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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冠肺炎防疫科學線上直播 

疫情+地震 

2022 年 9 月 21 日 

人類在 21 世紀雖然邁入科技文明社會，但也常面臨多元且複雜「災難」環境，從

2020 年新冠肺炎世界大流行、俄烏戰爭、熱浪、洪災及地震等災難，如何能夠在災難前

/中/後將生命健康損失減至最低，而且對於同時發生多種災難加成作用更是 21 世紀「災

難科學」所面臨挑戰。 

台灣在面臨 BA.5 疫情挑戰下，本週台灣特別是東部地區所發生芮氏規模 6.8 地震

就是「疫情」和「地震」雙重威脅，而東部地區目前也是 BA.5 疫情感染增加區域，本

週將以過去國際間遭遇新冠肺炎流行且發生地震國家如: 克羅地亞為經驗提供公共衛

生及醫療在面對地震+疫情情況下如何因應及預防，也以科學實證方式提供台灣過去

921 震災及其他國際間遭遇大型震災緊急應變及近期公共衛生及醫療照護模式在面對

疫情+地震所可能造成健康衝擊進行報導，期望能夠提供台灣地區民眾在 921 地震所培

養「震災文明」及新冠肺炎「防疫文明」更上一層樓。 

科學部分，本週針對莫德納 BA.1 次世代疫苗(mRNA-1273.214)第 2/3 期臨床試驗

結果包含: 副作用及免疫反應以及 BA.5 次世代疫苗(mRNA-1273.222)動物實驗結果進

行報導。此外，本週亦探討 COVID-19 期間造成機場容量減少以及境外管制措施實施對

於整體經濟影響，以作為未來調整境外管制措施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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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特·格勒寧作品影集《乃出個未來(Futurama)》預測科學中亦描述地震相關劇

情，其中一幕 Phillip. Fry 對於地震看法展現出他糊塗的一面，甚至無法分清楚是巨大

的晃動是來自地震還是樓上鄰居像是大象的腳步聲，而影集中也帶出科學在預測地震

上的困難以及人民感受，圖中 Phillip 在送比薩途中使用 APP 詢問朋友地震即時狀況，

關懷異地家人，相對於現今網路便利性，即使距離遙遠的親朋好友亦可透過 APP 即時

通訊。然而即使如此地震仍可能不幸帶來災害，如: 建築物倒塌或道路損壞，都是大

家關所關心的。因此本周亦從公共衛生角度以跨領域觀點與大家一同學習共享。 

  

地震形成及型態——「回彈學說」 

美國地質學家李德(Harry Fielding Reid)，於研究 1906 年舊金山大地震之地表變形

行為時，提出「彈性回彈理論」(Elastic Rebound Theory)。而發生地震主要動力來源為板

塊運動，地球的表面溫度平均在攝氏零度至三十度之間，主要組成物質在這個溫度範圍

內的力學性質是以脆性為主，因此形成所謂的「岩石圈」。另一方面，在較深處的溫度

增高，壓力也增大，地球的主要組成物質則以塑性行為為主，形成所謂的「軟流圈」。

進而想像岩石圈如雞蛋蛋殼，而軟流圈就是其下蛋清。若是雞蛋蛋殼裂紋，那麼每片蛋

殼就是一個板塊。表面的裂紋則是因為地球內部的溫度較高，外部溫度較低，這種內外

溫度的差異促使地球內部的物質產生對流現象。這些物質湧出或沉降的地方就是裂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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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就是所謂的「板塊邊界」。 

所謂的板塊運動簡單而言，就是認為地球內部物質由中洋脊湧出，冷卻後形成新的

岩石，這些岩石被緩慢的帶向隱沒帶，最後隨著隱沒板塊又返回地球深部，這種由熱而

產生的運動便是造成地震的主要動力來源。 

板塊交界處主要有三種型態： 

1. 伸長型邊界(中洋脊)：在中洋脊(Mid-ocean ridge) 處相鄰的兩板塊互相分離而

產生新的岩石圈，地殼在這裡由於張力作用向兩側擴張延伸，也就是所謂的正

斷層。 

2. 聚合型邊界(隱沒帶)：在兩個板塊交界處相互碰撞，較重者沒入較輕者下方，

使岩石圈消失回到地球內部，而這沒入的部分為隱沒帶(Subduction zone)，也

就是逆斷層。由於兩個板塊之間的相互磨擦，因此隱沒帶的附近會不斷地發生

地震而造成地震帶。 

3. 轉型邊界：有別於其他兩個形態，此為不產生新的岩石圈也不使岩石圈消失，

相鄰的兩個板塊彼此橫向移動磨擦，而產生震源深度較淺之地震，也就是所謂

的走滑斷層。 

 

 世界四大地震 

1. 舊金山大地震: 震央在聖安地列斯斷層，這個斷層系統是北美板塊與太平洋板塊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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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邊界。也是讓我們瞭解回彈原理的重要起始點，將地震現象解釋為沿地質斷層構造上

之瞬間錯動的「回彈學說」，就是根據這個地震的研究而提出的。 

2. 阿拉斯加大地震: 為隱沒帶的典型例子，是發生在阿留申隱沒帶的最東端，太平洋板

塊在此沿阿留申海溝向西北隱沒至北美板塊之下。 

3. 唐山大地震的震央唐山市在地理位置上，其實是離任何板塊邊界非常遠的，後來經過

各種研究後發現唐山地震是三種斷層的混合，因此也道出了地震在預測上的複雜及困難

度。 

4. 集集大地震。臺灣位居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塊交界，在臺灣之東為琉球隱沒帶，菲

律賓海板塊在此向北隱沒於歐亞板塊之下，在臺灣之南為呂宋隱沒帶，歐亞板塊沿著此

向東隱沒於菲律賓海板塊之下。在這兩個隱沒帶之間，菲律賓海板塊以每年約 7 公分的

速度朝西北方相對於歐亞板塊運動，這個相對運動使得北呂宋島弧朝歐亞板塊的大陸邊

緣擠壓，也就是臺灣造山的主要地體構造背景。 

 1970-2008 地震流行病學統計 

全球的重大地震次數越來越頻繁，從 1970 年起每年發生 21 起，至 1999 年 921 大

地震之後增加至每年 30 起。而地震所造成的傷亡比例以亞洲地區最為嚴重，由地震發

生率、致死率、受害者比例和災害成本亞洲地區部分佔比最大，其次為美洲及歐洲。為

了要促進未來地震方面的發展，如何能在公共衛生結合不同領域的人，如建築、地質科

學家合作，在現今地震頻率增加的情況之下將損傷減到最低。(Guha-Sapir, D., Vo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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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Human Casualties in Earthquakes. Advances in Natural and Technological Hazards 

Research, vol 29. ) 

 2022 全球前十大地震 

而 2022 年間地震主要還是集中在亞洲地區，從紐西蘭往北至印尼、菲律賓、台灣及中

國。而中南美洲主要為墨西哥和智利。地震所造成影響甚大，對流行病學相當重要。 

＊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 地震風險評估指標 

由三個指標所組成： 

1. MAG 地震規模: 芮氏規模 * 100 * (芮氏規模/ 6.5)  

2. PAGER(Prompt Assessment of Global Earthquakes  for Response) 地震即時評估，地

震真正的影響不只是規模大小，即時的評估由紅色至綠色顯示為 2000 分至 0 分 

3. DYFI (Do you feel it)地震感受度: 最小值(通報次數, 1000) * 最大地震強度/ 10 地震

感受度。 

而重要性將會以這三個指標套用公式得出，最終的結果若>600 分則視為重要的地震事

件。 

 集集及台東大地震比較 

集集大地震規模 7.7，其深度 8 公里，為淺層地震。以美國地質調查局的地震風險評估

指標所顯示，可以看到地震所造成除了即時的傷害之外，相關風險包括坍方及土壤液

化等問題，評估的系統由綠色到紅色，而 921 地震所引起的坍方顯示為嚴重的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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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液化也屬於橘色重要事件。 

相對於近期台東大地震規模 6.9，其深度 7 公里，也為淺層地震。而現今 PAGER

評估加入了兩個新指標：估計死亡及經濟損失，此次台東地震均未達標紅色，而坍方

風險屬於重要的橘色，未如過去集集大地震嚴重；土壤液化則屬於風險較低的黃色。

(USGS: https://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browse/significant.php) 

 COVID-19 流行加地震－克羅埃西亞故事 

然而若在疫情流行中發生地震將對於公共衛生及醫療產生何種衝擊？克羅埃西亞

在 COVID-19 疫情得到控制之後發生地震，地震之後則形成雙重壓力，所形成的效應

包括醫院設施大規模受損、造成醫療人員短圈、供應鏈中斷…等問題。從克羅埃西亞

實際情形紀錄病人正在等待進入臨時醫療傷患的處置所，做後續的治療，而如何能夠

讓克羅埃西亞度過疫情不繼續上升又讓地震損傷減到最低，為重要的議題。(Civljak et 

al., 2020) 

 1999 年台灣集集大地震及地震後公共衛生應對 

1999 年台灣集集大地震當時震央在南投縣集集，也是四大地震之一，台灣超過一

半以上的縣市均有受到影響，尤其南投縣當時的死亡率特別高，次高為台中，在短短

時間內死亡人數累積至 2347 人，而受傷人數則累積為 8722 人。從流行病學數據可看

出死亡率的影響除了與震央的距離之外，人口密度、年齡、脆弱族群也是原因之一，

同時死亡風險也越高。(Nai-Jen Liang et al., ANNALS OF EMERGENCY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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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政府在當時成立了緊急災害救援團隊(TMSS)，由 25 個團隊組成，針對公共衛生

需求做出相對應緊急措施，其中包含健康需求評估、流行病學監視、緊急救難，在地

震發生後馬上啟動功能進行健康照護需求及服務、緊急醫療、病患轉診、公共衛生教

育、心理健康、個人健康服務、飲用水監視。 

當時對於整體流行病學進行評估，第一步為地震後社區需求評估，了解哪些資源

是需要提供給災區的，如: 對於家庭中的受傷人員、飲用水淨化、衛生系統、電力

等， 第二步疾病及死亡監視，自集集大地震後很快可以看到除了死亡人數隨著年齡上

升而增加之外，災後發生的緊急醫療之照護需求明顯提高，如急性胃腸炎、急性呼吸

道感染等疾病，個案數也比非災區上升來得快，隨著時間的增加，需求慢慢也與非災

區接近，表示在災區，這樣的罹病率是相對高的。而災後的罹病率和災前比較，災後

的循環系統、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內分泌系統、皮膚系統、精神疾病、惡性腫瘤都

比災前來得高，如此便需要提供足夠的醫療需求，也在公共衛生評估之後，把資源送

至災區，減少地震對於健康的衝擊。(Kow-Tong Chen et al,. Public Health Rep. 2003) 

 紐西蘭地震相關死亡因素探討 

而同屬地震好發帶的紐西蘭，根據統計 1840-2017 年期間發生了相當多的地震，

因地震所產生的死亡人數達到了 489 人，其中包含建築物損毀 431 人(88%)、地面損毀

34 人(7%)、其他如因地震產生的落石等因素而致死人數則為 24 人(5%)。(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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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ling., Earthquake Spectra, 2020) 

相對在台灣的集集大地震，根據過去的統計，也很明顯可看出，除了災民跟一般

民眾健康的比較，災區全倒、半倒戶這樣的家庭，後續的死亡率追蹤，可看出死亡風

險都比一般災民來得高。 

 地震創傷性傷害流行病學 

 地震對人類會有不同層面的影響，結合經典流行病學三角模式，關於人類與個人

因素，包括人口學特質、個人行為、所處位置等，舉例來說，1999 年台灣集集大地震

顯示出女性遭受外傷的風險較高；而人類的傷亡可歸因於地震或其他地質學因素，不

同震度、強度及震央距離皆會影響死亡率；如果地震發生在白天，人們可能會在工作

場所、學校或道路上接觸到不同的環境危害，研究顯示，死亡人數多半位於大型多層

建築物中，同時考量構造及屋齡等，進而以流行病學三角模式的觀念，對地震發生的

時間和潛在暴露進行分析。地震創傷性傷害可利用危機規劃進行處理，首先以減害措

施盡可能減少受難、加快恢復的活動，接著提前部屬，透過規劃、練習、訓練，幫助

社群應對緊急狀況，緊急應變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藉由援助者之間的溝通改善，拯

救生命、減少財產損失，最後災後重建以恢復穩定生活。(Ramirez& Peek-Asa, 2005, 

Epidemiologist Reviews; Ramirez& Peek-Asa, 2005, Epidemiologist Reviews) 

 2015 年巴基斯坦大地震，與公共衛生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巴基斯坦有兩條主要地

震帶，在 2005 年及 2015 年位於不同區域發生地震；在 2015 年發生此重大災害導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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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氣、環境品質降低，進而影響巴基斯坦肺結核病人明顯增加，醫療院所毀損使得疫苗

施打兒童比例減少，影響國家整體的兒童照護服務(Ahmad et al., 2018)。1999 年台灣

921 大地震，罹難率引發的立即影響，地震災區以女性與老年人口較為脆弱，而罹難

原因主要為窒息、顱內損傷、肢體或軀幹損傷的人數較多(Chang-Chuan Chan et al,. 

Ann Epidemiol. 2003 Aug;13(7):502-8.)。 

 歐洲自然災害與感染疾病：辨識級聯效應路徑 

 地震與水災等天然災害，可能引發後續的感染疾病爆發，因災後級聯效應導致疾

病爆發驅動因素包括：感染水源、動物排泄物、災後生活條件等，因此須建立預防、

緩和及控制疾病爆發的措施，災害前可避免接近感染水源、提升個人衛生習慣、疫苗

接種，災害後則進行病媒監測、檢測水樣本、關閉感染區域，而長期預防措施應建立

彈性的緊急準備計畫，並改善廢棄物管理(Jonathan et al., 2019,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COVID19 封鎖措施對地動噪訊影響 

此研究探討 COVID-19 封鎖措施對地動噪訊的影響，透過 268 個站獲得全球地動

噪訊(seismic noise)數據集，發現 185 個站於不同年份之封鎖措施期間，檢測到高頻地

震噪聲(hiFSAN)明顯減少，包括中國、義大利、其他歐洲地區皆有相同結果。(Lecocq 

et al., Science 369, 1338–134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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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慧應用於餘震(Aftershock)預測 

而對於成因多元且複雜的地震科學預測仍有其難度，目前正發展利用人工智慧預

測地震科學，此研究利用 131,000 次主震–餘震資料進行人工智慧機器學習以預測餘震

(Aftershock)，相較於過去利用傳統模型預測台灣集集大地震、日本阪神大地震及克什

米爾大地震整體而言預測能力僅有 58.3%，然而使用機器學習方法可使預測能力提升

至 84.9%，顯示人工智慧應用於地震預測可行性。(Phoebe M. R. DeVries., Nature, 2018) 

 衛星影像監視評估 2008 年汶川大地震需求 

汶川地震造成約 9.6 萬人死亡，約 28.8 萬人受傷，透過衛星影像監視評估 2008 年

汶川大地震需求，可針對區域別偒亡率進行比較，也可收集山崩及水源資訊、房屋倒

塌現況，並且評估建築物倒塌後續危險之可能性，以及救援區域分佈等。(Ahmad et 

al., 2018) 

 

國際 Omicron 流行中重症情形 

面對 Omicron 高傳播率且低致死率，世界各地防疫逐漸由清零政策轉為地方流行

流感化，住院及重症成為監控醫療量能重要評估指標。然而世界各地由於過去流行經

驗及疫苗、NPI 實施措施不同，對於 Omicron 流行造成的醫療量能負擔亦有所不同。

美國及加拿大在 2022 年初經歷 BA.1 流行，造成中、重症及死亡率高升，近期 BA.5

流行可以看到住院、重症需求皆低於 BA.1u 流行時期，死亡率也受到控制。而歐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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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三波流行包含: BA.1、BA.2 及 BA.4/BA.5，隨著過去自然感染免疫保護力增加，

在 BA.4/BA.5 流行對於醫療量能並沒有造成太大影響。而大洋洲與歐美國家情形不

同，由於先前大洋洲自然感染所形成的免疫防火牆並沒有歐美國家來得多且疫苗施打

情形不佳，因此在 BA.2 及 BA.5 兩波流行醫療量能受到衝擊，導致死亡率有上升情

形。而亞洲國家中日本及韓國主要為 BA.2 及 BA.5 流行，住院率及重症率在兩波疫情

有上升趨勢，而日本雖然在這兩波疫情中醫療量能受到挑戰而上升，但絕對數值相較

於其他國家來得低，且住院率及死亡率已逐漸趨緩，有下降趨勢。而韓國在過去 BA.2

已有大流行，形成自然免疫保護力加上疫苗保護力對於 BA.5 流行來襲，相較於過去

BA.2 影響程度較小，醫療量能控制佳，住院、重症及死亡明顯低於過去 BA.2 流行。 

而除了過去醫療量能經驗外，對於未來中重症醫療量能需求預估極為重要，英國

研究利用過去中重症及死亡率資料分析，主要面臨醫療量能不足為 2021 年 Alpha 變種

病毒，而 Omicron 流行期間醫療量能皆在可控範圍內，進一步考量疫苗施打、免疫保

護力消退及季節性影響以預估 2022 年醫療量能需求，研究結果顯示若未施打追加劑則

BA.1 流行將使英國醫療量能不足，造成死亡率高升，然而英國過去實際情形已有效施

打追加劑疫苗，因此住院及重症在 Omicron 流行並無醫療量能不足問題。然而追加劑

施打仍會面臨保護力消退問題，因此 2022 年底仍可能有小波流行，造成死亡率有微幅

上升趨勢，若要進一步下降死亡率則應針對高危險族群加以施打追加劑。(Rosanna C. 

Barnard et al., Nature Communicatio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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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國研究藉由過去流行及中重症死亡趨勢，預估美國在 BA.5 流行所造成醫療

量能較 BA.2 低，住院高峰僅為 BA.1 的 23%，死亡高峰僅為 BA.1 的 17%。然而考量

變種病毒特性及疫苗保護力，在疫苗高保護力消退的情形之下，住院率仍可能有上升

趨勢，因此應針對高危險族群加以施打追加劑。(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COVID-19 Modeling Consortium, 2022) 

台灣 Omicron 流行中重症情形 

台灣目前 Omicron 感染率仍有稍微上升趨勢，從感染率之地理差異可發現，感染

率最高的地區為台北市、新北市和基隆市，而九月中的疫情趨勢，宜蘭縣、花蓮縣、

台東縣 BA.5 感染率和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相近；另外，也能看出雲嘉南及高屏

地區感染率相對較低。而針對不同地區以年齡分層之感染率進行比較，除了 20-49 歲

以北部地區感染率較高之外，其餘年齡層感染率以東部 BA.5 疫情最為嚴重，特別注

意 0-19 歲及 70 歲以上脆弱族群，應盡速施打追加劑以控制感染率持續上升。台灣目

前中重症及死亡趨勢，無論中症率、重症率、死亡率皆有稍微提高，與上週相比分別

高出 71%、17%、42%，尤其中症率比例上升最高，必須更加預防其影響重症與死亡

的發生。 

由於近日東部地震頻傳，本次報導著重花蓮縣與台東縣的 COVID-19 感染率、死

亡率，兩個縣市感染率皆有稍微提升；死亡率的部分，花蓮縣於七月底後有逐日增加

的趨勢，九月中的下降應為尚未更新通報死亡所導致，台東縣死亡率則是在九月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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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小幅度上升。 

台灣 Omicron 中重症及醫療能量評估，過去皆與紐西蘭疫情趨勢進行預測分析，

而近日藉由通報感染、中症、重症人數，推估十月份的感染可能會有所下降，中症及

重症人數則是稍微增加，分別達到高峰值每日 100 人與 60 人後會有下降趨勢，整體而

言中重症高峰期較目前需求約上升 40%。而就目前專責及負壓病房空床率整體約為

50-60%，北部最低只剩 35%，東部目前仍有 88%空床率可供使用。進一步針對東部

Omicron 中重症及醫療能量評估，預測出十月初可能會達到疫情高峰值，屆時中症及

重症醫療需求預估較目前上升 14%，整體而言台灣未來醫療量能需求仍在可控範圍

內。然而，雖然目前顯示台灣 Omicron 中重症及醫療能量評估未有不足問題，然而

COVID-19 所帶來間接死亡問題仍不容忽視，台灣雖然超額死亡自六月 43%下降至

七、八月分別為 24%及 21%，然而非 COVID-19 所導致的超額死亡占比卻逐月上升，

此問題應更加注意。 

 

國際邊境管制對經濟產業衝擊 

 COVID-19 境外政策對經濟影響：紐西蘭 

2020 年 3 月 WHO 宣布進入全球大流行，各國面對這場防疫作戰採取不同的管制

政策。這份紐西蘭銀行的報告預估在四個警戒分級底下，管制內容如何對國內經濟造

成影響。比較四個警戒分級實施一季，對紐西蘭經濟影響，一、二、三、四級警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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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減低 3.8%、8.8%、19%、37%的一季 GDP。在一級警戒實施邊境限制，與二級警戒

除了邊境關閉再加上國內旅遊限制的情況下 ，國際旅客與學生的入境受到邊境管制影

響。國際旅客與國內旅遊的限制，不可避免的將面臨運輸產業、住宿與餐飲物業、批

發零售業的 GDP 下降。維持邊境關閉、大型集會活動禁止、限制國內旅遊的情況下，

比較三、四級警戒商業場所營運的限制對各產業別的影響。三級警戒下以非接觸進行

交易的規範，對住宿與餐飲業影響最劇烈，GDP 預估將減低為疫情前的 19%；四級警

戒實施封鎖的情況下，對於營造業與住宿餐飲業的影響預估降低為疫情前 20%以下

GDP。（Stannard et al., 2020, Reserve Bank of New Zealand） 

 

 邊境管制最新措施 

亞太區國家關於入境出示篩檢結果的規定如下：韓國、台灣、印度、馬來西亞、

澳洲、紐西蘭不用出示入境篩檢結果；日本、菲律賓針對未接種追加劑旅客仍要求出

示入境篩檢結果；泰國、新加坡、印尼國家針對未完整接種疫苗者仍要求出示入境篩

檢結果。入境檢疫與隔離的規範如下：日本、泰國、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

尼與紐澳兩國，旅客入境時不用接受檢測與隔離；韓國僅需於入境 24 小時內接受

PCR 採檢，陰性者不用進行後續隔離；印度則針對未完整接種疫苗者進行入境檢測，

陰性者不用進行後續隔離；台灣、中國、香港針對旅客仍須接受入境時篩檢與後續隔

離，台灣與香港隔離時間為 3+4，中國隔離時間為 7+3，惟台灣目前開放深喉唾液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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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北美區最新邊境管制措施，加拿大針對完整接種至少兩劑疫苗旅客，不需提供入

境前篩檢報告，入境後採隨機檢測，且無需隔離；未完整接種疫苗者需提供入境前篩

檢報告，入境後進行 PCR 檢測，且接受 14 天隔離，並於隔離第 8 天時再次檢測

PCR。美國要求入境旅客須完整接種至少兩劑疫苗，並自 2022 年 6 月 12 日即無須出

示入境前篩檢陰性證明，無需自主隔離，未完整接種旅客需接受 5 天隔離，兩者皆需

於第 3-5 天時進行快篩檢測。整體而言各國目前持續鬆綁邊境管制，在疫情流感化回

到新常態生活後落實居家檢疫下，自主防疫上新策略。 

 

mRNA 次世代疫苗作為加強劑免疫反應 

    第一篇研究為評估二價 mRNA 疫苗(mRNA-1273.214)，作為追加劑施打後 28 天，

對 COVID-19 原始株與 Omicron(BA.1)的安全性與免疫反應的期中報告。此研究共有

819 名參與者已完成 100-μg mRNA-1273 基礎劑和 50-μg mRNA-1273 的追加劑施打，

之後再接受 50-μg mRNA-1273.214 或 50-μg mRNA-1273.214 作為加強劑。在施打

後，對 Covid-19 原始株之反應，在疫苗接種 28 天後，針對未感染組，mRNA-

1273.214 增強劑抗體濃度為 5977。而 mRNA-1273 抗體濃度為 5649。而對於

Omicron(BA.1)部分，在疫苗接種 28 天後，針對未感染組，mRNA-1273.214 增強劑抗

體濃度為 2372.4。mRNA-1273 抗體濃度為 1473.5。Omicron BA.1 次世代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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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1273.214) 對 Omicron 中和反應優於原始疫苗 mRNA-1273。另外，兩組多數

不良反應都為輕度或中度，如頭痛、肌肉痠痛等，嚴重副作用的發生率類似。截至研

究結束，兩組並未有發生死亡、心肌炎或心包膜炎等副作用案例。(Spyros Chalkias et 

al., NEJM, 2022) 

    第二篇研究則呈現了目前兩種次世代疫苗與現有疫苗透過動物研究的抗體反應。

本動物實驗採用(小鼠) 比較現有的疫苗及次世代疫苗 BA.1  

(mRNA-1273.214)以及 BA.5 (mRNA-1273.222) 作為追加劑，其中 BA.1 (mRNA-

1273.214)及 BA.5 (mRNA-1273.222) 作為追加劑施打皆可有效提升對抗 BA.5 變種病毒

抗體反應，包含呼吸道的免疫能力，在小鼠中觀察到能夠降低肺部病毒量。(Suzanne 

M. Scheaffer et al., Preprint, 2022)。對於高風險者，由於目前針對 BA.5 所設計的疫苗

相關研究資訊較不充分，建議仍能夠盡早施打 BA.1 (mRNA-1273.214)疫苗，以便獲得

持續的保護力。 

 

以上內容將在 2022 年 9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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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