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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新冠疫苗的挑戰
曾才騰
國家衛生研究院

前

言

中國武漢市於 2019 年 12 月爆發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已證實是由新型冠狀病毒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所造
成的疫情，截至 2021 年 5 月 4 日
止，在全球已有超過 1 億 5 千萬個
確診案例，並造成將近 323 萬人死
亡[1]。目前發現此病毒的致死率雖
然低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
病毒 (SARS-CoV) 與中東呼吸症候
群冠狀病毒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
但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力應該是比
這兩種病毒來得高[2]。世界衛生組
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宣告武漢肺炎為國際公衛緊急事件，
2020 年年底已有不少國家開始施打
新冠疫苗，但全球的疫情仍未受到良
好控制，仍有不少國家的確診人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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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增加中。而且新型冠狀病毒仍持續
發生變異，研究指出先前開發的疫苗
對於變異病毒的保護力有下降的情形
[3]。至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發生
超過一年有餘，變異的新型冠狀病毒
持續在在世界各地引發一波又一波的
疫情，若要有效遏止新型冠狀病毒的
疫情，盡快加速全球人類施打疫苗仍
是不二的法門。不少科學家猜測新型
冠狀病毒可能流感化並與人類長久共
存[4]，除了採取定期施打新冠疫苗
之外，廣效的保護力將是未來新冠疫
苗的另一種開發方向。

疫苗開發的方向與種類
一、抗原標的
冠狀病毒是一種正鏈單股核
醣核酸 (RNA) 套模病毒 (enveloped
virus)，其顆粒中的結構蛋白有棘
蛋白 (spike, S)、膜蛋白 (membrane,
M)、包膜蛋白 (envelope, E) 及核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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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ocapsid, N)。有部分新冠疫苗平
台是使用全病毒顆粒 (whole virion)，
顧名思義包括所有病毒的蛋白質、脂
質、多醣、核酸等成分。不活化與活
性減毒疫苗都屬於全病毒疫苗 (whole
virion vaccine)。
棘蛋白是由 S1 及 S2 組成，
是冠狀病毒的主要表面蛋白，其
中 S1 包含受體結合區域 (receptor
binding domain, RBD) 負責與細胞受
體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 結合，S2 區域負責與細胞膜
融合促使病毒 RNA 釋放到宿主細胞
中，以利進行病毒複製。SARS-CoV
與 SARS-CoV-2 的棘蛋白相似度有
76% [5]。在 SARS-CoV 的結構蛋白
中，棘蛋白是誘導中和抗體的主要
抗原[3]。先前 SARS-CoV 和 MERSCoV 的研究證明，以棘蛋白為目標
所開發的疫苗可誘導中和抗體和 T 細
胞免疫反應，並有效保護動物免於病
毒攻擊[6,7]。由於棘蛋白的高免疫原
性，它是目前國際上 COVID-19 候選
疫苗的主要抗原標的。
相較於棘蛋白，膜蛋白、包膜
蛋白及核蛋白的蛋白質序列都具有
高度保留 (highly conserved) [8,9]。小
鼠動物平台顯示包膜蛋白是冠狀病毒
引發肺臟病變的毒力因子 (virulence
factor) 之一，因此包膜蛋白不適合用
作疫苗抗原[10]。SARS-CoV 的研究
指出膜蛋白與核蛋白能夠引起中和抗
體反應與 T 細胞免疫反應[11-13]，因
此，有少部分的研究將膜蛋白與核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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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也納入新冠疫苗的開發標的。
二、疫苗種類與新冠疫苗發展現況
有許多種疫苗 SARS-CoV 和
MERS-CoV 尚在開發階段，包括不
活化疫苗、活性減毒疫苗、病毒載
體疫苗、類病毒顆粒疫苗、次單位疫
苗、核酸疫苗 (DNA 疫苗或 RNA 疫
苗)，只有少數幾個候選疫苗進入到
人體試驗階段，但截至目前為止都
還沒有 FDA 核准上市[14]。不管是
在疫苗開發方法或是安全考量上，
MERS-CoV 和 SARS-CoV 的疫苗研
究經驗深深地影響並加速了新冠疫苗
開發工作。表一概述各種疫苗平台的
優缺點，以及各種上市疫苗的所屬種
類[14]。其中核酸疫苗是屬於新類型
疫苗，除了新冠疫苗之外，此疫苗
平台並沒有被授權應用在其他病原
體的疫苗。目前在美國獲准緊急授
權使用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 的新冠疫苗包括兩種 mRNA 疫
苗 (BNT162b2, mRNA-1273) 和一種
腺病毒載體疫苗 (Ad26.COV2.S)。以
下簡介各種疫苗平台的特性，並根
據 WHO 所彙整的後選疫苗發展近況
[15]，列出目前發展進程較快的新冠
疫苗。
1. 不活化疫苗 (inactivated
vaccine)
不活化疫苗是傳統疫苗的製備技
術，以高溫、Ultraviolet (UV) 照射或
化學物質將病毒滅活 (inactivation)，
包含原始病毒的完整免疫原性成分，

190
表一

各種疫苗平台的優缺點
缺點

核准使用案例 (不含新型
冠狀病毒疫苗)

疫苗平台

優點

RNA 疫苗

容易開發設計、安全且 免疫原性較低、低溫儲運 無
疫苗耐受性良好、天然 要求、RNA 誘導的干擾
抗原表達
素反應的潛在風險

DNA 疫苗

容易開發設計、安全且 免疫原性較低、疫苗投予 無
疫苗耐受性良好、在室 方法較困難、基因嵌合之
溫下穩定、表現天然抗 風險
原

病毒載體疫苗 較強的免疫反應、保存 複雜的製造過程、基因嵌 伊波拉病毒
天然抗原、模仿自然感 合之風險、疫苗功效可能
染
因既存免疫力而降低
次單位疫苗

安全且疫苗耐受性良好 免疫原性較低、需要佐劑 B 型肝炎病毒、百日咳、
以增加免疫原性
肺炎鏈球菌、b 型嗜血桿
菌、流感

不活化疫苗

較強的免疫反應、比活 去活化過程中引起潛在的 傷寒、霍亂，A 型肝炎病
性減毒活病毒更安全
抗原改變
毒，鼠疫，狂犬病，流
感，小兒麻痺 (沙克)

活性減毒疫苗 較強的免疫反應、保存 殘留毒力的安全疑慮，尤 麻疹，腮腺炎，小兒麻痺
天然抗原、模仿自然感 其是對免疫力低下的人而 (沙賓)，輪狀病毒，黃熱
染
言
病，卡介苗，德國麻疹，
水痘
類病毒顆粒疫 安 全 且 疫 苗 耐 受 性 良 免疫原性較低、複雜的製 B 型肝炎病毒、人類乳突
苗
好、模仿天然病毒結構 造過程
病毒
Li, YD, et al. (2020). J Biomed Sci [14]

常見的不活化疫苗有 A 型肝炎病毒、
流感疫苗。在滅活過程中可能會導致
免疫原性表位 (epitope) 發生結構變
化，進而減低疫苗的效力 (potency)。
儘管 SARS-CoV 不活化疫苗能夠誘
導產生中和抗體，但在攻毒動物模
式上會導致肺臟出現發炎病變[16]，

所以普遍認為不活化疫苗不是冠狀
病毒疫苗的優先開發策略。不過，中
國跟印度的研究單位與生技公司正開
發不活化新冠疫苗，其臨床試驗的結
果顯示此類疫苗有效性介於 50~79%
[17]。
2. 活性減毒疫苗 (live-atten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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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cine)
活性減毒疫苗是藉由刪除或突
變病毒基因組而減弱病毒的致病力。
活性減毒疫苗具有原始病毒的全部
免疫原性成分，並像自然感染一樣
刺激免疫系統。活性減毒疫苗的使用
風險包括可能恢復為高致病力，以
及減弱後的殘留毒力對免疫力低下的
人引起危害。鑑於其風險，在臨床試
驗前必須仔細審查活性減毒疫苗的生
物安全性。隨著生物科技的進步，
現在可以透過密碼子去優化 (codondeoptimization) 減弱流感病毒與登革
熱病毒的致病力[18]。Codagenix 公
司和印度血清研究所 (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正透過相同的方法將 SARSCoV-2 病毒的致病力減低，並在英國
進行臨床一期試驗 (NCT04619628)。
3. 病毒載體疫苗 (viral vectorbased vaccine)
病毒載體疫苗的抗原與病原體較
相近，可以引起較強的免疫反應，但
病毒載體疫苗的製備方式比較繁瑣，
而且疫苗功效可能會因為既存免疫力
(pre-existing immunity) 而降低。許多
病毒載體平台曾被應用在 SARS-CoV
和 MERS-CoV 的疫苗開發，包括腺
病毒 (人類和非人類靈長類動物)、改
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 (MVA)、新
城病病毒 (NDV)、麻疹病毒、水皰
性口炎病毒 (VSV)…等[15]。在新冠
疫苗開發上，NDV、MVA、VSV、
麻疹病毒等病毒載體疫苗已有進入人
體臨床試驗，但其疫苗有效性尚待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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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目前只有 AstraZeneca/Oxford 的
AZD1222 [19] 與 Johnson & Johnson
的 Ad26.COV2.S [20] 腺病毒載體疫
苗已完成臨床三期試驗，疫苗的有效
性介於 64~76%，並取得美國、英國
或歐盟的緊急授權使用。但目前有少
數人接種這兩種疫苗後，造成血栓併
血小板低下症候群 (thrombosis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TTS)，所
以有幾個國家停止施打兩種疫苗，或
者透過限定特定年齡族群施打以降低
副作用的發生。
4. 次單位疫苗 (subunit vaccine)
次單位疫苗是由病毒蛋白質或蛋
白質片段組成，因不具傳染性病毒可
提高安全性。大多數 SARS-CoV-2 次
單位疫苗都聚焦在棘蛋白上，或棘蛋
白的受體結合區域 (Receptor binding
domain, RBD)。Novavax 公司的
NVX-CoV2373 疫苗已在英國進行臨
床三期試驗中，是這類疫苗中進展最
快的疫苗，目前的數據顯示疫苗有效
性高達 96% (NCT04611802) [21]。國
內廠商高端疫苗和聯亞生技也是採用
類似技術開發新冠疫苗，並進行到臨
床二期試驗。其中高端疫苗公司是從
美國國衛院 NIH 取得重組棘蛋白 (S2P) 的技術平台，其新冠疫苗搭配鋁
鹽 (aluminum hydroxide) 及 CpG1018
佐劑以提高免疫反應。聯亞生技公司
所開發的新冠疫苗則是使用另一種鋁
鹽 (aluminium phosphate) 與 CpG 作
為佐劑。聯亞生技公司的新冠疫苗
抗原除了包括棘蛋白的 RBD 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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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針對 S2、M 及 N 蛋白設計特殊抗
原決定位 (immunodominant epitope)
之胜肽，以期活化毒殺型 T 淋巴細
胞 (cytotoxic T lymphocyte) 與輔助
T (T helper, Th) 細胞。類病毒樣顆粒
(virus-like particle, VLP) 疫苗是另一
種次單位疫苗，由缺乏病毒核酸的空
病毒外殼所組成，因此不具傳染性。
Medicago 公司的 CoVLP 疫苗以經在
加拿大與美國開始進行臨床試驗二/
三期 (NCT04636697)。
5. 核酸疫苗 (nucleic acid vaccine)
核酸疫苗是理想的疫苗平台，
其優點包括易於設計和生產，適用於
傳染病暴發期間的快速大規模生產。
核酸疫苗可以分為 DNA 與 RNA 兩
種疫苗平台，其中 DNA 疫苗特性穩
定又無需超低溫保存系統，然而，
DNA 疫苗的主要挑戰是如何將 DNA
送到細胞中進行有效率地抗原表達。
美國生技公司 INOVIO 開發了 INO4800 DNA 疫苗搭配 Cellectra® 電穿
孔設備合併使用後，此疫苗可引起抗
原特異性 T 細胞反應和中和抗體，並
進一步保護了動物免受 SARS-CoV-2
攻擊[22]，並已完成臨床一期試驗
[23]，現正在進行臨床二/三期規劃。
相對地，mRNA 疫苗需要超低的溫
度進行儲存和運輸[24]。雖然過去沒
有 mRNA 疫苗平台開發對抗 MERSCoV 和 SARS-CoV 的疫苗，但在新
冠疫苗上前兩個得到美國 FDA 緊
急授權使用的疫苗卻是 mRNA 疫
苗，分別是 Pfizer-BioNTech 所開發

的 mRNA 疫苗 BNT162b2 (又稱為
Comirnaty) 與 Moderna 的 mRNA1273，兩家疫苗的有效性都高達 94%
以上[25,26]。

疫苗的安全性與有效性
基本上生產 COVID-19 候選疫
苗的製程與 SARS-CoV 的生產程序
大致相同，所以製備疫苗本身並不
是一項艱鉅的任務。然而，在如火
如荼的進行疫苗開發的同時，2020
年 2 月就出現了傳播力增強的變異株
D614G，後續更在世界各地傳播與演
化，陸陸續續出現英國、南非與印度
等變異株，並且已經有相關研究指出
已開發的疫苗對於南非變異株的交叉
保護力有明顯下降的情形[3,21]，所
以如何透過縝密疫苗設計以提高交叉
保護力對抗新興變異株將是一個重
大的挑戰。此外，在呼吸道融合病
毒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不
活化疫苗的臨床使用經驗上，接種疫
苗後會加劇 RSV 所引起的嚴重的下
呼吸道症狀，此現象稱之為疫苗相關
性增強呼吸道疾病 (vaccine-associated
enhanced respiratory disease, VAERD)
[27]。先前 SARS-CoV 及 MERS-CoV
疫苗的動物研究指出，接種冠狀病毒
疫苗後可能會加劇病毒感染所造成的
肺臟發炎病變[16,28]，因此，如何兼
顧有效性與安全性將是新冠疫苗開發
的另一個難題。
為了加速新冠疫苗開發，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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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早在 2020 年 3 月就著手討論
先前冠狀病毒疫苗的不良事件，並提
出 COVID-19 候選疫苗必須滿足的免
疫學條件，包括透過疫苗設計、臨床
前動物試驗與免疫學評估，以減少安
全隱憂[29]。美國 FDA 在新冠疫苗開
發和許可指引中，也載明必須於臨床
前的分析評估疫苗引起 VAERD 的可
能性，以降低人體使用的風險。先前
冠狀病毒的研究指出可以藉由誘導第
一型輔助 T (type 1 T helper, Th1) 細胞
反應而降低動物產生 VAERD 的風險
[30]。鑑於目前對於疫苗的需求量極
為龐大，使用佐劑將可節省抗原使用
量、提高免疫原性、延長免疫反應，
甚至可以增加疫苗對新興變異株的交
叉保護力，同時又可以透過誘導 Th1
細胞反應而降低 VAERD 的風險。
SARS-CoV 和 MERS-CoV 疫苗
的臨床一期試驗結果，成為了目前新
冠疫苗開發的重要基石，在 2020 年
12 月國際上已有幾種新冠疫苗獲准
緊急授權使用，包括 mRNA 和腺病
毒載體疫苗。所有臨床疫苗試驗均
已通過審查委員會的批准，並嚴格遵
守 FDA 指南[31]。在疫苗安全性評
估上，及時的全面評估來避免安全問
題，認真評估疫苗不良事件，並將其
發生率與此類事件發生的背景發生率
進行比較。後續大規模人類施打疫苗
的同時，疫苗的副作用仍需持續監控
記錄並蒐集臨床使用數據，確保兼顧
疫苗的有效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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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流感化的可能性？
除了 SARS-CoV、MERS-CoV、
SARS-CoV-2 之外，已知還有 4 種人
類冠狀病毒 (229E、OC43、NL63、
HKU1)，這 4 種病毒在世界各地對成
人僅造成輕微咳嗽、流鼻水等輕微上
呼吸道症狀，不過對新生兒、學齡前
兒童、老年人與免疫不全的個體，偶
而會引起致命的氣管炎與肺炎。值得
注意的是，曾經感染人類冠狀病毒的
人仍會有再次感染的形況出現，這顯
示感染冠狀病毒並無法誘發長期甚至
終身免疫力[32]。所以接種新冠疫苗
後是否可以引發長期免疫反應，將是
值得注意的議題。如果未來新冠疫苗
需要像流感疫苗一樣需要每年施打，
這將意味著人們將要忍受新型冠狀病
毒所帶來的季節性死亡和疾病。100
多位免疫學家、病毒學家和傳染病研
究者接受《自然》雜誌訪問時，約
有 6 成的學者認為，恐已達到難以消
除新型冠狀病毒的地步，預期新型冠
狀病毒的危害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減
少，並且推測此病毒將變成地方性流
行 (endemic)，至於新型冠狀病毒會
以什麼模式與人類共存尚未可知，這
將取決於人們透過感染或接種疫苗獲
得免疫力的狀態以及病毒的進化方式
[4]。
與流感病毒相同，新型冠狀病
毒也是一種 RNA 病毒，所以在病毒
複製過程中容易產生突變，藉此加
速變異株的出現。目前研究指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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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病毒的每個複製週期的每個位點突
變速率約為 1×10 -6，確實比流感病
毒突變率 3×10-5 來得低[33,34]。然
而，隨著在大規模的人群中持續傳
播，致使病毒突變株出現速度比預
期的快得多。2020 年 2 月新型冠狀
病毒就已進化成感染力更強的變異
株 D614G，在同年 4 月已成為主要
流行病毒株所帶有的基因突變，並持
續在世界各地持續演化出不同變異株
[35]。這種提高的突變率可能會降低
疫苗的有效性，或增加了病毒產生抗
藥性而逃逸的可能性。目前已有研究
指出先前開發的 mRNA 疫苗對於變
異株的保護力有下降的情形[3]。隨
著疫苗接種比例增加，是否會因為選
擇壓力加速新興變異株的出現仍需要
繼續觀察。如果新型冠狀病毒演化成
流感化，開發廣效型疫苗來對抗新型
冠狀病毒可能是一個疫苗設計方向
[36]，除了可以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
變異株，還可以取代定期施打新冠疫
苗的必要性。

未來展望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持續在全球
蔓延一年多，SARS-CoV-2 疫苗的研
發與生產速度尚不足以控制目前的疫
情。除了快速製備疫苗，盡快加速全
球人類施打疫苗也是遏止 COVID-19
流行的當務之急。當未來新型冠狀病
毒轉變成地方性流行時，是否能誘發
長期免疫力與廣效的保護力是新冠疫

苗的一大考驗，這將是防止再度感染
此病毒的關鍵因素。此外，新型冠狀
病毒仍在持續變異中，隨著疫苗接種
人數增加，疫苗的交叉保護力與安全
性仍需持續觀察記錄與蒐集臨床使用
數據，需從控制這次疫情中汲取的教
訓，以做為因應未來疫情變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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