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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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次應變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2 月 13日（星期一）下午 2時 

地點：本府 202會議室 

出列席：如簽到表     

主席：林縣長姿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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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床（含負壓 6床、專責 ICU 3床）。 

(二) 本院探病原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最新

指示，有條件開放探病。 

(三) 目前本院員工（含外包）疫苗施打率，第三劑為 97.0%，

第四劑為 51.3%。 

(四) 持續遵照中央相關防疫措施辦理。 

二、 羅東聖母醫院林健盛副院長： 

(一) 目前聖母醫院的防疫措施，仍依照衛生局規定，逐漸

解封。 

(二) 本院對於專責病房的床位管控與使用，仍照規定辦理。

有關陽大滿床問題，我院可以也願意分擔陽大的壓力，

讓縣民獲得更完善的照顧。 

三、 羅東博愛醫院盧進德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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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過年到現在，不管是確診個案或一般醫療的照護，

兩邊的壓力都蠻大的。上禮拜全國的重症急救責任醫

院急診大爆滿，本院也有面臨一樣的問題。目前的政

策主要控管防疫病房、一般急性病房及一般加護病房，

讓兩邊的病人都能夠妥善得到照顧；本院經由上禮拜

召開緊急會議進行人力調度後，目前運作正常。 

(二) 目前發現兩個問題，有些重症個案其實很多都沒有施

打疫苗，所以我們會多宣導民眾儘早完成疫苗施打；

目前發現近兩週陪探病的民眾中確診人數逐漸上升，

因此在醫院控管方面，尤其是陪探病部分會再全面加

強管控。 

四、 醫師公會林旺枝理事長： 

(一) 現在 Omicron 會有一些隱形缺氧或血栓的情況發生，

有些個案的病情會急轉直下而猝死，所以希望要積極

使用抗病毒藥物，使其病毒量下降，這是全國專家會

議裡所提到要加強的地方。因為現在有些病人符合使

用抗病毒藥物的資格，但他拒絕使用，這樣對於後續

治療及發生突然間病變的情況會增加，增加後續治療

的困難。 

(二) 今年的流感疫苗有猜中病毒株，所以流感跟 Omicron

沒有一起流行；但近兩個禮拜有發現到有些打過流感

疫苗的人有輕微的感冒，也有些產生了變異的情況，



3 
 

這是我們去年年底最擔心的，我們會再多加關注是否

會在後續幾個月發生。 

五、 牙醫師公會楊家華理事長： 

感謝局長對於牙科的支援跟協助，牙科從過年到目前都

沒有什麼狀況發生。 

六、 中醫師公會王智龍常務理事： 

(一) 中醫在過年的期間加開診次，服務民眾做視訊治療的

部分。 

(二) 目前防疫物資數量皆充足。 

肆、 各單位應變報告： 

一、 農業處： 

(一) 持續針對果菜批發市場、肉品市場、仁山植物園、魚

市場以及直銷中心落實進行防疫消毒工作及宣導。 

(二) 針對禽畜場、屠宰場、濕地週邊提供消毒服務計 512

次（豬場公共區域 257場、禽場公共區域 255場）。 

(三) 訪視輔導畜牧場落實疫情通報、加強生物安全及人車

管制工作計 298次。 

二、 消防局： 

(一) 111 年 12 月 1 日至 112 年 1 月 31 日止，本局共載運

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患者 73 車次、合計 76 人次。 

(二) 因應疫情發展，自 111 年 12 月 15 日起，本局執行一

般救護案件時，由救護技術員針對該案件的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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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是否加穿隔離衣及配戴 N95 口罩；載運疑似或確

診案件時防護裝備則維持全套防護裝備。 

三、 教育處： 

(一) 疫苗接種: 

1. 與衛生局及學校協力，持續推動疫苗接種方案，提

高校園疫苗的覆蓋率，以守護師生健康。 

2. 學期中：推動「校園集中接種」方案，由醫療院所

直接入校為師生接種疫苗。 

3. 寒假：開放學校場地（2 月 5 日光復國小、2 月 11

日黎明國小及南屏國小），設立「假日校園快打站」，

方便學生及社區民眾就近接種疫苗。 

4. 持續鼓勵學童及學童家長施打疫苗。 

(二) 防疫物資: 

1. 111 年 12 月至 112 年 1 月間，教育部共配發 3 批

快篩試劑，共計 50,400劑，均依「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發放快篩試劑須知」發放至學校。 

2. 縣府「1+1 更放心專案」：111 年 12 月至 112 年 1

月間，學校合計領取快篩試劑 16,500劑。 

3. 縣府「寒假加碼專案」：因應寒假及新年假期，本

府為所屬各級學校及公私立幼兒園的每位學生加發

1劑快篩試劑於寒假備用，合計 50,300劑。 

4. 發放本府衛生局移撥之 13,000片幼童口罩，對象為

公私立幼兒園及有需求的學校，並依學校規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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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發放本府衛生局移撥之 12,000片成人平面口罩，對

象為本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公私立高中職，並依學校

規模分配。 

6. 發放教育部配發之 700 瓶消毒酒精，對象為本府所

屬各級學校及公私立高中職，並依學校規模分配。 

7. 發放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及衛生福利部贈送

之防疫保健繪本。 

(三) 環境清消： 

1. 調查各校「校園周邊戶外公共環境消毒」之需求，

與本府環境保護局共同協助學校在開學前完成校園

環境清消。 

2. 依照教育部規範，本縣各級學校於 112年 3月 6日

前，皆採取量體溫後方得進入校園的方式來維護學

童的健康。 

四、 社會處： 

 辦理防疫補償，111年 1月起迄今已核發 33,415人次，

撥款 1億 2,043萬 5,000元。 

五、 民政處： 

農曆春節過後，相關宮廟開始辦理相關的繞境慶典活

動，本處將針對目前新的防疫措施，滾動式來宣導並要求

各宮廟配合辦理。 

六、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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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1 年 12 月至 112 年 1 月防疫消毒統計，共消毒 113

處公共空間，動員人力 96人次。 

(二) 防疫廢棄物清運成果: 111年 12月至 112年 1月共清運

471公斤，服務 311人次。 

七、 工商旅遊處： 

(一) 防疫措施：各場所室內、外得免戴口罩之例外情形依

衛生福利部規定辦理。 

(二) 本縣各風景區對於遊客接觸之場域仍持續進行每日例

行性消毒作業。 

八、 交通處： 

(一) 持續針對公共運輸的場域，依照目前的防疫規範宣導

及執行相關防疫措施。 

(二) 有關防疫計程車的部分，截至 112 年 1 月 31 日止共計

搭載乘客 13,904 人次，車次為 13,075 趟次，目前仍維

持 6輛防疫計程車提供有需求的民眾使用。 

九、 警察局： 

有關防疫失聯個案協尋及偵處假訊息部分，本期（111

年 12月 1日至 112年 1月 31日）無新增案件。 

十、 秘書處： 

(一) 持續請有線電視業者及利用本府電子看板宣導防疫相

關影片。 

(二) 針對縣府廳舍防疫部分，每日定時廣播，提醒民眾及

同仁確實佩戴口罩，以落實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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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計畫處： 

(一) 本府為民服務中心持續消毒民眾洽公之櫃台、電話機、

座椅等。並針對為民服務中心提供民眾諮詢服務之服

務櫃台及周邊民眾等候區之桌椅進行清潔消毒工作，

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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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屬藝文場館持續宣導民眾全程佩戴口罩並保持社交

距離。 

(二) 場館入口處提供酒精及自動量測體溫設備，提供有需

求之員工或民眾自主性使用。 

(三) 語音導覽設備及穿戴式、互動式、觸控式之設施，如

AR、VR 或透過肢體碰觸之互動裝置，以及場館內其他

觀眾服務輔具，如娃娃車及輪椅等，仍持續加強清潔

消毒。 

十三、 勞工處： 

(一) 配合勞動部辦理雇主聘僱外國人入住防疫旅宿費用補

助，申請件數計 682 件，核定 363 件，共計補助新臺

幣 387萬 7,989元。 

(二) 配合勞動部推動「安心即時上工計畫」，本縣 111 年度

截至 112 年 2月 10 日止，已提供 8梯次，共計 4,581

個工作機會，目前已派工者共計 4,072人。 

十四、 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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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持續轉知中央有關防疫差勤管理措施。 

(二) 本府目前居家辦公量能尚且充裕，若有人員確診、隔離

或自主健康管理情形，仍維持由各單位視需要核予個案

居家辦公。 

十五、 後備指揮部： 

進入營區前，依舊維持體溫量測及手部消毒。 

十六、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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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船隻，加強船舶進

港安全檢查及防疫物資走私查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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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 1 月 31 日止，完

成第一劑及第二劑施打率為 100%，符合第三劑施打人

員共計有 108人，施打率亦已達 100%。 

(二) 本所辦理受收容人施打 COVID-19 疫苗計 24 次，完成

604人次。  

(三) 本所將持續辦理各項防疫措施。 

十八、 宜蘭地方檢察署: 

希望疫情儘快結束，回歸正常生活。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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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常感謝大家的團結合作，讓我們宜蘭縣的疫情得以穩定

下來，我們會持續監測未來疫情的發展，為民眾的健康把

關。 

二、 今天 2 月 13 日為本縣各級學校的開學日，持續要求各校

實施入校前量體溫，落實師生健康管理，並視疫情走向再

做調整。再次呼籲若學生發燒就請不要到校上課，並要儘

快就醫。另請學童、學童家長及高風險族群，儘快施打完

整疫苗。 

三、 本府已安排第 33 波快打站，請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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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請本府各局處做好相關防疫工作，也請縣民務必落實各項

防疫規定，共同守護你我的健康。 

柒、 散會：下午 3時 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