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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科學線上直播 

「大流行」到「地方」流行 (II) 

  2022 年 7 月 6 日 

台灣在基礎及追加劑高疫苗覆蓋率及自然感染之下已築起社區免疫防火牆，疫情已

下降至國際間地方流行軌跡相似，近期病毒藥物高使用率逐漸提升不但減低傳播機率也

降低傳染期及提高存活率，因此中重症及死亡也有下降趨勢。然而疫情控制後如何考慮

從「大流行 (第五類集中規範)」走向「地方流行 (第四類社區監測)」以避免醫療能量緊

縮及無法恢復新常態生活所造成超額死亡，本週將持續報導台灣目前各年齡層感染情形

以了解免疫防火牆，並預估走入地方流行後疫情趨勢以及後續中重症、死亡監測指標。

進一步綜觀疫情、中重症個案以及疫苗、藥物及快篩使用情形以台灣 Omicron 解封”

0.5”持續評估台灣「地方流行」可行性。除此之外，我們提供國外大流行到地方流行經

驗以及 WHO 及歐盟所提出從大流行到地方流行過渡期監視策略，也提出各國在地方流

行時口罩使用時機及場合做為未來台灣地方流行參考。 

除了 Omicron 流行之外，面對猴痘世界流行本週將著重猴痘暴露前及暴露後預防

以及治療方法進行討論。 

科學部分，本週將針對 5-11 歲兒童疫苗效益、β-佐劑重組加強疫苗及莫德納雙價

疫苗免疫原性及安全性進行報導，並探討 BMI 與不同疫苗接種情形對於後續 COVID-

19 感染、住院及重症風險之影響。然而各國逐漸受到 BA.4/5 變種病毒侵襲，本週亦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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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BA.4/5 疾病嚴重度與 BA.1 進行比較，評估其造成後續重症及死亡威脅性。除此之

外，我們亦探討在長期面對 COVID-19 所造成壓力及憂鬱傾向，並提出如何減緩憂鬱、

焦慮及壓力之方法。藥物新知部分，將會報導日本抗病毒藥物 Ensitrelvir 臨床試驗結果。 

 

飛出未來(Futurama)為馬特·格勒寧作品，故事中 Omicronian 來自於距離地球一

年光年的 Persei 8 planet (第八星球)的外星人，其中出生於 Oct 10, 2925 的 Lrrr 為第八星

球統治者，Lrrr 在故事中破壞了地球上的常態生活，如同我們所面臨的 Omicron 變種病

毒，Omicron 不僅是傳染病致病於人們更使我們生活受到影響，亦即「生活壓力」 >「疾

病」。然而在面對新常態生活受到破壞，如何飛出未來極為重要，因此本週我們著重於

探討大流行到地方流行後如何回到新常態生活。 

從世界各國經驗來看，目前多數國家已逐漸走入地方流行「流感化」，我們依各國

Omicron 流行高峰每日感染率以及地方流行每日感染率進行分類，西班牙、美國及英國

感染時程較早，再者為丹麥、荷蘭、南韓及香港，此類國家皆在過去 Alpha 或 Delta 時

期曾有過大流行，因此在 Omicron 感染後地方流行每日感染率較低(0.02%)，然而紐西

蘭、澳洲、新加坡以及台灣受到 Alpha、Delta 等影響較小，因此在 Omicron 大流行後地

方流行每日感染率較高(0.1%)，顯現每個國家可能因為過去感染情形及防疫文化不同而

有不同的地方流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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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到地方流行: 疫情控制與常態生活的恢復 

在疫情受到控制後，各國開始考慮恢復新常態生活，逐漸從過去「大流行」走向「地

方流行」，主要是因為過去「大流行」期間以第五類傳染病法集中規範，其中包含: NPI

限制、境外管制等…限制造成醫療緊縮也導致民眾在 COVID-19 期間因為限制而造成精

神心理壓力，更使染疫民眾在這樣的環境中受到黑數汙名化。然而在疫情控制後我們希

望能進一步恢復新常態生活，WHO 也提出過渡期流行監測及建議，期望新冠肺炎防疫

能走入第四類傳染病轉而以社區監測疫情，解除 NPI 及境外解封，並去汙名化進而達到

醫療正常化，使民眾回到健康心理恢復新常態生活。 

 

台灣本土疫情監視 

台灣本土疫情是否受到控制，進入流行監測過渡期，由台灣感染曲線動態移動地理

分布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各區流行逐漸收斂至地方流行指標(0.1-0.2%)，進一步區分不同

年齡族群，0-19 歲及 20-49 歲每日感染率收斂至 0.2%，50-69 歲及 70 歲以上收斂至 0.10-

0.15%，各區疫情皆有受到控制。 

除感染曲線之外，台灣中、重症及死亡皆有下降趨勢，評估抗病毒藥物及照護效益

對於中症、重症及死亡效益分別為 46%、49%及 47%。 

綜觀上述因素，台灣是否在考慮能在考量疫情、中重症個案、存活率、抗病毒藥物

使用率及效益、疫苗基礎劑與追加劑施打及效益、與快篩準確度後進行解封，以台灣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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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形推估七月初解封指數為 0.4，而在七月底接解封指數更下降至 0.3，皆低於Omicron

解封”0.5” 標準，顯示台灣目前符合解封條件，有助於走向地方流行。 

然而雖然目前台灣在疫苗及抗病毒藥物使用之下，中重症及 COVID-19 死亡有下降

趨勢，然而對於大流行期間所造成醫療能量緊縮問題仍不容忽視，倘若持續未改善醫療

能量緊縮無法回到新常態生活，台灣 7-8 月超額死亡仍可能達 10-15%。期望台灣在未

來能恢復新常態生活而降低超額死亡影響。 

 

大流行到地方流行「過渡期」監視政策與台灣疫情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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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以調整以避

免影響新常態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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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進而依模型推估在未考慮「過渡期」監視政策

之下台灣在走入地方流行後七月底每日感染人數為 27,126，八月底降至 23,469，然而若

能採取「過渡期」監視政策，七月底每日感染人數為 12,738，八月底降至 6,426。 

 

「大流行」到「地方流行」過渡期口罩政策 

隨著疫情逐漸從大流行轉為地方流行，世界各國也逐漸恢復到新常態生活，「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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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監視政策也極為重要，其中國際間口罩政策在過渡期間如何進行調整，我們分別針

對歐洲、美洲及亞洲進行討論， 

1. 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口罩政策從「硬性」規定轉變為「軟性」建議，僅少數國家規定在

醫療機構及公共交通工具上仍須配戴口罩； 

2. 美國及加拿大目前也已取消口罩令，美國政府建議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時佩戴口罩，

加拿大建議在公共室內環境配戴口罩 

3. 亞洲國家則是採條件式放寬，在紐西蘭、澳洲、馬來西亞等國家建議在公共場所、封

閉環境及公共交通工具上仍需要配戴口罩；日本及韓國政府則建議若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時需要配戴口罩；泰國政府目前也已取消口罩政策，但建議民眾在擁擠的地方或患有慢

性病及健康狀況不佳的仍須配戴口罩；新加坡取消人與人之間的安全距離，在口罩方面

僅室內環境需要，戶外環境可自行決定，但鼓勵配戴。 

 

流感化監視 

新冠肺炎地方流感化後仍應使用監視系統以避免大流行再次發生，做法包含使用(1)

定點監視，透過門診、實驗室、公衛部門來監視新病例是否有新變種病毒，(2)以抽樣方

式進行抗原檢測以監視感染盛行，(3)利用血清抗體調查評估族群免疫情形(Chiolero et al., 

2022)。歐盟也針對近期大流行到地方流行過渡期疾病監視策略進行調整，在大流行期

間所使用的大規模篩檢與接觸者疫調已不再建議使用，改採地方流行監視方法包含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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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監視或以診斷為目的檢測，或改對特定高風險族做檢測，並且維持陽性個案基因定序監

視。依 WHO 與歐盟疾管中心流感化監測架構，需將新冠肺炎納入常規呼吸道定點監測

系統確保醫療照護回復常態， 

 

國際疫情 

隨著流行曲線持續的下降，大多數國家為維持新常態生活，也都逐漸從大流行轉為

地方流行，因此許多國家紛紛鬆綁相關的 NPI 措施，接下來將進一步分享各國從大流行

轉為地方流行的國際經驗。 

首先，以防疫聞名的日本，自今年初起，即便遇到傳播力強的 Omicron 仍然能夠迅

速調整防疫量能，堅守精準檢測的方法，使得感染率皆未超過 0.2%。雖然近期 BA.4/5

的個案在境內也有微升的現象，但住院、ICU 與死亡數還是持續下降，因此，在 NPI 部

分，也建議避免中暑且通風良好的戶外無須配戴口罩，而針對大型活動部分，如果有提

出防疫劑劃者得正常舉辦，若無者則由 5000 人或場地可容納人數之 50%，進行辦理。 

韓國部份，於二月中旬大規模的感染以後，直至四月下旬才降至感染率<0.2%，並

且於近期仍持續下探當中，另外，且住院數、ICU 數與死亡數仍然維持低點，因此為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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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新常態生活，於六月以後逐漸解封，包含境內餐廳、大型活動都不受限制，另外，也

重啟了國門，憑陰性證明就可以入境，且無須隔離。 

而在大洋洲的澳洲，雖然過去感染率都在 0.2%上下徘徊，而重症與死亡雖然有微

幅上升的趨勢，但該國於年初的研究發現在民眾仍具免疫保護力時，即須要盡早解封，

以緩解醫療與篩檢量能，並降低疫情對生活的影響才是最好的方針，因此於二月中旬後，

雖然有兩小波流行，仍堅持解封。而在口罩政策方面，為避免過多的重症數產生，因此

仍強調在高風險場所與重症風險較高的族群堅持配戴口罩。而於風險較低的 12 歲以下

兒童則得放寬。 

最後，泰國部分則是希望能夠是盡早恢復觀光人潮及經濟復甦，因此，於六月起逐

步開始鬆綁相關的 NPI 措施，先是停止每日公布確診數，爾後於七月一日起開放國門，

透過兩者證明擇一的方式簡化入境流程，以上是各國大流行到地方流行的相關經驗與措

施，供大家參考。 

 

 2022 年猴痘全球傳播 

大流行時因為非藥物公衛介入措施造成的接觸率降低使病原體傳播減少，改變族

群免與族群-病原體傳播平衡，使得其他地方性病原體引起的流行性疾病如輪狀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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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融合病毒、麻疹等這類人與人接觸流行病幾乎不復見，由於大流行改病原體傳

播樣貌加上疫苗產生免疫或自然免疫都可能衰退，大流行後因人群接觸有所恢復，已

有見到呼吸道融合病毒開始地方流行，最近猴痘全球傳播也為一例。目前兩款疫苗可

用於猴痘暴露前及暴露後預防，在暴露前預防上是建議針對職業暴露於高風險者進行

疫苗接種，而密切接觸者在暴露後預防可在接後 1-4 天進行疫苗注射預防疾病發生。

對於輕症病患可採用支持性照護，重症、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兒科、孕婦和哺乳期

婦女等患者可以採用抗病毒藥物治療。因當前多國爆發出許多不尋常的事件且族群對

猴痘病毒感染免疫力較低，WHO 認為 現階段全球猴痘疫情尚未構成緊急公共衛生事

件，但議仍應透過全球合作持續對國際與區域猴痘傳播疫情以及流行病毒株密切監

測。(Chiolero et al., 2022) 

 

兒童疫苗及新型疫苗有效性 

 5-11 歲兒童疫苗效益 

本週報導以色列及義大利 5-11 歲兒童施打 BNT 疫苗效益評估。在以色列 2021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2 年 1 月 7 日研究期間共有 136,127 名兒童施打疫苗，其中 94,728 施

打疫苗兒童與未接種疫苗兒童進行配對，比較兒童接種第一劑疫苗 14-27 天以及第二劑

施打後 7-21 天相對於未施打疫苗兒童染疫情形。結果發現接種第一劑疫苗預防感染效

益為 17%，施打第二劑疫苗後效益提升至 51%; 對於症狀感染預防，第一劑疫苗效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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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8%，施打第二劑後效益提升至 48%。此研究亦進一步針對不同年齡層進行效益評

估，針對預防 COVID-19 感染效益在 5-6 歲、7-9 歲及 10-11 歲兒童分別為 68%、56%以

及 38%。而針對症狀感染效益分別為 69%、49%、36%。此研究證實 BNT 疫苗接種可

有效降低 5 至 11 歲兒童感染 COVID-19，但未來仍需更多研究以評估兒童疫苗的長

期有效性。(Cohen‑Stavi et al., NEJM, 2022) 

義大利的研究則採用回顧性研究設計招募近 3000 萬名 5-11 歲兒童評估 BNT 疫苗

對於預防感染及重症有效性，其中未接種疫苗比例為 59.6%、僅接種一劑疫苗為 4.5%、

完整接種疫苗為 35.8%，結果發現完成兩劑接種預防感染及重症效益為 29.4%及 41.1%，

進一步比較完全接種後隨時間演進的效苗效益，則可發現疫苗有效性在完全接種後 0-

14 天達到高峰 38.7% ，隨時間疫苗保護力在 43-84 天後降至 21.2%。然而雖然疫苗

預防感染保護力隨時間有衰退情形，但仍具有預防重症及死亡效果，未來仍需更多研究

進行佐證。(Chiara Sacco et al., Lancet, 2022) 

 莫德納 mRNA 雙價疫苗期中試驗結果 

     mRNA-1273.214 為 mRNA 雙價疫苗，其中包含 25-µg 武漢株及 25-µg 

omicron(B.1.1.529)刺突醣蛋白(spike glycoproteins)，期待能針對 Omicron 與其次變異株

產生足夠保護力，其免疫原性與安全性結果是否能夠預防 Omicron1 備受關注。本研究

為針對接種 mRNA-1273 兩劑 100-µg,以及一劑追加劑 50-µg 受試者，針對其中一組接

種雙價疫苗(mRNA-1273.214) 50-µg，另一組接種 50-µg 原始疫苗(mRNA-1273)，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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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較受試者接種前基礎值以及接種後第 29 天的中和抗體濃度，無論是過去感染過

COVID-19 或是未感染者，其接種第二劑追加劑疫苗後第 29 天的中和抗體濃度相對於

接種之前皆有顯著提升。另外接種後的疫苗不良反應與 Moderna 疫苗(mRNA-1273)相

似。目前結果顯示其做為第二劑加強劑(第四劑)的免疫原性之結果佳，持續追蹤完整

試驗結果。(Spyros Chalkias1 et al, medRxiv preprint, 2022) 

 

運動與 COVID-19 

過去已知體重過重與流感後的免疫反應有關，日前英國一個涵蓋超過九百萬人的前

瞻性世代追蹤研究則以實證資料探討 18 歲以上成人的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高低與個案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後對染疫、住院及死亡風險降低效益的研究結果，該

研究利用 2020/12/8-2021/11/17 搜集的世代資料，以巢狀配對病例對照研究法，分析不

同 BMI 數值在上述疫苗效益的表現。在這個九百萬人世代中，共有 56.6 萬人在追蹤期

間曾經檢測陽性、32808 住院、14389 死亡案例出現，其未施打疫苗、僅施打一劑、施

打兩劑及三劑的比例分別為 19.2%、3.1%、52.6%及 25.0%。若比較不同體位狀況的個

案其疫苗施打在預防住院的表現，施打兩劑 14 天以上相較於未施打疫苗在體重過輕者

可降低 49% (95%信賴區間：37-59%)、體位正常者效益為 66% (95%信賴區間：64-68%)、

體重過重者及肥胖者則為 68% (95%信賴區間：66-70%)；在避免死亡的效益，體重過輕

者為 40% (95%信賴區間：2-64%)、體位正常者效益為 61% (95%信賴區間：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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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過重者為 70% (95%信賴區間：65-75%)，肥胖者則為 74% (95%信賴區間：70-78%)。

當與 BMI 為 23 kg/m²者比起來，施打一劑在預防住院可死亡的風險呈線性增加，施打

兩劑則呈現 J 形 (體重過輕及過重都有較高風險)，施打兩劑後則 BMI 與重症和死亡風

險未呈顯著關聯 (Piernas et al, 2022)。 

 

COVID-19 期間壓力及憂鬱傾向 

 COVID-19 疫情與封城對心理健康影響 

COVID-19 打亂所有人的生活、工作模式與學習模式，因此根據英國於 2020 年 4 月

追蹤至 2022 年 4 的研究，利用 PHQ-4q 評估民眾於疫情期間的焦慮與抑鬱情形，於焦

慮部分，以第一次全國封城作為基礎組，進一步分析於各時期焦慮分數的差異，可以發

現確診個案較多及限制較嚴格時期抑鬱風險更高，而女性在取消社交限制及實施額外限

制以防止 Omicron 傳播之後痛苦有明顯降低的趨勢。而於幸福感部分，男性的幸福感

在各時期普遍高於女性，而以近期解封後的時期作為基礎，可以發現取消社交限制及實

施額外限制以防止 Omicron 傳播之後都能顯著提升民眾的幸福感。(SMITH, Louise E., 

et al.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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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OVID-19 期間老年人壓力形成機轉 

此外，由於長者因 COVID-19 感染、重症與死亡風險都明顯較年輕人高，因此疫情

期間長者對於感染的恐懼感增加，並嚴格遵守社區距離與隔離措施，且為避免被照顧者

與照顧者相互傳染，將增加家庭與社會間的孤立與孤獨感，進而產生其他負面影響，如

長者心理健康、活動減少使生活質量下降，甚至發生肌少症等。因此此研究亦提出一系

列建議以降低疫情對於長者的影響，包含: (1)公共衛生介入措施應提高衛生專業人員和

非正式護理人員關於識別社會孤立、孤獨及其對壓力和應對的負面影響之能力並指導其

為長者選擇合適干預措施；(2)應針對長者進行評估、預防和管理孤獨、社會孤立和 

COVID 相關壓力的調查；(3)市政、長期護理和其他組織應共同制定旨在推廣增加老年

人安全和適當的身體活動和社交互動的計劃。(如:在可能的情況下在戶外，保持社區距

離進行運動)；(4)媒體強化長者於大流行期間面臨的特殊壓力源和問題，並刊登相關應

對壓力的可用資源。(5)通過針對性的媒體活動與家庭成員視訊聯繫都能減少長者心理

方面的困擾。除此之外，也希望能回到新常態生活使長者恢復心理健康 

(Hadjistavropoulosa, et al.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22) 

 瑜珈及音樂介入對於憂鬱、焦慮及壓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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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長者外，在疫情壟罩之下，青中年人的身心的健康亦是大家關注的重點，因

此於印度在疫情期間針對 209 位醫護人員進行了 DASS-42 進行問卷調查評估憂鬱、焦

慮及壓力相關情形，首先針對前測的分數將 209 位醫護人員分為正常與焦慮組，並透過

瑜珈(傳統瑜伽以及深呼吸運動，加強心肺功能，維持血氧飽和度，及加強身體防禦機

制)與音樂(專家提供標準音樂或參與者提供 30 分鐘自選音樂)介入後，進行後測以評估

後續憂鬱、焦慮及壓力相關情形，結果顯示介入瑜珈及音樂(非藥物干預治療)後可有效

緩解 COVID-19 期間憂鬱、焦慮及高壓感受。(Vajpeyee M, et al. Int J Soc Psychiatry. 2022) 

 

Omicron 新冠肺炎變種病毒與疾病嚴重度 

世界目前變種病毒流行株逐漸從 Omicron BA.1/BA.2 走向 Omicron BA.4/BA.5，

然而其不同變種株疾病嚴重程度是否不同對於走入新常態生活極為重。一美國研究比

較 Omicron 時期(2021/10/1 到 2021/12/11)和 Delta 時期(2021/12/26 到 2022/1/15)流行時

期美國退伍軍人 COVID-19 感染者的疾病嚴重程度，發現 Omicron 感染者相較於 Delta

感染者發生中重症的比例較低，在 Delta 及 Omicron 期間重症比例分別為 8.8%及

3.7%，進一步比對受試者施打疫苗的情形，發現施打第三劑相較於僅施打兩劑疫苗

者，可有效降低 Omicron 感染者發生中重症的風險。(Mayr, F.B. et al. Nat Commu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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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另外，南非研究進而比較 Omicron 變種病毒不同型態 BA.1 和 BA.2 臨床嚴重程

度差異，發現 BA.1 和 BA.2 感染者的臨床特徵相似且住院率並無明顯差異。(Nicole 

Wolter et al., Lancet, 2022) 

一研究在南非開普敦省比較不同變異株的重症住院與死亡風險是否有差異，從原

始病毒株、Beta 變異株、Delta 變異株、BA.1 到 BA.4/BA.5 流行波中，分別納入

40,204、54,268、68,715、27,614 和 3,793 位病人進行比較，發現 BA.4/BA.5 的重症住

院以及死亡風險，和 BA.1 相比沒有差異，風險對比值為 1.01(95%信賴區間為 0.92 到

1.12)；和之前流行的變異株相比，不論是 BA.4/BA.5 或 BA.1，其重症住院以及死亡風

險皆顯著較低。(Davies et al. medRxiv preprint, 2022) 

一研究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執行的回溯型研究比較感染不同新冠肺炎病毒株後，發生

嗅覺異常的比例是否有差別，研究發現感染原始病毒株、Gamma 變異株、Delta 變異株

和 Omicron 變異株後發生嗅覺異常的比例分別為 53.6%、27.5%、42.1%和 5.8%。在調

整性別、年齡、病毒量、症狀發生時間、高血壓、糖尿病、抽菸和疫苗注射與否等相關

因素後，若以原始病毒株這一補組為比較基準，感染 Gamma 變異株、Delta 變異株和

Omicron 變異株後發生嗅覺異常的比例分別下降 52%、10%和 93%，其中 Gamma 變異

株和 Omicron 變異株相較於原始病毒株發生嗅覺異常的比例在統計學上是有顯著下降

的。(Cardoso et al. JAMA.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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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抗病毒藥物 Ensitrelvir (S-217662)臨床效益 

日本鹽野義製藥研發的口服抗病毒藥物 Ensitrelvir(S-217662)，目前的 2b 研究顯示

病毒清除能力對於控制未來的地方流行與防止大流行可能發揮疫苗之外的降低病毒量

減低傳染的作用,尤其對於 Omicron 變異株 BA.4/BA.5 的疾病多為輕症。Ensitrelvir 與我

們熟知的 Paxlovid 口服藥物中的 nirmatrelvir 同為 3CL 蛋白酶抑制劑，可選擇性抑制病

毒之 3CL 蛋白酶，最近即將公布第 2/3 期臨床試驗 2b 期的療效與安全性結果。在其 2b

研究中，共收錄日本與南韓共 428 位感染 COVID-19 的輕症與中症 12 歲至 70 歲之受

試者，隨機分派成三組，每日口服一次藥物，連續五天，其中安慰劑組 141 人，低劑量

組與高劑量組各 140 人。與安慰劑組相比，服用藥物組的病毒量效價在治療第 4 天有效

改善 2 單位(log10[TCID 50]/mL)、病毒 RNA 複製數有效降低 1.3 與 1.2 單位((log10 

copies/mL)，而 COVID-19 綜合症狀分數雖三組無差異但仍呈現改善趨勢。 

安全性結果也顯示其具備良好的耐受性與安全性。回報不良反應比例於高劑量組

42.9%，低劑量與安慰劑組分別為 34.3%與 31.9%，多數為輕微，無嚴重不良反應。2 位

受試者因為與藥物相關之不良反應中斷使用藥物，而試驗中主要的不良反應為高密度脂

蛋白(HDL)降低、TG 升高、腹瀉、頭痛、背痛等。以上綜合目前結果，已顯示 Ensitrelvir

具抗病毒、臨床效益以及安全性，期待後續於第三期臨床試驗的結果。(Hiroshi Mukae 

et al., medRxiv preprint,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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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內容將在 2022 年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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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思涵醫師、林庭瑀博士、廖翎均、范僑芯、黃聖雯、Nu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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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芝綾小姐  電話: (02)33668033   E-mail: a71004821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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