效

益。目前單株抗體療法多採雞尾酒方式結合 2 種以上單株抗體以達到對於變異株的結

合保護，因此運用於臨床 Ronapreve 以及長效 Evasheld 單株抗體皆可在 Omicron 變異

株流行時期對於罹病個案提供有效的治療。然而由於 Omicron 變異株的免疫逃識特性，

Evasheld 對於 BA.5 的感染保護亦快速降低，對於年長以及脆弱族群的臨床應用值得密

切觀察(Bruel et al., 2022)。 

日本鹽也義製藥近期亦宣布其發展的新型抗病毒藥 Ensitrelvir (商品名 Xocova)近

期將取的日本藥物監管單位的緊急授權，投入 Omicron 變異株流感化防疫中。Xocova

與 Paxlovid 同為抑制病毒複製所需蛋白酶(3CL)藥物，可以降低感染者病毒量。該藥物

發佈的第 2a/3 期臨床研究結果顯示早期投與 Xocova 可有效加速病毒清除，緩解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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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對於臨床運用的實際效益仍待後續進一步臨床治療效益結果公布(Shinogi, 2022; 

Mukae et al., 2022)。 

 

疫苗接種投資報酬 

根據美國研究調查自 2020 年 12 月 14 日啟動疫苗接種計畫，直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止在紐約疫苗接種投資報酬情況。透過建構數學模擬模型估計相同時期未施打疫苗

情境下的健康結果成本。比較感染確診者使用醫療照護服務與因疫苗不良反應而缺席

工作的健康結果成本，與疫苗購買及接種計畫過程花費的成本。結果發現：調查期間，

疫苗接種估計減緩了約 260 億美元因感染死亡的壽命損失成本(VSL)。接種疫苗減少

279.6 億美元的直接與間接醫療服務額外花費。投資報酬率(ROI)為 1019%，即每花一

美元投資於疫苗，可減低約 10 美元用於感染者健康照護服務，估計投資疫苗節省了

517.7 億美元淨額。朝向防疫文明與幸福解封雙軌並行發展，建議以提倡疫苗施打為核

心策略以應變新變異株與未來可能之變異株，恢復新常態生活之下緩解新冠肺炎對整

體社會經濟與健康衝擊。（Sah et al., 2022, JAMA Network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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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將在 2022 年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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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