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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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兒童及青少年 

2022 年 8 月 10 日 

國內 Omicron 逐漸達到可控制「地方流行」疫情，其特色包括年輕族群(20-40 歲)

免疫防火牆築起，單日感染率降低至 0.1%以下已符合地方流行標準，中/重症個案降低

且 COVID-19 死亡減少。據此，國內民眾也逐漸朝向「雙軌」防疫，除了上述「疫情控

制」之防疫軌外，也開始逐漸朝「新常態正常」生活軌道進行，其中包括國際間大家最

關切「境外解封」及「幸福生活」防疫。 

為能夠持續雙軌防疫，仍然必須照護 Omicron 易感染族群，主要包括未施打疫苗族

群(含<5 歲幼兒)、慢性病/癌症/其他重症疾病及免疫缺乏族群以及長者以便減低重症及

死亡發生，本週將針對<12 歲兒童感染及中重症發生和疫苗施打及其他上述高危險群進

行剖析，並提出可能精準三聯體防疫措施。 

科學部份，主要針對兒童<12 歲未施打疫苗相對於施打疫苗出現 MIS-C 之差別科

學報導及<5 歲 BNT 疫苗效益以了解此易感染族群如何加強疫苗施打來減低 MIS-C 機

會。此外，將針對 Omicron 家族 BA.1-BA.5 亞變種病毒進行比較，報導其免疫逃脫對於

疫苗及藥物反應可能影響，並提供恢復期血漿和超免疫球蛋白對於治療 BA.1-BA.5 亞

變種病毒實證結果。除了 COVID-19 流行疫情之外，本週亦針對國際間流行-猴痘及目

前出現在中國-瑯琊病毒最新疫情進行報導，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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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 Lrrr 為 Persei 8 planet 統治者，行徑

殘暴，而其父親因此而與 Lrrr 產生衝突，最後遭到兒子 Lrrr 謀殺，而 Lrrr 兒子 Jrrr 則

隔代遺傳與Lrrr父親較為相似，具有仁慈的個性。然而Omicron中BA.1/BA.2 如同Lrrr，

目前所面臨的 BA.4/BA.5 則如同 Jrrr，但其隔代遺傳過去變種病毒的特性，包含 Alpha

變種株 69/70 缺失、Delta 變種株 L452R 及野生株 Q493。而雖然 Omicron 家族引起感染

症狀較輕微，然而仍可能對於易感染脆弱除群包含尚未施打疫苗兒童造成影響，因此本

週針對兒童疫情著重討論。 

首先，以美國 Omicron 兒童感染率進行探討，0-4 歲在 Omicron 流行期間高峰單日

感染率為 8.6/1,000，且相較於 Delta 變種病毒，Omicron 變種病毒發生緊急醫療狀況、

住院、ICU 使用率及呼吸器使用風險較低，嚴重度較輕微。 

 而從日本可以看到在 BA.4/5 持續侵略之下單日確診數達 30 萬人左右，且死亡率也

有持續上升的趨勢，然而，此波疫情主要的群聚事件包含照護兒童、學校等等，進而使

兒童與青少年感染率隨之增加，故由左圖可以發現 0-9 歲與 10-19 歲的感染率都有明顯

上升的趨勢。 

紐西蘭部分，隨著 BA.4/5 占率持續提升，目前分別占新增個案的 11%與 50%，對

於脆弱族群的影響與日遽增，加上該國的兒童疫苗施打率相對來說較低，故其亦與日本

具有相同趨勢，0-9 歲兒童與 10-19 歲青少年的感染人數除了過去 BA.2 侵襲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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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疫情外，亦因 BA.4/5 而造成第三波的影響。 

 而進一步比較美國與台灣疫情，台灣兒童高峰單日感染率為 4.7/1,000，雖低於美國

8.6/1,000，但仍需密切關注。此外，兒童感染 COVID-19 可能出現小兒多系統發炎症候

群(MIS-C)，丹麥研究針對 0-17 歲兒童及青少年進行分析，比較施打疫苗與為施打疫苗

發生 MIS-C 風險，發現在 Omicron 期間未施打疫苗者發生 MIS-C 風險為 3.49/每十萬

人，施打疫苗者為 0.37/每十萬人，接種疫苗者感染後發生 MIS-C 風險較未接種疫苗者

下降 89%。而台灣 0-5 歲兒童 MIS-C 發生率為 26.2/每十萬人，5-12 歲發生率為 15.5/每

十萬人，相較於美國來得高，可能原因無大多數兒童仍未施打疫苗，期望未來能提高兒

童疫苗施打率以降低 MIS-C 發生率。 

 

台灣 Omicron 兒童青少年(<20 歲)疫情監視 

首先，台灣中重症死亡趨勢及照護效益評估顯示中症率下降至 18%，重症率為 22%，

而死亡率則稍微上升至 14%，不過中症與重症的抗病毒藥物及照護效應分別為 76%、

75%，死亡照護效益也高達 72%，可見台灣仍努力維持「重症減害」防疫措施。 

 然而，近日變種病毒株 BA.4/BA.5 侵入台灣，GISAID 樣本顯示 BA.4/BA.5 在台灣

已占 17%，分別為 BA.4 占 8%、BA.5 占 9%。另一方面，台灣疫情日漸走向地方流行

的趨勢，從七月中至今各縣市感染率皆逐漸趨緩，以各年齡層感染率做區分，評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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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理區域感染控制情況，以及達地方流行的動態曲線分析，結果顯示，20-49 歲及

50-69 歲為新竹、苗栗、宜蘭與花東等地區的主要感染族群，而 0-19 歲與 70 歲以上等

高風險族群則在離島地區的感染率較高。除了維持台灣本島的醫療量能，也應提升離島

地區的照護機制，以強化偏鄉離島醫療照護服務的品質。 

進一步分析不同區域各年齡層動態曲線分析發現不同區域感染率有不同趨勢，因

此我們細分各個縣市 0-19 歲感染率之間差異，首先過去 0-19 歲年齡別感染率是四組

年齡層中最高的縣市別包含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屏東縣…等，目前 0-

19 歲的感染率還是持續下降的趨勢，然而，在彰化縣、嘉義市、嘉義縣、南投縣、雲

林縣，雖然 0-19 歲的感染率也是四組之最，但下降趨勢已經變平緩，甚至有微幅上升

的趨勢，因此大家還是要持續警覺。 

而在過去 0-19 歲為第二高的區域，包含台北市、桃園市、台南市與新竹市與新竹

縣，近日 0-19 歲的感染率下降也有微幅上升的趨勢，最後則是兒童及青少年 (0-19 歲) 

年齡感染與 20-49 相等但近期並未上升區域，後續面對 BA.4/5 的變種病毒之下，各縣

市仍應持續警覺。 

台灣 Omicron 兒童青少年(0-4/5-11/12-17 歲)疫情監視 

而從上述分析觀察到 0-19 歲在部分地區有微幅上升之趨勢且此族群中不同年齡層

疫苗施打狀態不同，因此進一步針對 0-4 歲、5-11 歲兒童以及 12-17 歲進行剖析。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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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為高感染區域包括新竹市、新竹縣、雲林縣、苗栗縣、台中市、台南市等; 高雄

市、彰化縣從曲線看得出來 0-4 歲和 5-11 歲的感染率是相近的；而最後台北市、新北

市及桃園市相較於其他縣市，則是相反的情況，5-11 歲的感染率曲線較高。至於 0-4

歲和 5-11 歲的感染率曲線不同之原因可能為疫苗施打情形以及族群密度、學校和幼兒

園上課狀況有關，此為未來值得探討之議題，可藉此進一步達精準防疫。 

台灣 Omicron 後疫情精準防疫 

面對 Omicron 後疫情精準防疫是重要課題，因此必須回到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傳播

三部曲」，包括有效接觸、傳染機率以及傳染期進行探討，此三個要素若增高有效再生

數即增加。人類為了有效防疫，隨著不同病毒出現如何在不同時間進行政策決定以及疫

苗開發、病毒藥物使用極為重要，而本週提出精準防疫措施亦即針對不同年齡層，在不

同的時間及疫情情況下在不同場合實施精準防疫措施，特別是 NPI，如: 口罩、社交距

離。除此之外，疫苗不但有效降低傳播機率也可以有效縮短傳染期間。 

然而 Omicron 有許多突破性感染的發生，不再完全可以疫苗為主來避免感染力，必

須依賴疫苗以及抗病毒藥物等以降低傳播機率以及縮短傳染期。再者，有許多族群尚未

施打疫苗，對此族群仍仰賴 NPI 減低有效接觸以及傳播機率，利用檢測輔助工具達到精

準防疫並有效控制疫情。因此疫苗、抗病毒藥物以及 NPI 為達到有效防疫不可缺失的三

聯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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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目前兒童疫情有上升的趨勢，主要原因是疫苗施打率不足，尤其 12 歲以下

施打的狀況不盡理想，5-11 歲在基礎劑上低於 50%，6 個月到 4 歲目前在第一劑接種也

只有 12%，加上尚未有抗病毒藥物的應用，對於 NPI 實施也有相當限制，因此如何以精

準防疫措施來減低嬰幼兒脆弱族群疫情是疫情為目前最需要關注的議題。 

 

BA.4/5 抗體逃逸特性 

 隔代遺傳 (Imprinting) Omicron BA 亞變種株位點 

  Omicron BA 亞變種株位點變化有幾個特點: (1) Alpha 變種株Δ69-70，棘蛋白基

因陰性(SGTF)，更易於偵測。(2) Delta 變種株(L452R)，增強免疫識別逃脫能力(包含

接種疫苗或是自然感染產生之抗體)。(3) 新變異點 F486V 增加受體結合能力,使得傳

染力增強(4) Q493 恢復為野生株: BA.2 為 Q493R 而 BA.4/5 為 Q493。 

 Omicron 亞型變異株有不同的抗體逃逸特性 

當 SARS-CoV-2 病毒具有免疫逃脫特性,透過單株抗體與多株抗體(Polyclonal)來了

解其免疫逃脫之特性以及尋找有效之治療。研究調查 SARS-CoV-2 康復者以及疫苗注

射後所產生的抗體,對於不同變異株之活性，可觀察到 在康復者，經過接種過疫苗之

個體所誘導的抗體具有明顯增加，接種過疫苗的醫護人員，接種過加強劑也顯著比接

種第二劑增加，因此接種疫苗可以獲得對於 Omicron 的抗體，但也發現 BA4/5 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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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體活性顯著低 BA1、BA.1.1、BA.2。BA4/5 在所有變異株中，血清抗體具有最低

敏感性，可能具有較多的免疫逃脫，雖然其棘蛋白變異與 BA.2 類似。 

將 Omicron 流行期前未接種疫苗的感染者集中抗體作分析， 分離出 158 種單株抗

體，有 97%的抗體其靶向都是 RBD 位點，且所有抗體都可以中和武漢株，對於

Omicron 亞變異株的中和活性相較於武漢株僅 17-23%,約降低 6-14 倍。不同的變異株

具不同免疫逃逸特性。 BA.1 、BA.1.1、 BA.2 、BA.2.12.1.為較接近的亞變種株，因

而抗體活性差異較小，BA.2 較 BA.1 對 2%抗體具有更高抗體敏感性，但對於 23%的

抗體更為敏感。而 BA.1、BA.2,與 BA.4/5 具有差異較大的抗體敏感度,因此可見到在

BA.4/5 具有較高 21%的抗體敏感性。 

 Omicron 亞變種蛋白質結構比較與藥物反應 

針對市面上的 9 種 單株抗體 做測試，多數的單株抗體對於 Omicron 亞變異株無

中和效益，僅有 Bebtelovimab 對所有 Omicron 亞變異株 仍具有效的中和作用。另外

研究也發現幾個對於所有變異株均有中和力的廣效單株抗體。(Gruell et al., Cell Host & 

Microbe2022) 

 抗 SARS-CoV-2 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中和 Omicron 

比較康復者血清、免疫球製劑(IVIG)以及以康復者血清所濃縮的超抗 CoV-2 免疫

球蛋白，對於 Omicron 以及其變異株 BA.1-5 之中和效果，在本研究中，分別驗證了

2019、2020 年各 14 批次的免疫球蛋白製劑(IVIG)，以及 2020 年、2022 年康復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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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10 批與 6 批，還有透過 2020 年所製的 8 批超抗 CoV-2 免疫球蛋白。偽病毒中和分

析結果顯示 2020 年康復者血清(CP) 和 2019、2020 年免疫球蛋白(IVIG) 無法中和

Omicron BA.1-5，而超抗 CoV-2 免疫球蛋白(hCoV-2IG)則類似 2022 年之康復者血清，

兩者都可以中和 Omicron BA.1-5。透過這篇研究結果，如果持續出現對於治療用單株

抗體製劑免疫逃脫的情形，使得缺乏有效藥物時，目前康復者血清所精製的超抗 CoV-

2 免疫球蛋白不失為另一種經濟的治療選擇，可考慮用於重症高風險患者。(Awasthi 

M, Golding H, Khurana S. et al,.Clin Infect Dis. 2022 .Aug) 

 

脆弱族群疫苗施打效益評估 

針對輝瑞 6 個月至 5 歲以下第 2/3 期隨機分派臨床試驗包含實驗組共 3013 位及 

對照組 1514 位，除評估施打疫苗後效益外，仍須評估施打後安全性及不良反應。不論

6 個月至 2 歲以下，或 2 歲至 5 歲，若有施打部位的局部反應都是輕度或中度，且頻

率與對照組的安尉劑組相當。疫苗施打 7 天後的症狀反應與不良事件也都相當低，且

與對照組的安尉劑組相當。進一步評估施打三劑疫苗後效益發現第三劑施打之後有效

提升疫苗效益，對於 6 個月至 2 歲以下預防效益 75.5%，對於 2-5 歲效益達 82.3%，整

體達 80% (Pfizer, Press Releas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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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解封與幸福感 

 亞洲最新邊境管制措施 

在亞洲地區，日本將原本分類於紅色國家的斐濟和巴基斯坦改為黃色類別，原分

類為黃色的尼泊爾、摩爾多瓦、秘魯和西撒哈拉歸類為藍色類別。韓國則因近期確診

個案數上升，將原先抵達後接受 pcr 檢測的時間所短為 1 天，若檢測結果為陽性則須

隔離 7 天。美國則在 6 月 12 日取消提供出發前 COVID-19 陰性檢測結果或 COVID-

19 康復文件，但抵達後 3-5 天仍要進行 COVID-19 病毒檢測以檢測當前感染情況。

英國及法國分別於 6 月 22 日及 8 月 1 日取消原先的邊境管制措施，往後進入此兩個國

家不須進行任何檢測。位於太平洋地區的澳洲及紐西蘭也再度放寬邊境管制措施，澳

洲政府表示在 7 月 6 日之後不須在提供疫苗接種狀態且無須填寫電子旅客申報單或海

上旅行申報單，但在前往澳洲的航班仍須配戴口罩。紐西蘭則在 7//31 起全面開放邊

境。 

 COVID-19 對德國青少年及兒童幸福感的影響 

此研究探討 COVID-19 期間因爲中斷學校實體課程與社交接觸規範等防疫政策，

生活型態改變與疫情發展對 7-17 歲德國青少年及兒童生活品質、心理健康、焦慮與沮

喪的影響，並且與疫情流行前作比較。研究發現在 COVID-19 期間，青少年與兒童明

顯地在生活品質、心理健康受到影響。在疫情期間，約 40%的孩童表示經歷了較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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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質，約 18%的孩童心理健康受到影響，約 24%的孩童感到更焦慮。其中，當兒

童來自社經地位較低、移民背景以及居住空間有限的家庭時，他們是心理健康受影響

的高風險族群。整體來說，我們可以從這篇研究發現 Covid-19 明顯影響青少年及兒童

的生活品質與心理健康，特別是社會經濟背景較不利的孩童，這也提醒了我們在防疫

期間不可忽視針對孩童的健康預防政策。(Ulrike, 2021) 

・COVID-19 封鎖和解封後在家工作及手機使用對睡眠、身體活動和幸福感影響 

 一新加坡研究納入 198 名學生或醫護人員利用使用穿戴式裝置與智慧型手機追蹤

參加者使用手機及工作型態對於 COVID-19 封鎖與解封後睡眠、身體活動和幸福感差

異，發現在解封後發現對於重返辦公室工作或校園的個人，傾向於更早的睡眠和起床

時間，且與更多的身體活動有關。除此之外，進一步根據睡前手機使用時間程度進行

分組，包括夜晚手機使用少、中度使用(睡前一小時使用情形增加)及高度使用(睡前三

小時使用情形增加)，發現高度使用者睡眠時間長、且身體活動少。再者針對心理健康

層面可以看到中度睡前手機使用時間的人，在夜間的心情明顯較好，壓力較低、孤獨

感較低。(Massar1 et al., SLEEPJ,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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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猴痘疫情 

全球猴痘疫情持續延燒，累積人數至 29195 人，估計之 R0 (1.24)從 6 月底以來仍

然大於 1。 

人類猴痘的臨床特徵和管理 

猴痘患者會出現以下症狀: 發燒, 頭痛, 流鼻涕, 鼻塞, 打噴嚏等前驅症狀、病毒

血症、上呼吸道拭子檢測出猴痘病毒 DNA 時間延長、猴痘病毒 PCR-陽性深度組織

膿腫、淋巴結腫大、另外也可能因為得知病情而反應性的情緒低落。 

英國-人類感染猴痘後的臨床症狀與治療 

從英國過去觀察的研究顯示，有些病人皮膚症狀消失後，呼吸道仍可以檢測到病

毒，可傳染期遠大於 21 天。其中使用 Brincidofovir 抗病毒藥物的病患，都造成嚴重肝

功能異常而停止用藥，且未發現有治療之益處。但使用 Tecovirimat 抗病毒藥物時，可

以縮短症狀與病毒傳播的時間。 

猴痘暴露前及暴露後預防 

   目前使用疫苗針對猴痘進行暴露前及暴露後預防，包含 JYNNEOS TM(丹麥天花疫

苗 MVA-BN)以及 ACAM2000(美國牛痘疫苗) 暴露前預防僅建議對有職業暴露於高風

險者進行疫苗接種，暴露後預防為接觸後 1-4 天內接種可預防感染。台灣預計與丹麥

簽約。 

Tecovirimat 對猴痘的治療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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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ecovirimat 抗病毒藥物，在動物實驗中，已經證實對於猴痘與兔痘都有很明顯的

療效，並且可提高 90%的存活率(N Engl J Med 2018；379:44-53)。由於大部分感染為

自限性，因此，目前 Tecovirimat 抗病毒藥物，建議可以使用在嚴重的猴痘病患、高風

險患者(患有免疫功能低下者（愛滋病、白血病、全身惡性腫瘤、固體器官移植等）8

歲以下兒童、孕婦、哺乳期婦女異位性皮膚炎病史、角質脫落性皮膚疾病或多種病發

症。(https://www.cdc.gov/poxvirus/monkeypox/clinicians/Tecovirimat.html) 

 

中國新型動物傳人病毒(瑯琊病毒)發熱病患者 

  過去在中國山東、河南省，發現罕見人畜共通的病毒-瑯琊病毒(LayY)，會造成發

燒、咳嗽、噁心、嘔吐等症狀，但是尚無發生死亡病例。瑯琊病毒受到關注，是因同

樣為亨德拉病毒屬的（Henipavirus）立百病毒（Nipah virus），過去曾在孟加拉、迦

納、印度爆發致死率很高的疫情。 

 

以上內容將在 2022 年 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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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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