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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召開本年會員大會時間及地點預告

◆ �110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10時在新北市新店區彭園新店館舉辦第 6屆
第 1次會員大會（理監事改選）及第 6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次會員大會
之理事、監事選舉，係採電腦計票作業，系統無法受理現場自我推薦提名；請有

意願參與理事或監事選舉之先進，於 10月 12日前致電協會登錄。（周一至周五
上午 9：30-12：00值日人員，電話 02-29129010）。（屆時疫情若未解封，則依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辦理）

◆  110年 10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12時在新北市新店區彭園新店館舉辦 110年大
台北地區慶生會（上下半年同時慶生）。

◆�本會秘書胡惠蘭小姐因生涯另有規劃請辭，所遺秘書一職由姜珊珊小姐接任並自

11月 1日起生效。

本期（110年 01月至 09月）會員會務樂捐芳名錄（依捐款時序排列）
姓　名 樂捐數 姓　名 樂捐數 姓　名 樂捐數 姓　名 樂捐數
謝時勉 5,000 林義杜 5,000 張治平 10,000 沈亨冬 200
王光宇 5,000 孫臺生 5,000 展抱之友 35,376 朱春治 1,000
展抱之友 300,000 溫明正 1,000 張愧生 10,000 汪天法 1,000

特 載

期待疫情緩解重啟會務活動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會原訂於今（110）年 5月 25日召開第 5屆第 9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110年第 1次聯絡人會報、110年上半年大台北地區會員慶生會，
8月 24日召開第 6屆第 1次會員大會（理監事改選）及第 6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本年度的旅遊活動等，都因此暫停辦理。各地區聯絡組的聯誼活動自 1月迄今，
僅第 18聯絡組（南投）、第 20聯絡組（高雄）於疫情稍緩之空檔，適時舉辦聯誼
餐會，其餘亦皆暫停辦理。

隨著疫情逐漸趨緩，各項管制措施也逐步調整放寬，本會原訂召開的重要會議

與活動如：第 6屆第 1次會員大會、理監事改選、理監事聯席會議、慶生會等亦將
陸續恢復辦理（詳情請參閱會務訊息內容）。此外，各聯絡組可視政府公告允許狀

況下，不待協會通知，主動適時舉辦聯誼活動，協會將派員共襄盛舉！期盼各位先

進屆時能踴躍參與，大家共聚一堂，一解防疫警戒的鬱悶，重溫展抱「濃濃的人情

味淡淡的桂花香」。（文 /編輯組）

會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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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聯絡組黃堅吾先進
——健康快樂促進歌——

人類進化至今天，科技文明前罕見。醫藥設施甚普通，營養食材任你選。

古來七十比較少，一般壽命多不長。現在八五已普遍，九十以上不稀奇。

落後地區難相比，前人努力應珍惜。自己身體自己護，坐等享受要改變。

每日自我找事做，對人對己都有益。多吃蔬菜少食肉，飲食質量應重視。

早睡早起勤運動，穿著清潔應衛生。書報電視天天看，大是大非應堅持。

莫為邪說變心志，愛國情操老彌堅。多用腦筋多思考，心胸開朗體自健。

少提當年英勇事，話說多了惹人厭。叱吒風雲時已過，不必留念想當年。

兒孫瑣事不要管，裝聾作啞學半呆。老伴老友不可少，老本更可防病變。

施恩不必求報答，受恩常存感恩心。人際關係很重要，親戚朋友常往來。

社區公益多參與，自動自發受人敬。看破時勢人間事，冷暖炎涼心自知。

倚老賣老不可有，自大自卑亦不必。不妒高官與巨富，各人因緣不一樣。

生平不做虧心事，健康快樂自無邊。人生步入到老年，身體健康為優先。

今生有緣常相聚，但願來世再相見。老是家中的寶貝，也是人生的福氣。

老是經驗的累積，智慧結晶一大堆。現代社會很紊亂，由於心理不健康。

招搖撞騙天天有，走私販毒日日聞。臺灣現在出了名，稱之寶島成笑話。

建議政府要留意，必須從嚴來導正。革除這些壞毛病，治標治本雙管下。

清除根治不馬虎，這個國家才會強。心理健康最重要，呼籲大家一齊來。

我年現在已九九，只能動筆寫出來。建議政府要帶頭，也借展抱長青會。

一齊高聲唱出來，我寫到此心願了。高官千萬要爭氣，也請報紙電視台！

國家富強人人福，自己國家自己救。

黃思文 500 張濟平 20,000 梁平 5,000 胡巧雲 2,000
周有義 5,000 林義杜 5,000 展抱之友 100,000 曾文能 2,000
王榮周 30,000 崔昇祥 5,000 林義杜 10,000 潘鴻謀 5,000
合計人次 24人                捐款總計：568,076元                     製表：盧兆英 110.09.14

會員來函

關懷慰問

◎第 21聯絡組丁灌之先進
創會會員第 1屆監事丁灌之先進因罹患食道癌，無法吞嚥，於今年 6月間本會

林顧問電話慰問時由其公子厚維告知丁先進與罹患腸癌的夫人已一起進住林口長庚



展抱長青會訊．第 59 期

4

醫院，目前 2人均陷昏迷狀態，其公子多半時間在醫院照料，故家中電話無人接聽，
又由於疫情，醫院不允外人探病，林顧問聞言乃即時代表協會加以安慰，並請其公

子如若其雙親病情有變化及須協會協助時可電告林顧問轉請協會相助，其公子答應

並表示感謝協會長輩們的關心。（文／編輯組）

◎第 8聯絡組何阿金先進
本組何先進平日熱心支持會務，主動擔任協會值班工作，近日因身體不適請假

兩週不克到會值班，經該組聯絡人高國銓電話關懷，了解何先進是因患有糖尿病，

8月初到耕莘醫院回診時，醫生建議順便檢查攝護腺指數，發覺指數偏高到 9，進
一步檢查確認是攝護腺癌初期，隨即安排進行治療。何先進現在每週一至週五都要

到耕莘醫院做電療，但是平日在家裡仍然可以保持正常作息，何先進對會裡的關懷

亦十分感謝！（文／編輯組）

◎第 3聯絡組兵世豪先進
本會創會會員第 3聯絡組首任聯絡人兵世豪先進，因兵先進夫人早於民國 90

年辭世，而由其獨理家事外，尚得照顧其在明道大學任教授的殘障么兒放假回家，

過度勞累致心臟負荷不了，又因疫情期間不敢往醫院取慢性心臟病藥致停藥近月，

後因感相當不適乃於 8月 3日前往慈濟醫院看診，醫生以心臟有衰竭現象，立即辦
理住院檢查，兵先進係基督徒家庭乃央其教會兄弟姊妹為其代禱，本會林顧問獲悉

亦為兵先進代禱並將此訊息轉告協會，由黃秘書長請該組現任聯絡人蘇清榮先進代

表協會聯絡慰問。兵先進經７天在醫院休養兼檢查治療後恢復正常，於 8月 10日
出院並專電林顧問感謝為其代禱更謝謝協會同仁的關懷與慰問。（文／編輯組）

追憶懷念

◎第 11聯絡組柴宜生先進
本組柴先進不幸於去（109）年 12月 10日往生，享年 75歲。
柴先進係調查班 9期結業，待人謙和，處事幹練，內外勤經驗豐富，歷任臺北

縣站主任、海員處副處長等要職，績效卓著，深獲各級長官同仁部屬之器重與信賴。

退休後受聘擔任河北京津同鄉會總幹事，從事兩岸鄉親學子之文化交流工作，服務

熱忱，貢獻良多。

去年 7月柴先進已發現胃部不適，惟仍隱忍戮力從公，幾經檢查不意竟為胰臟
癌。據柴先進家屬告知其後事一切從簡，僅家屬參加，所以並未通知協會及其好友。

本人聞訊後，謹代表協會向其家屬表達深切關懷及哀悼之意。

（文／聯絡人司徒元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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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聯絡組吳培元先進
本組吳先進去（109）年 12月 18日辭世，享嵩壽 90歲。
吳先進前服務軍旅，後轉調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政風處任參議，86年屆齡退休

後加入本會。107年因心肌梗塞住院治療後，即未再參與本會活動。遺孀吳夫人由
女兒陪伴同住，已代表張理事長致電慰問。（文／聯絡人賴穎平）

◎第 15聯絡組胡明道先進
胡先進調查班第 16期結業，篤信基督教，曾服務於基隆市站、聯絡室、臺北

市處和研委會等單位；公職生涯屆滿 25年後，因需照顧年邁的雙親，毅然決定退休。
渠個性灑脫，笑罵人生，惟事親至孝，一本初衷，未曾怠慢；2年前至醫院檢

查始發現已罹患直腸癌，渠夫人趙果慧和千金天恩即不辭辛勞，長期陪伴照料，寸

步不離，未曾稍歇，令人動容。胡先進於今（110）年 2月 22日下午不幸辭世安息，
享年 69歲。家屬於 3月 1日上午假臺北第二殯儀館舉辦簡單而隆重的告別式，本
會由秘書長黃廸熹代表協會赴靈堂追思致哀，除教友外，同學中視為手足的同窗亦

含悲前往送行。（文／編輯組）

◎第 9聯絡組周健雄先進
本組今（110）年 2月底遽聞周先進因病過世，享壽 86歲。
周先進係軍職轉任本局，調查班第五期結業，曾任第二處安全防護科長，69年

專任展抱山莊保防教官，70年介派鐵路局人事室（二）副主任，再陞任鐵路局人事
查核業務監督人。81年 8月法務部政風司成立，擔任視察、專門委員負責督導機關
安全防護業務至退休。周先進長期投入國家安全保防工作，教化、督導相關人員，

待人謙和、寬容大量、勇於任事，備受同仁好評。其子任職東森電視台，循父親遺

命，後事低調處理，但協會仍囑撰文以為追悼。（文／聯絡人裘力行）

◎第 21聯絡組余振中先進
本組余先進於 110年 3月 18日因病往生，享年 72歲，4月 1日於桃園市立殯

儀館舉行告別奠禮。協會除致送花籃 1對表示哀悼外，副理事長潘鴻謀及理事陳長
武，特別代表張理事長親臨現場致悼。另余先進同期同學、第 21聯絡組成員共 10
餘人、桃園市處楊秋香主任暨多位調查官等，亦前往致祭，場面哀戚肅穆、至深感

人！

余先進是調查班 17期結業，因成績優異分發至台北市處服務。早年擔任情報
編審業務期間，余先進憑藉靈敏清晰、條理分明之思路，精準的政情分析，確實對

國家貢獻良多，迄今仍留在許多前輩及先進們的記憶裡。

民國 105年余先進自台北市處退休，曾在某私人公司任職，因需兩岸往返而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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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桃園居住，並加入協會。然天有不測風雲，余先進於 109年 9月因身體不適前往
醫院檢查，竟發現罹患大腸癌末期，住院期間常用 Line與本人話家常，但因藥石罔
效而辭世。衷心感懷先進熱心參與本組活動，祝福他一路好走，榮登天國。

（文 /聯絡人江永華）

◎第 20聯絡組廖松安先進
本組廖先進於本（110）年 3月 31日因心肌梗塞往生，享年 63歲。
廖先進係調查班 22期結業，長期服務於屏東縣站，提前退休後加入協會編入

本組聯誼，本人代表協會電話慰問其家屬，對其突然離世，令人意外，深表悼念！

（文／聯絡人喬台生）

◎第 27聯絡組莊一鳴先進
本組莊先進於今（110）年 4月 5日上午起床後，整理梳洗，一如往常，夫人見

渠久未下樓用早餐，即上樓探視，然渠已安然辭世，一生功德圓滿，享嵩壽 95歲。
莊先進於 4月 15日上午假屏東市殯儀館舉行奠祭，協會張理事長致送「仁風

安仰」奠辭花籃一對，以示悼念追思；其間並由國民黨屏東縣黨部主委覆蓋黨旗，

莊夫人秀春、各界民代、軍方代表及地方仕紳皆赴祭場致哀，場面隆重殊勝。

（文／編輯組）

◎第 17聯絡組吳良淦先進
曾任多年督察工作的吳先進，不幸於今（110）年 3月 28日上午辭世，享嵩壽

98歲，全體孝眷均感不捨，先進福壽雙全，令後進景仰。
先進業於 4月 11日上午假台北市第二殯儀館設奠，隨後安奉新北市金寶山長

眠。（文／編輯組）

◎第 15聯絡組張愧生先進
本組前副局長張先進於本（110）年 6月 8日在睡夢中安祥辭世，享嵩壽 92歲。

家屬於 7月 6日上午家祭後安葬，因疫情關係未舉行公祭。
張先進平素熱心公益，尤其對協會工作鼎力支持，踴躍捐輸，不遺餘力，令人

感佩，協會全體對渠離世均深表哀悼！（文／編輯組）

◎第 19聯絡組陳和泰先進
本組陳先進於 110年 8月 2日在台大醫院斗六分院病逝，享壽 88歲。
本人與前聯絡人顧川先進於 8月 3日至雲林縣斗六市文殊企業明心花園生命園

區文殊廳捻香致意，會員李復田先進亦熱心協助家屬處理相關事宜。8月 15日舉行
告別式，協會張理事長致送花籃一對，常務理事柯尊仁、顧川先進、本人及李復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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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活動

先進亦參與公祭。

陳先進因便祕問題於 7月下旬至成大醫院斗六分院問診，醫師囑住院觀察，經
檢查判定腸道阻塞，須手術處裡，惟因阻塞嚴重，不易排除阻塞物，經家屬與院方

溝通後，轉台大斗六分院持續治療，惟發現細菌已轉入肺部，導致呼吸困難，乃以

葉克膜維持呼吸，最終家屬放棄急救。

陳先進係調查班二期結業，先後擔任調查員、秘書、副主任、站主任、駐區督

察等職，工作認真負責，個性開朗豪爽，與同仁相處融洽和睦，為展抱長青聯誼協

會創會會員，亦曾任本組首任聯絡人，克盡職責，令接任者輕鬆無負擔。陳先進家

庭和睦，子女皆已成家，事業有成，家屬感謝協會的關懷慰問。（文 /聯絡人謝國源）

◎第 6聯絡組陳受湛先進
陳先進於本（110）年 8月 26日因病往生，享年 66歲。
陳先進係查核班 17期結業，長期服務於本局資安處（原資訊室），待人謙和

有禮，具良好的專業技能。107年得知罹患大腸癌，遂申請退休以對抗病魔，經手
術後病情轉好，108年還全家前往美國探親旅行，109年因癌細胞有擴散現象，持
續接受治療，精神尚佳，8月 23日因癌症指數忽然急遽升高，前往北醫門診，表示
胸悶，希望住院治療，23日下午住院，24日因呼吸異常改住加護病房，26日上午
還表示想喝牛肉湯，下午病情急轉直下，雖經做 CPR搶救，惟已回天乏術。

本人得知先進往生後，隨即代表協會前往致意，家屬表示決定不發訃聞，以基

督教儀式在線上辦理追思會，本人除請夫人節哀外，並告知申辦遺產稅應有之流程，

且表示往後有需幫忙之處，隨時來電，協會將全力協助，陳先進家眷對本會的關懷

慰問深表感謝！（文／聯絡人蔡育德）

◎第 18聯絡組聯誼活動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組年度聚餐活動延後至今（110）年 4月 23日星期

五上午在南投縣草屯鎮的雙喜婚宴廣場餐廳舉行。還不到 11點，就已經有先進陸續
前來報到。

曾國光先進及夫人帶著自己的薩克斯風與全套音響設備，準備為大家獻上幾

曲，還有張柏青、陳員光、胡巧雲等先進及本人，特別帶著自己多年蒐集的兩岸三

地電話卡、兩岸書刊、古錢幣、鼻煙壺、中國鈞磁及色鉛筆習作等，現場展示供大

家欣賞參閱。吳宗漢先進也帶來彰化縣攝影協會影展攝影年鑑送給大家。大家一邊

話家常一邊聆聽到美好的薩克斯風現場演奏，熱鬧又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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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協會張理事長、崔副理事長、黃廸熹秘書長、廖本鴻副秘書長、秘書組郎

組長、財務組盧組長及活動組劉組長一行 7人專程由台北搭乘高鐵趕來參加。洪副
理事長廷祿年歲已 80，女兒不放心特別自己開車從彰化護送老爸前來參加。航業處
林中輝處長偕同 2位副處長、南投縣站陳宇源主任、尹、廖兩位副主任及黃秘書皆
全程參加，陳主任還隨同專車親往高鐵站接送協會長官。航業處及南投縣站並致贈

高粱與紅酒助興，特此表示感謝。本組會員中，2人因事請假外，連同眷屬及新加
入會員共 39人參加。眷屬有蔣佳薰先進夫人、曾國光先進夫人、曹歲金先進的外
勞看護陪同參加，席開 6桌。

11時 30分張理事長諸位長官到場，大夥鼓掌歡迎，張理事長和２位副理事長
很親切的和在場的先進們一一握手問候。都坐定後本人先介紹與會長官貴賓，接著

報告為推展會務經向協會請示後增聘曾國光先進為本組副聯絡人，並介紹新加入本

組的曾志弘先進、保美齡先進、林劍文先進。隨後在大家掌聲中恭請張理事長為大

家致詞勉勵，也邀請 2位副理事長為大家鼓勵。11時 50分本人宣佈餐會開始，曾
國光先進也將優美的音樂緩緩送入大家的耳中。會餐中大夥開始相互敬酒，氣氛熱

烈。餐會進行 30分鐘，彰化縣站于國慶主任和副主任也在開完業務會報後趕到現
場參加。

理事長帶領 2位副理事長、黃秘書長、廖副秘書長及郎、盧、劉３位組長逐桌
敬酒，在大夥合影留念後，聚餐於 13時 50分左右結束，張理事長、2位副理事長、
黃秘書長還特別站在出口處和各位先進一一握手告別，大家相約年底一同參加台北

會員大會一日旅遊，活動圓滿告一段落。

在此要特別感謝協會張理事長、崔副理事長、洪副理事長、黃秘書長、廖副秘

書長、郎組長、盧組長、劉組長一行遠道前來參加，更特別感謝航業處林處長、南

投縣站陳主任、彰化縣站于主任全程參加，給我們鼓勵加油，又致贈美酒助興，特

此表示感謝。非常感謝陪同先進來參加活動的各位先進夫人。感謝陳慶隆先進自己

行動不便還堅持每次餐會接送 97高齡的黃堅吾先進，胡巧雲先進接送年邁先進曹
歲金和外勞、史禮智先進每次專車接送年長先進前來參加聚餐的熱忱，謝謝每一位

前來參加的先進，因為你們的支持和珍惜，才讓年度聚餐活動更臻圓滿，也祝福在

家養病的先進們早日康復，期待年底台北會員大會時大夥能再聚首同歡！

（文／聯絡人梁平）

◎第 20聯絡組聯誼活動
本組於今（110）年 5月 14日中午，在高雄市海寶國際大飯店舉行今年度餐敘

聯誼，席開 5桌。協會由張理事長率同潘副理事長等 7人搭高鐵南下與會，高雄市
處由謝處長宜璋率朱秘書長、苓雅站薛主任出席，並提供紅酒及高粱酒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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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保健

認識乾眼症

乾眼症

淚水缺乏或眼表潤滑不足引發眼睛乾燥、刺辣、灼熱感。正常狀況 ,淚水可以
維持眼睛濕潤和眼表潤滑，一旦淚水的量不足，就無法保持眼睛濕潤，結果造成眼

睛刺辣感、灼熱感、乾燥，及眼睛紅等不適。若不治療可能會引發眼睛感染，角膜

結疤的後果。

何謂淚液 ?

淚液的作用在於覆蓋眼表，其結構可以細分成三層，由接觸空氣面向角膜表面，

由外而內，最外層油層，中間那層水層，最內層黏液層。油層的作用在減少淚水的

蒸發，水層的作用在沖刷清除眼表異物或刺激物，黏液層的作用在幫助淚液附著眼

表。

淚液的製造

擔任製造淚液的腺體有兩種，一種是淚腺，另一種是瞼板腺 ;淚腺位於眼睛的
上方，所製造的淚液組成為水，作用在於濕潤眼表或成為人體受傷情緒反應時笑的

淚水 ;瞼板腺，位於眼表裡，製造出來的淚水，專責眼表的常態濕潤和潤滑。眼皮
眨動，使淚液均勻分佈眼表，維持眼表清澈，平滑。淚液裡含有分解，具抗菌作用，

防止眼睛感染。淚液分泌出來後，行經上下兩個淚孔，過淚囊，到鼻淚管，終入鼻

道內。

乾眼症的症狀

病人常覺得乾澀、癢、灼熱、刺辣、紅、黏黏的、怕光，有的人會覺得晨起眼

皮沉重黏滯感，有的人戴隱形眼鏡會不舒服戴不住。一般人有個錯誤的觀念，以為

乾眼症不太會流眼淚，事實上，剛好相反，為了因應乾眼症所帶來的眼睛刺激，反

到誘發淚腺分泌大量組成成份為水的哭泣型淚液，結果讓病人感覺時常無緣無故流

淚。有些病人的淚液組成成份不佳，缺乏油或黏液的組成，因此不能防止淚液蒸發

張理事長致辭稱，最近疫情嚴峻，各地區展抱餐敘都暫停或延期，惟高雄地區

還算安全，故如常舉行，感謝各位先進踴躍出席。隨後介紹新任黃廸熹秘書長及陳

康生、廖本鴻兩位副秘書長，最後舉杯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美滿。

席間大家難得一年見一次面，互相敬酒，談笑風生。張理事長、潘副理事長及

黃秘書長並到每桌敬酒，氣氛融洽。餐廳並備有卡拉 Ok助興，多位先進上台高歌
ㄧ曲，歡樂非常。餐後大夥互道珍重再見，結束這一年一次的盛會。

（文／聯絡人喬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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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附著良好，雖然淚水量夠，卻達不到足夠潤滑眼部的效果。

乾眼症的成因

年齡大，隱形眼鏡的配戴，女性（尤其是孕婦及更年期前後），關節炎的罹患

者，服用某些葯物或維他命A缺乏，烈日陽光的照射風吹，空氣污染，乾熱的空氣，
久處冷氣間裡，煙霧，以及眼皮的解剖位置異常，都是乾眼的成因。

乾眼症的診斷

運用簡單的眼部學理檢查，或施行淚液試驗即以配備能被淚液著色的濾紙紙片

置放下眼皮內，測定淚液的分泌製造量是否不足。有的病例，可以藉由四分之一個

米粒大小的淚孔植入物，先行點麻藥，在無痛操作之下，將植入物置入淚液流通的

通道內，僅讓少部分淚液流入鼻道，大部分淚液保留在眼皮構築眼表淚液膜，如此

讓淚孔獲得短暫封閉（註：淚孔的植入物幾天後會自行被人體吸收）方便病人和醫

師確定患者是否有乾眼症，以及淚孔植入物對患者乾眼症有無療效。

乾眼症的治療

包括：※眼部給予人工淚液藥水或藥膏，有些病人可能需用不含防腐劑的藥水，因

為防腐劑對有些人會過敏或進一步破壞淚液層。

※避免使用空調讓室內空氣保溼，除煙。

※避免強風吹眼，配戴保護眼鏡（有如蛙鏡），必要時也可配戴特殊軟式隱

形眼鏡，充當角膜破皮時的繃帶使用。

※某些病例，可以在門診用局部麻醉，使病人無痛情況下，接受雷射或外科

手術，讓淚孔永久的閉鎖，使淚水流入鼻道速度緩慢些，也可以於淚孔塞

入不會被人體溶解的栓子，長久留置，目的相同如前。

※罹患乾眼症，最好要接受完整眼睛檢查，因比較可能有角膜潰瘍、感染、

結膜炎之虞。

（文／摘自天主教耕莘醫院網頁）

法令宣導

指揮中心自 9月 7日至 9月 20日維持疫情警戒標準為第二級，
請民眾持續配合防疫措施，共同維護國內社區安全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6）日表示，考量國內疫情雖趨緩但仍有零星不明
感染源之本土病例，經與相關單位溝通討論及評估後，宣布自今（2021）年 9月 7
日至 9月 20日維持疫情警戒標準為第二級，並將維持或調整相關管制規定如下：
一、 通案性原則（下述交通運輸及旅行業相關管制作為調整，依交通部公告日期開
始實施）：

1.除飲食外，外出全程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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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聯制、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3.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人流控管或總量管制：室內空間至少 1.5米 /人（2.25
平方米 /人），室外空間至少 1米 /人（1平方米 /人）。

4.集會活動人數上限：放寬為室內 80人、室外 300人，若超額則向地方主管
機關提報防疫計畫。

5.餐飲管理：依照衛福部規定處理。
6.婚宴、公祭：
（1）公祭遵守內政部相關防疫規定處理。
（2） 婚宴遵守每一隔間室內 80人、室外 300人上限，並遵守餐飲指引不得逐

桌敬酒。

7.游泳池及運動場館：有條件開放淋浴設施、冷熱水池、SPA區、兒童戲水池
等附屬設施。

8.臺鐵：對號列車開放全車座位發售，不售站票。
9.高鐵：開放全車座位數發售，維持全車對號座。
10.國家風景區及觀光遊樂業：容留量上限提升至 8成。
11.遊覽車乘車人數以核定座位數 8成為上限，必須全程佩戴口罩，禁止車內
飲食。

二、仍須關閉之場所：

1.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酒家、酒吧、酒店（廊）、錄影節目帶播映
場所（MTV）、視聽歌唱場所（KTV）、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

2.遊藝場所、電子遊戲場、資訊休閒場所、休閒麻將館及其他類似場所。
指揮中心說明，目前國內疫情穩定控制中，為兼顧防疫與民眾的生活品質，未來將

持續觀察疫情態勢，循序漸進，適度放寬管制措施；面對病毒變異株的威脅，將持

續強化邊境監測及防疫作為，籲請民眾應落實手部衛生、咳嗽禮節及佩戴口罩等個

人防護措施，減少不必要移動、活動或集會，避免出入人多擁擠的場所，或高感染

傳播風險場域，並主動積極配合各項防疫措施，共同嚴守社區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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