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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第 16次應變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22日(星期五)10時 

地點：宜蘭縣政府 202會議室 

出列席：如簽到表     

主席：林縣長姿妙                              紀錄：林欣怡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疫情現況簡介：詳如衛生局簡報。 

參、 醫療單位報告(採用視訊方式)： 

一、 陽大醫院曹玄明副院長：昨天本院收治 1 例疑似闌尾炎的

居家檢疫個案，住院、手術等程序均依循標準作業流程，並

在負壓手術室中進行，目前病人狀況穩定。 

二、 聖母醫院醫務部曾元登主任：本院過去 1 週門診人數明顯

增加，自本週一開始開放為兩個出入口(急診除外)，出入病

患及家屬均須戴口罩、量體溫並以健保卡查詢旅遊史。預計

下週一放寬一般病房陪、探病管制措施(急診及護理之家除

外)。 

三、 博愛醫院盧進德院長：本院這兩週通報採檢個案明顯減少，

除放寬安寧病房、加護病房訪客限制外，本院感染管控、個

案通報及防疫措施等，仍持續依規定辦理。 

四、 醫師公會王維昌理事長：雖然宜蘭縣醫院收治疑似個案人

數不多，社區及醫護人員仍維持高度警覺。 

五、 牙醫師公會許明哲理事長：基層牙醫診所看診情況正常，

維持看診民眾須戴口罩、量體溫等防疫措施，防疫物資充足。

上週接獲居家檢疫民眾有牙醫看診需求，現已完成視訊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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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醫師公會陳又新理事長：本縣中醫診所目前看診情形正

常，基層診所仍持續執行發燒篩檢及要求看診民眾須戴口罩，

並以酒精洗手。 

肆、 各單位應變報告(消防局、環保局、警察局、文化局、財政稅

務局採用視訊方式)： 

一、 消防局(採用視訊方式)： 

1. 本局自 5 月 3 日迄今未載運疑似患者，截至 5 月 19 日

止，本局共載運 49人次疑似症狀患者。 

2. 消防署自 4月 9日起陸續移撥防護衣 450件、護目裝備

720 個、醫療手套 250 雙，並依載運人次撥補隔離衣及

N95 口罩，加上本局購置部份，目前本局防疫物資充足

無虞。 

二、 環保局(採用視訊方式)：行政院環保署資收關懷紓困補助，

只要資源回收個體業者向所在地公所清潔隊登記為列冊個

體戶，即可將每月收集之資源回收物交給清潔隊，以兌換

補助金，達到關懷基層資收個體業者及提升回收成效之目

的。因應疫情，本縣個體資收業者補助自 109 年 5 月 1 日

至 110 年 6 月 30 日由原本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 3,500

元整，調整至新臺幣 5,000元整。有關申請資格及補助員額，

只要去鄉鎮市公所登記列冊為個體業者，並將回收物交給

清潔隊，即可依補助單價申請補助金。宜蘭縣 4 月受補助

個體戶為 118 名，目前申請參與資收關懷計畫個體戶已達

125 名，鼓勵大家踴躍參與。宜蘭縣對此亦提供清潔隊到府

服務，幫助個體業者更順利進行回收作業。未來將持續宣

導，使縣內更多需要紓困之回收個體業者可以加入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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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環保署撥給宜蘭縣資收關懷紓困補助款為 250 萬餘元

(僅可補助 59 人)，若預計增加受補助員額至 200 人，尚需

向行政院環保署再爭取額外補助款 330 萬，方能使宜蘭縣

更多基層資源回收個體業者受到關懷紓困補助。  

三、 警察局(採用視訊方式)： 

1. 在防疫個案失聯協尋部分：累計至 5 月 21 日止，本轄

計接獲警政署交查 23 名疑似失聯個案，另衛生局請求

協尋 1名，民政處請求協尋 12名，合計 36名，均能依

限圓滿完成。 

2. 截至 5 月 21 日止，本局列管外籍人士健康關懷 97 名

(含外籍移工 38 名及 8 名越南籍遠洋漁船漁工)，已解

除列管 83名，尚列管 14名。 

3. 為提供民眾防疫物資，本轄宜蘭酒廠自 2月 4日起販售

95%酒精，供民眾稀釋至 75%後使用，因此吸引大批民

眾前往搶購。為避免產生糾紛，宜蘭分局主動將上揭處

所納入巡簽重點，並與宜蘭酒廠建立聯繫窗口，執行狀

況良好，目前已無排隊情形。 

4. 口罩工廠安全維護工作部分：本轄有 2 家口罩生產公司，

自 1 月 31 日起加強巡邏，每日於 14-17 時派員到現場

維持秩序；2 月 16 日起並由羅東分局架設 24 小時遠端

監視系統，以監控有無偷運口罩出廠情事。另警政署於

5 月 1 日核撥 22 萬元經費，本局已於 5 月 14 日採購 4

組遠端監控系統，嗣近日完成驗收，即可裝設，以加強

監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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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口罩實名制販賣場所秩序維護部分：為防止糾紛，爰加

強巡邏，本期未有民眾爭執或糾紛情事。截至 5 月 21

日止，共計巡邏 20,083班次。 

6. 偵察假消息部分，截至 5月 21日止，計查獲 12件。 

7. 加強人潮聚集場所宣導工作，本局使用 CMS（資訊可變

標誌）及「P10 SMD WIFI戶外防水全彩字幕機」至宜蘭

東門夜市、羅東夜市及礁溪觀光夜市等人潮眾多地方進

行防疫宣導，以提醒民眾保持社交距離，本局將持續規

劃辦理。 

8. 因申請擴大急難紓困方案民眾甚多，各分局應密切掌握

轄內鄉鎮市公所之狀況，主動協助維持秩序，並建立各

鄉鎮市公所聯繫窗口。目前各鄉鎮市公所之秩序均良

好，平和而無事故；除已請各分局納入巡邏線加強巡簽

外，並持續密切掌握後續狀況。 

9. 針對假日觀光熱點景區，如：抹茶山、礁溪觀光夜市

等，本局持續進行人、車流監控，並加強違規停車取

締，上週取締計 166件。 

四、 文化局(採用視訊方式)： 

1. 自 3月 7日起，本局所屬相關場館及室內展示會場，已

進行單一入口管制。自 3 月 23 日起入館須採實名制，

進入前揭場所之人員，全程均須佩戴口罩、落實洗手及

量測體溫，本項措施執行至今，民眾均能主動配合。 

2. 除配合中央藝文紓困計畫，協助及輔導縣內相關團體提

出申請外，目前已有 13 個團體獲得補助。另對縣內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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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團體及民間文化館舍，已規劃相關紓困振興方案，追

加預算編列 400萬元予以協助。 

3. 因受疫情影響，規劃暑假星光童樂會活動（活動期間：

7月 18日至 8月 30日），提振縣內經濟與文化觀光。

預計 5月底完成活動內容定案及工作期程規劃。 

五、 財政稅務局(採用視訊方式)： 

1. 本縣房屋稅申請延期繳納案件計 143 件，稅額總計 513

萬 3,055元；分期繳納案件計 33件，稅額總計 4,171萬

8,264元，足見疫情對於房屋稅開徵的影響。 

2. 本局持續配合指揮中心規劃辦理各項防疫措施。 

六、 農業處： 

1. 宜蘭縣果菜批發市場於入口處增設臨時檢疫管制站，進

入果菜批發市場之相關人員均需配合體溫量測、消毒及

佩戴口罩。此外，亦宣導攤商及消費者進入市場時應保

持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之社交距離並注意咳嗽禮

節，此項工作將持續至疫情結束。 

2. 本週新增 1 件休閒農場紓困補助案，目前總計 40 家申

請，並有 186 名農場員工申請薪資補助，共計 3,414 萬

700元。 

3. 自 5 月 15 日至 21 日止，訪視輔導畜牧場以落實疫情通

報，並加強生物安全及人車管制工作計 13場次。 

4. 自 5 月 15 日至 21 日止，針對畜禽場公共區域、屠宰場、

濕地周邊提供消毒服務計 27場次(豬場公共區域 16場、

禽場公共區域 11場)。 

5. 針對境外漁船入境，持續落實船員檢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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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教育處： 

1. 定期召開學校防疫小組會議，除教職員工、學生每日自

主量測體溫及掌握健康狀況外，持續執行訪客入校及教

職員、學生入班前量測體溫機制。 

2. 依各單位空間使用情形制定消毒頻率及執行(教室等使

用頻率高之空間為每日消毒，其他空間則不得低於 2週

1 次)，並宣導本府訂頒的防疫三好政策(吃好、動好、

習慣好)。 

3.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新生活運動」，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所）於完備落實各項防疫規範

下，辦理大型活動（含畢業典禮）可不受室內 100人、

室外 500人之限制。大型活動應採取實名制，確實執行

人流管制及環境的清潔消毒。為因應未來疫情發展變化，

後續辦理大型活動仍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指

示配合辦理。 

八、 社會處：  

1. 辦理防疫補償，截至 5 月 20 日止受理案件已逾 1,300

案，共核發 926人次，核定 1,236萬 9,000元。 

2. 擴大辦理「急難紓困方案」，截至 5 月 21 日，諮詢案

量 8,898案，受理 4,185案，已核定且撥款計 273案。 

3. 本縣 5 間托育資源中心（親子館）經縣長裁示自 5 月

19 日起重啟服務。第一階段開放各館除了採實名制入

館，亦減半入館人數；至於入館的民眾則需配合洗手、

佩戴口罩、量測體溫以及維持社交距離。 

九、 民政處： 



7 

 

1. 至 5 月 22 日 9 時截止，具國外旅遊史且無症狀為居家

檢疫對象，依衛福部防疫追蹤系統資料查對，在本縣停

駐計有 120餘人；關懷對象依規定由各公所村里長或村

里幹事持續追蹤中。 

2. 防疫民政系統人員所需防疫口罩，已由衛生局全力支援，

並配發給各公所及檢疫個案使用。另居家檢疫個案若有

就醫需求之安排，也感謝衛生局的協助。 

3. 為協助檢疫對象安心居家檢疫，持續配合將衛生局安心

包及縣長慰問卡片發送至縣內各居家檢疫個案，讓民眾

感受到縣府關懷之心意。另居家檢疫人員若有送餐或採

買日用品之需求，目前皆由公所來協助辦理；垃圾清運

部分感謝環保局的協助，皆可派員到個案家中清運。 

4. 目前中央指揮中心以居家檢疫對象自有手機設定定位方

式，來加強追蹤關懷。當居家檢疫對象離開居家檢疫處

所時，電信業者會發布簡訊，同時通知各公所、警察局

及衛生局，並由民政、衛政、警政單位協同處理。 

十、 工旅處： 

1. 持續轄屬各景區之防疫作為，並進行各景區人潮及車流

管制。 

2. 配合中央紓困專案，主動關懷並協助本縣業者提出申請。 

十一、 交通處： 

1. 督導轄管客運業者及轉運站，針對市區公車車輛及客運

場站每日定時進行清潔消毒，並每日回傳回報單。 

2. 4 月 1 日起「宜蘭縣防疫計程車隊」正式營運，車隊服

務時間為週一至週日 9至 21時，服務對象及內容為居家



8 

 

檢疫與居家隔離民眾之就醫交通接駁。車隊駕駛員每日

需自我健康管理並回報，且於每次載客後消毒車輛與更

換手套，以維持乘客乘車品質。 

3. 計程車及客運業者紓困專案，本縣目前已核發 806

位計程車駕駛、107 位遊覽車駕駛、220 位小客車

代步駕駛補助款。  

十二、 秘書處：5 月 18 至 21 日期間縣政府發布新聞稿 2 則、

line 3則、縣長臉書 3則；有線電視每天於節目中插播跑馬

字幕 72 次、影片 48 次；截至 5 月 21 日止，計 12 人申請

DTV全頻道及機上盒 myVideo月租 14天服務。 

十三、 計畫處： 

1. 配合防疫指揮中心進行相關宣導。 

2. 15 位「安心即時上工計畫」人員執行防疫門禁及量測

體溫工作，目前執行狀況良好。 

十四、 勞工處： 

1. 配合勞動部推動「安心即時上工」、「充電再出發」及

「安心就業」等各項因應措施，截至 5 月 21 日止，尚

有 18個職缺。 

2. 目前事業單位因為疫情影響，通報大量解僱計 3家，通

報實施減班休息者計 19家 489人。 

十五、 主計處：有關防疫及紓困相關經費，將協助各單位由相

關預算支應。 

十六、 人事處：每日持續檢視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建置之「各

機關居家隔離（檢疫）查詢系統」資訊，該系統由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全國各機關受隔離和檢疫對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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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進行更新；經本處自 4 月 7 日起每日持續上網檢視，

本府尚無新的隔離或檢疫對象。 

十七、 後備指揮部： 

1. 自 2月 4日起，本部支援轄內 3間口罩製造及原物料相

關工廠生產作業，每日 24小時三班制，共派出 36人次；

截至 5 月 21 日止共派出 3,036 人次，提升口罩產能至

5,471萬 7,600片及不織布 245噸。 

2. 本週因應豪大雨特報，為預防災情發生，本部奉命自 5

月 19 日起每日派駐 6 員災防連絡官提前進駐礁溪、五

結、壯圍、大同、蘇澳及南澳等 6 個鄉鎮公所；派駐人

員均完成體溫量測及口罩佩戴，並遵守各項防疫管制作

為。 

十八、 蘭陽地區指揮部：本部各項防疫作為持續進行，防疫物

資充足，並隨時配合疫情指揮中心指示辦理。 

十九、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本週進港安檢商、漁船未

發現人員有特殊嚴重傳染性肺炎相關症狀，本隊將持續配

合相關防疫作業。 

二十、 移民署宜蘭收容所： 

1. 截至 5 月 22 日 8 時止，總收容人數為 267 人，本週遣

送人數 55人。 

2. 本所逢週二及週四分別為本轄博愛醫院及冬山鄉衛生所

進駐巡迴醫療，本週看診人數為 20 人，未發現確診個

案。 

伍、 主席結論：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新生活運

動」，宜蘭縣政府將落實遵守「防疫新生活運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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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備落實各項防疫規範，保持安全社交距離、手部清潔、

以及落實實名制等前提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辦理大型活動(含畢業典禮)可不受室內 100 人、室外 500

人之限制；但因疫情尚未消除，請各級學校務必注意相

關防疫措施。另縣府已獲環保署補助 250 萬元，請環保

局持續向資源回收個體業者宣導如何申請紓困方案，並

持續向環保署爭取經費，以幫助更多民眾度過疫情難關。  

陸、 散會：10時 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