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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科學線上直播 

面對 Omicron 突破性感染新科學轉譯 

2022 年 8 月 24 日 

隨著 Omicron 亞變種病毒不斷變異，目前除了 BA.4 及 BA.5 全球流行外，最近在

印度又興起 BA.2.75 大流行，面對不斷變異及再次感染新變種病毒，人類對於疫苗保護

及自然感染所產生免疫保護力及突破性感染必須有新的科學思維，本週探討面對

Omicron 突破性感染從免疫 B-cell 及 T-cell 導入疫苗保護感染及重症對於突破性感染所

產生衝擊進行新的科學轉譯，並以此新科學轉譯台灣目前 BA.2 感染後狀況評估突破性

感染可能經由免疫防火牆產生外部效益及對脆弱族群產生重症之傷害進行評估。 

以此突破性感染新科學轉譯觀點，本週將報導目前科學文獻 BA.4 及 BA.5 和

BA.2.75 等不同變種病毒在不同變異點突破性感染產生抗體中和濃度下降影響，也針對

特殊族群突破性感染及第四劑追加劑保護效益進行探討。而藥物的部分，本週將針對以

色列 Paxlovid 在 Omicron 期間療效評估以及 C3 補體抑制(AMY-101)對於新冠重症初步

研究結果進行報導。除了 COVID-19 流行疫情之外，本週亦持續提供猴痘疫情最新科學

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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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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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未來 31 世紀如何侵略 21 世紀地球的故事，本週以「腦生物數位元宇宙之戰」為題探

討當病毒入侵時人體 B cell 及 T cell 免疫反應。人類在過去大爆炸時代就曾出現腦生物

Brain spawn 透過侵襲人類心智進而摧毀宇宙生物，Brain spawn 主要有三類族群，包含: 

Small brains(士兵)、Big brains(將軍)及 Huge brain(領袖)，在 Big brains(將軍)以及 Huge 

brain(領袖)命令之下，Small brains(士兵)如同我們今天所談論人體免疫中 B cell 一樣，

在吸收人類心智後產生大量抗體，並藉由讀取宇宙上生物想法後，使其智商變低而消滅

該種族。然而，由於 Brain spawn 在攻擊宇宙生物時需讀取宇宙生物中 Delta 波才能摧

毀記憶訊號，而故事中 Philp J. Fry 缺乏 delta 腦波而不會遭受攻擊，因此 Brain spawn

首腦無法入侵其腦讀出訊息，hilp J. Fry 得以對抗 Brain spawn。 

 

免疫與突破性感染科學新轉譯 

當病毒侵入上呼吸道時，病毒會經由鼻腔進入，身體會產生 B cell，藉由中和入侵

病毒阻擋病毒與上呼吸道 ACE2 受體結合，使病毒無法成功侵入人體造成感染，此為 B 

cell 免疫抵抗力。而其中 B cell 產生抗體在作用前須經過免疫反應訓練中心，透過訓練

後的高品質 B cell 會被送到骨髓，產生高品質抗體。當病毒在上呼吸道時，高品質抗體

會阻擋病毒進而保護感染。但這一道防線需視病毒毒性以及病毒量高低以決定是否能在

上呼吸道阻止病毒入侵。萬一上呼吸道無法阻擋病毒入侵，此時身體會啟動記憶型 T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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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與抵抗免疫相關的生物標誌。因此具有高免疫記憶 T 細胞的指揮可產生免疫反應

對抗病毒，使病毒不要往下呼吸道持續進展，稱為輕症突破性感染。然而雖然大多數族

群為輕症突破性感染，仍有部分族群包括: 未接種疫苗者、免疫保護力較差…等脆弱族

群由於 B cell 產生抗體品質較低且 T cell 免疫細胞無法有效指揮抗發炎細胞使病毒入

侵下呼吸道產生重症，造成重症突破性感染。總體而言，身體免疫情形大致可分為三類 

(1) 施打疫苗或是感染後身體啟動 B cell 抗體反應及 T cell 記憶免疫反應，B cell 若經過

良好訓練則可預防感染(無突破性感染保護); (2) 若無法保護感染，則啟動 T cell 進行記

憶免疫保護，雖然發生突破性感染但仍為輕症(輕症突破性感染)；(3) 若 T cell 記憶免疫

保護仍無法啟動，則會造成重症突破性感染。 

而對抗變種病毒人體免疫保護力的生物機轉為病毒先進入上呼吸道時，人體會產生

B cell，B cell 一開始會先生成漿細胞，這些漿細胞的存活時間較短，可產生高濃度但效

果差的低品質體。然而 B 細胞進入免疫訓練中心(germinal center)訓練產生的漿細胞存

活時間長，可產生效果良好且成熟的高品質抗體。當病毒侵入上呼吸道時，B cell 會抵

擋病毒入侵，造成無突破性感染的保護。若 B cell 無法抵擋病毒時，細胞免疫會被激發，

細胞免疫主要是由 T cell 來指導，T cell 可分為 CD8+ 毒殺型 T 細胞以及 CD4+ 輔助型

T cell。毒殺型 T cell 可殺死受感染的細胞並產生抗病毒細胞因子，並招募其他免疫細胞

到感染位置，因此可預防重症及對抗免疫逃脫；輔助型 T cell 可支持 B cell 在免疫訓練

中心產生反應，有些輔助型 T cell 具有類似於 CD8+ T cell 的抗病毒特性。若 T cell 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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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抗病毒的話，會產生輕症突破性感染的保護，可預防人體產生重症的發生。(Wherry 

et al., Science, 2022) 

根據上述科學報導，如何以新思維面對新變種病毒產生突破性感染?當面臨新變種

病毒時，例如 BA.5/BA.4 以及 BA2.75 等，不論是曾接種過疫苗或者先前有被感染過，

宿主會啟動 B cell 以及 T cell2 種機制，若是經由免疫訓練中心訓練的 B cell 可產生高

品質中和抗體，在個人方面可以產生無突破性感染的保護，稱為健康無敵星星；一般健

康者皆可以產生此免疫訓練中心。然而若是免疫不好或是具有慢性病的人，就無法產生

高品質抗體，使病毒往下呼吸道進展。此時若 T cell 記憶免疫有被啟動，此時輕症的突

破性感染就會維持在上呼吸道，易治療且在短時間內可以康復，產生的個人反應為輕症

Omicron。若 T cell 免疫細胞不佳，則會產生重症突破性感染，造成重症 Omicron。在

群體保護方面，社區免疫防火牆有二個族群來源，第一族群為沒有突破性感染健康無敵

星星，因其具有高品質的中和抗體可以直接阻擋病毒從上呼吸道侵入。第二族群雖然 B 

cell 無法起到保護作用，但透過 T cell 記憶保護啟動，可預防輕度突破性感染變成重症，

此類突破性感染也構成社區免疫防火牆，藉此社區防火牆可在進一步保護重症危險族群

降低死亡風險。 

 

台灣 Omicron 本週疫情(8/15~8/21) 

台灣本週疫情整體而言地理差異不大，依舊維持在地方流行，單日感染率約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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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基桃以及竹苗宜花東感染率有上升趨勢，中彰南高以及投雲嘉屏雖未有上升趨勢仍

保持警戒，離島地區受暑假觀光人潮影響，隨著觀光人潮消退，感染率隨之降低。進一

步分為不同年齡層，大部分感染率升高是在 20-49 歲族群，屬於輕度突破性感染，因此

我們要嚴防未來 70 歲以上以及 50-69 歲的感染率上升。在 0-19 歲的部分可以看到北北

基桃地區有微幅上升，其中特別須注意小於 6 歲的兒童。 

突破性感染隨著時間慢慢上升，由於疫苗失效加上病毒不斷變異造成免疫逃脫進而

增加突破性感染機率。但大多數突破性感染皆為輕度突破性感染，加上疫苗免疫族群會

形成免疫防火牆，台灣地區 20-49 歲以及 50-69 歲從 3 月底疫苗失效後開始下降，0-19

歲以及 70 歲以上也有相同情形，在 4 月 30 開始下降。由於近期兒童第三劑以及老人第

四劑疫苗，0-19 歲以及 70 歲以上疫苗保護力上升至 30%-40%。而 20-49 歲疫苗施打及

自然感染所形成免疫防火牆約為 50%。然而 50-69 歲免疫防火牆僅有 40%，必須嚴加關

注，特別是慢性病病人以及高風險族群。至於 0-19 歲以及 70 歲以上族群，雖然在施打

疫苗後，免疫保護力上升至 60%，但由於此族群較無法激發 T cell 免疫反應應更加留意。 

 

台灣 Omicron 突破性感染 

 根據美國CDC及台灣定義兩劑疫苗突破性感染為接種兩劑疫苗≧14天或追接劑接

種<14 天確診，追加劑突破性感染為接種追加劑 ≧14 天後確診。台灣各年齡層突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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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情形 12-17 歲及 75 歲以上有部分因未施打疫苗而感染，然而 18-39 歲以及 40-49 歲

由於疫苗施打率高，大多感染者為疫苗突破性感染，但此族群多為輕症突破性感染，能

藉由築起免疫防火牆產生外部效益，但由於年長者 B cell 及 T cell 反應較差突破性感染

後重症及死亡風險較高，仍須嚴防年長者重症突破性感染，而施打第四劑疫苗為目前解

決之道。 

 

BA.4/BA.5 及 BA.2.75 疫情分析 

面對 Omicron BA.4/BA.5 及 BA.2.75 目前對各國造成影響，首先大洋洲國家在八月

後的疫情逐漸受到控制，紐西蘭及澳洲發生率和死亡率都有下降；另外，BA.4/5 在澳洲

占比已達到 94%，但由於澳洲完整接種率高、社區防疫控制良好，使澳洲不至於造成新

的一波疫情高峰。澳洲州長決定將於 8/31 修改防疫措施，考慮將 COVID-19 感染者的

隔離期從七天縮短至五天。 

 亞洲疫情的部分，直到八月，日本和韓國 BA.4/5 的占比分別是 99%和 85%，皆已

成為該國主要病毒株，而日本目前因遭受第 7 波 COVID-19 疫情侵襲，從 8/21 的統計

數據顯示，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已超過 21 萬例，創歷史新高，而韓國的發生率也有明顯

上升；即使兩國家的死亡率皆有上升趨勢，但死亡率想較於其他國家仍低，可得知日本

與韓國大部分都是受到輕症突破性感染，不至於造成中重症及死亡人口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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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出現的 BA2.75 新型變異株是目前各國討論的議題，國外將 BA.2.75 命名為「半

人馬座（Centaurus）」，從印度 2020 年 6 月至 2022 年 7 月，觀察不同 Omicron 變異株

出現的時間，BA.2.75 在印度七月底時達到近 47%的盛行率，不過由於印度的高疫苗施

打率及過去受到 Delta 感染影響，住院率並無激增；另一方面，研究發現 BA.2.75 如同

其他 Omicron 有免疫逃脫能力，傳播速度也較快，而如同印度目前的疫情，感染過 Delta

產生的中和抗體較不易對抗 BA.2.75，因此更容易發生突破性感染，此外，歐洲及北美

洲亦發現如 BA.2.75 的新變種 BA.4.6 的傳播。 

目前 WHO 已將 BA.2.75 列為「需要監測的關注變體」，目前觀察到 BA.2.75 的特

性，它對人體上呼吸道黏膜中的細胞膜表面受體 ACE 2 黏附性更高，使得病毒更快侵

入宿主細胞，又或者引發血管收縮素中毒與缺乏症；中和抗體檢測結果顯示，無論施打

兩劑或三劑 BNT 疫苗，突破性感染導致體內產生的抗體濃度 BA.5 是最低的，意味著

BA.2.75 比 BA.5 有更小的免疫逃脫力。 

 

脆弱族群 Omicron 突破性感染 

至 2021 年 11 月，英國 15,501,550 完整接種新冠疫苗，經長時間追蹤(中位數 3 個

月)，歷經 Alpha 及 Delta 流行，疫苗突破性感染約每千人 98 位，突破性感染以長照住

民，以及慢性腎病、洗腎、移植與免疫低下者為高(The OpenSAFELY Collaborativ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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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美國 16 萬名成人回溯性追蹤研究，免疫低下族群若未打疫苗其感染及住院風

險都會較施打 3 劑疫苗的高，免疫低下族群經施打疫苗後可有效降低感染風險 

(Malcolm Risk et al, 2022)。 

針對美國 4791 位洗腎病患突破性感染追蹤研究，首先不論過去曾經感染新冠肺炎

與否，這些洗腎病患的 IgG 抗體都相當低，並且接受疫苗後隨著時間持續降低，與較高

RBD 濃度>23 相比，RBD 濃度小於 10 有較高突破性感染風險(風險比值: 11.6 (3.4-39.5))。

RBD 濃度介於 10-23 者突破性感染風險與較高 RBD 濃度>23 比值為  6.0 (1.5-

23.6)( Anand et al., 2021)。 

HIV 患者突破性感染風險也高於一般族群，美國針對 33029 位 HIV 感染者，與

80965 位 HIV 未感染者，在接受完整疫苗接種後經追蹤發現 HIV 患者突破性感染風險

較非 HIV 患者高出 28%(19%-37%) (Coburn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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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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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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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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fella et 

al., 2022). 

另一美國研究納入 912 位接受三劑以上 mRNA 疫苗但為突破性感染者發現年長者

及有高血壓、慢性腎臟病、心臟疾病者突破性感染後住院風險增加，而即使沒有慢性腎

臟及心臟病者高血壓有較高突破性感染後住院風險，風險勝算比為 2.64(1.32-

5.37)( Ebinger et al;, 2022)。以上這些都是屬於免疫功能不足可能會產生重症突破性感染

族群，應重視第四劑疫苗施打，以避免產生可能的重症突破性感染。 

 

優先施打第四劑疫苗 

加拿大安大略省針對 997 位於 2021 年年底接受三劑 mRNA 疫苗的長照機構住民，

與施打三劑輝瑞疫苗相比，施打三劑莫德納疫苗的感染風險較低，下降 47%。若接種第

四劑 mRNA 疫苗，較接種三劑 mRNA 疫苗可降低感染風險 81% (Breznik et al., 2022)。 

法國針對 45 名施打第三劑 mRNA 疫苗的洗腎病患，發現抗體濃度隨著施打時間持

續下降，而在施打第四劑 mRNA 疫苗後，其抗體濃度會有明顯提升(Housset et al., 2022)。 

美國於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9 日間對於已感染過新冠肺炎的 3124 位

長照中心居民，比較康復後不同疫苗接種狀態之後的再感染可能，經追蹤後發現，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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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後有完整疫苗接種者，其再感染風險為每十萬人 8.4，而部份疫苗接種者，再感染風

險為每十萬人 24，未接種疫苗者再感染風險為每十萬人 50.3。有完整疫苗接種長照居

民，其再感染疫苗效益為 49%(26%-65%)(Lewis et al., 2022)。 

 

疫苗預防長新冠 

藉由施打疫苗所激發的的免疫保護力除了具有預防感染、將低傳播，降低重症之

效益外，由細胞免疫帶來的降低感染後病毒於人體內的活性以及造成的廣泛發炎反應

在機轉上也有助於降低長新冠的風險。由澳洲學者匯集英國、美國，以及法國觀察性

研究設計探討疫苗對於降低長新冠風險研究之效益。於新冠感染前施打疫苗可達到降

低 50-80%後續長新冠風險，而於感染後施打疫苗則可達到降低長新冠風險 10-

60%(Byambasuren et al., 2022)。此觀察性研究之整理，提供了疫苗對於降低長新冠風

險之可能效益，但受到各國疫苗施打時程、由不同變種病毒引起的多波流行，以及研

究族群之接觸、傳播，以及人口結構特性，個研究對於效益之評估具有相當之異質

性，值得生物科學界結合臨床與長新冠機轉之嚴謹研究設計，由微觀之病毒與疫苗形

塑之免疫反應到個人與族群層次之長新冠風險與疾病負擔進行實證評估以強化疫苗預

防長新冠之實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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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對於教育影響 

 學童學習中斷危機 

隨著 COVID-19 即將進入第三年，疫情對教育的影響逐漸浮上檯面，例如中斷學

校實體課程，對學童的影響擴及許多層面。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報告，即便在尚

未受到新冠肺炎侵襲，學童基礎學習能力已是一項重要議題。基礎學習能力主要以閱

讀和運算能力作為評斷標準，它更是使學童能學習進階知識的基礎能力。當學童來自

較貧窮的家庭、有身心功能障礙，或是在一些開發中國家迫於家庭經濟狀況需要投入

童工勞動市場，在接受學校教育過程可能面臨各種困境，使他們傾向於有較不足的基

礎學習能力。 

全球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學校教育面臨突發性的中斷課程，無論對教師、家長

與孩童都造成不容小覷的影響。在教育體制改善研究計畫（RISE）中，一項探討

COVID-19 影響學校中斷一年實體課程，對於一年級與六年級學童在基礎學習能力的

影響，並模擬這些兒童在未來九年級具備的基礎學習能力量，從中發現：學校教育的

中斷對更年幼的學童影響更甚；回歸校園，相對於沒有任何教學調整策略與短期補救

教學，若教師採取系統性（長期）課綱調整策略，更能舒緩中斷學校教育損害基礎學

習能力的程度。（UNICEF, 2022） 

然而，我們從資料中也可發現，曾經歷學校教育中斷學童，無論接受何種教學調

整策略，他們的基礎學習能力比不上未中斷學校教育者，對越年幼的學童更明顯。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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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開學日逐漸接近，教師與家長也為學生回歸校園做準備，目前最受關注的即

COVID-19 期間校園安全的議題。如前所述，學校教育對於學童的重要性擴及許多層

面，除了知識傳授以外，學校更是孩童在社交、生心理發展的重要社群。根據美國兒

科學會指引，在新冠肺炎期間，除了良好個人衛生管理、隔離篩檢措施與口罩配戴等

行動，應加強學童基礎劑疫苗施打情形，啟動群體保護機制，建立免疫防火牆以提升

病毒保護力，預防感染與傳播，並且減低感染後中重症的風險。面對新冠肺炎由個人

反應轉變為群體保護機制，將更能創建一個在疫情之下展現人類韌性的社群。如此以

來，也可縮短感染後中斷實體學校教學的時間，減緩因中斷學習對孩童在教育、社

交、生心理發展的影響。（AAP, 2022） 

 回歸校園指引 

八月三十日即將迎來高中以下學校開學，根據教育部在二十二日公布之秋季開學

防疫政策，更新了關於班級確診應變的措施。九月十二日以前維持舊制「班上一人確

診，全班 3 天居隔+4 天自主防疫」，九月十二日以後將展開防疫新制「確診者 7 天居

家照護，期滿無症狀可回歸校園；接觸者有症狀應儘速快篩，無症狀者於第二天快

篩，快篩陽性啟動後續 7 天居家隔離，陰性則不停課繼續上課」。而環境消毒、個人衛

生管理等措施仍維持以往防疫建議。 

接著我們來了解國際上對於秋季開學防疫的政策，目前美國的防疫政策仍較寬

鬆，與台灣相異之處有二：口罩並非強制配戴，但在特定情況下，建議師生於室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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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完整配戴口罩；隔離篩檢政策，陽性個案在前五天居家隔離，第六天後完整配戴口

罩後可回歸校園，而接觸者則在前五天每 24-48 小時快篩一次並監控症狀。其他措施

如個人衛生管理、環境消毒與空氣品質管理則大同小異。更重要的是，政府也強烈建

議作為脆弱族群的學童應完整接種疫苗，教育場域工作人員應全數接種完整劑疫苗，

並且提供家長與學童關於疫苗的相關資訊以提倡疫苗施打。 

 

藥物新知 

 以色列研究:Paxlovid 於 Omicron 流行期之效益  

   口服藥物 Paxlovid 於 Delta 流行期具效益，於 Omicron 流行期之效益仍需評估。以

色列一篇研究採用回溯性研究設計，收錄 2022 年 1 月 9 日至 3 月 10 日 Clalit Health 

Services (CHS)資料庫資料，其中包含 52%人口，以及 2/3 老年人口，於 2 月 2 日後診

斷 Covid-19 之 40 歲以上重症高風險，為住院之成人，將其分為用藥組與控制組，以

診斷後有用 Paxlovid 藥物為用藥組，追蹤 35 天內是否發生住院或是死亡事件。研究總

共收錄 66,394 人，65 歲以上共 42,819 人，65 歲以上住院風險比值(HR)為 0.33 (95% 

CI 0.19-0.55)，死亡風險比值(HR)為 0.19 (95% CI: 0.05-0.76)， 40-64 歲組住院風險比

值(HR)為 0.78 (95% CI: 0.40-1.53)，死亡風險比值(HR)為 1.64 (95% CI:0.40-12.95)。整

體而言本觀察性研究，發現 Paxlovid 治療對年長者較有益，其住院風險降低 67%，死

亡風險降低 81%，效益在 40-64 歲者較不明顯，而研究限制包含組別間主動免疫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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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共病與社會經濟因素等。  

(Ronen Arbel et al,2022 preprint) 

 C3 補體抑制劑(AMY-101)減少新冠重症血栓炎症 

    補體是存在於血清、組織液、和細胞膜表面上的多種蛋白質，經過活化後具有酵

素功能觸發一系列的免疫反應，而細胞先天免疫-補體系統功能包含(1)撲殺病原體(2)

調理病原體:抗體中和後促進吞噬細胞能力以及促進免疫反應(3)活化免疫相關細胞(如

淋巴 B 細胞)從非專一性免疫連結到專一性免疫等功能。補體的過度活化是嚴重新冠肺

炎的主要特徵。補體過度活化會導致 COVID-19 中的肺部疾病和不良結果。補體 C3 

的過度活化會增長 COVID-19 致病，而針對補體 C3 可能為一種有效的治療策略。

Science 這篇研究提供來自 ITHACA 臨床試驗的期中數據，且為目前第一個評估 C3 

抑製劑的臨床試驗。患者被隨機分派至 AMY-101 組(n = 16)或是安慰劑組接受標準治

療 (n = 15)。 

首先是我們最關心的臨床結果在嚴重的 COVID-19 患者中（PaO2/FiO2 ≤ 300 

mmHg）是否可以減緩其肺部瀰漫性發炎造成血氧低與呼吸窘迫的險象。 AMY-101 

的安全性與耐受性良好。與安慰劑相比（15 人中有 8 人，53.3%），接受 AMY-101 

治療的患者比例（16 人中有 13 人，81.3%）在第 14 天可不需要氧氣輔助較高，儘

管結果不顯著。而研究中有三名無反應者和兩名安慰劑組治療的患者死於與疾病相關

的併發症。AMY-101 顯著降低 C 反應蛋白(CRP) 和鐵蛋白並抑制中性球活化捕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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阱(NETs)的形成。研究在所有 AMY-101 反應者中觀察到完全和持續的 C3 補體抑制。

而三名無反應者的殘留 C3 補體活性存在超越藥物抑制活性的不依賴轉化酶的 C3 激

活途徑。這些研究結果支持後續經由大型臨床試驗進一步研究在 C3 補體抑制對於 

COVID-19 或其他潛在與補體調節的相關疾病。(Skendros et al., Sci. Adv. 8, eabo2341 

(2022)) 

  

 

以上內容將在 2022 年 8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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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翎均藥

師、林庭瑀博士、楊旻融、蔡芳均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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