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庚科技大學防疫小組工作第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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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二）
壹、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7 月 26 日疫情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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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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6 日本土確診新增 10 例，疫情持續穩定，死亡連續 2 天加零，詳見圖 1

圖 1 7/26 本土確診新增數
(二) 7 月 26 日累計確診（15,582 例）、累計死亡（786 例）、死亡率 5.04％。7/20-7/26 當週桃園確
診 24 例、台北市確診 49 例、新北市確診 49 例。
二、 疫苗相關統計數據
(一) 疫苗到貨數共 890.1 萬劑，截至 7/25，疫苗接種共 667 萬 4,129 人次（ AZ 接種 378 萬 5 人
次、Moderna 接種 289 萬 4,124 人次），涵蓋率約 27.39%。施打疫苗後，疑似產生嚴重不良
反應者有 1,560 人（AZ 1250 人、Moderna 310 人），疑似接種後死亡 507 人，死亡率 0.0076
％（AZ 444 人、Moderna63 人）
。
(二) 指揮中心 7/22 日宣布，與美國 Moderna 公司簽署 2 年共 3,500 萬劑 COVID-19 疫苗之供應合
1

約，將於 2022 年及 2023 年分批供應基礎劑型疫苗與次世代追加劑型疫苗，以因應變異病毒
株之威脅並供應更多族群接種需求，同時加購 100 萬劑疫苗於 2021 年第 4 季供應，提供民
眾接種。在新冠疫情流感化的可能性下，更多次世代疫苗，對疫情控制有幫助，但最快施打
第三劑的疫苗時程仍未定。
(三) 指揮中心 7/23 開放第二劑疫苗預約接種， AZ 和莫德納兩劑疫苗間隔皆為 10-12 週，第二
劑接種時間的民眾，上 1922 平台預約，攜帶接種記錄卡和健保卡完成接種。至於第一到三
類民眾、孕婦，接種莫德納滿 28 天即可接種第二劑。有急迫出國、需要提前施打第二劑
者，也可提出機票等證明。
(四) 指揮中心 7/25 表示，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決議，1.同意高端疫苗
納入公費疫苗接種作業計畫；2.專家經過相當多辯論和討論後認同可以混打，但是如何實
施，建議先從第一類到第三類對象，間隔 8 週以上，第二劑可以混打 mRNA 疫苗，為一體
作業起見，現在第二劑以間隔 10 到 12 週來做規劃。
(五) 指揮中心 7/26 表示，7/28 前將由中央收回 7/31 後未規劃施打的疫苗，並在有效期限前配
發給維持國家安全及社會機能正常運作的第七類造冊人員使用。
(六) 「COVID-19 疫苗施打意願登記與預約系統」第四輪預計自 7/30 開打。自 7/27 上午 10 時
起，1983 年 12 月 31 日(含)以前出生之民眾、宜蘭縣/基隆市因受颱風影響取消預約者、以
及第三輪已收過簡訊但尚未完成預約者共約 144 萬人，將陸續收到預約簡訊，預約接種期程
至 7/29 日中午 12 時截止；本輪可接種疫苗為 AstraZeneca COVID-19 疫苗，施打期間預計自
7/30 日至 8/6 止，並視疫苗供應期程調整接種場次。
三、 Delta 病毒相關報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7/23 日公布最新病毒基因定序結果，在 7/17-22 間境外移入個案共完
成 7 例定序，皆為變異株，分別為 6 例 Delta 與 1 例 Gamma 變異株；目前完成病毒基因定
序個案，累積有 35 例 Delta 變異株，2 例 Gamma 變異株。本土疫情仍以 Alpha 變異株為
主，未新增 Delta 變異株。
四、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降級及相關規定
(一) 指揮中心 7/23，考量國內疫情及參酌其他國家之防疫調整經驗，自 7/27 至 8/9 調降疫情警戒
標準至第二級，各部會得依指揮中心所發布之通案性原則另訂指引圖 2，而各地方政府亦得
在此原則下，視疫情需要而有調整空間，惟相關指引必須規範明確以利民眾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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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疫情二級警戒通案性原則
(二) 桃市、雙北市二級警戒相關規定及比較
整體來說三個縣市，雙北餐廳一律禁止內用、圖書館開放借書、電影院有限度開放。
表 1 桃市、雙北市微解封相關規定及比較表
縣市/
桃園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分析比較
相關規
定
餐廳

校園社
教場所

圖書館

內用原則遵照中央
指引、採梅花座或
隔板。 夜市不能
邊走邊吃
7/13 已開放學校戶
外操場及鄰近廁

群聚用餐、內用等
暫不開放

文化局及市立圖書
總館 8/3 日起開
放，各圖書分館 27
日起開放借書，但

圖書館於 8/1 開
放。席位降載至
25%，幼兒使用空
間、活動密閉空

不內用、只外帶。
包括餐廳、超商、
賣場與婚宴等，都
不開放。
關閉以下場所：戶
外運動場及球場
（肢體碰觸）：籃
球、足球、網球
場、棒壘球場、溜
冰場、體健設施、
沙坑及戲水池等。.
遊戲場：熊猴森樂
園、文化遊戲場、
灣潭遊戲場等。
僅開放戶外借還書

校園戶外操場、社
教機關、公園涼亭
8 月 1 日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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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桃園市餐飲內用外，雙
北餐廳一律禁止內用。

新北有肢體碰觸場域不開
放。台北逐步解封校園公
園。

開放借書

縣市/
相關規
定

電影院
風景區

展覽場
館

桃園市

台北市

新北市

不開放自修室、上
網區、視聽區、期
刊閱報區；桃園市
立兒童美術館需事
前預約參觀。
27 日起開放恢復營
運，禁止飲食
樹屋、遊樂設施、
體健設施、水域活
動暫不開放，其餘
各戶外景點及室內
場域原則開放

間、自修室、資訊
檢索及公共電腦區
暫不開放。

文化局演藝廳、桃
園展演中心演藝
廳、中壢藝術館演
藝廳等表演場所開
放入內，觀眾以梅
花座入座，表演者
與觀眾保持 3 公尺
安全距離。

美術館、表演及展覽
場域等藝文場館，實
施容留管制、各表演
場館 7/27 開放觀眾
入館，表演者與觀眾
保持 3 公尺安全距
離。

7/13 已開放
動物園、兒童新樂
園於 8 月 1 日陸續
開放。

僅開放總廳數 1/2，
每廳以 50 人為上限
開放境內所有登山
步道，但步道中的
涼亭及體健設施維
持不開放，登山口
周圍停車場達原容
留量的 50%將勸導
疏離
藝文場館仍維持開
放「五館一園」的
部分空間預約參觀

分析比較

開放電影院

依據文化部公佈之藝文場
館防疫措施開放

(三) 自 7 月 27 日起調降國內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惟考量全球 COVID-19 疫情回升、Delta 變
異株持續傳播，為避免境外移入病例增加我國檢疫防疫量能及醫療資源的負擔，將持續執行
「邊境嚴管」措施，兩大邊境嚴管措施，包括：1.未持有我國有效居留證之非本國籍人士，
暫緩入境。緊急或人道考量等經專案許可者除外。2.暫停旅客來臺轉機。指揮中心亦將視國
內外疫情及社區防疫執行狀況，適時滾動調整。
(四) 為因應將來降級解封及協助精準疫調，指揮中心已建置完成「疫調輔助平臺」，預計於 7/26
上線，提供熱區地圖、疫調軌跡、簡訊實聯制疫調查詢等功能之整合平臺，嚴格限制提供各
地方政府有權進行疫調之人員登入使用，以協助地方政府疫調人員能更便捷進行疫調工作。
(五) 自 7/27 日後降級、部分項目解封，若在汽車旅館及相關旅宿群聚開趴或歡唱，提高疫情傳
染風險，將由各主管機關依情節輕重，分別依「發展觀光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裁
罰；最重者將視為「損害國家利益、妨害善良風俗」，由地方主管機關依發展觀光條例「定
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或廢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證」裁處。
(六) 7/20 全國防疫會議重點：針對地方政府提出，確診者其症狀緩解且檢疫期滿，但經採檢後
Ct 值<30，繼續加強版集中檢疫所、防疫旅館來隔離，對此指揮中心表示同意。至於居家隔
離或居家檢疫期滿，惟採檢陽性但 Ct 值>30 之處置方式，仍請依確診者處置方式辦理，至 2
採後 Ct 值均>30 者，可解除居家隔離，但其密切接觸者應辦理疫調匡列。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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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至 7/24 傍晚，各級學校學生確診數合計 695 名（685 例本土個案、10
例境外移入）。大專校院確診人數 217 名最多，高中為 112 名、國中 107 名、國小 184 名、
幼兒園 75 名。
(二) 教育部於 7/23 來文，7/27 至 8/9 調降疫情警戒至第二級，大專校院校園得評估適度開放校
園場域，並落實相關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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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入校園須全面體溫監測及實聯制：校園內應落實全程佩戴口罩、體溫量測，如發燒或
呼吸道症狀，應安置於單獨空間，直到離開校園。並請依指揮中心最新公告「具感染風

3.

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之分類，並通報校安中心與健康中心/衛保組。校內室內外場館
(例如圖書館、會議廳等)應執行人流(總量)管制、維持社交距離、實聯制。
校園清潔與消毒：針對教室、廁所、宿舍、餐廳、圖書館等公共設施、學生交通車及學
生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關等）消毒，另學校應邀清潔及消毒人
員進行每日健康通報。
學校室內外運動場館防疫規定：容留人數以最適承載量 50%為限。教練未施打疫苗或接
種未滿 14 天者，於第 1 次授課前，應提供 3 日內快篩或 PCR 檢驗陰性證明。且每 3-7
天需再定期快篩(原則每 7 天篩檢，應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 3 天篩檢)。運動器材、設
備，間隔開放使用(須符合 1.5 公尺距離)，並放置酒精、拋棄式擦拭布，提供使用者清
消。個人自備之器具、器材，不得互相借用。團體運動及競賽開放，應符合實聯制及全
程佩戴口罩，並依運動場館防疫指引辦理。加強環境、器材之消毒清潔工作，至少每兩

4.

小時清潔消毒 1 次。學校游泳池暫不開放使用。
學校辦理集會活動防疫規定：人數上限為室內 50 人、室外 100 人；若超額須提報防疫
計畫於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應採固定座位且為梅花座(仍須維持社交距離)、實聯

2.

制、體溫量測、全程佩戴口罩、人流(總量)控管(室內空間至少 1.5 米/人、室外空間至少
1 米/人)，並於活動前執行風險評估；如無法依前述規定規劃完善之防疫配套措施，建
議取消或延後辦理。轉學考及各項招生考試，仍請學校依本部 110 年 6 月 25 日臺教高
通字第 1100082666 號函規定，建議可調整評量方式等替代作法；如學校評估後仍維持
採用實體筆試者，請以最高防疫規格進行 (可參考 110 學年度大學指定科目考試，每間
試場人數不得逾 20 人，確保考生間距離達 1.5 公尺以上等作法)。運動團隊訓練應採固
定人員返校訓練、人員造冊、禁止跨校，各訓練場所同時段以室內 20 人、室外 40 人上
限，並全程佩戴口罩且不開放住宿。
5. 學校宿舍防疫規定：依教育部 109 年 4 月 22 日通函「大專校院住宿防疫指引」規定，
落實上述前提下，可進行新舊學期宿舍騰換作業，並針對受疫情影響無法返回學校搬清
宿舍物品之學生，請學校協助學生搬遷物品或整理寄放於管理區域。
6. 餐廳防疫規定：依疫情指揮中心公告辦理，校園內餐廳(含便利商店)用餐區開放內用，
用餐完畢後應立即佩戴口罩，並餐廳應落實實聯制、用餐區設置隔板、環境定期清潔消
毒、從業人員佩戴口罩、勤洗手、顧客量測體溫及手部消毒等措施。
(三) 教育部於 7/24 表示，因應降至二級，將開放高中以下暑期活動，要求未施打疫苗或疫苗接
種未滿 14 天者，第一次到校需要 3 天內快篩或 PCR 陰性證明，相關快篩費用應由政府公費
支出，不應轉嫁至基層老師身上。
(四) 成功大學於 7/24 表示，校方針對新進教職員工、舊生住宿舍涉有移動風險者，優先執行
PCR 檢測。110 學年度新生體檢將新冠病毒 PCR 列為體檢項目之一，新生入學前應繳交篩
檢陰性報告，才可入校或申請入宿，學生自費到成大醫院檢測只要 500 元，截至 7/21 已完
成暑假要提早入校進入實驗室的成大碩博班 900 位新生檢測。學生反應兩極，一部分學生認
為這類防疫措施能確保校學生健康安全；另一部分學生表示強制要求檢測是否符合指揮中心
篩檢原則。至於 PCR 費用，PCR 原費用為 5,000 元，成大校友會贊助每位學生 4500 元，學
生自費 500 元。教育部回覆：尊重大學個別決定，但不會推廣至其他大學，要求做快篩或
5

PCR 僅針對教職員，不會要求學生。指揮中心表示：目前不會要求學生做快篩或 PCR 才可
返校；至於是否規定已施打疫苗之學生才可返校上課，專家正在研議中。
參、 校園防疫政策
(一) 本校受影響師生：截至 7/26 本校受影響師生 235 位。(因保護個資與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相
關疫調不公開)。
(二) 疫情二級警戒Ａ棟管制站管制措施(環安室/事務組)
7/27-8/9 二級警戒期間Ａ棟管制站管制措施調整如下：
1. 校園單一管制出入口，教職員生可憑證入校。經詢問長庚大學 7/27 仍維持不開放本校
師生憑證入校，本校擬比照辦理。
2. 謝絕一般訪客(含家眷)，維持必須工務人員、營繕類維修、合約外包修繕、臨時性維修
人員、陳准防疫期間入校施工之工程人員、請購類交貨 (廠商自行交貨者)除外。
(1) 維持必須工務人員：以黃色出入臨時證進出識別，領證時需完成『洽公人士實名制健康
關懷單』，比照教職員不需『1922 簡訊實名制』。
(2) 營繕類維修、合約外包修繕：以藍色出入臨時證進出識別，領證時需完成『洽公人士實
名制健康關懷單』，入校時需完成『1922 簡訊實名制』。
(3) 臨時性維修人員：入校時需由維修需求部門人員至管制站確認，並完成『入校前防疫調
查表』及『1922 簡訊實名制』。
(4) 陳准防疫期間入校施工之工程人員：入校時需出示核准之簽呈，並完成『入校前防疫調
查表』及『1922 簡訊實名制』。
(5) 請購類交貨 (廠商自行交貨者)：入校時需出示交貨通知，並完成『洽公人士實名制健
康關懷單』及『1922 簡訊實名制』。
3. 其他單位若有必要的洽公事項，請以簽呈辦理申請(需會簽防疫小組，呈校長核准)。入
校時需完成『洽公人士實名制健康關懷單』+『1922 簡訊實名制』。
4. 校友及其他校外人士（限內急、校友申請文件等）：入校時需完成『洽公人士實名制健
康關懷單』、『1922 簡訊實名制』及『抵押證件』，限制活動範圍及時間 15 分鐘。如
需至其他單位辦理相關業務，請承辦人員至管制站協助辦理。
5. 7/27-8/9 期間以開放畢業生與住校生辦理宿舍退宿與返宿搬運物品為優先，為避免校園
湧入大量人潮，此期間維持限制訪客，不開放實體活動/課程或計劃型活動。
(三) 學生留宿及退宿規劃(住輔組)：
因應 7/27 日起調降為二級警戒，針對 110(1)不住宿者、畢業生、需返舍拿取物品者，採分艙
分流進行退宿，以減少接觸及避免群聚情形；返校者刷卡進入宿舍，遵守防疫規定，做好個
人防疫措施。家長於 A 棟管制站外或庚勤樓宿舍外面等候，不可進入校園或宿舍區。
(四) 暑假校內工讀生留宿防疫計畫(住宿組/衛保組)
1. 暑期維持不開放住宿申請。
2. 為因應新學年度，僅開放協助新生活動與開學準備之行政教學單位工讀生與志工申請暑

3.
4.

假留宿，工讀生工作以無法取代實體的工作為申請原則，若為文書性作業，請工讀生線
上作業，不列入住宿申請條件。
僅行政教學單位統一造冊後提出申請，不接受個人或計畫型活動申請。
自 8 月 22 日起可開放入住。暑假留宿申請作業將於 8 月 9 日公布於「防疫專區最新消
息」， 開放申請時間為 8 月 9-13 日，請見附件「暑假留宿申請表-限行政教學單位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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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入住學生需完成附件「暑假留宿申請健康聲明切結書」 (8/16-8/18 開放線上填寫，
需於 8/18 中午前完成，未完成者無法入住)

6.

申請入住學生需完成附件「寒暑期學生留宿家長同意書」、「留宿生配合防疫切結
書」，8/22 入住當天交回給住輔組各宿舍生輔員。

(五) 因應解封，餐廳營運方式(保管組)
本校餐廳於 8/2 起暫停營業，實施環境消毒等作業，萊爾富營業至 8/13。8/2 開始保管組會
提供值班同仁代訂長庚大學便當服務。將協調大學餐廳是否開放本校同仁入內用餐。
(六) 因應解封，醫院實習調整，共 473 位
1. 護理系實習組：8/2 可返回臨床實習，僅二技進修部護理實習 I，估計 126 人。日間四技
護理 308 位學生因疫苗施打時間未達 2 週，預計最快 8/16 可返回臨床實習。實習組規劃
學生打完疫苗後滿 14 天方可進入醫院實習。此外，目前基隆長庚、桃總、敏盛、八里與
桃療要求學生實習前 3 天需取得 PCR 陰性證明，方可進入醫院實習，費用學生自費。
2. 保營系：8/2 共有 39 位學生進入醫院實習，其中 12 位為住宿生，預計 7/31-8/1 返宿。
PCR 部分只有 1 位在台大有要求 PCR，其餘沒有。
(七) 因應疫情調整為二級警戒，校園防疫公告
防疫措施滾動式修正，請全校教職員生配合辦理公告如圖 3。

圖 3 因應二級警戒，校園防疫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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