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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科學線上直播 

Omicron 易感染族群精準防疫(II)-65 歲以上年長族群 

2022 年 8 月 17 日 

在面臨新一波 BA.4 及 BA.5 流行之下，國際間主要以死亡率控制作為疫情監視重

要指標，然而控制死亡率最首要目標為針對 Omicron 易感染族群精準防疫，主要包含未

施打疫苗族群、慢性病/癌症/免疫缺乏族群以及長者，持續上週兒童易感染脆弱族群，

本週將著重於 65 歲以上長者精準防疫策略以減少重症及死亡。首先依目前歐、美、大

洋洲及亞洲國家經驗，探討各國面臨 BA.4 及 BA.5 流行之下年長者所受衝擊以及死亡

率變化趨勢。台灣部分則依三聯體防疫之下抗病毒藥物及照護對於年長者效益進行評估，

並依各縣市追加劑疫苗施打率與死亡率之間相關性評估疫苗施打重要性。最後將報導台

灣最新七月份超額死亡情形以剖析近期直接及間接死亡對於台灣的影響。 

科學部份，本週針對長者 Omicron 感染特性包括: 長者施打疫苗免疫反應、感染

Omicron 後嚴重度以及再感染風險進行科學新知報導，並將提供各國目前對於年長者施

打第四劑疫苗效益實證結果。我們也將報導近日英國首先使用雙價新世代疫苗科學發展。

此外，也探討 COVID-19 流行期間對於長者幸福感影響以及精神疾病與發生突破性感染

之相關性。除了 COVID-19 流行疫情之外，本週亦持續探討猴痘以及瑯琊病毒最新研究

資訊以提供目前可能預防及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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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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地球故事，本週以「去老返童」為主題分享 Philip J. Fry

在穿梭時空重返年輕的故事，其中 Philip J. Fry 出生於 1974 年 7 月 14 日，在 21 世紀時

25 歲，在超低溫冷凍管(Cryogenics Tube)冰凍 1000 年到 31 世紀，其量子力學年齡為

1025 歲，經過 4 年後為 1029 歲，在年輕化後時空年齡返回到 14 歲，但實際上生理年

齡為 29 歲，然而在經過四年後又再次藉由超低溫冷凍管冰凍 1007.95 來到 41 世紀，變

為 2040 歲。故事中兩次時空穿梭到 41 世紀，道出量子力學在時空穿梭如何「去老返

童」，如同現今人類在老化後更為脆弱，如何在面臨 Omicron 變種病毒侵襲以精準防疫

策略對抗變種病毒活得更精采、更有生活品質，重返年輕化。 

 

國際 BA.4/5 年長者疫情及死亡分析 

美國目前 BA.4 及 BA.5 佔比近 70%，感染率及死亡率曲線微升，進一步將死亡率

分為三個年齡層，其中死亡率仍以 70 歲以上年長者貢獻最大，單週死亡率為 5/每 10 萬

人，高出 0-49 歲及 50-69 歲。 

英國 BA.4 及 BA.5 佔比為 81%，死亡率有明顯上升趨勢，尤其 70 歲以上年長者死

亡率為 9.6/每 10 萬人，為美國兩倍，反觀 70 歲以下死亡率與美國相近，顯示年長族群

受 BA.4 及 BA.5 影響較大。 

紐西蘭 BA.4 及 BA.5 比例為 46%，感染及死亡率曲線有明顯上升趨勢，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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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紐西蘭疫苗追加劑施打率不佳加上醫療量能問題。而紐西蘭 70 歲以上族群為死亡率

16.3/每 10 萬人，為美國 1.8 倍、英國 1.5 倍，顯示大洋洲年長者受到 BA.4 及 BA.5 衝

擊甚大，需針對年長者提前佈署。 

日本 BA.4 及 BA.5 比例高達 98%，從感染率曲線可以看出在 BA4 及 BA.5 感染率

高於過去 BA.1 及 BA.2 感染率，死亡率也在近期有上升趨勢，然而日本目前 70 歲以上

族群為死亡率 2.0/每 10 萬人，相較於歐美國家仍極低，防疫照護效益高，為台灣防疫

追求之目標。 

韓國 BA.4 及 BA.5 比例接近 50%，感染率自六月底開始有上升趨勢，然而由於過

去 BA.1 及 BA.2 大流行加上疫苗追加劑築起免疫防火牆因此感染率及死亡率上升趨勢

未如其他國家明顯，然而疫苗保護力可能隨時間消退而造成感染率及死亡率上升，因此

應持續監控疫情發展。 

 

台灣各年齡層中重症及死亡疫情降低及效益評估 

台灣目前在 BA.4 及 BA.5 侵襲之下中重症及死亡率略有上升趨勢，進一步比較不

同年齡層中重症及死亡照護效益，中症率整體抗病毒藥物及照護效益約 70%; 而對於重

症率效益評估，0-49 歲族群重症率於近期有明顯上升趨勢，50-64 歲及 70 歲以上族群

亦略有上升趨勢，目前 0-49 歲、50-64 歲以及 65 歲以上重症率約為 47%、81%及 82%，

而 0-49 歲、50-69 歲及 70 歲以上抗病毒藥物及照護對於預防死亡效益接近 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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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81%，顯示抗病毒藥物及相關照護對於年長族群重症率控制達一定效果，未來面對

BA.4 及 BA.5 入侵，台灣感染率、中重症及死亡率必然有上升趨勢，應以各國經驗作為

後續防範。 

 

台灣超額死亡分析:直接與間接死亡 

台灣 7 月份 COVID-19 超額死亡情形從 43%下降至 24%，以英國、紐西蘭經驗來

看，老人的感染率雖不高但造成死亡情形仍需注意，特別是間接死亡。而台灣 6 月份超

額死亡因 COVID-19 直接死亡及間接死亡的比例，在嬰兒潮族群或非嬰兒潮族群分別佔

60.5%以及 64.3%， 7 月份因 COVID-19 造成的直接死亡在嬰兒潮及非嬰兒潮族群均下

降至 50%。雖然直接死亡比例下降，但間接死亡佔 50%，因此也應同時思考如何讓醫療

系統回到正常運作以避免間接死亡。 

 

COVID-19 疫苗施打與感染率及死亡率分析 

台灣的疫苗施打率與整體感染率雖沒有強烈反向關係，但仍存在著負相關。而台灣

23 縣市中大部分縣市疫苗施打率落在 70-75%，僅有少部分縣市疫苗施打率低於 70%。 

然而即使疫苗施打率落於 70-75%縣市中仍可看出其感染率有相當大的異質性，顯現疫

苗對於預防 Omicron 感染保護力有其限制性。然而由台灣 23 個縣市資料可看出疫苗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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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率越高的地區累積死亡率越低，特別是在年長者。 

再者，雖然 omicron 死亡率相較於過去變異株來得低，但其對於死亡的影響仍需關

注。以亞太地區資料分析感染高峰到感染流行降低效益以及死亡高峰至死亡降低效益，

若其感染降低效益與死亡降低效益達到一致，則代表疫情及照護成效佳，其中包括韓國、

日本、香港、台灣接達到一致。然而從紐西蘭經驗來看，雖然感染降低效益與死亡降低

效益達到一致，但效益略低於其他國家，僅有 65%，若以此作為標準，台灣 23 縣市中

除了離島外，大部分都在紐西蘭保護感染及死亡感染的效益標準之上。 

 

精準防疫的措施 

預防感染除了疫苗基礎劑及追加劑施打外，也需仰賴抗病毒藥物，在面臨 Omicron

變種病毒持續侵襲之下，藉由疫苗及抗病毒藥物可使 NPI 不需回到實施停課、關閉場

所、限制群聚活動，但對於個人 NPI，包含配戴口罩、噴酒精、維持社交距離仍是必備

的。 

  針對 Omicron 易感染族群 65 歲以上年長者而言，由於年長者感染後較易發生重症

且疫苗施打後三個月對於預防感染易失效，因此針對年長者提倡精準防疫有其必要性，

而為讓年長者回到新常態生活防疫策略逐漸不再以 NPI 限制為主要方法，因此對於年

長者目前第四劑疫苗施打為最重要策略。但台灣目前第四劑疫苗涵蓋率仍低，75 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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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年長者施打僅有 28.2%，因此也鼓勵年長者施打第四劑疫苗以避免感染以及後續重

症及死亡。 

 

亞太 BA.4/BA.5 疫情及防疫 

由於 BA.4/BA.5 逐漸成為許多國家的主要變異株，近期也有許多國家因為

BA.4/BA.5 的影響，使確診數及死亡數上升，除了兒童外，高年齡層因免疫力較弱且

因距離施打第三劑的間隔時間越來越長，疫苗所產生的保護力逐漸下降，因此也容易

受到 BA.4/BA.5 的影響。本週國際疫情將帶大家看看其他國家對於高齡者照護上有哪

些新措施?日本近期因受到 BA.4/BA.5 侵襲，使重症數及死亡數都有上升的趨勢。先前

日本政府發現，與季節性流感相比，新冠病毒對於 60 歲以上人群具有較高的重症率及

致死率，因此如何避免高齡族群發生重症或死亡的情形十分的重要。日本高年齡層第

三劑疫苗涵蓋率較高，但因為已接種一段時間，疫苗產生的保護力已逐漸衰退，再加

上年輕族群的疫苗覆蓋率較低，無法產生足夠的保護力，因此日本政府除了積極推動

高齡族群施打第四劑疫苗，也鼓勵年輕族群盡快去接種第二、第三劑疫苗。接下來是

鄰近日本的韓國，韓國近期的確診數及死亡數也都有升高的趨勢，韓國政府近期則檢

視它們的醫療量能是否足夠因應 BA.4/BA.5 爆發。紐澳地區則是調整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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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BA.4/BA.5 的防疫措施，例如建議高齡者接種疫苗、無症狀居民要進行快篩檢測、進

入機構的訪客需遵守 NPI 等。 

 

年長者 Omicron 免疫特性及嚴重度 

 接種追加劑後中和抗體濃度對於不同變異株變化 

2021 年 11 月底世界衛生組織已將 COVID-19 Omicron(B.1.1.529)列為需關注的變

異株，而 Omicron 抗原相較於 Delta, Beta 與原始 SARS-CoV-2 病毒株差異更大且更具

傳染力，未來極可能成為全球的主導菌株，因此需加強疫苗接種與變異株的疫苗開

發。原始的兩種 mRNA 疫苗對於預防原始 SARS-CoV-2 病毒株(WT)可達 94-95%的有

效性，而對 Delta 菌株而言疫苗有效性約 80%，但在年長族群較低，且根據研究顯示

疫苗有效性會隨時間降低，接種後五個月會大幅下降至 20%的水平。因此本研究已中

和抗體濃度作為指標，確認加強劑在不同年齡層(年長者/醫療人員)對於不同變異菌株

可達到抗體峰值為何。 

針對加強劑施打的研究顯示在接種疫苗後的 21-42 天，醫護人員的中和抗體濃度

皆較年長高，且對於 Delta、Beta 變異株類型可達到中度的保護力；然而就年長族群即

使接種加強劑中和抗體濃度仍較低，且部分長者缺乏 Beta、Omicron 的抗體，在接種

21-42 天後失沒有偵測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無論年齡，相較於 Covid-19 原形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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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疫苗對於變異株可達到的中和抗體濃度皆有明顯的降低，其中以 Omicron 下降

最多，約 90%。 

針對感染 WT、Alpha、Beta 後在接種加強劑的研究，文章中顯示輕度感染 Covid-

19 後可產生對同株變種較高的中和抗體濃度，而對於其他種變異株不一定會產生較高

的抗體，如：感染過 WT、Beta 後並不會誘導出對於 Omicron 的中和抗體，而感染過

Alpha 中也僅其中一位對於 Omicron 的抗體濃度可達臨界值。但研究發現感染 Covid-

19 後的 3 至 6 個月接種加強劑可以誘發出較高的中和抗體濃度，且對於變異株皆有明

顯的抗體反應，中和抗體濃度約莫可維持兩個月。(Anu Haveri et al., Eur. J. Immunol. 

2022) 

由此研究可觀察出施打加強劑對於長者可誘發抗體濃度，但較年輕族群低。感染

後再接種疫苗可誘導出更高的抗體濃度，但維持的效益並不長。 

 群體年長者免疫力低下對 Omicron BA.2 疫情影響 

香港研究在 2021 年間分析 300 份血清樣本對於不同變種病毒抗體反應，藉此監測

族群中免疫保護力對於疫情影響，發現不論在哪個年齡層，對於 Omicron 抗體反應皆

較原始株差，且年長者中和抗體盛行率相較於其他年齡層低，該年齡層中和抗體檢測

血清陽性率遠低於疫苗施打率，80 歲以上族群抗體免疫力低可能為該族群死亡率異常

高的原因，在不同變種病毒持續侵襲之下，持續的血清監測至關重要。(Chen et al., 

Nature Communicatio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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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長者 Omicron 相較於 Delta 變種病毒住院、重症及死亡風險 

英國研究針對長照機構居民比較在 Delta 及 Omicron 期間感染 Omicron 疾病嚴重

度，發現 Omicron 變種病毒相較於 Delta 住院率下降 36%，死亡率下降 32%，顯示

Omicron 相較於 Delta 變種病毒更為輕症化。(Maria Krutikov et al., 2022, Lancet) 

英國另一研究針對 18 歲以上成人比較 Delta 與 Omicron 的死亡風險，整體而言，

Omicron 相較於 Delta 變種病毒死亡風險下降 66%，進一步比較不同年齡層之間下降程

度，與 Delta 相較之下，Omicron 的死亡風險在 18-59 歲族群中降低程度更為明顯，

而大於 70 歲風險下降幅度較小(Isobel L.W et al., BMJ 2022)。而另一研究同樣比較

Omicron 相較於 Delta 住院及死亡風險，發現兩變種病毒嚴重度差異在年幼及年長者

差異較小，中壯年族群在 Omicron 其間下降幅度較大(Tommy Nybreg et al., 2022, 

Lancet)。 

 第三劑疫苗預防感染、住院及死亡持續力 

英國於 2021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間針對長照機構居民和工作人員追

加劑(第三劑)疫苗施打預防感染、住院及死亡效益持續力，研究結果顯示不論對於是

否曾經感染者，施打三劑疫苗後 84 天內預防感染保護力約為 70%，然而在施打 84 天

之後無法有效預防感染。 

此外，施打第三劑疫苗對於重症跟死亡風險在施打 84 天後重症及死亡風險明顯下

降，對於預防重症及死亡下降至 53%跟 63%，因此不論對於感染、重症或死亡，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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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施打第三劑疫苗保護力期限約為三個月，爾後施打第四劑疫苗有其必要性。(Stirrup 

et al., Preprint, 2022) 

 Omicron 期間：COVID-19 再感染比例 

冰島這項研究指出，75 歲以上老年人的再感染比例最低（4.1%），而 18-29 歲年

輕族群的再感染比例最高（15.1%）；另外也可以發現，不同疫苗狀態的再感染比例，

除了老年人因本身再感染率偏低沒有太大的差異，其他年齡層的再感染率，隨著天數

增加，經過初次感染後體內產生的抗體會漸漸減少，保護力的下降就會導致再感染率

逐日提升；18-29 歲年輕人族群，施打兩劑以上疫苗的再感染率比施打一劑來得高，顯

示了疫苗突破性感染的問題存在。本篇研究主要結論為年輕族群的再感染率較高，相

較之下，75 歲以上老年人的再感染率較低。(Eythorsson E, et al. JAMA Netw Open. 

2022) 

 

年長者第四劑疫苗施打效益 

年長者是我們社會的脆弱族群，如何提升長者對抗新冠的防護力很重要。我們想探

討第四劑疫苗對於老人新冠感染、重症的效力是如何。首先是一篇加拿大的研究，針對

60 歲以上的長照居民(n=61,344)，比較施打四劑與三劑 mRNA 疫苗，疫苗對於預防

omicron 感染的效益。施打第四劑疫苗 7 天後相較於施打三劑疫苗三個月後對於一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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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感染、有症狀感染、重症感染的疫苗效力分別為 19%、31%、40%，可知施打第四劑

疫苗能有效預防 omicron 感染、症狀感染及重症。另外我們比較施打兩劑、三劑、四劑

疫苗相較於沒施打疫苗預防 omicron 感染的效益，可以看到施打越多劑疫苗(兩劑、三

劑、四劑)，預防 omicron 感染、有症狀感染、重症效益較好。其中施打第三劑疫苗三個

月內比三個月後疫苗效力稍好，可能代表施打第三劑疫苗三個月後疫苗效力會稍微下降。

(Grewal R et al. 2022, BMJ) 

另一篇瑞典的研究發現脆弱族群接種第四劑疫苗能降低死亡風險，研究中的脆弱族

群包括長照機構之居民與 80 歲以上長者兩個族群。研究中比較施打四劑及三劑疫苗族

群的全因死亡率。此研究是以配對世代研究 1:1 收錄施打四劑及三劑疫苗的個案。在長

照機構之居民與 80 歲以上長者都可以看到施打四劑比起三劑疫苗的族群累積全因死亡

率都顯著較低。其中打第四劑疫苗對於預防死亡兩個月內的效力又比兩個月後來的好。

(NORDSTRÖM, Peter et al. 2022,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Europe) 

以色列的研究發現施打第四劑 BNT 疫苗能降低年長者新冠感染及重症率。以色列

針對 60 歲以上老人(n=1,252,331)比較施打三劑疫苗比起打第四劑後不同時間預防感染

及重症效益。文中以相對風險比的方式呈現，比較打三劑疫苗比起打四劑疫苗的風險比，

風險比越高代表第四劑疫苗越具有保護力。第四劑疫苗的保護力對於新冠感染在第四周

後有呈現下降的趨勢，而對於重症感染在前六週無明顯下降的趨勢(Yinon M. Bar O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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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 2022, NEJM)。以色列另一篇研究發現施打第四劑 BNT 疫苗能降低年長者新冠死亡

及住院率。針對 60 歲以上老人(n=563,465)比較施打四劑及三劑疫苗後新冠感染的死亡

率和住院率。接種四劑疫苗較三劑疫苗的老人，感染新冠的死亡風險比為 0.22 (95%CI: 

0.17–0.28)，接種四劑疫苗較三劑疫苗的老人，感染新冠的住院風險比為 0.36 (95%CI: 

0.31–0.43)。(Arbel R et al. 2022, Nat Med.) 由以上幾篇文獻可以看到年長族群施打第四

劑疫苗的重要性，能降低年長者新冠的感染、重症及死亡率。 

 

年長者 COVID-19 幸福感與再感染關係 

 COVID-19 期間老年人心理健康變化與幸福感 

 過去我們曾介紹 COVID-19 期間老年人壓力形成機轉，本次將進一步介紹英國一

項研究探討 COVID-19 期間因生活型態改變，老年人面臨家庭功能失衡的情形。家庭

關係對於老年人的幸福感影響佔重要一席之地，其中至關重要的因素是親密關係所提

供的社會支持。在 COVID-19 期間，無論是因政府防疫政策，或是因擔心與非同住家

人互動將增加彼此染疫風險，而自發性的減少與家人實體接觸，年長者都面臨了與親

密他人的分離，並減低了從關係互動中所獲得的情感支持，這些變化都使年長者感到

更多的壓力、被孤立與孤獨感。此外，過去由年長者提供子女的育兒支持模式，因疫

情發生亦逐漸改變為子女提供物質支持給年長父母親的趨勢。在這份研究中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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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這樣的支持模式改變，使得年長者因減少付出而對生活意義與自我價值的動

搖。綜觀來說，新冠疫情改變年長者在家庭關係的連結與支持模式，並影響他們的自

我價值與幸福感，造成家庭功能失衡的情境發生。回到新常態生活，應建立政策支持

年長者與家人對於家庭情感交流與支持的需求，建議社群及媒體，可以考量為年長者

提供保持社會連結與健康的機會。(Elfriede  Derrer-Merk et al. 2022, Aging & Society) 

延續 COVID-19 期間老年人幸福感影響議題，介紹一項英國世代追蹤研究，探討

新冠疫情爆發前與疫情發生前、後期，年長者的心理健康與幸福感的變化。研究結果

顯示：疫情爆發後所有心理健康指標都朝惡化的趨勢發展，且隨著時間的推進持續受

到影響。老年人抑鬱症狀的盛行率從疫情前的 12.5%上升至 2020 年疫情爆發初期的

22.6%，再進一步上升到 2020 年疫情後期的 28.5%，此惡化情況伴隨著孤獨感上升與

生活品質下降的趨勢。此外，高齡者在焦慮症狀的表現於新冠肺炎的時間堆疊下，盛

行率從疫情初期的 9.4%上升至 10.9%。然而，當考量社會人口學背景時，研究結果表

示：女性、獨居或無伴侶、較貧窮的長者經歷了更差的心理健康變化。 女性在隨著新

冠肺炎的時間堆疊下，心理健康更容易受到負面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孤獨感與焦慮變

化的性別差異，男性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下相對穩定。心理健康的社會經濟不平等趨

勢，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仍舊持續，但是面對 COVID-19 時，在生活品質與孤獨感的

變化上，較富有的人比起較貧窮者反應出更大幅度的惡化傾向。整體而言，老年人無

法完好地適應由新冠肺炎帶來的心理社會壓力。應立即提供相對應的心理預防介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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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支持長者，特別是女性、無伴侶與較貧窮的長者，並改善取用數位心理健康服務

的機會。(Paola Zaninotto et al. 2022, JAMA Psychiatry) 

 精神疾病與 SARS-CoV-2 突破性感染發生的關係 

延續以上介紹新冠疫情期間對年長者心理健康的影響，接著將介紹在接種疫苗成

年人當中，精神疾病與 COVID-19 突破性感染發生的相關性。此參與人數超過 20 萬人

的研究中，無論是考量年齡，性別，種族，接種疫苗類型和經歷時間等潛在干擾因子

或是再額外考量參與者是否有其他醫療合併症、吸菸、肥胖症等行為因素，結果皆發

現：診斷有精神疾病與 COVID-19 的突破性感染發生有顯著相關。 

若將受訪者是否已滿 65 歲作為分組，結果發現：年輕組別中患有精神疾病者佔有

65.6%，而在這些精神疾病個案中有 15.9%的人感染 COVID-19。雖然老年組中精神疾

病患者佔有 43%，但在他們當中只有 14.2%的人感染 COVID-19。進一步探討突破性

感染的個案在兩個年齡組別盛行的精神疾病，可發現在較年輕的組別，兩種主要精神

疾病是「藥物使用障礙」和「適應障礙症」，相對風險分別為 1.11 和 1.09。在較年長

的組別，兩種主要精神疾病是「藥物使用障礙」和「精神疾病」，相對風險分別為

1.24 和 1.23。我們可從以上結果發現：這些增加突破性感染風險的生物或行為因素對

精神疾病年長者影響更顯突出。整體而言，成年人心理健康狀態增加了突破性感染的

風險，特別是年長者更易受生物或行為因素影響心理健康，使突破性感染的風險增

加。基於這些結果，我們建議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年人是預防介入策略的優先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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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himi et al., JAMA Network Open, 2022)      

 

次世代疫苗及藥物新知 

 次世代疫苗抗體免疫反應 

莫德納 R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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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針對接種第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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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

報告指出無論是過去感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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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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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yros Chalkias1 et al, 20221)。隨著 Omicron 亞型變異株的快速

演化，BA.2.12.1、BA.4/BA.5 以逐漸取代 BA2，為能了解不同雙價疫苗對於流行變異

株是否可產生足夠保護力，對美國的一項動物試驗發現無論是野生型還是變異型病毒

株，單價與雙價加強劑皆可改善針對 Omicron BA.2, BA.2.12.1 及 BA.5 亞型變異株的

抗體反應，而與對抗變異株抗原距離更近的雙價疫苗加強劑，可較單價加強劑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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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強的抗體反應(Fang et al., 2022)。 

 由 ACE2 結合部位尋找冠狀病毒廣效中和抗體 

   過去研究發現新冠病毒透過棘蛋白結合宿主的接受器(如 ACE)進行接合並融合。

Science 近期發表研究，作者群透過廣泛的篩選康復者血清、疫苗接種者血清等去篩選

出有效的單株抗體，而目前發現新一類的單株抗體可以辨識病毒的融合胜肽位點

(fusion peptide)，具有廣效的中和能力。 

    研究從康復者血清、疫苗接種者的血清抗體、未接種疫苗者抗體等透記憶 B 細胞

所產生的多種抗體大量篩選，從 16 個單株抗體選出了 7 個與多種冠狀病毒具有中和反

應的廣效抗體，除了與 S 蛋白具備親和力之外，這些抗體能夠辨識病毒與宿主接合時

的融合胜肽部位，也對體突變具備一定的親和力， 

   透過偽病毒測試，七種廣效抗體對於抑制病毒與 ACE 結合具備效果，於倉鼠體外

測試結果也發現二種單株抗體對於病毒具預防感染效果。透過蛋白結構的模擬，也可

以看到二種抗體對於病毒 S 蛋白之結合情況。 

   最後研究選出兩種廣效抗體，病毒中和測試結果對於 BA.1 以及 BA.2 都具有良好

的中和能力，針對融合胜肽位點所製造的中和抗體，揭示了與病毒宿主 ACE 結合位在

未來也能夠夠被辨識，除了本身廣效特性外，研究也發現其對於 CD4 細胞具有廣泛的

刺激反應，在日後可以做為疫苗發展的重要基礎,希望可以在日後嘉惠年長者與免疫低

下族群。(Low et al., Science 377, 735–74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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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猴痘案例流行病學及臨床特徵 

近期美國報導其境內自 2022 年 5 月 17 日~7 月 22 日期間 2891 例猴痘案例的流行

病學及臨床特徵，從流行曲線可以看出猴痘案例數至 7 月仍持續增加，統計該期間

41%填具個案通報單來看，確診個案年齡有半數介於 30-41 歲，男性佔 99%，且存在

種族異質性，整體而言，白人、拉丁裔及黑人的佔比分別為 41、28、及 26%，但隨時

間演進，黑人佔比隨時間增加 (從 7/2 之前 12%增加至 7/2 之後的 31%)。這些案例中

有 74%為境內感染，且此比例也從 7/2 之前的 51%增加至 7/2 之後的 82%。從通報個

案中的 30%男性有回答性接觸史中發現，94%在發病前三週曾有男對男性行為或多重

性伴侶 (佔 73%，其中 2-4 個性伴侣者 40%、5-9 個者 14%、10 位以上性伴侶者佔

19%)。確診案例中有 HIV 檢測資訊者中有 41%有 HIV 感染。確診個案有 8%住院，尚

未有死亡通報案例。 

    在臨床特徵上，有 42%個案在猴痘症狀發生前未出現前驅症狀。猴痘症狀中的皮

疹出現在 100%的個案中、之後常出現的症狀包括發燒(63%)、發冷(59%)、淋巴結腫大

(58%)、麻疹(57%)、身體不適(55%)、肌肉疼痛(51%)、及其他症狀(頭痛、直腸疼痛、

糞便有膿/血、腹部疼痛、直腸出血、排便不順、嘔吐/噁心等)。而在最常見的皮疹症

狀中，又以生殖器的皮疹為最好發部倍，另有約 2/3 個案皮疹出現於兩個以上部份，

但 88%病灶數少於 50 處。綜合而言，美國猴痘案例的臨床特徵於 2022 年發生於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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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的其他各國流行個案相近，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感染個案仍局限在有限的特定高危

險群，維持防疫措施的平等性、去污名化使高危險暴露個案接受檢測及及早治療、再

加上主動社區監測才能有效防治猴痘疫情進一步擴散。另外值得提醒的是在檢測方

面，由於 40%以上個案並未出現前驅症狀，因此醫師不應以前驅症狀有無作為檢測依

據，一般大眾也應提高對猴痘的健康識能 (Philpott et al, 2022)。 

    再者，由於 HIV 個案與猴痘共享一些危險因子，雖然目前尚未得知 HIV 感染是否

影響感染猴痘的風險，但由於晚期 HIV 個案感染嚴重猴痘的風險可能上升，且透過性

接觸感染猴痘的風險可能增加，因此對 HIV 感染者猴痘防治策略仍應提倡早期診斷與

治療的預防策略，以減低猴痘感染後嚴重結果的風險。尤其是新近確診的 HIV 感染個

案，在確診猴痘時應盡快開始抗病毒治療及疫苗施予，如 Tecovirimat 或 JYNNEOS 猴

痘疫苗 (O’Shea et al, 2022)。  

 

瑯琊病毒科學新知 

瑯琊病毒(Langya Virus))為亨尼巴病毒屬(Henipavirus) [該屬亦包括立百病毒(Nipah 

virus)和亨德拉病毒(Hendra Virus)]，於老鼠、蝙蝠與鼩鼱(Shrew)上發現，分布於澳

洲、南韓、與中國。目前發現會感染人類的僅有 Nipah、Hendra 與 LayV。此病毒在人

體的首發個案為 2018 年一位 53 歲婦女，由於個案居住於山東省瑯琊縣因此命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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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ya henipavirus。其傳播途徑可能由鼩鼱透過直接或中間宿主感染人類，會造成呼

吸道症狀，如發燒、咳嗽、疲勞等症狀，而多數確診個案自述症狀出現前幾個月內有

接觸動物。目前已知確診者多數為女性，症狀範圍從嚴重肺炎至咳嗽。個案之間並無

關聯，也未發現家庭群聚。綜而言之，Langya henipavirus (LayV)不易在人群中傳播，

也不容易致命。雖然該病毒如何於鼩鼱間傳播與感染人類的途徑仍不清楚，但人畜共

通的流行病無時無刻都在發生，建立全球性監測系統仍具急迫性，以避免下一波大流

行 (Mallapaty, 2022)。    

 

以上內容將在 2022 年 8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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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明芳教授/臺北醫學

大學、吳張瑀醫師、廖翎均藥師、林庭瑀博士、黃聖雯、楊旻融、蔡芳均、謝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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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聖雯小姐  電話: (02)33668033   E-mail: g0987969398@gmail.com              

林庭瑀博士  電話: (02)33668033   E-mail: happy82526@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