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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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次應變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11 月 4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地點：本府 202會議室 

出列席：如簽到表     

主席：林副縣長建榮                                                               紀錄：林育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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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黃士澤主任： 

(一) 本院為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應變醫院，目前開設專責病

床數共計 65床（含負壓 6床、專責 ICU 5床）。 

(二) 本院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指引進行

防疫作為，並隨著防疫政策調整式修正。 

(三) 111年 10月 21日配合疾管署委託長榮大學至本院進行

負壓隔離病房實地輔導查核及檢視作業，亦訂於同年

11 月 7 日由委外專業機構進行年度負壓隔離病房功能

查檢作業。 

(四) 目前本院員工（含外包）疫苗施打率，第三劑為 97.0%，

將持續安排時段供員工進行疫苗施打服務。 

二、 羅東聖母醫院葛耀煌主任： 

(一) 持續遵照政府防疫指示辦理，目前住院病人與陪病病

人於住院當天需做抗原快篩；若住院病人同病室的病

患確診，會被匡列為該個案的密切接觸者，住院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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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病者在當天跟第 8 天皆會執行抗原快篩。期間若病

人在病房做過檢查後轉院，或轉入加護病房之前皆會

再執行抗原快篩。在門診的手術或侵入性治療，仍維

持兩天以內的核酸檢測或抗原快篩報告，或當日執行

快篩。 

(二) 持續維持視訊門診及探病的規定，每日固定一個小時，

一個時段，最多兩個人來探病。 

(三)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若為密切接觸者或從國外入境的話，

採 0+7的方案，上班期間須兩天執行一次快篩。 

(四) 院內疫苗施打率為第三劑為 97.8%，第四劑為 56.9%。 

(五) 院內員工目前累計確診人數為 663 人，約占院內人數

48.6%。 

三、 羅東博愛醫院李怡頡主任： 

(一) 本院目前為宜蘭縣重度急救責任醫院，目前的防疫病

房及醫療應變措施皆依照政府的指引及規範來開設，

目前皆運作順暢。 

(二) 院內員工接種 COVID-19 疫苗第四劑以上的施打率為

44.8%，流感疫苗施打率截至今年 10 月 31 日為 63.8%，

會繼續加強宣導院內員工接種疫苗。 

四、 醫師公會林旺枝理事長： 

 目前臺灣 COVID-19 疫情逐漸下降，在外國還有發現新

型的流行性感冒，它的症狀可能會比 COVID-19 更為嚴重，

現在基層診所已有發現這個現象；它所造成的影響我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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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中，所以流感的快篩及有關藥物的物資可能要再多

加準備。如果有感染流感又感染上 COVID-19 的話，重症的

比率會往上提升，對將來的醫療量能是一大挑戰。 

五、 牙醫師公會楊家華理事長： 

 持續配合相關規定辦理。 

六、 中醫師公會林衍志理事長： 

(一) 中醫師公會在今年 4 月 25 日有成立一個視訊醫療的群

組，將中央跟縣府的公告皆佈達予公會的會員。在 5 月

5 日也參與本縣的防疫記者會，宣導中醫今年有推出”

清冠一號”的中藥，針對確診輕症的民眾，如有需求的

話，可以藉由視訊診療的方式，提供民眾治療的藥物。 

(二) 目前本縣共有 18 家的醫療院所都有提供清冠一號視訊

門診的服務，同時也邀請陽大的中醫於今年 11 月 1 日

起提供民眾視訊診療門診。目前針對 12 歲以上的小朋

友、孕婦、有三高疾病及目前正在使用抗病毒藥物

Paxlovid 跟 Molnupiravir 的確診個案將不再提供公費補

助的清冠一號，這些訊息會再多加宣導以告知民眾。 

肆、 各單位應變報告： 

一、 農業處： 

持續針對果菜批發市場、肉品市場、福山植物園、私人畜禽

場等場域落實防疫措施，加強環境清潔及消毒工作，並宣導

相關工作人員接種疫苗。 

二、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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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統計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本局共載運疑似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患者 1,592車次、合計 1,671人次。 

(二) 因應疫情發展，本局於 111 年 5 月 27 日調整勤務運作

方式；除衛生單位指定防疫救護勤務由專責分隊出動

外，其餘防疫救護案件回歸各分隊執行。 

(三) 為保障救護同仁執勤安全，維持各分隊出勤需穿戴相

關防疫裝備。 

三、 教育處： 

(一) 配合衛生局協力規劃於校園內集中接種 COVID-19 疫苗，

目前已於 10 月份完成最新一期的校園集中接種，同時

也配合衛生局宣傳 COVID-19疫苗施打據點。 

(二) 自 5 月起，由教育處持續配發各校超過 35 萬劑快篩試

劑，也配合縣府「1+1 更放心專案」，縣府加碼超過 6

萬劑快篩試劑，並統一配發至各校。針對縣府的「教

師安心專案」，也已撥配至本府各級學校，預計發放予

各教職員工每人 2劑快篩試劑。 

四、 社會處： 

 辦理防疫補償，截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止受理案件逾

49,400 案，共核發 27,184 人次，撥款 1 億 24 萬 6,000 元。 

五、 民政處： 

(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業已公告自 111 年 10 月 13 日

起解除居家檢疫政策，本縣自 109年 1月 23日至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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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3 日辦理居家檢疫追蹤關懷案件共計 20,313

件。 

(二) 有關宗教現行防疫措施，包含共同性措施、佩戴口罩

規範、餐飲規範以及舉辦遶境、遊行及進香團活動須

配合事項等，均依指揮中心相關政策辦理。 

(三) 111 年 10 月 13 日起，為配合入境人員改為「7 天自主

防疫」，自主防疫地點以符合 1 人 1 室（獨立衛浴）之

住宿地點為原則，無症狀且為 2 日內快篩陰性者才可

外出上課，不能參與人多擁擠之實體宗教集會活動。 

(四) 本縣各戶政事務所截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共計發送

防疫包 69,033份及愛心袋 55,360份。 

六、 環保局： 

(一) 防疫消毒執行重點自衛生局取消足跡點之通報後，消

毒地點改為戶外公共空間；另配合 111 年度上學期開

學整備，進行本縣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之校園周邊消

毒。並協助加強清消大型考試活動，如：111年國中教

育會考、111 學年大學入學考試分科測驗、112 學年高

中英語聽力測驗之考場外圍環境。 

(二) 111 年 3 月至 10 月防疫消毒統計，共消毒 5,046 處公

共空間，動員人力 2,384人次。 

(三) 防疫廢棄物清運成果: 111 年 3 月至 10 月共清運

17,894公斤，服務 11,068人次。 

七、 工商旅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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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合防疫政策的調整，但在防疫不鬆懈的前提下，有

關縣內各風景區服務人員，對於遊客接觸之場域進行

每日例行消毒作業；對於遊客最多的部分，如：清水

地熱，每日皆會消毒兩次。 

(二) 對於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加強宣導民眾除例外情形外，

須全程配戴口罩，員工需自主健康管理，遇到確診事

件即時應變。 

(三) 本縣共有 12 家防疫旅館，已全數回歸常態經營，本處

也與衛生局於 10月 20日及 10月 24日兩日，至 12家

防疫旅館檢查確認已完成消毒，並當日告知業者可回

歸常態經營。也依照觀光局的補助要點，補助防疫旅

館依照剩餘核定的房間數發給每房 5,000元，以協助環

境清消，並回歸正常營運。 

八、 交通處： 

(一) 在大眾客運方面，維持既有防疫措施並加強管理。 

(二) 在防疫計程車的部分，維持 20 輛防疫計程車，以提供

居家隔離及確診民眾就醫的交通接駁。 

九、 警察局： 

(一) 有關防疫失聯個案協尋，本期（3 月 11 日至 10 月 31

日）新增 2 名，由民政處請求協尋。累計至 10 月 31

日止，本局共接獲警政署交查 25 名失聯個案，另衛生

局請求協尋 2 名，民政處請求協尋 16 名，合計 4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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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籍人士健康關懷部分，本期（3 月 11 日至 10 月 12

日）累計除管 2,897名，並自 10月 13日起，由於入境

人員免居家檢疫，遂結束本項工作。 

(三) 電子圍籬示警訊息過濾及派案，本期（3 月 11 日至 6

月 30日）過濾 12,560件，派案 4,652 件，直至 7月 1

日起解除電子圍籬示警。 

(四) 偵處假訊息部分，本期（3 月 11 日至 10 月 31 日）無

新增案件；累計至 4 月 7 日止，計查獲假消息案件共

14 件，以散布謠言 12 件最多；民生物資、防疫政策各

1件次之。 

(五) 本局協助衛生局辦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定病例接

觸史電話調查，自 4 月 17 日起至 6 月 22 日共執行

6,466案，於 6月 22日完成協助工作。 

十、 秘書處： 

(一) 111 年 3 月 11 日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發布新聞稿、本

府官方 LINE 宣導、縣長臉書宣導各 127 次，配合防疫

線上記者會及運用 04 頻道、臉書直播共 127 場，建置

疫情專區並不定期更新防疫資訊。 

(二) 針對縣府廳舍防疫部分，每日上班時間廣播 2 次，以

提醒本府員工及民眾進入縣府時，應確實佩戴口罩及

落實各項防疫指示。 

十一、 計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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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府為民服務中心持續消毒民眾洽公櫃台、電話機、

座椅等。並針對為民服務中心服務櫃台之民眾諮詢服

務、周邊民眾等候區桌、椅進行清潔消毒工作，並管

制洽公民眾進入本府時須佩戴口罩。 

(二) 持續協助疫情期間遠端視訊會議之技術支援。 

十二、 文化局： 

(一) 所屬藝文場館自 8 月中旬起取消出入口管制，取消容

留人數上限規定，持續宣導民眾佩戴口罩並保持社交

距離。 

(二) 針對語音導覽設備及穿戴式、互動式、觸控式之設施

以及場館內觀眾服務輔具，會加強清潔消毒。 

(三) 其餘皆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範辦理。 

十三、 勞工處： 

(一) 持續推播「LINE 移點通」上線，透過英文、印尼文、

越南文、泰文等四種語言托播服務，以利移工掌握最新

防疫資訊及相關措施。 

(二) 為確保染疫確診之自營作業者及無一定雇主勞工能儘

速獲得相關心理、生活支持，本府由專人提供工會會員

於居家隔離期間之相關防疫資訊及生活協助。 

(三) 持續推動「安心即時上工計畫」，截至 10 月 31 日止，

已提供 8 梯次共計 4,581 個工作機會，目前已派工共計

3,896 人。為降低疫情造成薪資減損對本縣勞工生活之

影響，本府將持續辦理該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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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人事處： 

(一) 配合疫情指揮中心 10 月 7 日改為自主防疫規定，相關

請假規範將會依照人事行政總處的規定公告。 

(二) 出國管制規定已取消，若府內同仁有出國需求，回歸

由各機關參酌衛生福利部國際旅遊疫情建議辦理。 

十五、 陸軍蘭陽指揮部： 

(一) 本部皆依照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辦理，並落實各項防疫

措施。 

(二) 本部預計 11 月 9 日於營區內施打第四劑 COVID-19 疫

苗追加劑施打期程，本次接種人員共計 659 人，將由聖

母醫院協助施打。 

十六、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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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隊 COVID-19 疫苗第一劑、第二劑及第三劑接種率均

為 100%，第四劑接種率已達 79%，將持續鼓勵同仁施

打疫苗，以提升疫苗覆蓋率。 

十七、 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宜蘭收容所： 

(一) 本所在職人員計 109 人，截至 11 月 2 日止，完成第一

劑、第二劑施打率 100%，符合第三劑施打人員共計有

108人，施打率亦已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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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所辦理受收容人施打 COVID-19 疫苗計 21 次，完成

591人次，感謝冬山鄉衛生所協助施打疫苗。  

(三) 本所將持續辦理各項防疫措施。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主席裁示： 

一、 自 11 月 7 日起，中央調整 COVID-19 確診者解除隔離後自

主健康管理措施，以及接觸者全面採行「0+7 自主防疫」。

由於接觸者將全面採行「7 天自主防疫」，因此將不再開立

居家隔離通知書。請民眾落實及遵守各項防疫規定，共同

守護自己及家人健康。另從 11 月 14 日起，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新增防疫規定，確診者從 7 天改為 5 天的居家隔

離，N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二、 指揮中心自 11 月 7 日起放寬部分社區管制措施，移除營

業場所及公共場域體溫量測之強制性規範。各場所（域）

仍可視其營業/服務性質及需要，自行決定健康監測之方式。 

三、 今（111）年流感對健康的威脅可能不亞於 COVID-19，11

月 1 日起公費流感疫苗將進行第二階段之開打，同時莫德

納次世代雙價疫苗實施對象也擴大至 12 歲至 17 歲青少年

的追加劑。本府衛生局也已安排第 28 波快打站，請符合公

費流感疫苗及次世代疫苗接種條件的民眾，儘早接種疫苗，

以降低感染風險。另外，也可以向各疫苗施打合約院所預

約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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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隨著邊境逐步開放，回歸常態生活，請民眾仍應持續配合

相關防治措施及指引，落實勤洗手、戴口罩及遵守咳嗽禮

節等衛生防護措施，並儘速接種 COVID-19 疫苗，以提升自

身及社區保護力，降低疾病傳播風險。 

五、 感謝衛生局、衛生所全體工作團隊於疫情嚴峻時的全體動

員，還有很多退休的義工回來協助第一線的工作；也感謝

各醫院診所的配合。最後感謝所有縣民配合指揮中心規定，

使得宜蘭縣的疫情日漸穩定。 

柒、 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