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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科學線上直播 

台灣雙軌防疫 (I) 

  2022 年 7 月 27 日 

隨著 BA.4/5 逐漸成為全世界主要 Omicron 流行新型亞變種病毒株(80%)，不同國家

在流行波確診感染、中症(住院)、重症(ICU 照護)及超額死亡(包括新冠肺炎及非新冠肺

炎相關死亡)皆有不同經驗，本周將依六大洲不同國家過去 BA.4/5 已經流行超過 20%以

上國家報導上述疫情流行、疾病嚴重度住院及 ICU 狀況以及死亡損失，以此提出台灣

「雙軌防疫」因應 BA.4/5 未來可能侵襲來達到第一軌降低 BA.4/5 疫情、中/重症及死亡

直接衝擊「新冠肺炎減害防疫」並繼續朝維持「新常態生活」降低因醫療能量照護限制

所導致非新冠肺炎死亡及恢復民眾心理正常健康及社交活動第二軌「新冠幸福生活防

疫」。 

配合上述科學部分，本週將探討 COVID-19 期間民眾幸福感、焦慮及憂鬱情形並提

供以精神療法(正念/冥想)及音樂療法促進心理健康實證評估。除了心理方面，本週亦探

討 COVID-19 期間對於慢性病照護問題以及服用降血脂藥物控制慢性病對於 COVID-19

重症及死亡保護效益。另外，本週也提供疫苗施打及自然感染後免疫反應及後續預防再

感染實證結果。藥物部分，將針對單株抗體藥物對於 Omicron 亞變異株 BA.4/5 有效性

以及使用建議進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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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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Omicronian 為在不同星球間移動，發

明了星球快速戰艦(Planet Express Ship)來穿梭時空，故事中 Philips Jay Fry 則與女朋友

希望可以到 31 世紀追求幸福人生，因此利用超低溫冷凍管(Cryo-Tube Timer)讓自己保

存在低溫環境中冰凍一千年而到 31 世紀，而 Cryo-Tube Timer 目前放置於舊紐約應用超

低溫博物(Applied Cryogeinc)。故事中的故事如同目前人類面臨 Omicron 疫情，也應該

利用智慧的方式讓自己走向幸福。 

 

目前世界各國正面臨 BA.4/5 侵襲，本周將提出台灣雙軌防疫中的第一軌「新冠肺

炎減害防疫」以及第二軌「新冠幸福生活防疫」進行討論。 

第一軌「新冠肺炎減害防疫」 

第一軌「新冠肺炎減害防疫」中疫情控制仍為重要議題，而在控制疫情中最重要的

指標基礎再生數受到有效接觸、傳播機率以及傳染期所影響，目前所面臨 Omicron 變種

病毒由於有免疫逃脫而導致有效接觸、傳播機率上升，其多元快速散佈的特性也造成有

效接觸、傳播期及速度皆有上升情形，因此 Omicron 基礎再生數較過去其他變種病毒

高。除此之外，由於 Omicron 與過去變種病毒不同，其輕症化的特性也使 Omicron 疫情

控制策略應有所改變，從阻絕社區群聚感染轉變為減低中重症及死亡發生，而台灣目前

除了利用 NPI 降低有效接觸、疫苗施打以減低有效接觸及傳播機率外，抗病毒藥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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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傳播機率及傳染期縮短，而台灣如何在面臨 BA.4/5 侵襲持續有效控制疫情為台灣

所面臨重要議題。 

 

台灣 Omicron 疫情: 地方流行趨勢 

而台灣與紐西蘭相同在 Omicron 之前未有大流行感染，而從流行曲線來看台灣在 4

月初受到 BA.1/2 侵襲之後流行趨勢與過去 2 月紐西蘭疫情相似，然而台灣在 7 月初走

入地方流行後下降疫情下降速度較紐西蘭快，因此台灣未來面對 BA.4/5 疫情可能與紐

西蘭有不同表現。除疫情之外，中重症亦為評估地方流行趨勢重要指標，從近期中重症

趨勢顯示抗病毒藥物、疫苗施打及照護效益對於預防中重症及死亡效益皆達 60%。進一

步利用疾病進展數理模型進行推估，台灣重症康復率從過去至今有明顯上升趨勢而重症

死亡率則逐漸下降，顯示台灣在重症照護上有明顯改善。 

 

BA.4/5 對於國際間住院、重症及死亡影響 

由於國際間，BA.4/5 已逐漸成為主要流行變種病毒，為探討 BA.4/5 占率對各過疫

情的影響，因此本周利用各國 BA.4/5 的大數據資料，並考慮之前經歷 BA.1/2 的流行波

特質、族群感染率與追加劑施打狀況建立卜瓦松重複測量模型。模型結果顯示，當 BA.4/5

占率提升至 50%後，感染率將顯著增加 60%；住院率將增加 15%，ICU 則增加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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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死亡部分，並未有顯著差異。 

而針對北美洲而言，由於過去因 BA.1/2 流行期間已建立免疫防火牆，且其流行波

多屬單峰，因此於面臨 BA.4/5 時，並未有如 BA.1/2 的住院率、重症率與死亡率驟升的

死亡率，僅有微幅增加的趨勢。另外，歐美國家大多分別受到 BA.1 與 BA.2 於不同時

間的侵襲，造成 Twin peak 雙峰的感染曲線，但由於過去兩波的疫情感染人數眾多，與

北美洲相似，故於面臨 BA.4/5 侵略下，於住院、重症與死亡率亦僅有微升的現象。 

然而，在亞洲部分，日本與韓國是兩個極端且典型的案例，韓國過去感染率相當高，

單周感染率接近 6%，而日本部分，前一波高峰的單周感染率僅 0.6，相差將近 10 倍，

因此相較於韓國，日本先前 BA.1/2 所築起的免疫防火牆較為脆弱，因此後續面臨 BA.4/5

的侵略下，於感染率部分所造成的影響明顯較高，日本為韓國影響的兩倍之多。而住院

率與重症率部分，仍然有相似的趨勢，但由於日本的照護量能充足且治療快速，因此兩

國於住院率及重症率的影響相差的倍數則有較為縮小，僅 1.3 倍與 2 倍左右。而死亡率

部分，兩者所造成的威脅皆小。 

而大洋洲部分，紐澳兩國過去感染率的情形與台灣較為相似，皆未有 Alpha/Delta 變

種病毒的大流行，加上 Omicron BA.1/2 感染人數相對歐美而言較少，且由於兩國的追

加劑施打率較低，因此於面對新型變種病毒 BA.4/5 的情況下，住院率、重症率及死亡

率皆有明顯的上升。此外，新加坡亦因為 BA.4/5 占比逐漸提升，使得流行曲線有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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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的趨勢，但死亡率仍維持在低點，其主要原因即為追加劑施打率較紐澳兩國來的高，

達 77%。而台灣部分於追加劑施打率亦有傑出的表現，因此後續在面臨 BA.4/5 變種病

毒的入侵下，亦無需太過緊張，將不會造成過多的影響。 

 故歸納以上各國的流行經驗，Omicron BA.1/2 流行波及追加劑影響 BA.4/5 疫情主

要區分為三大重點。 

1. Omicron BA.1/2 前流行波較大(小)，於 Omicron BA.4/5 感染、住院及重症影響

小(大) 

2. Omicron BA.1/2 前流行波對於感染 BA.4/5 死亡影響較小 

3. Omicron BA.1/2 流行波較小，疫苗追加劑影響大 

 

新冠肺炎 Omicron 再感染免疫、風險與效益 

針對新冠肺炎 Omicron 再感染免疫、風險與效益部分，首先可以看到英國的流行

曲線，呈上所言，由於歐美等國過去受 BA.1/2 感染族群大，因此後續面對 BA.4/5 的

侵襲下，確診數與死亡數僅有微幅的上升，而此波流行出了侵略過去未曾感染的族群

以外，針對過去已感染族群的再感染現象亦是各界關注的重點。而由英國的病例報告

顯示，過去感染 Alpha 變種株後，再次感染 Omicron 的比例達 38%，而過去感染 Delta

者，再次感染 Omicron 的比例亦達 37%，而 e 感染 Omicron 後，再次感染 Omicro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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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則較低，僅 14.7%。再再說明，台灣由於過去五六月盛行的主要流行株為 BA.2，

故後續再次感染 BA.4/5 的比例較低。此外，針對再感染族群亦有再追蹤其疫苗狀態的

差異，結果顯示相比於兩劑效期內的疫苗，僅有 1 劑效期內與四劑效期內的疫苗才具

保護效果，因此仍積極鼓勵重症風險較高的族群，盡速施打疫苗，以降低自身感染的

風險。 

除此之外，該篇報告亦有針對病毒量與症狀別進行探討，首次感染者無症狀與有

症狀者比例相當，且病毒量分布較為分散與平均，但針對二次感染者，可以發現其 CT

值皆較高(病毒量較低)，且多數皆為無症狀。即使有症狀者，亦多屬於輕微症狀(包含:

咳嗽、喉嚨痛與發燒等)。 

 

 新冠肺炎疫苗及自然感染交叉免疫 

廣泛的 Omicron 感染是否能夠形成交叉保護力，小鼠研究可提供重要證據。研究

檢測小鼠感染後的肺部細胞病毒量與專一性反應，得到 Omicron 感染引發的一般免疫

反應及專一性免疫反應皆遠低於武漢株與 Delta 變異株，推斷 Omicron 具有低免疫誘

導特性，其感染後引發之一般免疫反應皆遠低於 Delta 感染，所以病毒間因為感染後

的交叉保護力差。 

研究也另外測試小鼠接種疫苗與未接種一苗後的免疫反應，研究測量有無接種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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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且分別感染 Omicron 或者 Delta(無同時感染)，四組小鼠血清抗體的差異。研究發現

僅感染 Omicron 的小鼠僅產生 Omicron 有效抗體，，僅感染 Delta 的小鼠雖然產生廣

泛保護抗體但無法中和 Omicron，而打疫苗且感染 Delta 或 Omicron 任何一種病毒的小

鼠產生廣泛保護抗體對抗 Omicron 以及 Delta。(Suryawanshi et al., Nature, 2022) 

無論是否接種過疫苗，都會引發免疫反應 Omicron 感染的反應，但我們對先前占

主導地位的 Delta (B.1.617.2) 變異株的保護尚不清楚。本篇南非研究，共測量 39 人

中有 2 人患有 SARS-CoV-2 BA.1 從有症狀後開始，直到中和 BA.1 免疫的時間後之

抗體量。其中 15 名參與者接種了 BNT162b2 或 Ad26.CoV2.S 疫苗但仍然得到 BA.1 

突破性感染，而另外的 24 人則為未接種疫苗。 BA.1 幾何平均 50% 中和效價

(FRNT50)，在接種疫苗者為 42 至 575，增加了 13.6 倍，未接種疫苗者為 46 到 272

僅增加 6.0 倍。 接種疫苗者在 Delta 病毒株中和效價也從 192 增加到 1,091，增加

了 5.7 倍，而未接種疫苗的者則從 28 到 91，僅增加 3.0 倍。接種組或未接種組的組

內比較: 其他變異病毒與 Omicron BA.1 無統計差異。接種疫苗和未接種疫苗間差異

最小在於對 Omicron BA.1 中和作用，為 2.2 倍。而感染其他變異病毒，Omicron BA.2 

為 4.8 倍，Beta 為 9.6 倍，Delta 為 12.0 倍，原始株為 17.9 倍，這些結果表明由疫

苗接種和 Omicron BA.1 感染形成的混合免疫應，對 Delta 和其他變體具有保護作

用。相比之下，感染 Omicron BA.1 儘管有適度的增強，但單獨提供有限的交叉保

護，尤其對於 Omicron BA.1 病毒 Delta 感染誘發免疫抗體其中和能力大幅下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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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以上研究證據，目前顯示接種疫苗後，再因感染後，其對各變異病毒的交叉保護力

比較好，所以感染新冠確診康復後，仍應建議接種疫苗。 (Rohen Harrichandparsad et 

al., Nature, 2022) 

 

 新冠肺炎 Omicron 再感染免疫與風險 

英國倫敦醫護世代近期分析在該世代中不同新冠病毒株感染史個案在接受完三劑

疫苗之後的免疫反應，結果顯示過去曾經感染武漢株或 Alpha 株個案在施打疫苗後抗體

效價皆有明顯上升，但 B 細胞免疫反應在 S1-RBD 結合抗體與中和抗體濃度與 T 細胞

免疫在面對 Omicron 時均減弱。該世代進一步比較接種三劑後 Omicron 突破感染的影

響，結果發現感染Omicron對過去所有舊病毒株B細胞T細胞有交叉反應，但對Omicron

自身交叉反應減弱，而若是曾經感染武漢病毒株再被感染 Omicron 則其免疫印記會更

進一步弱化中和抗體。(Reynolds et al, 2022) 

 

 自然免疫預防新冠肺炎再感染與重症之效益 

卡達以回溯性研究探討曾經染疫但未接種疫苗者的自然免疫效益，該研究得到自然

免疫對非 Omicron 變種病毒(D614G/Alpha/Beta/Gamma/Delta)造成的再感染效益可達到

85.5% (95%信賴區間：84.8-86.2%)、預防重症效益則達 98% (95%信賴區間：95.7%-99.0%)，

而對 Omicron 變種病毒(BA.1/2)造成的再感染效益則降低至 38.1% (95%信賴區間：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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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但預防 Omicron 重症效益則僅略減為 88.6% (95%信賴區間：70.9-95.5%)。利用

卡達研究的實證資料進一步可推估得知自然感染的保護力隨時間降低，降到半數效益的

中位數時間於面對 Omicron(約 8 個月)與非 Omicron(約 22 個月)，兩者相差近 15 個月。

(Chematielly et al, 2022) 

另一個更近期的卡達病例對照研究則檢視曾經感染對預防 BA.4/5 再感染的效益，

該研究檢視 2022/05/07-07/04 期間 S 棘蛋白偵測失敗(BA.4/5 替代終點)的再感染個案，

結果發現若初次感染病毒株為非 Omicron 在預防 BA.4/5 再感染(症狀感染)的效益約僅

有 28% [95%信賴區間：11-42%] (15%)[95%信賴區間：-47~51%]，而初次感染 Omicron

的效益則增加至 80% [95%信賴區間：74-84%] (76% [95%信賴區間：55-87%])。若以

BA.4/5 為主要變種病毒流行時期(2022/05/07-07/04 期間)感染為主要結果，則初次感染

病毒株為非 Omicron 在預防 BA.4/5 再感染(症狀感染)的效益約 34% [95%信賴區間：27-

41%] (40% [95%信賴區間：24-53%])，而初次感染 Omicron 的效益則為 84% [95%信賴

區間：82-86%] (90%[95%信賴區間：86-93%])。(Altarawneh et al, 2022) 

 

第二軌「新冠幸福生活防疫」 

Omicron 流行及生活壓力圈對族群健康影響主要分為直接影響及間接影響，直接

影響包含 COVID-19 病患直接死亡以及後續 Long-COVID 長新冠，而一般民眾在兩年

半亦情中因擔心染疫與傳播進而造成生活壓力也帶來間接影響，包含癌症及慢性病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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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就醫、醫療機構照護能量降低、改變社會健康脈絡、不適當健康行為、防疫措施影

響照護效率，進而造成非 COVID-19 死亡上升。以下將針對慢性病照護以及心理健康

進行探討。 

 

慢性病照護與 COVID-19 

 COVID-19 影響生理及心理健康照護 

各國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除了直接影響之外，民眾面對疫情所產生心理恐懼延

遲就醫以及醫療供給者醫療能量再度緊縮皆影響疾病照護。英國 Clinical Research 

Practice Datalink (CPRD) Aurum 電子健康記錄追蹤 2017-2020 年 10,226,939 民眾生理及

心理健康變化評估 COVID-19 封鎖前及封鎖後影響，結果顯示相較於 2017-2019 平均門

診量，2020 年糖尿病緊急照護、飲食失調、肥胖、中風、心血管相關疾病以及心理疾病

包含: 焦慮、抑鬱門診量皆有下降趨勢，其中以糖尿病緊急照護(下降 65%)、抑鬱(下降

47%)以及自殘(44%)最為明顯。(Kathryn E Mansfield et al., Lancet Digit Health, 2021) 

一美國研究利用雇主贊助醫療保險計畫(Employer-sponsored wellness program)追蹤

464,585 參與者 2018-2020 年血壓變化，自 2020 年 4 月限制令開始後收縮壓及舒張壓

有明顯上升趨勢，其中以年長女性上升幅度最為明顯。進一步評估其可能原因包含: (1)

飲酒量增加; (2) 體力活動減少; (3)情緒壓力; (4) 醫療照護減少（包括服藥依從性降低）。

(Luke J. Laffin et al., Circulatio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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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密度膽固醇(HDL)降低感染 COVID-19 的風險 

一美國研究針對阿肯色州 (AR-CDR) 11,001 名 18 歲以上成人評估其膽固醇狀態包

含低密度脂蛋白(LDL-C)、高密度脂蛋白(HDL-C)、總膽固醇(TC)、三酸甘油脂(TG)與

COVID-19 感染之風險，結果顯示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越高顯著降低 COVID-19 感染的

風險(中 vs.低下降 14%; 高 vs.低下降 43%)，另外三者則未對於 COVID-19 感染有直接

保護效益，然而高密度脂蛋白高者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越低其感染 COVID-19 風險越

低。(Vignesh Chidambaram et al., eBioMedicine 2022) 

 降血脂藥物與 COVID-19 感染及嚴重度 

 南韓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5 月 15 日研究針對 20 歲以上成人評估降血脂藥

物對於預防 COVID-19 感染及重症效益，以配對研究設計納入服用 Statin 藥物組及對照

組各 29,701 人，結果顯示使用 Statin 無法有效下降感染風險(RR=0.97, 95% CI: 0.88-1.07)，

可下降種症風險 38%(RR=0.62, 95% CI: 0.41-0.91)，且可有效下降住院時間(26.3 天 vs. 

23.8 天)。(Lee et al., JMIR PUBLIC HEALTH AND SURVEILLANCE, 2022) 

 另一研究於 2020 年 2 月 1 日- 2020 年 6 月 11 日針對 2626 位 COVID-19 住院患者

進行傾向配對世代研究，其中配對服用 Statin 藥物及未服用 Statin 藥物各 648 人，評估

其住院後 ICU 及後續死亡情形，研究結果顯示使用 Statin 可有效降低 30 天內住院死亡

率 53% (95% CI: 38%-64%)。(Gupta A, et al. Nat Commun. 2021;12(1):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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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與幸福感 

OECD 在 2021 年 11 月 25 日提出幸福感架構，在面對 COVID-19 流行受如何恢復

福感，主要關鍵面向包含: 收入和財富、事業和工作品質、居家、健康、知識和技

能、環境品質、幸福感、安全、工作生活平衡、社交及公民參與，然而除了以平均作

為公平之依據外，應進一步考量群體之間不平等、避免高階及低階不平等、弱勢族群

權益受到剝奪以達到精準幸福之目標。除了個人之外，從整體大環境自然、人力、經

濟以及社會資本，維持社會股票及投資流量、下降風險並提高韌性，使在未來面對

COVID-19 仍保有幸福感。而 OECD 亦針對幸福感進行調查，在過去 COVID-19 流行

期間有 14%擔心可能失去工作、26%失業或對工作感到灰心、31%有經濟困難，而其

中 1/4 民眾有焦慮或抑鬱風險、1/5 感到孤獨、1/3 感到被社會孤立。再者，種族不平

等也造成 COVID-19 期間死亡率及失業率表現不同，加拿大少數民族比例超過 25%的

社區相較於少數民族比例不超過 1%的社區死亡率高出 49%，少數民族 (失業率: 9%) 

失業率為白人 (4.5%) 兩倍，且有焦慮及抑鬱症狀比例較高 (少數民族: 40% vs. 白人: 

36%)。除此之外，在 COVID-19 流行期間民眾生活習慣亦有所改變，運動減少、喝酒

及體種增加比例較高顯示大流行期間民眾生活習慣較不健康。(OECD, COVID 19 and 

Well being: Life in the Pandemic Highlights, 2021/11/25) 

 COVID-19 封城對心理健康影響 

英國分析民眾焦慮、生活滿意度和孤獨感指數的變化。結果發現，自大流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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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統計發現大多數人的焦慮水平較低且平穩，表示焦慮平均水平的變化主要是由

高風險族群所驅動的。在第一次全國封鎖開始時，主要為女性、年輕人、經濟收入不

穩定者等出現嚴重的焦慮症狀；然而，在第一次全國封鎖後的 20 週內，隨後有明顯的

改善，但還是較大流行前的基礎值高。生活滿意度的部分，封城開始後民眾的生活滿

意度水平下降，而在 2021 年 2 月解封後回升，儘管如此，整體生活滿意度的水平還是

低於大流行前的基礎值。最後，孤獨感則是在大流行的第一年到 2021 年初，孤獨感有

明顯增加，解封後則有稍微改善，並且在之後幾個月有下降的趨勢。(GOV.UK 

research and analysis / Measures of anxiety, depression, lonel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Updated 4.12.2022) 

 心靈療法得減緩 COVID-19 焦慮情形 

為了緩解 COVID-19 期間的焦慮、孤獨情形，許多國家提倡非藥物性治療的介

入。荷蘭的一項研究使用線上平台(Amazon mTurk)蒐集 140 位民眾於接受正向療法後

的焦慮與精神狀況，正念療法包含腹式呼吸、瑜珈、運動等，並以 MAAS 進行評估，

結果發現接受正念療法後的受試者 MAAS 分數較高，相較於對照組有更高的專注力，

這表示正念療法能夠提升我們的思考，也降低 COVID-19 造成的焦慮情形。(Philipp 

Esslinger Utrecht University Word Count: 5155, master thesis. 2022.) 

另一法國研究主要分析 COVID-19 封城期間對大學生造成的心理健康影響，並且

比較使用正念療法與未使用者後續心理健康狀況的差異。結果發現，在介入正念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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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受試者的壓力、焦慮及憂鬱分數皆有明顯下降，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皆有提升。

未來我們也可以針對這方面持續進行評估，並且實踐正念療法的心理介入，想必能夠

對民眾的心理健康產生正面影響。(DEVILLERS-RÉOLON, Louise; MASCRET, Nicolas; 

SLEIMEN-MALKOUN, Rita.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3987.) 

 音樂療法減緩 COVID-19 住院患者焦慮 

這項義大利研究利用隨機分派試驗，針對 40 名 COVID-19 住院患者進行音樂療

法，比較有無介入後續的變化。結果發現，音樂療法對於焦慮有下降的成效，血氧濃

度也改善許多。因此，我們鼓勵將音樂療法融入臨床應用，除了降低 COVID-19 住院

患者的壓力和憂鬱，同時提升他們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品質。(GIORDANO, Filippo, et al. 

Scientific Reports, 2022.) 

 

新冠肺炎世界流行境外解封 

台灣 5~6 月經歷 BA.2 大流行，考量中重症照護的解封指數在 5 月底時達最高點

自七月後逐漸下降至 0.5 以下，也將持續至 8 月，顯示 BA.2 疫情在中重症具照護能力

可達解封要求。目前台灣在境外管制上仍需檢測及隔離，而即使面對 BA.4/5 的流行，

歐洲各國仍陸續解除入境相關防疫規定，美洲及亞洲等國家在入境在檢測及隔離也多

有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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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抗病毒藥物新知 

 單株抗體與藥物對於 Omicron 亞變異株之有效性 

針對 Omicron 亞變異株 BA.2.12.1 、BA.4、與 BA.5 進行體外中和抗體效價測試

(測定 FRNT 50)以及小分子抗病毒藥物是否仍保有治療效果(測定 IC50)。在目前上市的

所有單株抗體中，禮來的這一款治療用中和單株抗體 Bebtelovimab，對於目前的亞變

異株皆有效，是目前對抗 Omicron 亞變異株中仍具有顯著活性的單出抗體，期待後續

臨床應用數據，尤其目前並未發表第三期臨床試驗相關資訊，而 Bebtelovimab 是透過

第二期的臨床試驗結果獲得緊急授權。小分子抗病毒藥物部分，IC50 在 BA.4、與

BA.5 的觀察到的輕微上升需要我們持續關注。(Emi Takashita et al., 2022, NEJM) 

 Bebtelovimab 使用建議與現況 

Bebtelovimab 2022 年 2 月 11 日獲得 FDA 緊急使用授權，根據目前第二期臨

床試驗顯示，可降低輕至中度 COVID-19 的低風險和高風險患者的病毒載量並縮短症

狀緩解時間。對於無法使用 Paxlovid 與 Remdesivir 患者以及免疫不全之輕症非住院患

者具有治療潛力。而目前在 NIH 的輕症照護指引中，Bebtelovimab 使用於未使用氧氣

的輕症病人，作為 Paxlovid 與瑞德西韋的替代選擇，然而目前藥物可近性仍然較低，

而期待未來成為重要的藥物時能夠改善。(Maxime Hentzien et al., 2022, Lancet Infect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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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痘疫情及預防 

美國猴痘疫情竄升，至 7/25 全美累積確診數已到 3487 例，美國也因此加緊施打

疫苗，全球也累積至 16000 例，由於猴痘首次在多國家多地區同時報告猴痘病例十分

不尋常，對這些非流行國家傳播方式也十分不確定，在社區傳播風險變得難以評估，

因此世衛組織近期將全球猴痘疫情列為公衛緊急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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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G. Rizk1 et 

al, Drugs,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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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management and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monkeypox: Interim rapid response guidance, 10 June 

2022.) 

 

以上內容將在 2022 年 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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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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