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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防疫科學線上直播 

台灣 Omicron 重症及死亡控制的挑戰 

  2022年 6月 1日 

 近期台灣Omicron中重症疫情上升，更重要的是死亡人數也上升，其中包含Omicron

感染所造成的直接死亡及由於醫療照護緊縮所產生脆弱族群(如長照老人、未施打疫苗

及兒童)的間接超額死亡，對於前者在隨著台灣抗病毒藥物使用的提升及追加劑及兒童

疫苗注射，期待 Omicron 感染後中重症及死亡人數應開始隨之下降，但間接超額死亡部

分則須仰賴良好醫療照護，本週將預測台灣未來流行趨勢及中重症控制時間與間接超額

死亡之影響，另外為能夠恢復醫療照護正常化也必須考慮滾動式解封接觸者及確診者隔

離措施，朝向紐西蘭及新加坡流感化監測模式，將大流行變成地方流行以便與世界解封

接軌，最後我們也會對於兒童死亡部分提出科學看法及建議以改善死亡狀況。 

 科學部分，本週將會以兒童防疫照護為主，探討孕婦在感染或是基礎劑及追加劑疫

苗接種後的嬰兒抗體狀況並會探討母子垂直傳染證據，而在兒童本身將會報導莫德納及

輝瑞疫苗於臨床試驗在 6 個月至 6 歲或 5 歲以下施打的保護效益，並且報導以色列近

期兒童及青少年疫苗上市後監測結果，而除了新冠疫苗外，我們將進一步探討流感疫苗

對於兒童可能的保護；另外針對長者及高危險群部分，我們亦會持續報導第二劑追加劑

的科學新知及癌症患者面臨 Omicron所產生的延遲及疫苗所帶來的保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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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臨床治療及藥物新知部分，我們將會針對近期兒童腦炎的可能機轉及科學證

據進行討論，且會持續報導口服抗病毒藥物的上市後監測結果。 

 

Omicron 重症減害科學預測 

 各國逐漸適應Omicron無症狀及輕症化後全球Omicron發生率及死亡率趨於穩定，

然而致死率仍有波動，近期有微幅上升趨勢，主要原因為脆弱族群如: 兒童、老人及慢

性病患者仍可能在感染 Omicron 後進展為重症而導致死亡，因此如何同時達到重症減

害並恢復新常態生活為目前首要目標。 

 以過去紐西蘭經驗為例，在二月中流行開始後，歷經無症狀及輕症適應期，疫情逐

漸下降並進入地方流行模式，流行曲線趨於穩定。而台灣目前流行趨勢與紐西蘭高峰相

似，仍處於無症狀輕症適應期，若依紐西蘭趨勢預估，台灣將在未來 1~2 週之間度過無

症狀輕症適應期，流行趨勢開始下降。而以致死率作為重症減害之評估指標，紐西蘭致

死率在流行期逐漸上升，達高峰之後 2~3週致死率小幅降低，隨後仍有上升趨勢。然而

由於台灣目前仍在無症狀輕症適應期，因此致死率仍在上升中，未來是否能透過調整醫

療量能、精準使用抗病毒藥物以及施打疫苗達到重症減害值得進一步探討。 

 而依台灣不同縣市來看，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在高峰累積通報率達 6.8-

10.1%，而造成這些縣市過去疫情上升原因包含 (1)高感染宿主:含未施打疫苗及社交活

動高; (2) 無症狀/輕症未達免疫保護力飽和點; (3) 感染容易疫苗逃脫者，在度過無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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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症適應期後，近期流行開始下降，其原因包含 (1)低感染宿主; (2) 無症狀/輕症達免疫

保護力飽和點; (3)仍有免疫保護力持續；而除了北部之外，新竹縣、新竹市、宜蘭縣及

花蓮縣高峰累積通報率已超過 6%，流行波亦有流行下降趨勢；其他縣市如: 台中市、

高雄市、台東縣及彰化縣目前累積通報率處於<6%，仍在高峰期，未來是否持續上升仍

值得關注。從上述各地區流行曲線經驗我們得到以下結論， 

(1)   流行高峰點  

平均而言各地區通報確診數接近當地人口 10% ，變異介於 7~15%，依各地區感染

宿主、疫苗施打狀況與無症狀/輕症個案偵測量，人群移動與 NPI而有所不同。 

(2)   高峰持續期 

依各地區適應 Omicron 無症狀/輕症有所不同，愈短愈好。太多能量著重於偵測 Ct

值大於 30(無症狀/輕症)適應期會越長。 

(3)   監測中/重症及死亡流行曲線 

－ 抗病毒藥物及 COVID-19醫療照護效益 

－ 醫療量能改善間接超額死亡 

 

 目前台灣平均感染率已接近 7%，可發現其中的脆弱族群包含 65 歲以上長者及小

於 12歲兒童目前感染率已接近 5%及 9%，進一步探討台灣各年齡層中重症累積發生率

及累積死亡率，可發現 75歲以上長者自 4/23的累積中/重症發生率最高，分別為每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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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498/154，與其他年齡層差距非常大，而在累積死亡率亦可觀察到此狀況，但若以疫

苗狀態進行區分，可看出施打基礎劑及追加劑疫苗皆可有效下降長者中重症及死亡。 

 

抗病毒藥物介入減少重症 

 而從台灣 4/20~5/29 中重症數(每千確診)個案趨勢亦可以發現中症數五月中後有微

幅上升，而重症在近一周有大幅提升，主要原因為近期醫療量能緊縮造成間接重症死亡。

因此我們進一步以台灣 5/1-5/29 觀察資料進行重症及死亡預測，首先將死亡原因主要分

為 (1)直接重症死亡: 因感染 COVID-19 而導致之死亡以及 (2)間接重症死亡: 因醫療

量能緊縮而導致之死亡，若未提供精準抗病毒藥物使用且未改善醫療照護緊縮問題，重

症及死亡個案數仍持續上升。 

 接下來預測抗病毒藥物及改善醫療量能緊縮介入措施對於下降重症及死亡之效益，

若使用抗病毒藥物 70%-90%下，可有效降低直接重症死亡，但由於無法解決醫療量能

緊縮之問題，仍導致多數間接重症死亡產生；但若除了精準使用抗病毒藥物(效益: 90%)

外，可同時避免將量能投注偵測 Omicron 無症狀/輕症(Ct 值大於 30)個案，改善醫療量

能緊縮問題達 70%，可同時避免直接及間接重症死亡，達到重症減害之目標。 

 

台灣兒童死亡科學看法及建議 

 而在 12 歲以下兒童部分，無論是中重症發生率或是死亡率雖然數值皆非常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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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兩周上升速率非常快，主要是由於新冠肺炎的兒童腦炎個案，而由台灣兒童(1-14歲)

五大死因排名可看出，流感為第四名，而肺炎亦為前一年的五大之一，這兩者皆如同

Omicron感染，為病毒感染有相關死亡，面對這樣的衝擊，該如何進行兒童 Omicron感

染預防及重症減害控制，達到兒童健康照護，首先需仰賴兒童 NPI及快篩精準使用，並

且以目前的流行及疫苗效益科學證據來看，兒童接種新冠疫苗的利大於弊，因此應加速

提升兒童新冠疫苗覆蓋率，並且在先前提到的病毒相關疾病如流感疫苗施打覆蓋率也應

一併提升，最後在醫療照護上，急重症醫療照護量能調度及小兒其他共病常規照護也是

特別重要。 

 

COVID-19 重症減害與維持新常態生活雙贏 

 該如何達到 COVID-19 重症減害與維持新常態生活雙贏，首先可藉由精準快篩找

出高病毒個案，並對於其中 65 歲以上長者、長照機構住民及職員、兒童、未打疫苗及

弱勢族群，使用抗病毒藥物及追加劑施打達到新冠肺炎中重症直接死亡下降，然而由於

低病毒量感染所產生的大量無症狀/輕症產生的居隔/確診者隔離，會使得 Omicron影響

醫療量能下降，造成中重症高危險群的間接死亡上升，如何解決此問題，則需藉由利用

症狀監測及即時快篩達到基層流感監測，重新恢復醫療量能，達到中重症高危險群的間

接死亡下降，最後在這樣直接及間接死亡的良好控制下，進一步回復新常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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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疫情 

 美國近期確診數再次回升，0-17歲未成年兒童占比來到 18.9%，而在細分確診年齡

個案中可以發現，不論在 5-11 歲兒童或 12-17 歲兒童組，因 Omicron 變種病毒所造成

之流行皆較其他變種病病毒來的大，加上 5-11 歲兒童疫苗施打率低，兩劑疫苗覆蓋率

僅達 30%，因此為提升兒童們的疫苗保護力，不僅持續提倡加速施打疫苗，並於 5/23 

FDA授權 5-11歲兒童接種加強劑，並預定將於 6/15 確定是否要讓五歲以下兒通施打低

劑量疫苗。 

 另外，因 COVID-19醫療量能緊縮所造成的超額死亡亦是各國討論的重點，美國麻

州的研究比較在 Delta 時期(虛線部分)與 Omicron 時期(實線)所造成的超額死亡數，發

現於 Delta流行的 23 週期間觀察到的死亡數(O)為 27,265，超出期望的死亡數(E))25290

人，達到 1975 人的超額死亡，而僅在 Omicron 流行的前 8 週超額死亡則加劇到 2294

人，比較兩期間的差異，可發現 Omicron 期間的超額死亡情況為 Delta 期間的 3.3 倍。

此外，細分至不同年齡層，可以發現在 65歲長者部分，超額死亡情形最為嚴重，O-E的

差值來到 30 (每十萬人周)以上。 

 而位處大洋洲的紐西蘭，近期疫情呈持平狀態，單日確診數為 8000-10,000人左右，

而單日死亡數則維持在10-20人。而右圖是進一步分析各年層的確診個案後續的死亡率，

可以發現 70 歲以上的長者死亡率明顯較高，因此，為了有效控制疫情與避免過多的死

亡數，紐西蘭於 5/24 公布長照機構最新的照護指引，利用地區的醫療量能區分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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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影響地區，並給予不同的照護方法，針對親友探訪部分，低影響地區僅需進行實名

制追蹤，但若為中、高影響地區未必免親友傳染給長照住民，因此僅得採取視訊與非接

觸面訪。而醫療需求部分，於中高影響地區則是避免住民至醫療機構，以降低院內感染

或因醫療量能緊縮而無法受到良好照護的狀況，因此採取遠距醫療的照護方式。而住民

外出部分，則是盡可能去須出示接種證明或戶外區域等較低感染風險的區域。 

 而另外針對機構內的篩檢與隔離亦依不同的身分別給予相關的篩檢政策，於職員部

分，如為有症狀者須立即快篩，而本人無症狀但家戶內有確診者則得採每天快篩以維持

照護量能或採取居家隔離(於 3/7 天進行快篩)。而住民部分，如為無症狀個案且機構內

無確診個案時，皆不須檢測，但如果有新發個案時，則需於 48 小時內全面快篩，並針

對陽性的住民設立隔離區進行照護。而新進或外出回歸的住民，則是於進入前快篩，最

後是訪客部分，如為有症狀或有相關接觸史者是禁止進入的，而無症狀的訪客則需出示

快篩陰性證明。 

 

孕婦疫苗接種保護效益 

 孕婦接種疫苗後不僅本身可以產生抗體，出生嬰兒亦可能具有抗體，一美國研究針

對懷孕母親接種基礎劑新冠疫苗後，探討出生嬰兒的抗體濃度，資料來自波士頓兩家醫

學中心 2021 年 7月 21 日至 10月 22日，懷孕 20至 32週之孕婦，排除接種疫苗前已感

染過者後，共納入 77位至少接種過一次 mRNA疫苗及 12位自然感染未接種疫苗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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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嬰兒出生時收集母親體內與內臍帶以及嬰兒體內的血清抗體。結果顯示平均在 27 週

時完成接種疫苗之母親，與自然感染者母親相較，其在生產時具有較高的抗體量，而其

嬰兒在兩個月大時，有 98%具有可偵測之抗 SARS-CoV-2 棘蛋白免疫球 G 蛋白，嬰兒

六個月大時仍有 57% (16/28)可偵測到抗體，而自然感染者母親嬰兒僅具有 8%，可見懷

孕母親接種新冠疫苗可能對其嬰兒產生長達六個月的保護力。(Shook et al,. JAMA, 2022)  

 而針對加強劑疫苗的部分，一以色列研究利用 2021年 2至 11月的資料，追蹤孕婦

於不同妊娠期施打疫苗後新生兒是否產生抗體，結果顯示於孕婦於第二或第三妊娠期接

種基礎劑疫苗，孕婦本身及新生兒產生對抗 Omicron 的中和抗體濃度皆非常低，但若於

第三妊娠期追加接種第三劑疫苗，無論孕婦或新生兒皆具有可測得的抗體濃度，得到對

抗 Omicron的保護力。(Amihai Rottenstreich, CID, 2022) 

 

兒童及青少年疫苗效益 

以色列自 2021/12/26 至 2022/1/8 針對 5-10 歲兒童及 12-15 歲青少年輝瑞疫苗施打

預防 Omicron感染進行效益評估，結果顯示相較於未施打疫苗，5-10歲兒童施打基礎劑

疫苗預防 Omicron感染效益達 58%。而對於 12-15歲青少年，施打兩劑疫苗後相較於未

施打疫苗效益達 55%，然而隨疫苗保護力消退後疫苗效益僅剩 17%，後續施打第三劑

能有效提升預防 Omicron 感染效益達 80%。(Ofra Amir, Preprint, 2022.) 

在兒童疫苗最新進展方面，Moderna針對 6個月到 5歲兒童，提出第 2/3 期臨床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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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結果，並且於 4/28 提出歐盟具條件營銷售權的申請，其報告指出 Moderna 對 6-23

個月(研究樣本 1288 名)及 2-5 歲兒童(研究樣本 2249 名)預防 Omicron 症狀感染的效益

分別達到 51% (95%信賴區間：21-69%)及 37%(95%信賴區間：13-54%)，在安全性評估

也發現這個年齡層兒童施打疫苗後的發燒比例較 6-11歲兒童低，且未有死亡、心肌炎、

心包炎及兒童多系統發炎症候群的發生。 (Third Annual Vaccines Day, UPDATE 

2022/03/24 / Moderna NEWS RELEASE 4/28 & 4/29) 

而輝瑞近期亦發布 6個月到 5歲以下兒童施打追加劑第 2/3 期臨床試驗結果，依安

全性、耐受性以及免疫原性設定追加劑劑量為 3-μg(成人的 1/10)，初步報告顯示抗體反

應佳，且安全性良好，在共 1,678名 5歲下幼童中截至 2022/4/29 僅有 10 位幼童發生症

狀感染，預防 Omicron 感染效益達 80.3%，達以免疫橋接方式申請 EUA 之標準。(Pfizer, 

Press Release, 2022.05.23) 

 

長者疫苗接種效益 

 長照機構住民是新冠肺炎的高危險族群，因此針對這個族群的疫苗對 Omicron 的

效益亦為關注焦點。美國一個研究針對 85位長照機構住民及 48位照護人員進行前瞻性

的追踨，結果發現不論是否曾經染疫，在施打加強劑之後體內可以測得的 Omicron中和

抗體的比例均有大幅提升，照護人員從加強劑施打前(約基礎劑施打 8-9 個月後)的 28%

提升至 93%，住民則從 28%提升至 86% (Canaday, et al., 2022)。在臨床感染降低效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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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2022 年 2 年到 4 月之間的新冠疫情持續下降，但從大規模長照機構與療養院資料

顯示施打追加劑可以進一步預防感染 Omicron 達近五成(Prasad et al., 2022)。 

 除了第一劑的追加劑，目前亦有許多研究顯示第二劑追加劑(即為第四劑)可下降長

者的感染及重症風險，其中多為以色列的研究，近期亦有另一以色列研究追蹤 60 歲以

上長者施打追加劑的免疫持續力與第四劑後預防重症的額外效益，結果顯示相比於施打

兩劑後四個月者族群，施打追加劑七個月後，預防重症之疫苗效益仍可維持在六至七成

左右，而第四劑則可進一步達到接近九成預防重症的效益。(Ofra Amir, et al., Preprint, 

2022)  

 

兒童感染臨床併發症及口服治療新知 

 兒童 Omicron 感染併發症探討 

 台灣截至 5/29的 22位兒童重症中，有 11位個案為腦炎，對於兒童感染Omicron

個案快速進展成為腦炎的案例引起相當的關注。目前神經科學研究中就新冠病毒感

染以及致病機轉推論造成感染後發生神經症狀的原因包含(1)病毒與於呼吸道以及

血管內皮的 ACE-2 受器結合造成血腦障壁破壞入侵中樞神經系統，(2)病毒藉由中

樞神經系統內的神經膠細胞質持組織以及神經元細胞之 ACE-2 受器直接造成神經

感染，(3)肺部病灶嚴重感染導致的缺氧狀態造成大腦無氧代謝以及中樞神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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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傷，以及(4)病毒或表面成分在中樞神經系統造成細胞激素風暴，引致劇烈腦炎與

急性嚴重腦病變與感染後腦部長期傷害(Bhola et al., 2022)。 

 於南非納入 6287 位 Omicron 感染住院兒童與青少年的研究顯示受到 Omicron

感染個案中約 5%需要重症照護，雖然多數(74%)在醫療照護後可康復出院，但仍有

4例死亡。該研究也發現感染Omicron之病童有較多如熱痙攣之神經相關臨床表現，

顯示在兒童族群 Omicron 感染對於中樞神經的可能影響須密切監視。 

 除此之外，於 Omicron 社區流行時期有相當比例的住院病童具有腫瘤、心臟

病、糖尿病、腦性麻痺，以及哮喘等共病，此特徵與前述台灣兒童疾病負擔有類似

的特性，對於這些脆弱的臨床照護也是社區防疫期間須調度規劃的重點，以避免如

流感、肺炎等兒童重要健康威脅在 Omicron 流行同時增加兒童健康風險(Cloete et 

al.,2022)。此點在加拿大解封後流感個案增加的經驗也顯示對於兒童流行性感冒疫

苗施打可納入防疫規劃參考。在卡達進行的流感疫苗研究效益評估研究顯示施打流

感疫苗可降低 89%新冠肺炎重症風險以及 30%感染效益。這些評估結果提供了強

化兒童常規疫苗施打對於提高社區兒童保護的基礎。 

 口服抗病毒藥物上市後效益評估 

 香港目前有兩篇的研究探討兩種口服藥物，輝瑞 Paxlovid 與默克 Lagevrio，在

實際臨床運用的效益。臨床使用藥物由於屬觀察性研究，醫師往往將 Paxlovid 做為

第一線用藥，無法接受 Paxlovid 的病患才投予 Lagevrio，因此接受 Lagevrio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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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具有較多共病症而預後不佳，而此病患特性的差異造成上市後評估的困難。此

兩篇研究運用傾向分數加權等方法進行上市後評估，第一篇研究之研究期間為香港

疫情高峰期，2022/02/16 至 3/31，該研究結果顯示 Paxlovid 使用者約可降低 21%之

住院風險，而 Lagevrio 效益結果則未達顯著，除了此篇研究中投予 Lagevrio 多屬

於多共病、年老、以及低疫苗施打者外，也由於研究期間香港處於大流行高峰期間，

在除了藥物治療外醫療量能的緊縮也影響治療效益(Cheuk et al,. SSRN Preprint 

2022)。 

 第二篇同樣也為香港的觀察性研究，但研究期間則延長至 2022/2/26-4/26，包

含香港疫情相對趨緩時期。在此觀察性研究結果顯示，與未使用口服藥相比，使用

Lagevrio 與使用 Paxlovid 皆可降低死亡風險分別達 50%與 85%，而使用 Paxlovid

可降低住院風險達 46%，兩個口服藥皆可避免將近一半之入院期間疾病惡化風險

(K.H. Wong et al,. medRxiv preprint)。此兩篇香港的上市後評估結果除了證明口服藥

在臨床應用之有效性，也顯示於 Omicron 社區流行期之醫療照護規劃結合有效藥

物治療對於降低民眾健康風險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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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內容將在 2022年 6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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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