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庚科技大學主管會議紀錄-防疫_第 38 次
會議日期：109 年 11 月 17 日 13:10-15:00
地點：校本部第二教學大樓 6 樓貴賓室
會議主席：校長
與會人員：如簽到表
工作報告
壹、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 月 17 日疫情通報
國內即時疫情 (11/2-11/16)
新增確診案例
累計確診
累計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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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7
本土案例
0

解除隔離

國際通報

536

0

境外移入：511 例
本土病例：55 例
敦睦艦隊：36 例
不明：1 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國外即時疫情
全球累計 54,301,156 例確診，其中 1,316,994 例死亡（分布於 190 個國家/地區）
統計至 11/17 上午 9：00
確診數前 5 個國家/地區
死亡數前 5 個國家/地區
美國
印度
巴西
俄羅斯
法國
美國
巴西
印度 墨西哥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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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移入
53

8,845,127

5,848,959

1,948,603

1,945,468

243,758

165,658

130,070

98,259

51,93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貳、林口本部 11 月 16 日列管 0 位。
參、 國外疫情新聞
1.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 月 11 日表示，韓國持續出現療養設施、職場、學校、教
會群聚感染事件，本土病例呈上升趨勢，且已連續兩週超過中低風險分級標準，因
此即日起，該國自中低感染風險國家移除。
2. 最新各國感染風險級別名單如下：
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計 14 處)：紐西蘭、澳門、帛琉、斐濟、汶萊、泰國、蒙
古、不丹、寮國、諾魯、東帝汶、模里西斯、越南、馬紹爾群島。
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計 4 處)：新加坡、香港、澳洲、柬埔寨。
(一) 美洲國家新聞報導
1.
2.

3.
4.

美國境內目前正經歷第 3 波疫情：
美國 11 月 8 日成為全球第一個確診病例突破 1000 萬例的國家，11 月 11 日單
日破 20 萬確診，創過去幾個月確診人數新高。各地病例都在攀升。住院數是
評量疫情進展的重要指標，因為住院數不受採檢數影響，德州是美國新冠肺炎
住院患者最多的一州。
美國德州 11 月 7 日成為全美第一個突破 100 萬人染疫的州，艾爾帕索市已將
會議中心改建成野戰醫院。
美國猶他州 11 月 8 日晚間宣布新緊急狀態，全州民眾將強制戴口罩，直到另
行通知；未來兩週，臨時社交聚會僅限家庭成員參加。暫停所有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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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國輝瑞藥廠和德國夥伴 BioNTech 11 月 9 日宣布，它們聯手研發的 2019 冠
狀病毒疾病疫苗第 3 期臨床試驗初步分析顯示，對新冠肺炎的預防效果超過

90%。美國衛生部長艾薩 11 月 10 日表示，若輝瑞大藥廠能如預期迅速將試驗
中的疫苗正面初步數據送交衛生監管機關，美國政府計劃從 12 月起開始替民
眾施打疫苗。
6. 美國紐約 11 月 11 日頒布防疫限制措施：美東時間 13 日晚間 10 時起，餐廳、
酒吧、健身房與其他有販酒執照的場所每晚 10 時至次日清晨 5 時不得營業；
每晚 10 時以後，餐廳可繼續提供外賣或外送服務，但不得販酒。民宅室內與
戶外聚會人數不得超過 10 人。
(二) 歐洲國家新聞報導
1. 匈牙利總理 11 月 9 日宣布從 11 日起實施部分封鎖，包括延長現有的夜間宵
禁、禁止集會、關閉餐廳和文化場地，以遏止確診和死亡病例激增。
2. 俄羅斯疫情惡化，為了減少疫情傳播，首都莫斯科市長 11 月 9 日表示將禁止

3.

全市的餐廳和夜店在晚上 11 時到早上 6 時為顧客提供服務，為期兩個月，從
11 月 13 日到明年 1 月 15 日。
英國於 11 月 11 日公布官方數據顯示新冠肺炎累計逾 5 萬人喪生，居歐洲之

冠。
4. 西班牙衛生部 11 月 12 日表示，來自 2019 冠狀病毒疾病高感染風險國家的旅
客新規定於 23 日生效，入境時必須提交 PCR 檢測結果，證明自己「抵達西班
牙前 72 小時 PCR 檢測結果呈陰性」。
(三) 亞洲國家新聞報導
1. 中國媒體 11 月 8 日報導，天津市新增本土確診 1 例，並將傳播源頭指向一批
自德國進口的冷凍豬腳，當地官方宣布「迅速進入戰時狀態」，配合相關部門
2.

3.

落實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和集中救治措施。
香港 11 月 14 日宣布收緊防疫措施，自 11 月 16 日起生效，為期 11 天，包括
飲食店同桌人數由原先 6 人改為 4 人；酒吧同桌人數只限 2 人；飲食店和酒吧
的最晚經營時間由凌晨 2 時縮短至午夜；市民只能在餐桌上飲食，當離開餐桌
時，不得飲食且要戴上口罩；飲食店和酒吧招待的顧客人數也有限制，不能超
過可招待人數的 50%；本地酒店房間最多只能容納 4 人，但同一家庭例外；另
行政會議決議，今後政府可強制某些個人或群體接受病毒檢測，違令者將會依
法懲罰。
日本 11 月 13 日表示和歌山縣政府針對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疾病出院患者進行
調查，發現近半數患者(46%)出院後疑似出現後遺症，例如嗅覺或味覺障礙、
呼吸困難等，曾發展成重症或感染肺炎的出院患者，跟輕症或無症狀出院患者

相比，出現呼吸困難或倦怠感的比率特別高。因此在患者出院後仍有必要持續
給予健康協助。
肆、國內防疫政策
(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 11 月 13 日表示全球已有多支新冠肺炎候選疫苗進入
臨床試驗三期，未來除了就國際狀況、疫苗安全及有效性提供高風險族群公費接
種，也可能開放自費接種。
(二)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 月 14 日表示，因應時序入冬且境外移入病例增加，自 11
月 1 日至 11 月 16 日境外移入達 47 例，11 月 13 日單日境外移入 8 例，中央流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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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中心將於 18 日公布「秋冬專案」，強化防疫措施。秋冬專案內容包含：邊境加強
管理，要求更多入境者提供陰性採檢證明、新生活運動的強化，擴大強制戴口罩場
域、強化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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