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庚科技大學防疫小組工作第 70 次會議
疫情監控與通報組(林口本部) 一級工作會議報告
會議時間：110 年 7 月 13 日（二）
壹、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7 月 12 日疫情通報
國內即時疫情(7/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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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內疫情與防疫政策
一、 目前最新確診統計數據
(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三級警戒期間 Rt 值連續 3 周都低於 1，相信疫情會持續向
下，「除非有大群聚、病例數才會攀升。（Rt 值為估算一定期間內病毒傳染數量的變化；而
在疫情後期，會出現具抵抗力的人口，因此採用 Rt 值估計：「1 個人染疫後、會再傳染給多
少人？」
）
(二) 7 月 12 日本土確診新增圖，詳見圖 1

圖 1 7/12 本土確診新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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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7 月 12 日累計確診（15,273 例）、累計死亡（741 例）、死亡率 4.85％。
1. 桃市、雙北確診統計：7/12 公布桃園市內本土確診桃園區 196 例最多、其次龜山區 141
例、第三為中壢區 95 例，7/4-7/10 台北各行政區的確診數據，最多在萬華區 36 例，其
次信義區 11 例，新北以中和區 3 例為最多。詳見圖 2。

圖 2 桃園市、雙北市最新疫情
二、 疫苗相關統計數據
(一) 疫苗到貨數共 702 萬劑，截至 7/12，疫苗接種共 382 萬 1,539 人次（ AZ 接種 200 萬 5,079
人次、Moderna 接種 181 萬 6,040 人次），涵蓋率約 15.93%，至少接種一劑涵蓋率 16.27
％。施打疫苗後，疑似產生嚴重不良反應者有 1013 人（AZ 923 人、Moderna 90 人），疑似
接種後死亡 388 人（AZ 367 人、Moderna21 人）
(二) 「COVID-19 疫苗施打意願登記與預約系統」截至 7/12，共 272 萬 3,608 人登記施打意願，
60.84%莫德納，AZ 和莫德納都可以 36.47%，只選擇 AZ 的有 7 萬 3,152 人，而在 7/11 宣布之
後，重新選擇 AZ 的增加 13 萬 7,629 人。7/13 開放第 9 類（19 至 64 歲高風險、罕見疾病及重
大傷病者）及民國 92 年（含）以前出生者意願登記，疫苗可選擇 AZ 或莫德納，也可以複選。
(三)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7/12 調整現階段 Moderna 接種間隔，除第一類接種對象、國籍航空機組
員及孕婦的第二劑 Moderna 疫苗維持於間隔至少 28 天後接種外，其餘對象均調整第一劑與第二
劑接種間隔 10 至 12 週，並依疫苗供貨情形滾動調整。
三、 Delta 病毒相關報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7 月 10 日統計，屏東群聚染疫個案數 17 人，15 人基因定序確定感
染 Delta 變異株。目前枋寮醫院接觸者、醫院人員、就醫病患等共 3,033 人，全部檢驗結果
都是陰性，疫情應該已經控制住。但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7 月 9 日說明，7/2 起加嚴邊境
管理，針對所有 Ct 值低於 27 的境外移入病例進行病毒基因定序，總計 16 案當中有 5 案驗
出變種病毒，分別是 3 案 Delta 病毒，1 案 Alpha 變異株，1 案 Gamma 變異株。
四、 中央流行疫情微解封相關規定
(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7/8 宣布，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延長至 7/26，並自 7/13 適度鬆綁部分
措施，說明如下圖示(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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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三級警戒管制及鬆綁規定相關措施
五、 桃市、雙北市微解封相關規定及比較
整體來說三個縣市，餐廳一律禁止內用，圖書館不開放入館，雙北均不開放校園。
表 1 桃市、雙北市微解封相關規定及比較表
縣市/相
桃園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分析比較
關規定
餐廳

校園社教
場所
圖書館

電影院

藝文風景
區

展覽場館

桃園 4 大夜市復業，仍
須遵守防疫指引與規
定；餐廳及美食業者一
樣只限外帶、不內用。
學校戶外操場及鄰近廁
所1間
開放線上預約取書不入
館
禁止營業

桃園市虎頭山、慈湖銅
像公園、角板山行館園
區等風景區，有限度的
控管開放，並以人流燈
號警示系統及單一出入
口等方式管制。室內場
館、團體活動場地、烤
肉區、溫泉泡腳區等不
開放。
各表演場館、演藝廳仍
不對外開放，僅供表演
團隊使用

餐廳嚴禁內用， 一律外
帶、外送

校園戶外操場暫不開
放。
不開放讀者入館，但提
供借還書服務，並採空
間及時間分流。
開放營運，但必須全面
配戴口罩、落實實聯
制、梅花座
兒童新樂園、動物園、
天文館、青發處）暫不
開放。

採預約制，每 2 小時為
單位，每個場館人數上
限 100 人，換場須進行
清消；表演團體可閉門
排練，透過直播線上演
出，但不開放觀眾入
場。

餐廳、市場夜市、小吃
店、美食廣場、超商用
餐區，仍禁止內用、一
律採外帶
學校校園操場不開放

三縣市仍禁止內
用、一律採外帶

圖書館持續關閉(提供線
上預約定點取書)

只有桃園市開放學
校戶外操場。
三縣市皆不開放入
館。

16 家電影院禁止營業

只有台北市開放

博物館、藝文園區、開
放型風景區的戶外空間
開放，但實施人流降
載，僅開放原容留人數
的 40%，其他室內空間
都不開放。

三縣市室內空間都
不開放。

各表演場館、演藝廳仍
不對外開放，只供表演
團隊使用。

僅有台北市開放室
內藝文場館。

本表：自行整理

六、 教育部或各大專院校相關統計數據及新聞
(一) 教育部最新統計至 7/12，各級學校學生確診數計 683 名，以大專校院確診人數 215 名最多，
高中為 111 名、國中 106 名、國小 178 名、幼兒園 73 名。
(二) 教育部 7 月 8 日來文表示，因應疫情指揮中心延長全國三級警戒至 7 月 26 日，各高中以下
學校及大專校院自 7 月 13 日起至 7 月 26 日止請遵循下列防疫規範：校園內行政教學區域、
戶外運動場館、團體活動、競賽、臨時車輛停放及對外營運或租用場地仍不開放；將適度鬆
綁戶外操場及鄰近操場的一間廁所，將開放社區民眾使用。圖書館以讀者不入館為原則，可
開放單一窗口供讀者借閱服務。教育部請校方落實體溫測量、全程佩戴口罩、實聯制、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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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禁止室內 5 人、室外 10 人以上聚會）、保持社交距離（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及
環境清潔消毒等配套措施。
(三) 疫情指揮中心於 7 月 11 日表示，目前 0~6 歲的幼童近一週本土確診病例數占 8％，雖然是
因母數變小導致佔比增加，但仍代表幼童在幼兒園有群聚感染風險，幼兒園維持不開放。
參、 校園防疫政策
(一) 本校受影響師生：截至 7/12 共 234 位。(因保護個資與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相關疫調不公開)
(二) 學生安心就學緊急紓困金：截至 7/9，林口校區受理申請通過學生數共 99 人次(二技 35 位，
四技 64 位)，補助累計 1,408,260 元，申請至 8 月 31 日截止，持續受理學生申請中。
(三) 實習學生疫苗施打狀況
1. 護理系：109 學年四技(110/7/12-8/6)，及進修部(110/7/12-8/21) 於林口長庚醫院實習學生，
共造冊 333 名（扣除已施打第一劑），217 名學生已完成意願填寫，於 7/12 上、下午分別
於林口長庚醫院施打默德納及 AZ 疫苗。110 學年四技(110/8/9-9/3)共 308 名學生，四技
(110/9/6-10/1)共 308 名學生，另加 109 學年日二技補實習(110/8/23-9/7)有 96 人，皆已於
7/8-7/12 完成造冊給各實習機構，將依據各醫院通知進行疫苗施打。
2. 保營系：109 學年度共計 70 位學生申請實習。7 月份已入院或預計入院實習者為 4 位，3
位已完成疫苗施打，1 位已造冊，等待施打通知中。7 月份實習單位已啟動線上教學者為
10 位，5 位已完成疫苗注射，5 位已造冊，等待施打通知中。待警戒降至二級後，實習單
位將另行通知入院實習時間者為 56 位，2 位已完成疫苗注射，54 位已造冊，等待施打通
知中。
3. 妝品系、幼保系、高照系：7、8 月無實體實習皆為線上實習。妝品系、幼保系預計 9 月 22
日以後實習，預計 8/30-9/3 造冊給實習單位。高照系為 111 年 2 月實習。
(四) 幼兒園暑假開課與開學事宜：經二級防疫會議決議，8 月仍不開暑期班；幼兒園 8/30 開學因
應措施規劃之決議待 8/23 防疫會議討論。
(五) 境外生新生入學規劃：新生 17 名(最後分發 7/30)，入學方案因應疫情狀況規劃如下:
1.
<方案一>：全校實體上課 (依行事曆 9/13 新生營、新生體檢；9/22 開學)
預計 8 月 18 日搭機抵台，14 天防疫旅館至 9/2 (需住滿 15 天)，9/3 防疫檢測，7 天於旅館進
行居家自主管理至 9/9，原則在防疫旅館進行。在均無異常下(待 PCR 報告結果)，預計入境後
第 22 天，9/10 早上完成體檢與乙表後返回學校。9/13 加入新生定向活動。
2. <方案二>遠距教學，學生在台灣進行。
預計 8/18 日搭機抵台，於防疫旅館居家隔離期間與在親友家期間，同步進行線上新生定向與
遠距上課。最後視防疫政策，安排境外生入境入學、體檢等事宜。
3. <方案三>遠距教學，學生在境外進行。
境外生未入境，於自己居住地進行線上新生定向與遠距上課。視防疫政策，再協調境外生入境
入學、體檢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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