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庚科技大學防疫小組工作第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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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 日（二）
壹、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8 月 2 疫情通報
國內即時疫情(7/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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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即時疫情
全球累計 197,684,414 例確診，其中 4,226,548 死亡（分布於 194 個國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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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內疫情與防疫政策
一、目前最新疫情確診統計數據
(一) 8 月 2 日本土確診新增 12 例，7/27-8/2 當週死亡 3 例，本土疫情詳見圖 1

圖 1 8/2 本土確診新增圖
(二) 8 月 2 日累計確診（15,702 例）、累計死亡（789 例）、死亡率 5.04％。7/27-8/2 當週桃園確診
15 例、台北市確診 33 例、新北市確診 38 例。
二、疫苗相關統計數據
(一) 疫苗到貨數共 948.3 萬劑，截至 8/2，疫苗接種共 827 萬 213 人次（ AZ 接種 526 萬 9,165
人次、Moderna 接種 300 萬 1,048 人次），涵蓋率約 33.56%。施打疫苗後，疑似產生嚴重不
良反應者有 1,887 人（AZ1,462 人、Moderna 425 人），疑似接種後死亡 543 人，死亡率
0.0065％（AZ 464 人、Moderna7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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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7/29 說明，疫苗後死亡累計解剖 117 例，其中 81 例與慢性病相關，
6 例嗆噎窒息，2 例頸椎骨折，1 例呼吸道阻塞，6 例疑似肺炎，3 例泌尿道感染，1 例氣管
內有管灌倒流液體，1 例咽喉炎(2 個月大孩童)，1 例胃穿孔併腹膜炎，1 例上消化道出血，
1 例肋膜炎，1 例疑膽道化膿性感染，2 例腦室和腦幹出血，1 例吸入性肺炎及心肺衰竭，1
例腦實質舊出血併外傷性腦挫傷，1 例化膿性肺炎，1 例主狀脈剝離，1 例蜂窩性組織炎併
發敗血症，5 例待釐清。
(三)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7/27 重啟疫苗平臺意願登記，針對 1.18 歲(含)以上尚未意願登記
者、2.第一劑接種 Moderna 疫苗之第一到三類對象及孕婦，至 8/11 前已間隔滿 28 天者第二
劑 Moderna 疫苗意願、3.第一劑接種 AZ 疫苗且已間隔 10-12 週者，第二劑 AZ 疫苗意願登
記。
(四)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8/1，疫苗意願登記平台上有 1,188 萬 583 人完成意願登記，
僅登記 AZ 疫苗者 78 萬 9,638 人，佔 6.65%，僅登記 Moderna 疫苗有 4,05 萬 1,153 人，佔
34.1%；僅登記高端疫苗為 16 萬 2,002 人，佔 1.36%。
(五) 針對 AZ 疫苗接種後可能出現的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TTS），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7/29 表示，台灣目前接獲 13 起接種疫苗後出現血栓（TTS）的不良事件通報，總通報率為
每百萬劑有 4.2 件，比歐美各國通報率約每百萬劑 10 至 20 件低。
(六) 由於疫苗供貨延期，指揮中心 7/29 表示，可能影響第二劑疫苗接種，甚至延長接種第二劑
時間。但有感染科醫師分析目前疫情趨緩，加上身體對於免疫裡的記憶可以長達 1 年，因此
就算延長接種第 2 劑的疫苗，對疫情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三、Delta 病毒相關報導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日前報告指出，新冠肺炎 Delta 病毒的傳染力如水痘般，可 1 人傳 9
人，CDC 報告中建議，除了施打疫苗之外，民眾普遍需要戴口罩，以降低病毒傳播。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 8/1 表示，台灣堅守邊境防疫是重要關鍵，國內會繼續維持公衛措施，如戴口罩、
勤洗手及接種疫苗。
四、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雙北相關規定
(一) 國內 7/25 起出現 COVID-19 確診死亡個案加零，重症個案也大減。指揮中心最新統計截至
7/26，全國專責加護病房收治數為 169 人，較 6 月 7 日最高峰時期全國共收治 435 人，下降
約 60%，未來可望持續下降。
(二)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長 7/29 預估台灣疫情走勢，目前疫情維持低度流行，如果維持現行
的管制強度，未來確診案例可望緩降，推估未來一週新增確診案例落在 30 例至 50 例以下。
(三) 嘉義某職場群聚案(圖 2)：嘉義爆出職場群聚案，以案 15743 指標個案為起始，累計 12 人
確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8/3 表示，該起事件共針對 108 人進行 PCR 採檢，其中 96 人
陰性、12 人確診。陳時中表示，該場群聚整體發展樂觀狀況穩定，基因定序其中 2 人為英
國變異株（Alpha 變種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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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嘉義某職場群聚案關聯圖及採檢情形

(四)雙北市二級警戒開放說明
8/3 雙北餐廳開放內用，視疫情狀況，每週滾動式修正；新北 8/3 逐漸開放藝文及運動設
施。
項目

新北市

台北市

比較分析
餐廳開放內用

餐飲

8/3 餐廳開放內用，視疫情狀況，每週滾動式修正。
採梅花座、設置隔板，以個人套餐為主，和菜須由服務人員分菜，餐
廳不提供唱歌娛樂設備，離開座位時，全程配戴口罩，美食街部分，
服務人員需配戴口罩＋面罩，並定期消毒、設置洗手區等等，市場或
夜市部分，則是不提供攤販的餐台飲食、禁止試吃，也不能邊走邊
吃。
已於 7/27 逐步鬆綁場館及活動。

運動

8/3 運動中心、健身房，以及部分
運動場所開放（如果出現本土
Delta 變種病毒，或是確診數、群
聚現象、感染原因出現變化），
將會滾動調整警戒。

新北市 8/3 運
動相關及藝文
場館設施陸續
開放

圖書館 8/1 開放

藝文

藝文場館採階梯式、分階段開
放，7/27 增加開放藝文中心展覽
廳供參觀。圖書館 8/1 開放，持
續提供線上預約定點取書及各項
線上電子書閱讀服務。
無開放

國小生暑假學習活動 8/9 恢復辦
理，含課後照顧服務班、學藝
班、學習扶助及課外社團。

教育

台北 8/9 開放
國小暑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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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 日傍晚 5 時 30 分，各級學校學生確診數合計 696 名（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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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名、幼兒園 75 名。
(二) 教育部於 7/29 表示，針對各縣市謠傳疫苗數量太少，根本不足以幫學生及教師施打，憂
心防疫較不利或無法如期開學。教育部表示：指揮中心、行政院有明確保證會讓教職人
員優先施打，會如期開學。指揮中心表示：原定在開學前 14 天施打疫苗的計畫不變，目
前預約量和總量足夠，但在 8/4 之前會有銜接時間，會由後抵台到貨的 58 萬劑疫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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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打。
(三) 教育部於 7/29 表示，國內疫情警戒自 7/27 起降至二級，教育部將開放幼兒園、兒童課後
照顧中心、補習班、社會教育機構等。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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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表示，這僅是針對工作人員，如授課
教師、指導老師，學生無須繳交；快篩試劑或 PCR 檢驗費用需自付，目前暫未規畫相關
補助。
(四) 教育部於 7/30 表示，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托嬰中心、衛生福利機構防疫管
理指引，7/30 修正「幼兒園（教保服務機構）因應 COVID-19 防疫管理指引」，改為「幼
兒有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情形者不可入園」。亦即僅限幼兒本人有居隔、
居檢、自主健康管理情形，才禁入幼兒園。
參、 校園防疫政策
(一) 本土受影響師生：截至 8/2 本校受影響師生 235 位 (已解除 235 位，現列管 0 位)。
(二) 教育部防疫訪視 (秘書室、學務處)
1. 教育部於 7 月 27 日來電表示，為瞭解本校的防疫作為，擬於 8/5（四）前往本校進行學生宿
舍實地訪視，確認學生宿舍之防疫工作是否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列防疫規範，訪視
重點項目如下。
(1)校園防疫行政面及硬體整備狀況：
A. 防疫組織、作業流程、人員配置及教育訓練。
B. 防疫物資整備情形（如防疫物資購買、清潔消毒用品、宿舍隔離規劃等）。
校園環境防疫規劃（包括教室、實習教室、圖書館、體育館、學生餐廳、廁所及境外生
祈禱室等）。
(2)學生宿舍防疫準備：
A. 宿舍管理及消毒相關規劃：宿舍門禁與訪客管制、出入動線規劃、住宿人數安排、通風情
形、衛浴使用時段分流安排及消毒、洗衣機相關設備、窗簾清洗及公共空間等消毒。
B. 模擬個案確診相關處置：含學生疏散、宿舍清空與消毒及設置隔離宿舍等。
2. 因應教育部防疫訪視，於 7/27 日召開訪視會前會，敲定工作分配與參訪路線規畫，當日訪視
委員及與會主管、各單位分工表請見附件、附件。
3. 7/31 學務長第一次盤點參訪路線；8/2 副校長檢視參訪路線；8/3 校長聽取簡報與參訪路線預
演。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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