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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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次應變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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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宜姿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疫情現況簡介：如衛生局簡報。 

參、 醫療單位報告（採用視訊方式）： 

一、 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黃士澤主任： 

(一) 本院為宜蘭縣傳染病指定應變醫院，也是負責集中檢

疫所就醫後送單位，目前基於疫情防治維持 17 床專責

病房，以保持收治量能。 

(二) 因應國內疫情趨緩，原每週召開 1次防疫會議改 2週 1

次，後續視疫情變化進行調整。 

(三) 自 12 月 1 日起除大門外，外側門亦開放進出，並有專

人進行體溫量測及健保卡登錄等管制作為。 

(四) 本院 COVID-19 疫苗接種率第一劑已達 99.9%、第二劑

為 98.3%，並持續安排尚未完成之同仁施打。 

二、 羅東聖母醫院葛耀煌主任： 

(一) 本院持續實施入出院路線管制、體溫量測、插健保卡

雲端查詢就醫資訊及實聯制；並配合疫情指揮中心規

定，對於住院病人、陪病者、門診手術及侵入性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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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須取得 3日內快篩或 PCR檢測陰性結果；針對探

病者須完成疫苗接種 2 劑滿 14 天，或取得 3 日內快篩

或 PCR檢測陰性始得入院。 

(二) 本院視訊門診維持週一至週五共 5天，於特定時段提供

服務。 

(三) 於 12 月 14 日至 2 月 14 日春節檢疫期間，配合政策由

醫護團隊支援防疫旅館居檢民眾，提供 PCR檢測服務。 

(四) 持續提供自費 COVID-19 檢測服務，另社區篩檢服務於

春節期間仍照常於上午時段運行。 

(五) 員工 COVID-19 疫苗接種率第一劑達 98.6%、第二劑為

97.1%、第三劑已完成 106人。 

三、 羅東博愛醫院盧進德院長： 

(一) 本院通報、住院採檢及陪、探病等防疫措施維持不變，

每週照常召開防疫會議 1次。 

(二) 因應美國要求須有搭機前 24 小時內的 PCR 檢測報告，

本院設立自費特急件專區供民眾使用。 

(三) 本院員工 COVID-19疫苗第三劑已完成 208人，預計 12

月 31日前完成 9成員工施打。 

(四) 本院業已針對本院生物安全委員會功能及檢驗人員健

康狀況加強監測。 

(五) 目前已針對春節期間進行排班工作，包含備援人力調

度及病房緊急應變等作業。 

四、 醫師公會張賢政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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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社區疫苗快打站設定，醫師公會全力配合。 

(二) 近期 Omicron 變異株傳染力較大，疫苗效果可能較差，

社區防疫仍不可鬆懈。 

(三) 對於醫護人員人力應給予關心，無論疫苗施打或健康

監測，均需落實，以確保民眾照護工作不致中斷。 

五、 牙醫師公會尹西安常務理事：配合政策，持續落實相關防

疫作為。 

六、 中醫師公會陳又新理事長：目前疫情趨緩，但相關防疫作

為仍持續進行不鬆懈，基層診所看診工作運作正常。 

肆、 各單位應變報告： 

一、 農業處： 

(一) 果菜市場配合中央指引，維持採單一出入口，以及做

好人流管控等防疫作為；並持續宣導勤洗手、戴口罩

及保持社交距離。 

(二) 針對肉品市場、畜禽場及仁山植物園，進行場區消毒

及落實戴口罩宣導等防疫措施。 

(三) 感謝衛生局協助漁市場作業人員，10 月份施打第二劑

疫苗已達 233人；另外籍船員亦於 12月 2日及 7日完

成第一劑施打，共計 47人。 

(四) 區漁會、魚市場及直銷中心落實實聯制，並管制相關

人員進出。 

二、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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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持續協助載運疑似及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患者就

醫。 

(二) 要求第一線救護人員落實穿戴各項防疫裝備。 

(三) 防疫期間民眾洽辦各項消防業務，請民眾於本局 1樓開

放空間辦理。 

(四) 目前第一線救護人員相關防疫物資充裕。 

三、 教育處： 

(一) 各校持續落實各項防疫措施，如量體溫、環境清潔、

勤洗手、戴口罩及維持單一出入口等，並定期召開防

疫會議。 

(二) 持續宣導各項入校服務人員需進行第二劑疫苗接種，

並核予 4小時公假登記以進行疫苗接種。 

(三) 爭取中央補助防疫物資經費 252萬 1,800元。 

四、 社會處： 

(一) 配合中央政策，針對關懷據點及長青食堂人員，須於

110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 2 劑疫苗接種並滿 14 天，最遲

要於 12月 17日前接種，感謝衛生單位提供多處隨到隨

打之服務。 

(二) 辦理防疫補償，截至 110 年 12 月 8 日止受理案件逾

6,150案，共核發 5,653人次，撥款 7,660萬餘元。 

五、 民政處： 

(一) 截至 110 年 12 月 9 日，本縣目前列管居家檢疫對象共

計有 117人，並持續落實追蹤關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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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宗教團體遶境、遊行及徒步進香活動，如以專案

提報防疫計畫並經地方政府核准，即可辦理。 

(三) 針對春節檢疫專案，預計於 12月 13日邀集各鄉（鎮、

市）公所及衛生局，共同研商及協調配合措施。 

六、 環保局： 

(一) 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加強執行環境消毒工

作，110年 5月 19日至 12月 9日共消毒 6,361處，共

動員鄉（鎮、市）公所清潔隊 3,283 人次。其中 10 月

8日至 12月 9日共消毒 318處，共動員 244人次。 

(二) 居家檢疫者、居家隔離者及防疫旅館防疫廢棄物之清

運頻率為每週 2 次，自 5 月 19 日至 12 月 9 日共清除

11,509公斤，服務 3,524人次。其中 10月 8日至 12月

9日共清除 4,930公斤，服務 1,735人次。 

七、 工商旅遊處： 

(一) 持續針對轄區 17處風景區落實防疫措施。 

(二) 針對中央公布 24 類場域人員裡，本處管轄場所從業人

員需於 12月 17日前完成 2劑疫苗接種。 

八、 交通處： 

(一) 搭乘縣內客運及大眾運輸工具仍持續佩戴口罩及實聯

制登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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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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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獲配之衛生局防疫用口罩，將轉發予各客運業者服務

人員及駕駛員使用。 

(四) 縣內現有 6 輛防疫計程車，12 月份將擴編車輛數，以

因應春節期間之需求。 

九、 警察局： 

(一) 有關防疫失聯個案協尋，本期（10月8日至12月9日）

無新增。 

(二) 外籍人士健康關懷部分，本期（10月8日至12月9日）

除管 1,212名，尚列管 4名。 

(三) 電子圍籬示警訊息過濾及派案，本期（10 月 8 日至 12

月 9日）過濾 277件，派案 108件；累計至 12月 9日

止，計過濾 4,577 件，派案 3,443 件，將持續由本局及

各分局勤指中心過濾及派案。 

(四) 偵處假訊息部分，本期（10月 8日至 12月 9日）無新

增。 

十、 秘書處： 

(一) 持續辦理各項防疫訊息，利用發布新聞稿、LINE@及縣

長臉書等各項媒體來宣導，並落實防疫作為。 

(二) 針對縣府廳舍防疫部分，每日上班時間廣播 3次，提醒

民眾進入縣府應確實佩戴口罩等防疫作為。 

十一、 計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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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府為民服務中心每天消毒櫃台、話機及座椅；所有

值班同仁持續協助遠端視訊會議及實施實聯制登記軟

體建置之技術支援。 

(二) 協助衛生局為 65 歲以上長者辦理疫苗施打通知書之篩

選與產出作業。 

(三) 為民服務中心持續配合疫情指揮中心相關防疫作為。 

十二、 文化局： 

(一) 所屬藝文場館，恢復正常容留人數，但仍需實聯制、

量體溫、全程佩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除餐飲區外，

其餘區域禁止飲食。 

(二) 加強環境清消並持續鼓勵同仁踴躍接種疫苗。 

十三、 勞工處：與衛生局合作於 11 月 19 日在大溪漁港及南方

澳漁港設立臨時接種站，提供外籍漁工及在地民眾疫苗

接種，施打人數合計 740人；預計 12月 17日於兩漁港

辦理第二劑施打作業。 

十四、 主計處：積極籌措辦理因應防疫工作所需經費。 

十五、 後備指揮部： 

(一) 本部人員完成第一劑疫苗接種率為 96.6%；完成第二劑

疫苗接種率為 90.9%，並將依中央公告期程配合接種第

三劑。 

(二) 配合政策自 111年 1月 1日起未完成 2劑疫苗接種之入

營者，須每 7日進行一次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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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眾洽公服務臺加裝防疫隔板及消毒櫃，並持續要求

體溫量測、酒精消毒、實聯制登記及自我健康關懷聲

明卡填寫，以利人員進出管制。 

十六、 陸軍蘭陽指揮部： 

(一) 本部有意願施打疫苗人員比率為 96.3%；依施打順序完

成第一劑接種率為 98%，第二劑接種率為 38%。 

(二) 持續配合中央防疫政策。 

十七、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 

(一) 10月 8日至 12月 9日本隊轄區進港船筏共計有 2萬餘

艘次，均未發現船員有相關症狀。 

(二) 縣內漁港僱有境外僱用船員之遠洋漁船進港，均依規

定配合各項防檢疫措施。 

(三) 本隊將持續配合中央及縣政府各項防疫政策指導，針

對載有大陸漁工、新僱外籍及境外僱用船員，加強船

舶進港安全檢查及防疫物資走私查緝工作。 

十八、 內政部移民署宜蘭收容所： 

(一) 本所於 12月 7日辦理受收容人接種 COVID-19疫苗，總

計 243名接種莫德納第一劑疫苗，施打率為 87.7%。 

(二) 本所持續辦理各項防疫措施。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主席裁示： 



9 
 

一、 請還未接種疫苗的民眾儘速接種疫苗，明（11）日在喜互

惠羅東店及文化店，將設站提供莫德納疫苗接種，當日完

成接種即送百元禮卷等好禮。 

二、 從 12 月 14 日啟動農曆春節篩檢方案，請相關局處務必做

好橫向聯繫，加強各項檢疫與防疫措施，以確保縣民安全

與健康。 

三、 中央規定自明（111）年元旦開始，部分場所（域）之工

作人員須接種完兩劑疫苗，請各局處加強督導各業管單位，

衛生局也將安排於 12月 14日在縣府 1樓設施打站，請同

仁踴躍施打。 

四、 縣內已連續 140 天+0，但國內於昨（9）日出現 1 本土案

例，因此對於疫情大家不可鬆懈，仍要做好防疫措施，戴

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才能安心又健康。 

柒、 散會：下午 3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