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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科學線上直播 

救命次世代疫苗 

2022 年 10月 19日 

近日台灣 Omicron 感染中/重症/死亡上升主要是反映 9 月中旬 BA.5 感染流行，本

週首先針對為何三劑疫苗施打已經達 70%台灣族群，仍然會有中/重症/死亡增加，這和

過去原始疫苗追加劑即使不能夠保護感染但對於中/重症保護應該奏效理論似乎不吻合，

近來研究顯示原始疫苗追加劑免疫機轉保護中/重症也會隨著時間下降，六個月後下降

至 50%以下，因此對於面對 BA.5感染本來三劑追加劑保護中重症高危險群(特別是 65+)

不再受到疫苗保護而形成「疫苗中/重症保護歸零」，一旦感染死亡機會增加，若不補充

「次世代疫苗」這些現象可能會持續下去對台灣死亡率產生極大影響。 

本週以科學實證分析台灣過去中/重症死亡曲線及預測，次世代疫苗施打如何可以

降低未來疫苗追加劑保護隨時間失效所造成死亡率，並以日本說明為何 Omicron 感染

高但死亡率低，第四劑追加劑之效能。 

本週除了以研究說明三劑追加劑如何隨著時間而疫苗保護中/重症免疫力降低而造

成死亡及其可能危險因子。除此，也報導科學實證疫苗可以降低長新冠相關最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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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特·格勒寧作品影集《乃出個未來(Futurama)》講述由星際戰鑑上有一個很有名的

機器人-Bender，它是由 Farnsworth 教授製造出來。在 31 世紀，Farnsworth 教授除了製

作出-Bender 外，他還透過複製自身 DAN 製作出 Cubert Farnsworth，再透過 Cubert 對

Bender 進行超頻訓練(Overclockwise)。 超頻一詞為電腦用語，意思是指讓電腦處理器

變快，這樣的訓練就如同疫苗一樣，不斷加強訓練身體的免疫細胞，當遇到外來病原體

時可以快速做出抗原反應。Bender就在這樣的訓練過程中，從完全不懂到後來變成無所

不知的科學家，並且與 Philip 成為朋友。但 Bender 經常被戰艦裡其他成員覺得是一個

沒有感情的機器人，因此 Philip 要求 Farnsworth 教授在 Bender 身上注入情感基因，使

它成為一個有感情的機器人。 

 

台灣中/重症及死亡監視 

台灣死亡率在近三週以來都是呈現上升趨勢，此上升趨勢反應九月份疫情進而造

成十月份死亡率上升。然而在追加劑已達 70%情況下，原以為在面對 BA.5 流行時應

該僅有感染會有上升趨勢，中重症仍應受到保護，不至於有上升趨勢，但目前台灣中/

重症及死亡監視結果並非如此，全國近期死亡率有上升趨勢，在各年齡層也有相同現

象。即使是小於 50歲的年輕族群死亡率較其他年齡層低，但仍有微幅上升趨勢；50-

64歲年齡層死亡率則有明顯上升趨勢；對於 65 歲以上族群，雖然有 40%人群受到第

四劑的保護，但第三劑的接種率也高達 70%。然而由於先前在五、六月份大波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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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整接種疫苗者可能在當時很不幸犧牲，理論上倖存者大多接種三劑疫苗，雖然疫

苗無法預防感染，但對於中重症仍有一定的保護力。因此在九月份 BA.5 疫情出現

時，若疫苗對於中重症的保護仍存的話死亡率不應該上升。目前情形表示第三劑對於

中重症保護存在很大疑慮。 

死亡趨勢上升情形同樣也會顯現在中重症趨勢上。近三週以來全體以及各年齡層

的中症率也出現上升趨勢。除了中症外，重症率不論是在全體人民或是各年齡層族群

也跟死亡一樣都在往上升，特別是 50-64歲族群上升明顯。對於 65歲以上族群，若缺

少 40%第四劑的接種人群，可能情況會更慘。 

 

原始株追加劑突破性死亡之原因及挽救 

若台灣今天已經有 70%的人接種第三劑疫苗，加上大部分為完整接種疫苗者，在

前一波大流行中不幸過犧牲，為什麼今天對於 BA.5小波流行會造成中重症和死亡情

形增加？過去對於新冠肺炎的疫苗的定義為不能夠保護感染，但可以保護中重症以及

死亡發生，並且不會隨著時間而影響，然而這個理論目前已受到嚴重挑戰。由原始株

所製成的追加劑會產生突破性死亡，台灣第三劑疫苗對於感染以及中重症的保護，會

隨著施打的時間拉長造成保護力衰退，尤其在五月以前台灣第三劑疫苗接種率已達

70%，因當時三劑疫苗才剛施打完沒多久，保護突破性感染並使流行不發生，直到

六、七月突破性感染發生後，我們發現從五到八月之間所施打第三劑追加劑的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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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護感染，而是要阻斷突破性的中重症，並進而阻斷死亡發生。可是到九月以後在

面對 BA.5的流行的狀況又不一樣了，除了因突破性感染所產生的輕症或無症狀之

外，對於中重症是無法完全保護的，因為隨著時間來到九月，距離三劑疫苗追加劑時

間已經超過五個月甚至於六個月以上，此時就會產生突破性的中重症及死亡，此為台

灣在面對 BA.5流行時死亡數增加的主要原因。然而此原因除了 COVID-19本身所造

成的突破性中重症感染而造成死亡之外，另外加速降低免疫功能相關其他病因導致死

亡。施打新冠肺炎的疫苗對於存活率是有幫助的，疫苗本身雖然不能預防感染，但是

可以阻擋其他病因所導致的免疫力下降，加強免疫功能而減少住院的狀況發生，或是

即使是住院的狀況被感染也不會發展成死亡狀況。但目前疫苗對於住院保護效益因施

打時間過久而已經失效，因此造成突破性感染以及突破性中重症，進而造成死亡的增

加。現在要拯救這些生命唯一的方法，就是對於容易住院被感染，以及容易變成中重

症的群族，必須鼓勵他們趕緊施打次世代疫苗或第四劑。 

 

第三追加劑中重症保護效益歸「0」 

根據流行病學證據來看，死亡率在五、六月達到高峰，部分未完整接種疫苗者也

在當時不幸犧牲。隨著七月底疫情開始下降，死亡率在八月份也跟著下降。為什麼在

面對 BA.5時死亡還是會持續上升? 是因為追加劑對於中重症的保護力開始下降，追加

劑對中重症的保護力起初還能維持在 50%以上，但隨著時間來到八月中時保護力就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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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40%，九月底只剩下有 30%，這也就是為什麼死亡率上升主因。對於疫苗的保護，

由於台灣為危險族群最先施打疫苗，其疫苗保護力失效地也比較快，所以建議盡快接

種次世代疫苗，避免感染後造成中重症甚至是死亡，並可以推測若不繼續接種疫苗，

其保護力就會慢慢歸零。 

 

次世代疫苗效益降低死亡預測 

目前台灣面臨到的問題主要是第三劑疫苗對於住院或是死亡的效益逐漸歸零，因

此我們想去探討從感染到輕症、中重症甚至是死亡的疾病進展過程中究竟發生什麼變

化，如果我們接種次世代疫苗是否能降低目前死亡率持續上升的現象，避免死亡人數

持續上升。我們利用疾病進展模型評估接種次世代疫苗是否能降低死亡，從這個模型

可以看出造成這些死亡人數的成因主要來源有二，第一是因其他病因住院而感染

COVID-19後死亡，第二則是 COVID-19疾病由輕症到中、重症，進展到死亡。因為

第三劑疫苗逐漸失效，對於住院及死亡的效益已不如先前那麼高，所以導致這兩個成

因逐漸在惡化，造成死亡人數上升。我們再近一步模擬如果在接種次世代疫苗後，死

亡率是否會降低，結果顯示在次世代疫苗涵蓋率達 80%時，每日死亡率可以從每百萬

分之 2.3下降至每百萬分之 0.87。造成下降的原因除了次世代疫苗本身可以保護因其

他病因住院而感染 COVID-19後的死亡，也可以保護因 COVID-19 進展所造成的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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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透過日本的例子可觀察到，接種次世代疫苗後對於降低死亡所產生的效

益。在 BA.5的流行下，日本的疫情也是相當嚴重的。日本近一週的平均每日死亡率

大約是每百萬人分之 0.52，與台灣每百萬人分之 2.29相比，是非常低的，其中原因是

因為日本第四劑疫苗的施打率較佳，60歲以上的族群第四劑疫苗施打率也已達到

72%，同時日本也將在 10/24 提供 6個月至 4歲兒童接種次世代疫苗，10月底則擴大

次世代疫苗接種資格且縮短間隔時間，而台灣目前開放第四劑疫苗施打已過一段時

間，但 65歲以上年長者施打率僅有 40%，50-64 歲族群的第四劑疫苗施打率甚至不到

20%。 

 

次世代疫苗防疫及解封 

在防疫方面，次世代疫苗可拯救第三劑原始疫苗突破性感染死亡，至於已感的族群

是否要施打疫苗，只要是 3個月以內的染疫者，施打次世代疫苗，會形成自然感染和人

工感染的雙重免疫防火牆，對於長新冠可能也會有所幫助。此外就解封而言，對於今年

10 月至 2 月要出國的族群，接種次世代疫苗利於 NPI 的解封，同時恢復新常態生活和

經濟的復甦。 

     

追加劑預防住院和急診效益隨時間降低 

 過去已有實證資料證實追加劑疫苗施打可以有效降低 Omicron 感染後的中重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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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其後續住院、急診需求與死亡發生。隨著時間演進，近期有三個大型研究報導追加

劑在預防住院、急診與死亡的效益將隨時間而遞減。首先是一個針對來自美國南加州

Kaiser Permanente Southern California (KPSC)醫療集團保險對象的分析，該研究分析接

種 BNT162b2 疫苗對預防住院和急診效益隨時間演進的效果，針對 11,123 名住院病患

的資料，以病例對照(檢測陰性)研究設計進行評估，結果發現施打兩劑 BNT162b2 疫苗

在三個月內對一般住院及急診效益分別為 68% (95% 信賴區間：48-80%)及 64% (95% 

信賴區間：51-73%)，但在時間超過 9個月之效益則降至 41% (95% 信賴區間：21-55%)

與 31% (95% 信賴區間：43-59%)；施打加強劑後 3個月內預防住院與急診的效益提升

至 85% (95% 信賴區間：80-80%)及 77% (95% 信賴區間：72-81%)，但在本研究追蹤至

3-5 個月時效益則進一步降至 55% (95% 信賴區間：28-71%)及 53% (95% 信賴區間：

36-66%)。(Tartof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22;10: 689–99) 

另一個具較長追蹤時間的研究是 CDC VISION network 針對美國十個州 893,461筆

住院資料進行的病例對照(檢測陰性)研究，該研究分析施打加強劑對預防住院的效益，

從 2個月內的 89% (95%信賴區間：88-90%)、隨著時間演進而降低(2-4 月 86% (95%信

賴區間：85-87%)、4-6 月 66% (95%信賴區間：63-68%))，6-8個月後效益剩 41% (95%

信賴區間：35-47%)、而 8個月以上者效益僅剩 31% (95%信賴區間：17-43%)。在急診

入院的效益則從 2個月內的 83% (95%信賴區間：82-84%)、降至 2-4月 76% (95%信賴

區間：75-77%)，4-6月後效益剩 46% (95%信賴區間：44-49%)、6-8個月 26% (95%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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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22-30%)、而 8 個月以上者效益僅剩 17% (95%信賴區間：7-26%)。在次族群分析

中，不同年齡層、不同種類疫苗(莫德納或輝瑞)及是否有免疫缺乏者均有隨時間演進保

護效果減弱的情況。(Ferdinands J M, et al. BMJ 2022; 379) 

另一個研究是來自英格蘭及威爾斯針對 67,582名於 2021年底前已施打加強劑的個

案分析影響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16 日期間死於新冠肺炎的相關危險因子，結果發

現影響新冠肺炎死亡最劇的是年齡，相較於 50 歲的個案 80 歲長者的死亡風險高達 30

倍(風險比=31.3，95%信賴區間：26.1-37.6)，女性低於男性(風險比=0.52，95%信賴區間：

0.49-0.55)，機構住民 (風險比=2.32，95%信賴區間：2.08-2.59)及社經程度較低者亦有較

高風險。此外，個案本身的共病性如嚴重複合型免疫缺乏症(風險比=6.17，95%信賴區

間：3.31-11.51)、多發性骨髓瘤或白血病(風險比=3.85，95%信賴區間：3.40-4.36)、重肌

無力症(風險比=3.63，95%信賴區間：2.11-6.26)、肺高血壓或纖維化(風險比=3.23，95%

信賴區間：2.67-3.92)、學習障礙或唐氏症(風險比=3.23，95%信賴區間：2.38-3.34)、失

智(風險比=3.16，95%信賴區間：2.92-3.42)等均會使新冠肺炎死亡風險高達 3倍，其他

諸如肝硬化、帕金森氏症、肺癌、口腔癌、風濕性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炎等會增加 2-3

倍風險，而糖尿病、中風、慢性腎病及心房顫動、冠性症等亦為此研究所找到的危險因

子。因此，特別針對高風險族群，應加強接種第四劑追加劑或次世代疫苗。(Nafilyan V, 

et al. JAMA Netw Open. 20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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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種降低長新冠 

隨著新冠感染的人數越來越多，臨床上可以看到不少病人因為長新冠的症狀而就醫。

長新冠是指新冠急性感染後的幾個月仍持續有一些的身體症狀，長新冠常見的症狀包括

呼吸道症狀如咳嗽、較易喘或是神經肌肉的症狀包括肌肉痠痛、頭痛、疲勞。一文獻回

顧顯示多篇研究指出施打疫苗能降低長新冠的風險，其中一篇研究顯示施打疫苗相較未

施打疫苗的族群長新冠症狀的勝算比為 0.65 (95% CI 0.45-0.96)，另外施打疫苗相較未

施打疫苗的族群長新冠症狀包括疲勞、肌肉痠痛、呼吸道症狀有較低的風險比，分別為

0.89 (95% CI 0.81-0.97)、0.78 (95% CI 0.67-0.91)、0.89 (95% CI 0.81-0.98)。(Kin Israel 

Notarte et al., 2022, The Lancet) 

另一篇研究為一美國的回溯性世代研究，研究顯示施打疫苗能降低長新冠風險。一

組研究以臨床症狀診斷長新冠的的結果顯示施打疫苗相較未施打疫苗的族群發生長新

冠的風險比為 0.66，95%CI 0.55-0.80，能降低 34%長新冠的風險。另一組研究以機器學

習模型輔助診斷長新冠的的結果顯示施打疫苗相較未施打疫苗的族群發生長新冠的風

險比為 0.62，95%CI 0.56- 0.69，能降低 38%長新冠的風險。(Brannock et al., 2022, medRxiv) 

另一篇研究為一瑞士的世代研究，研究顯比較有無施打疫苗與感染不同新冠病毒株長新

冠發生的風險。以未打疫苗且感染原始株的組別為參考組，未施打疫苗者不論感染哪一

種病毒株，長新冠的風險相差不大。而施打疫苗且感染 Omicron者較未施打疫苗且感染

原始株者長新冠的風險顯著較低，風險比為 0.42，95%CI 0.24- 0.68，打疫苗能降低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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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新冠的風險。進一步再看有無施打疫苗與長新冠發生的嚴重程度。以感染 Omicron者

而言，有施打疫苗相較無施打疫苗，長新冠的嚴重程度(1-2個症狀、3~5 個症狀或 6個

症狀以上)發生的風險，都顯著較低。因此施打疫苗能降低感染 Omicron 後長新冠的風

險，也能降低嚴重長新冠的風險。(Tala et al., 2022, medRxiv) 

 

COVID-19死亡與社經地位矛盾: 疫苗與 SDG 

• 南非與英國死亡率差異 

根據新冠肺炎每兩週確診與死亡通報人數去追蹤不同變種病毒的軌跡，在 2022 年

1月的資料中，南非呈現每百萬人有 25人死亡，英國則是每百萬人有 50 人死亡，而這

與我們過往認知的經濟地位與健康狀況之間的關係呈現矛盾。 

•  撒哈拉以南非洲 COVID-19低死亡率 

透過全球各大洲 COVID-19致死率的資料，可發現非洲地區遠低於美洲與歐洲。高

收入國家中以加拿大為例，其 64.7%的死亡人數分布在 80 歲以上人口。撒哈拉以南非

洲國家以烏干達為例，其國內人口結構，80 歲以上作為高風險族群佔比小於 0.2%，遠

低於加拿大 4.4%。人口結構提供了低收入國家在 Omicron 流行時期重症率較低的另一

面向。從人口結構延伸出其餘可能面向包括：做為高社區傳播風險的長照機構稀少、過

去對冠狀病毒的局部暴露、檢測量能不足導致通報人數低估、社經背景導致高風險族群

在疫情早期已受感染並死亡、政府對疫情嚴謹社會介入措施。（Adams et al.,2021,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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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Science and Practice） 

• 健康不平等：平均餘命 與疫苗接種分佈不均 

根據以上研究發現因為人口結構使得低收入國家現下重症率遠低於高收入國家，這

進一步延伸出健康不平等展現在平均餘命的異質性。SDG 指標對減少健康不平等的目

標中，於新冠肺炎持續存在的現下，應為提高低收入國家疫苗施打率而持續努力，避免

因往不斷變異的病毒導致未來可能的在感染導致生命威脅而加劇平均餘命差距。然而，

事實是疫苗接種差異是疫苗分配不均的展現，低施打率國家多屬低收入國家，即使在這

些國家的人民過去可能因自然感染而獲得保護力，但面對不斷變異的新變異株仍可能再

次感染，並可能成為新變異株孕育地區。 

• 全球疫苗分配不均對 SDG 衝擊 

為建立群體保護力，並減緩 COVID-19對全球健康與社會經濟的衝擊，各國當務之

急是提升疫苗涵蓋率，各國在醫療保健的費用勢必面臨提升，費用的提升對高收入與低

收入國家的負擔呈現很大的差距，低收入國家必須提升 56.6%的醫療保健費用以負擔疫

苗。疫苗分配不均使低收入國家人民置於更大的健康威脅處境（SDG 3）。此外，受到

COVID-19導致的經濟影響，對於較不富有國家而言，添購疫苗必須負擔的花費將導致

國家財務更大的壓力，對於一些低收入國家，可能影響政府無法對其他優先事項投入資

源，加劇國家內部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SDG 8、9、10）。由於無法滿足的疫苗需求，

低收入國家傾向採取嚴格的社會介入措施，將影響勞動市場，造成大量失業人口或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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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減量導致收入減低，將增加貧困人口，使更多人遭受飢餓（SDG1、 2、8）。綜觀而

言，疫苗分配不均也損害了全球夥伴關係（SDG 17）。（UN, 2022） 

 

 

以上內容將在 2022年 10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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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