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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防疫科學線上直播 

Omicron安全防疫解封指數 

2022年 3月 2日 

 面對全世界 Omicron 流行疫情及防疫政策解封恢復維持新常態生活，本週利用南

非及其他國家說明在光譜「病毒清零」、「動態清零」、「重症清零」及「病毒共存」

之實例，並考慮不同劑數下的疫苗效益、疫苗免疫力消退及疫苗施打率下，計算對於不

同國家的精準化「安全防疫解封指數」，做為未來解封政策參考。 

 科學方面，首先我們將會持續更新 Omicron變異株新知，包含 Omicron不同亞變異

株特性差異及對於 Omicron不同亞變異株的第三劑效益監測結果，並會對於 Omicron株

由於輕症化在死亡風險上的下降進行討論，而此亦為各國「安全防疫解封指數」建立上

的重要調整因素；而另一部分將持續更新疫苗對於青少年的效益及不良反應，並會以兒

童及青少年代表低疫苗接種率族群相較年長者(高疫苗接種率族群)在確診比例上的變

化進行探討，此亦為建立「安全防疫解封指數」的另一考量因子，而因應疫苗免疫力消

退的問題，我們亦會進一步探討延長疫苗間隔時間及混打疫苗這兩項策略對於年長者的

效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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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疫苗及藥物新知部分，首先將會探討高端鼻吸式疫苗在第三劑疫苗使用上

的免疫保護力，並會針對新型暴露前預防(PrEP)用藥及「吸入性」瑞德西韋在暴露後降

低病毒量的最新研究結果進行報導。 

 

COVID-19全球及國內安全防疫解封指數 

 全球個案通報數自今年 1月底開始下降，其背後原因可能有二，其一為由於疫苗及

感染達到群體免疫，因此疫情開始趨緩，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因為通報個案中未包含隱

性感染個案數，而接續 Omicron防疫光譜的概念，本週首先由歐美國家做為與病毒共存

之實例，其個案數及死亡數皆非常高，但可能由於高自然感染高的因素，快速達到群體

免疫；而紐西蘭雖然目前疫情開始升溫，但可發現其住院、重症及死亡人數仍低，保持

在光譜「重症清零」上，而台灣近期疫情開始下降，有走向「動態清零」的趨勢。 

 而我們進一步以歐洲及美國探討疫苗與 Omicron 病毒共存下的群體免疫情形，由

歐洲及美國第二劑加上第三劑疫苗接種率及自然感染率，整體群體免疫已達到 75%及

62%，但由 12月至 2月底的個案數可看到歐洲及美國在這個期間累積了 8076萬及 3036

萬的通報確診個案，這雖然使得自然感染率大於 25%，可能具群體免疫效果，但須付出

約 17至 29萬人命之代價，值得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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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安全防疫解封指數 

而在與從「病毒共存」、「重症清零」到「動態清零」的不同防疫光譜之下，各國群

體免疫以及安全防疫解封指數為重要指標。我們以美國、英國、南韓及台灣頗析安全防

疫解封指數小於 1之免疫保護力情形，可以看到在美國安全防疫解封指數在 2/2之後小

於 1，其中自然感染為 34%，疫苗保護力為 37%；英國在 2/21 之後安全防疫解封指數

控制在 1以下，然而主要是因為疫苗保護力高達 61%，而自然感染為 26%；而南韓目前

安全防疫解封指數仍高於 1尚無法解封，主要原因為第三劑疫苗施打施打過慢，因此仍

無法有效控制疫情; 而台灣安全防疫解封指數自 2月開始小於 1，與其他病毒共存國家

不同的是，台灣群體免疫來自自然感染的部分少，主要是藉由疫苗保護力(73%)有效控

制疫情，因此 Omicron感染死亡數僅有 1位。而利用 Omicron時期與 Delta時期幼童發

生率計算兒童安全防疫指數，目前台灣兒童安全防疫指數上限為 60名/周，而台灣實際

兒童確診人數目前為單週 7名，明顯低於防疫指數上限，兒童防疫成果佳。 

安全防疫解封指數主要分為五個層面，分別為防疫及醫療能量、免疫保護力(包含

疫苗保護力與自然感染)、變種病毒特性、防疫監視通報系統、對於幼童(疫苗施打率低)

造成之威脅，如何在防疫光譜中在這五個面向之間取得平衡，控制安全防疫解封指數小

於 1為各國目前努力之目標。以下從各國目前疫情及防疫措施進行頗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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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自染感染與疫情控制 

 從南非豪登省 2020 年自 2022 年 2 月之間四波流行可以看出以 Omicron 為盛

行株的第四波相較於以 Delta為盛行株的第三波流行感染人數更少且疫情更快有效

控制。然而 Omicron傳播力相較於 Delta更高，南非卻能在短時間內有效控制疫情

主要可能原因為自然感染比例高而達到群體免疫。而從南非豪登省以家戶抽樣之血

清調查研究也可以看到豪登省的整體血清盛行率約為 73.1%，進一步區分施打與未

施打疫苗，在施打疫苗組血清盛行率高達是 90%以上，而未施打疫苗族<12歲之幼

童血清盛行率為 55.8%，12 歲以上血清盛行率約為 70%，未施打疫苗組仍有高血

清盛行率之現象顯示豪登省自然感染比例高，而此為南非第四波疫情快速下降可能

的原因之一。(Madhi SA et al., NEJM, 2021) 

 美國防疫新政策 

 美國政府因應日漸下探的確診數與死亡數，祭出新防疫政策，將社區傳播等級

的評斷標準由原先的確診人數外，進一步考慮了醫療量能的影響，如新增住院數與

COVID-19剩餘病床量。透過區分低、中與高風險給予精準的防疫指引。如於低風

險地區：個人層面專注於免疫力低下者，適時給予快篩與口服抗病毒藥物，社區層

面則確保篩檢量能，以利早期偵測個案。而於中風險地區：則針對確診者之親密接

觸者給予相關防疫措施規定，並加強傾銷高風險傳播區域，而於最高風險地區，則

仍保有口罩令，並須密切關注醫療量能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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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全面解除防疫政策 

 英國近期亦全面解除防疫政策，其原因有三，包含個案數持續下降、重症及死

亡數持續下探與高疫苗接種率(12歲以上人口第三劑施打率:66.3%)，加上過去感染

人數眾多，使得群體免疫保護力高，進而進行解封。如於蘇格蘭地區，將不再強制

佩戴口罩與數位證明；而英格蘭亦解除確診者須隔離之法律限制並結束接觸者追蹤

等。 

 俄烏戰爭外的防疫隱憂 

 近期所掀起的俄烏戰爭，除了戰爭對民生的影響外，防疫亦為俄羅斯與烏克蘭

兩國之隱憂，兩國的確診人數仍屬高峰，且死亡數持續走高，後續如未能及時控制，

如加速施打疫苗或維持防疫措施等，恐將面臨醫療系統崩潰等，使死亡人數驟升之

窘境。 

 

COVID-19兒童及年長者防疫策略 

 兒童防疫策略 

 美國於去年所進行之病例對照研究，發現輝瑞疫苗於須住院之青少年中，有效

降低其使用 ICU 之比例，由未施打者之 42%下降至已施打者 11%。而在預防青少

年住院之效益高達 95%，而預防進入 ICU或使用呼吸器的效益更高達 98%。(Olson 

S.M. , et al., NEJM,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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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美國於去年 2020年起至 2021年八月所進行青少年疫苗不良反應監測報

告之研究，發現 2133萬名 12-20歲青少年於接種疫苗後，21名出現多系統發炎症

候群(MIS-C)，雖然其發生率相較於為接種者仍高出許多，但由於絕對數值極低，

僅百萬分之一，且多系統發炎症候群(MIS-C)與疫苗接種知因果關係仍尚不明確，

因此需持續鼓勵青少年加速施打疫苗，以保護期免於其發生重症甚至死亡。(Anna 

R Yousaf., et al, Lancet Child Adolescent Health, 2022.) 

 除了疫苗能幫助兒童及青少年能有效對抗新冠肺炎以外，建立 Omicron時期的

兒童防疫指數亦為另一重點。英國及美國為部分兒童已施打疫苗國家，因此可看出

在兩個時期的兒童確診比例差異較小，然而南韓及南非則由於兒童尚未受到疫苗保

護，在 Omicron時期則有明顯上升，我們進一步利用這些國家在兩個時期的兒童確

診變化率與 20-39歲成年人相比建立 Omicron危險倍數，結果顯示危險分數由低至

高為英國、美國、南韓及南非，分別為 1.3、1.48、2.58及 3.24。而我們亦計算兒童

基於不同感染風險下的發生率上限及感染人數上限，在高、中及低感染風險的兒童

發生率上限，分別為單週每十萬人 107、29及 4，進一步可推論台灣安全防疫上限

為單週 60名，目前本土單週兒童確診人數僅有 7名，仍在安全範圍內。 

 年長者防疫策略 

 近期南韓及香港疫情屢創新高且死亡數節節攀升，進一步探討可發現南韓自

12月初至 2月底的死亡個案中超過九成皆為 60歲以上族群，香港亦有相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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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進一步探討年長者的防疫策略可能的改善，第一部分為針對完整接種族群，

目前統合分析結果可看出，無論接種何種疫苗，對抗重症與住院、預防症狀感染及

預防感染的效益皆會隨時間下降，分別在七個月後會下降 10%、25%及 21%，而年

長者在免疫力消退情形佑相較年群嚴重，因此後續效益變化仍需持續觀察。(Daniel 

R Feikin, et al., The Lancet, 2022)另一部分加拿大針對長期居住護理機構長者，利用

疫苗間隔延長及混打略提升年長者免疫力，結果可發現無論是 Anti-RBD、棘蛋白-

IgG抗體及核殼蛋白-IgG抗體皆能在第二劑疫苗施打後有所提升，然而混打與否對

於抗體濃度影響不大。(Donald C Vinh, et al., Lancet Healthy Longevity, 2022) 

 

Omicron亞變異株新知 

 對於不同 Omicron 亞變異株新知，首先一研究對於輝瑞疫苗抗 BA.1及 BA.2亞變

異株之效果進行報導，結果顯示相較 D614G、Delta株，BA.1及 BA.2皆具有免疫逃識

的特性，但由完整兩劑及三劑施打後的中和抗體濃度皆可發現 BA.1 及 BA.2 亞變異株

具有差異，我們進一步由不同變異株的中和抗體反應地圖可看出，Omicron BA.1及 BA.2

與其他變異株距離甚遠，而兩個亞變異株間的距離亦遠，代表 Omicron容易發生重複感

染且感染 BA.1 變異株個案所產生之中和抗體可能無法中和 BA.2 病毒株，而動物實驗

亦證實此結果。(Anna Z. Mykytyn, et al. BioRxiv, 2022) 而英國亦對於 BA.1及 BA.2進

行避免症狀個案之效益監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疫苗劑數及施打時間，BA.1及 BA.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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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差異不大但BA.2整體而言效益略高。(UK Health Security Agency. COVID-19 vaccine 

surveillance report – Week 8) 

 而針對較早出現的 BA.1亞變異株，近期亦有研究報導 Delta相較 Omicron死亡風

險整體而言下降 67%，且男性及年輕族群(18-59歲)能下降的風險更達到 75%及 77%，

而進一步考慮疫苗狀態後可發現施打三劑疫苗群整體而言能下降更多風險，因此在面對

Omicron大量個案數目，由於病毒本身的特性，仍是有機會能達到安全防疫下的解封。

(Isobel L. Ward, et al. medRxiv, 2022) 

 

COVID-19疫苗及藥物新知 

 高端疫苗加強劑保護力試驗 

 高端疫苗近期針對加強劑的保護力也完成第一期臨床試驗的延伸試驗，就原一

期臨床試驗接受低劑量組(5 ug)、中劑量組(15 ug)及高劑量組(25 ug)各 15位的健康

受試者，各組在接受第二劑 180天時再施打原劑量加強劑，經追蹤各組施打後均無

嚴重不良反應，且中和抗體都能提升，對現行所施打的中劑量疫苗，其加強劑對

Omicron 變異株中和抗體濃度較野生株下降 8.7 倍，結果亦與其他 mRNA 疫苗相

似(Hsieh et al., medRxiv, 2022)。由於鼻吸式疫苗可對感染呼吸道病毒在通過口鼻腔

黏膜時可較易誘導系統免疫反應，近期也利用動物試驗來探討使用鼻吸式疫苗在第

三劑高端疫苗使用上的免疫保護力，研究發現兩劑肌肉注射疫苗加上第三劑鼻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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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可提高中和抗體，且既使僅有一劑疫苗接種者，給予第二劑鼻吸式加強劑也能

提高中和抗體(Lin et al., bioRxiv, 2022)。 

 大麻二酚預防 COVID-19感染 

 大麻(Cannabis sativa(Cannabaceae; marijuana/hemp))含有多種萃取成分，其中大

麻二酚(Cannabidiol，簡稱 CBD)，在細胞學與動物研究中發現具預防與治療潛力。

而具有精神興奮作用的四氫大麻酚(Tetrahydrocannabinol，簡稱 THC)，並無抗病毒

特性。眾多大麻萃取物中脫穎而出的大麻二酚，以下結果推測夠抵抗新冠病毒: (1)

人體肺上皮細胞與小鼠研究:抑制病毒複製; (2) CBD與其活性代謝物也可抑制病毒

複製; (3)在病毒與宿主細胞結合後的 2-6 小時，抑制病毒的蛋白表現; (4)抑制病毒

RNA 表現; (5)CBD 可促進宿主細胞的胞器(內質網)之壓力反應以及干擾素免疫反

應; (6)抑制能力對新冠肺炎的 Gamma、Alpha、Beta變異株與原生株皆有效。大麻

二酚本身具醫療用途，可用於治療小兒頑固型癲癇，在病歷紀錄回朔分析中也有發

現使用 CBD 100 mg/ml 口服溶液的患者對照無使用者，具有較低的新冠肺炎陽性

率。 

 另外要提醒的是台灣目前並無國內核可販售的大麻二酚(CBD)產品，且本研究

也僅指出大麻二酚成分具有預防與治療新冠肺炎感染的發展潛力，但目前未經臨床

隨機對照研究證實，請勿過度解讀。(Nguyen et al., Sci. Adv. 8, eabi6110 (2022)) 

 「吸入性」瑞德西韋現正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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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德西韋(商品名 Veklury) 用於病毒暴露後的輕症感染者做為新冠肺炎治療選

擇，但輸注給藥方式對於輕症患者較為不便，且也具有較多的全身性藥物暴露。由

於病毒感染初期是透過呼吸道途徑進入人體，若能在病毒進入肺臟早期即得到有效

控制，吸入方式不失為一種給藥選項，但目前仍須相關的研究探討藥物進入肺部的

情況與療效。採用靈長類非洲綠猴(African green monkeys)動物試驗模型研究可有效

模擬人體感染與藥物療效的情況。Vermillion等人在研究中在感染後的 8小時給予

綠猴吸入霧化的瑞德西韋及未吸入藥物的控制組與另外未輸注的瑞德西韋與未輸

注藥物的控制組，可以降低病毒量，另外在非洲綠猴肺部的濃度相似，在呼吸道的

各部位也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另外吸入給藥在肝臟與腎臟的藥物濃度也較低。本研

究揭示吸入給藥的方式可能有益輕症感染者治療，降低藥物的全身暴露量，也許未

來輕症患者能夠精準給藥。(Vermillion et al., Sci. Transl. Med. 14, eabl8282 (2022)) 

 

 以上內容將在 2022年 3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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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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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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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思涵醫師、張維容博士、林庭瑀博士、范僑芯 

聯絡人：  

李芝綾小姐  電話: (02)33668033   E-mail: a7100482113@gmail.com              

張維容博士  電話: (02)33668033   E-mail: rene8232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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