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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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2022 年 7 月 20 日 

 

本週首先針對國際間所面臨新型亞變種病毒 BA.4 及 BA.5 取代 BA.2 及 BA.1 成為

主要病毒株時許多國家如: 日本及紐西蘭在上波大流行後，感染確診個案急遽上升，

探討是否此變化會影響「大流行」後國際間一般達成共識之防疫照護走向「新常態生

活」之目標，我們將以不同角度以科學實證檢視此關切以避免對 Omicron 感染過度恐

慌及片面科學推論造成邁向「地方流行」社區監視恢復正常受到影響，進而導致慢性

病、癌症及其他重大疾病在民眾端的心理恐懼疫情而延遲就醫及醫療供給者醫療能量

再度緊縮影響對其疾病照護，進而造成非預期「超額死亡」，我們將以不同國家所經歷

BA.4 及 BA.5 以達到超過 50%比例疫情及死亡進行剖析，提供決策者、民眾、醫療供

給者正確訊息。 

配合上述科學部分，本週將針對 COVID-19 期間造成癌症及慢性病延遲治療問題進

行探討，並報導慢性病控制、口腔衛生以及健康植物性飲食對於 COVID 感染、住院、

重症及死亡風險實證結果。針對兒童部分，亦報導疫情期間亦造成兒童及青少年體能活

動及飲食障礙，顯示走向「新常態生活」回歸正常化醫療以避免延遲治療並恢復體能活

動及正常化飲食以促進健康之重要性。然而在面臨 BA.4 及 BA.5 侵襲如何防範脆弱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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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受到威脅也是必須提防，本週也提供台灣目前脆弱族群疫苗施打情形，並提供脆弱族

群第四劑疫苗施打效益評估實證結果。除此之外，本週亦針對疫苗接種對於長新冠風險

保護效益進行討論。配合上述所提及正常醫療照護，藥物部分則針對降血脂藥物 Statins

使用預防 COVID-19 住院及死亡效益進行報導。 

 

馬特·格勒寧作品影集《飛出個未來(Futurama)》描述 Persei 8 planet 的 Omicronian

自未來 31 世紀如何侵略 21 世紀地球，而出生於 Oct 10, 2925 的 Lrrr (Omicron 亞變種病

毒 BA.1)為第八星球統治者，其配偶及兒子為 Ndnd(Omicron 亞變種病毒 BA.2)及

Jrrr(Omicron 亞變種病毒 BA.4/5)，Omicronian 家族破壞地球上新常態生活，造成地球上

生活壓力。而 Omicronian 在故事中從第一次從未來回到 21 世紀入侵單身法律女郎

(Single Female Lawyer) 戲劇中欲殺害 Jenny McNeal (女性)，但其軍隊卻誤殺同姓的 29

世紀總統 Bill McNeal (男性)，從故事中 Omicronian 從 31 世紀回到 21 世紀因不滿 Jenny 

McNeal 而殺害她，如同告誡人類對於目前所面臨 BA.4/5 變種病毒的侵襲所採取防疫措

施是否合適。 

 

BA.4/5 國際流行經驗及對台灣影響的推估 

 六大洲分別都受到 BA.4/5 的侵襲，使得各州疫情皆有微幅的上升，但死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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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並無如疫情上升幅度相當，亦說明其嚴重度相比於 BA.1/2 並無明顯的增加，然而

各州上升的幅度仍然有別，主要歸因於其過去大流行感染的特性(包含速度與強度)、

追加劑施打的狀況與族群過去基礎的感染率等等，都將影響其感染曲線。因此本周，

將利用各重複測量的資料，並考慮之前經歷流行波特質、族群感染率與追加劑施打狀

況，建立布瓦松重複測量模型，以進一步探討 BA.4/5 國際流行經驗及對台灣影響的

推估。模型結果顯示，過去曾因 Omicron BA.1/2 造成大流行的國家受到 BA.4/5 的影

響較小，反之，如過去大流行期間感染人數較少者、地方感染率高者受 BA.4/5 影響的

比例較大。此外，BA.4/5 的占比增加 10%，將增加單日感染率 4%。 

另外，若考慮各國先前經歷流行波特質(包含強度與速度)，與 BA.4/5 <25%的時

期相比，當 BA.4/5 比例 25-55%，單日感染率略減 8% ，但凡 BA.4/5 比例達 55%以

上，單日感染率將增加為 1.5 倍。而與感染曲線與台灣較為相似的新加坡與澳洲，由

於 BA.4/5 在<25%時期，仍處於 BA.1/2 地方流行期間，因此感染曲線仍然持續下探，

然而，當 BA.4/5 占比來到 40-50%時，即足以引起下一波流行，因此單日感染率即驟

然上升，因此根據此經驗推估，當台灣受到 BA.4/5 侵襲後，占比突破 40%後，單日感

染人數將增加 1.5 倍左右。 

最後，本周亦有探討國際間 BA.4/5 佔率的成長情形，由占比自 1%上升至 20%平

均需要 26 天左右的時間，而從 20%上升至 40%則縮短期間隔，僅需 11 天左右，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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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經驗推測如台灣持續受到 BA.4/5 的侵略，單日感染率將於 8 月中下旬再次回

升。 

 

Omicron 再感染及嚴重度科學新知 

美國針對退伍軍人在 Delta 流行前進行初次感染者與再感染者於住院與全死因死

亡的比較，結果雖呈現再感染者增加住院與死亡率，然而此研究研究期間為 Delta

前，無法對 Omicron 再感染進行推論，此外，由於此研究缺乏蒐集慢性病及癌症控制

變項，因此無法得知住院及死亡是否因再感染或疾病控制差所導致，無法回答再感染

是否增加住院及死亡真正原因(Ziyad Al-Aly et al, 2022)。另一卡達研究也是在 Delta 流

行前卻發現再感染者與初次感染相比，再次感染可降低 90%急重症以及死亡風險 

(Roberto et al., 2021)，也有研究指出再感染者的疾病嚴重都較初次感染者要低(Medic et 

al., 2022)。近期南非對 BA4/5 感染後住院與重症風險都與 BA1 及 BA2 十分相近

(Nicole et al., 2022)。 

 

BA.4/5 國際流行經驗 

 從歐美國家例子來看在過去大流行過後的國家包含: 加拿大、美國、巴西及葡萄

牙，雖然 BA.4/5 成為主要流行變種病毒株，但感染率及死亡率未有明顯上升趨勢，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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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過去雙峰感染的英國、法國、德國及新加坡雖然在 BA.4/5 侵襲之後疫情略有上升

趨勢，但死亡率仍低。而與台灣較為相近的紐西蘭、澳洲、日本及韓國，日本由於當

時流行較低，導致疫情受 BA.4/5 影響較大，但死亡仍未有上升趨勢; 韓國則由於過去

大流行因此受 BA.4/5 影響較小; 再者紐西蘭及澳洲由於疫苗施打率較低，在面臨

BA.4/5 入侵，疫情及死亡皆受影響。然而對台灣而言，由於疫苗施打率高，雖然

BA.4/5 可能造成感染率略有上升趨勢，但不至於造成死亡率上升。 

BA.4/5 變種病毒佔各州的確診個案皆突破五成以上，部分國家重啟相關的防疫措

施，本周將進一部探討目前盛行國家的相關防疫規定，如歐洲部分，雖然受到影響幅

度較小，但英國因為單周確診數上升 29%，故政府表示將不排除重起封鎖(Lockdown)

的措施，而法國部分，單日確診數高達 15 萬人，且進一步發現約此波感染約有 12%確

診病例為重複感染(Reinfection)，因此法國尼斯宣布將於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須配戴

口罩。但此舉由於染疫人數仍未達條件，故遭法院駁回。另外，為避免 BA.4/5 這波疫

情，侵襲到高重症與死亡風險的脆弱族群，因此歐洲 CDC 近日下修得接種第四劑疫苗

的年齡，由原先的 80 歲下修至 60 歲，但仍強調目前無需替 60 歲以下無嚴重疾病風險

者進行施打。 

 而北美洲亦有相同情形，雖然加拿大受到的侵襲較小，但未避免過多的境外移入

個案，造成下一波大流行，因此該國將於 7/19 起恢復強制檢測措施，病重啟居家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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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而美國部分亦是，雖然過去感染人數眾多，此波疫情影響幅度小，但仍可發現

於過去疫苗施打較早與疫苗順從性較低的地區，包含西部與南方州的感染最為嚴重。 

 而亞洲部分，由於日本過去因 BA.1/2 所築起的免疫防火牆較為脆弱，族群感染率

仍低，因此面臨 BA.4/5 的入侵，確診數即驟然飆升，單日確診數突破十萬人，因此於

東京都內，已重新升級相關的警戒措施。此外，此波感染 19 歲以下族群占大宗，達

38.1%且幼兒園群聚感染事件持續增加，因此將加強並持續鼓勵 5-11 歲兒童施打疫

苗。而過去已築起免疫防火牆的南韓，近日確診數亦有微幅上升的趨勢，因此近日亦

與歐盟 CDC 使用相同措施，放寬第四劑施打的年齡限制，由原先的 60 歲以上下修至

50 歲以上，此舉即是避免過多的中、重症個案產生，再次衝擊醫療量能。以上是本周

針對國際間面臨 BA.4/5 的相關措施，供大家參考。 

 

台灣 Omicron 疫情: 地方流行趨勢 

台灣 Omicron 疫情目前已從大流行走入地方流行，若台灣未受 BA.4/5 影響將在 7

月底個案數下降至 14,464，8 月底下降至 7,496，然而若台灣未來 BA.4/5 達 50%將有可

能造成疫情略有上升趨勢。然而依台灣目前疫情是否有條件恢復新常態生活，從台灣地

理區域感染曲線呈現地方流行型態來看，各地區疫情逐漸收斂至單日族群感染率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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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各年齡層皆有收斂情形。可見年齡及地理區域皆達到地方流行標準，應以正常心態面

對 BA.4/5 入侵，恢復新常態生活。 

除了疫情之外，中重症及死亡仍是重要評估指標，以台灣目前中重症及死亡下降趨

勢評估照護效益，抗病毒藥物及照護效益預防中症、重症及死亡效益達 74%、69%及 54%。

進一步依各年齡評估，照護對於預防中症效益皆達 70%以上，其中 0-19 歲達 85%; 照

護對於 20-49 歲、50-69 歲及 70 歲以上預防重症及死亡效益約為 70%及 60%，顯示目

前台灣中重症及死亡有明顯下降趨勢，照護效益有顯著成效。 

 然而雖然台灣 COVID-19 疫情、中重症及死亡已有下降趨勢，然而慢性病、癌症

及其他重大疾病在民眾端的心理恐懼疫情而延遲就醫及醫療供給者醫療能量再度緊縮

影響對其疾病照護，進而造成的非預期「超額死亡」仍對台灣造成影響，台灣超額死

亡於今年 5 月 Omicron 疫情流行後已有正超額現象，5 月超額死亡 18%、6 月超額死

亡達 43%，然而其中超額死亡 COVID-19 比例為 63%，另外 37%則來自於間接死亡。

然而，若未解決民眾懼怕心理且醫療量能未能正常化，7 月及 8 月超額死亡將達 28%

及 22%，為了有效下降全死因死亡率，恢復新常態生活及醫療量能正常化極為重要。 

 

COVID-19 與慢性病及癌症預防及照護 

各國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除了直接影響之外，亦導致慢性病、癌症及其他重大

疾病在民眾端的心理恐懼疫情而延遲就醫及醫療供給者醫療能量再度緊縮影響對其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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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照護，進而造成非預期「超額死亡」，其中主要原因為癌症及慢性病預防及照護。 

 COVID-19 與癌症預防及照護 

Teglia 等人以系統性文獻回顧檢視 2020-2021 年所發表有關新冠肺炎流行期間各國

的篩檢量能影響的文章，經統合分析後估計 2020 年期間乳癌、大腸直腸癌、及子宮頸

癌篩檢均有明顯的降低，其降幅至 3-5 月降幅最高，6-10 月雖然隨著各國調整防疫措

施及醫療量能，但回復有限，仍有 10-25%的落差 (Teglia , 2022)。 

若檢視台灣健保利用資料可以發現在疫情前台灣消化道惡性腫瘤的門診利用人數

是呈線性成長的，從 105 年的 198,206 人上升至 108 年的 216,912 人，在不考慮疫情的

因素，109 及 110 年的門診利用期望人數分別為 222,898 及 228,996 人，但實際利用人

數卻受到疫情影響少了 2% (217,943 人)及 8%(210,620 人)。 

任等人以台灣大腸直腸癌糞便潛血篩檢情境預測當族群篩檢排程整體被延遲 0.5

年至 2 年，會使晚期大腸癌的風險增加 25-39%，大腸癌的死亡率也會增加 26-30%，

延遲篩檢時間越長，晚期大腸癌和及大腸癌死亡的風險就越高 (Jen et al, 2021)。 

祕魯的研究顯示 2020 封城期間由於 COVID-19 防疫措施包括封城、社交距離、居

家隔離等使得醫療保健系統壓力增加，在 2020 年封城期間癌症死亡個案中有 58%是於

家中病故，若以 2017-2019 年計算癌症個案的背景死亡率，相對來說，2020 年造成癌

症超額死亡達 17%，祕魯的經驗顯示在傳染病大流行的防疫措施下，應有配套措施以

減少醫療利用限制對癌症患者的衝擊，而定期監測癌症患者晚期癌症發生及死亡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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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決策者及時調整防疫措施 (Vidaurre et al, 2022)。 

美國一個 COVID-19 對癌症患者致死率的研究，利用回顧性研究(2021/12/1-

2022/1/17)比較 285 名患有 COVID-19 的癌症患者與非癌症的 COVID-19 陽性個案，在

調整性別、年齡、併發症及疫苗狀態後致死率的狀況，結果發現癌症患者有 2.6 倍

(95% 信賴區間：1.3-4.6)的死亡風險，年長者(>65 歲)死亡風險亦顯著較高(OR=1.09, 

95%信賴區間：1.08-1.10)高，而完全接種疫苗的患者死亡率則顯著低於未完全施打者

(OR=0.46, 95%信賴區間：0.31-0.67)。此研究的新冠肺炎陽性癌症患者的致死率為

4.9% (14/285)，值得注意的是死亡案例中有 5 名死於癌症，而非 COVID-19。患有

COVID-19 的癌症患者之死亡率與疾病狀態、免疫抑制和疫苗接種狀態相關，對這些

染疫的癌症病患中，年齡、晚期腫瘤和併發症均會增加死亡風險，對癌症患疾的照護

不應低於防疫作為(Lee M, et al, 2022)。 

 慢性病患者疾病控制對於 COVID-19 影響 

一韓國病例對照研究包含 4,070 名 COVID-19 檢測結果陽性及 27,618 名陰性受試

者評估代謝症候群(MetS)與 COVID-19 感染風險及疾病嚴重程度之關係。結果顯示在五

項代謝症候群因子中肥胖增加 COVID-19 感染風險 17% (OR: 1.17, 95% CI: 1.06-1.28)，

血糖異常則增加 61% COVID-19 重症風險(OR: 1.61, 95% CI: 1.21-2.13)。此研究進一步

分析 MetS 異常項目數與 COVID-19 感染、重症及死亡風險，發現代謝症候群異常項目

越多增加 COVID-19 重症及死亡風險(Dong-Hyuk Cho et al., Nutrition, Metabol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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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vascular Diseases, 2022)。 

然而雖然糖尿病患者感染 COVDI-19 嚴重度及死亡率風險提升，但可進一步藉由血

糖控制以降低 COVID-19 嚴重度及死亡率，若糖尿病控制不佳可能導致免疫反應相關指

標異常(淋巴細胞減少、SpO2<95%、嗜中性球、白血球、C-反應蛋白、前降鈣素、D-二

聚體等數量增加)進而導致心臟或腎臟損傷、敗血性休克、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

甚至造成死亡。若糖尿病患者能控制佳則可有效改善 COVID-19 疾病嚴重度並下降死亡

率 Marçal IR, Fernandes B, Viana AA, Ciolac EG. Front Endocrinol (Lausanne). 2020。一美

國回溯性世代研究針對 39,616 名 18 歲以上糖尿病患者以糖化血色素測量評估不同糖尿

病控制程度對於確診新冠肺炎後的疾病嚴重度是否不同，研究顯示糖化血色素控制差顯

著提升確診 COVID-19 後 30 天內住院、重症及死亡風險，而相較於糖化血色素 6-7%，

COVID-19 住院、重症及死亡風險隨著糖化血色素上升而增加，重症風險在糖化血色素

高於 9%時達 1.6 倍，死亡風險則在高於 8%時達 1.4 倍。另外糖尿病患者若使用降血糖

藥物可進一步下降住院、重症及死亡風險，研究結果顯示二甲雙胍 – Metformin、第二

型鈉 -葡萄糖轉運蛋白抑制劑 (SGLT2)和類升糖素胜肽 (GLP-1)…等藥物對於預防

COVID-19 感染、住院及重症具有保護作用(Wong et al., Diabetes Car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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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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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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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造成”非”常態運動及飲食生活-以兒童為例 

 身體活動對健康、疾病管理的影響 

居家隔離期間如果減少身體活動，也可能對患者健康產生影響。從這項研究結果

發現，中斷身體活動如：有氧運動、阻力訓練或伸展運動後，會影響到許多生理學指

標包括：胰島素和升糖素分泌失調、心率和體脂增加等，當心臟代謝和身體功能參數

出現異常，中重症的風險就會提高，進而導致突破性感染的發生；另外，無身體活動

也會導致心理產生問題，而降低生活品質。在這種情況下，盡可能維持或增加身體活

動量，及避免久坐行為，以防止增加 COVID-19 的嚴重程度(Marçal IR, et al. Front 

Endocrino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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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疫情期間兒童與青少年體能活動全球變化 

體能活動可以為兒童和青少年帶來許多身心健康的益處，對於身體發育、認知能

力、情緒調節等皆有正面影響。但是，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許多國家都實施了

政府規定的社交距離管制，這嚴重侷限了兒童和青少年運動的機會。從這項國際研究

發現，兒童與青少年在 COVID-19 期間，輕度至重度的體能活動持續時間皆有減少，

整體下降 20%，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疫情下累積的問題可能會加劇，從而對兒童和

青少年的健康引發負面影響，甚至產生憂鬱和焦慮的症狀。因此，我們應鼓勵兒童和

青少年在疫情期間維持或增加體能活動，避免產生潛在且不可逆的傷害(Neville RD, et 

al. JAMA. 2022.)。 

 COVID-19 疫情期間兒童與青少年的進食障礙 

近期有一篇挪威的研究比較在疫情之前以及疫情期間，兒童及青少年罹患飲食障

礙的情形，結果發現無論是哪一種照護方式，在疫情期間發生進食障礙的比例比疫情

之前高，而且在疫情後期在疫情後期高於前期(Pål Surén et al., JAMA Network Ope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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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食品質與 COVID-19 風險及嚴重度 

另外飲食的種類對於 COVID-19 的發生以及重症風險也有關聯，一研究探討健康

植物性飲食是否影響 COVID-19 感染及重症風險。健康植物性飲食是指攝取大量的植

物性食物，例如全榖雜糧、蔬菜水果、豆製品等食物。結果發現在低度使用健康植物

性飲食的人，發生 COVID-19 的機率較高，而且發生重症的機率比高度使用健康植物

性飲食的人還來的高，證明了以健康植物性食物為特徵的飲食內容與較低 COVID19

發生及重症風險相關(Jordi Merino et al. Gut, 2022)。 

 

施打疫苗效益評估 

 年長者第四劑疫苗施打 

疫苗施打對於 BA.4/5 侵犯是相當重要的防疫方法，瑞典針對脆弱族群，包括镸照

機構住民及 80 歲以上老人接受第四劑後分析疫苗效益。研究發現施打第四劑較施打第

三劑者，可預防死亡效益達 27%-54%。目前台灣長者及镸照機構住民第四劑施打數仍

低，應鼓勵施打，避免可能的超額死亡（Nordstrom, 2022）。 

 施打疫苗預防長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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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新冠肺炎後發生長新冠的三大原因如下: 一、感染發炎引發腦血管產生微小

血塊與輕微血栓，導致神經細胞損傷而引發認知功能障礙；二、大腸鏡檢查發現長新

冠患者腸道內仍存有病毒 RNA 或棘蛋白，導致腸胃道持續發炎；三、體內持續存在

的病毒 RNA 或棘蛋白會使體內的免疫系統維持高度警戒，引發白血球和 B 細胞、T

細胞等免疫細胞過度活化，這樣的慢性發炎會造成神經系統疾病與認知障礙等問題

(COUZIN-FRANKEL, Jennifer. Science (New York, NY), 2022.)。目前有研究發現接種疫

苗可有效緩解長新冠相關症狀的發生，2021 年 2 月到 9 月一英國研究，共收入 28,356

位 18 到 69 歲確診者在確診後 24 週接受第一劑疫苗，於 12 週後接種第二劑疫苗，研

究發現施打一劑疫苗可以減緩 13%症狀的發生，而施打第兩劑疫苗後可以再多減緩

9%症狀的發生，針對不同的新冠症狀包括虛弱、疲勞、嗅覺失調、呼吸短促、味覺失

調、頭痛和睡眠障礙等，施打一劑或兩劑疫苗可有效減緩 8%到 13%不等的發生風險

(AYOUBKHANI, Daniel, et al., BMJ, 2022.)。此外，義大利針對醫療機構人員感染新冠

肺炎後輕症者，疫苗接種狀況與發生長新冠風險相關性，發現施打兩劑以上疫苗可有

效降低長新冠的發生，施打一劑疫苗可以降低 75%的風險，而施打第兩劑疫苗後可以

降低 84%的風險，此外，年長者、有過敏及合併症者則較容易發生長新冠(Elena 

Azzolini et al. JAMA, 2022)。 

 



新冠肺炎科學防疫  https://www.realscience.top/ 

15 
 

藥物新知 

 Statins 對新冠患者住院之保護效果 

 Statins 為降血脂藥物，又稱 HMG-CoA 還原酶抑制劑，具有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和

高膽固醇的功效，而 covid-19 對身體有廣泛的影響，包括高凝血狀態、發炎狀態造成

栓塞，而近期相關體外研究也發現相關預防新冠感染的潛力,例如與 ACE-2 結合位有

關。法國國家健康體系資料庫世代研究，追蹤期間為 2020 年 2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

收錄大於等於 40 歲，排除合併使用其他降血脂藥物，有心衰竭，中風腎臟透析與移植

的病人，最後 1:1 配對共 2,058,249 對 statin 使用者與未使用者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

現: (1)使用 statin 比未使用之住院風險降低 16%，而住院後死亡風險也有降低趨勢。

(2)無論 statin 藥物為何，住院風險皆較低。(3)使用中低強度者，風險較低，且也對降

低住院死亡同樣具保護效果。(Bouillon et al,. J Am Heart Assoc. 2022)，對於慢性疾病的

控制來說為重要訊息。 

 Paxlovid 於免疫不全患者效益初探 

   本篇來自中國上海的研究，共收錄 114 位因新冠感染症狀住院患者，其中包含 35

位具有免疫不全，而其中疫苗接種率(26.5%)、具共病症比例(79%)，平均年齡 65.87

歲。研究進行羅吉斯迴歸分析，其中免疫不全為影響病毒清除相關的重要因子，免疫

不全患者具有較長的病毒清除時間(17 天)大於非免疫不全者(14 天)，而免疫不全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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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axlovid 時間若小於 5 天，能夠越早清除病毒(Sun F.et al. Lancet Infect Di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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