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案號 國籍 地區 性別 年齡
是否為突破性

感染
COVID-19疫苗接種 發病日 症狀 採檢日 確診日 採檢途徑 備註

1 案23130 本國籍 北部 男 50多歲 是 2劑莫德納 X 無症狀 3/28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基隆某場所)，為案22595、案

23015相關接觸者。

2 案23172 本國籍 北部 男 30多歲 否 1劑BNT X 無症狀 3/28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基隆某場所)，為案22595、案

23089相關接觸者。

3 案23173 本國籍 北部 男 60多歲 是 2劑AZ、1劑莫德納 X 無症狀 3/28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基隆某場所)，為案22595、案

23089相關接觸者。

4 案23174 本國籍 北部 女 50多歲 是 2劑AZ、1劑莫德納 3/28 喉嚨痛 3/29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基隆某場所)，為案22595、案

23089相關接觸者。

5 案23280 本國籍 北部 男 未滿10歲 否 無 調查中 調查中 3/29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基隆某場所)，為案22595、案

23089相關接觸者。

6 案23279 本國籍 北部 女 30多歲 是 3劑BNT 調查中 調查中 3/29 3/30 調查中
感染源調查中(基隆某場所)，為案22595相關

接觸者。

7 案23281 本國籍 北部 女 30多歲 是 2劑BNT、1劑莫德納 3/29 咳嗽、 全身倦怠 3/29 3/30 調查中
感染源調查中(基隆某場所)，為案22595相關

接觸者。

8 案23283 本國籍 北部 男 50多歲 調查中 調查中 調查中 調查中 3/30 3/30 調查中
感染源調查中(基隆某場所)，為案22595相關

接觸者。

9 案23285 本國籍 北部 男 60多歲 是 2劑AZ、1劑BNT X 無症狀 3/29 3/30 自行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基隆某場所)，為案22595相關

接觸者。

10 案23286 本國籍 北部 女 50多歲 是 2劑AZ、1劑BNT 調查中 調查中 3/28 3/30 社區採檢站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基隆某場所)，為案22595相關

接觸者。

11 案23290 本國籍 北部 男 60多歲 是 2劑AZ、1劑高端 3/27 喉嚨癢、乾咳 3/28 3/30 社區採檢站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基隆某場所)，為案22595、案

23031相關接觸者。

12 案23131 本國籍 北部 男 40多歲 是 2劑高端、1劑BNT 3/28 咳嗽、喉嚨痛、發燒 3/28 3/30 因症就醫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樹林某科技公司)，為案

22556、案22564相關接觸者。

13 案23171 本國籍 北部 男 20多歲 調查中 調查中 調查中 調查中 3/29 3/30 調查中
感染源調查中(樹林某科技公司)，為案

22556、案22691相關接觸者。

14 案23177 本國籍 北部 男 20多歲 是 2劑BNT 3/29 頭暈 3/29 3/30 隔離期間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樹林某科技公司)，為案

22556、案22692相關接觸者。

15 案23181 本國籍 北部 男 未滿5歲 否 無 3/29
咳嗽、 流鼻水、 發燒、 全

身倦怠
3/29 3/30 隔離期間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樹林某科技公司)，為案

22556、案22698相關接觸者。

16 案23182 本國籍 北部 男 20多歲 是 1劑AZ、2劑莫德納 3/28 流鼻水、喉嚨痛 3/28 3/30 因症就醫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樹林某科技公司)，為案

22556、案22564相關接觸者。

17 案23185 本國籍 北部 女 40多歲 是 3劑BNT 3/29 喉嚨痛 3/29 3/30 隔離期間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樹林某科技公司)，為案

22556、案22699相關接觸者。

18 案23175 本國籍 北部 女 10多歲 是 2劑BNT 3/29 咳嗽 3/29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為案22598、案22946相關接

觸者。

19 案23176 本國籍 北部 男 40多歲 是 2劑BNT、1劑莫德納 3/28 喉嚨痛 3/29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為新竹縣/桃園市某職場相關

接觸者。

20 案23186 本國籍 北部 男 20多歲 是 2劑莫德納 3/29
喉嚨痛、 肌肉痠痛、 發燒、

全身倦怠
3/29 3/30 因症就醫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為新竹縣/桃園市某職場相關

接觸者。

21 案23187 本國籍 北部 男 30多歲 是 2劑高端、1劑BNT 3/29 咳嗽、喉嚨痛、喉嚨癢 3/29 3/30 隔離期間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為新竹縣/桃園市某職場相關

接觸者。

22 案23188 本國籍 北部 男 未滿10歲 否 無 3/29 發燒 3/29 3/30 因症就醫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為新竹縣/桃園市某職場相關

接觸者。

23-29

案23260-案

23263、案

23270-23272

共7人

本國籍：6人

泰國籍：1人
北部

男：5人

女：2人

未滿10歲-

40多歲
調查中 調查中 調查中 調查中 調查中 3/30 調查中

感染源調查中，為新竹縣/桃園市某職場相關

接觸者。

30 案23179 本國籍 南部 男 40多歲 否 無 3/28
頭痛、肌肉痠痛、胸悶、全

身乏力
3/29 3/30 隔離期間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高雄某化工廠)，案22394、案

22641相關接觸者。

31 案23180 本國籍 北部 男 60多歲 是 2劑AZ、1劑莫德納 3/29 咳嗽、 流鼻水、鼻塞 3/29 3/30 因症就醫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新北某社區)，為案22598、案

23074相關接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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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案23183 本國籍 北部 女 40多歲 是 2劑AZ、1劑BNT X 無症狀 3/29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新北某社區)，為案22598、案

23072相關接觸者。

33 案23184 本國籍 北部 男 70多歲 是 2劑AZ、1劑莫德納 3/27 咳嗽、喉嚨癢 3/29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新北某社區)，為案22598、案

23074相關接觸者。

34 案23269 本國籍 北部 女 30多歲 是 2劑AZ、1劑莫德納 3/26 喉嚨痛、發燒 3/29 3/30 因症就醫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新北某社區)，為案22598、案

22639相關接觸者。

35 案23273 本國籍 北部 男 未滿10歲 否 無 X 無症狀 3/29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新北某社區)，為案22598、案

23074相關接觸者。

36 案23274 本國籍 北部 女 40多歲 是 ２劑AZ、1劑莫德納 3/29 發燒 3/29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新北某社區)，為案22598、案

23074相關接觸者。

37 案23178 本國籍 北部 女 40多歲 調查中 調查中 X 無症狀 3/28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為案22701、案22952、案

23084相關接觸者。

38 案23265 本國籍 東部 男 80多歲 是 2劑AZ、1劑BNT X 無症狀 3/29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台東)，為案22849、案23083

相關接觸者。

39 案23264 本國籍 東部 女 40多歲 是 3劑BNT 3/11 發燒、上呼吸道感染 3/29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台東)，為案22849、案23125

相關接觸者。

40 案23128 本國籍 北部 女 20多歲 是 2劑AZ、1劑莫德納 3/26 頭痛 3/28 3/30 因症就醫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

41 案23129 本國籍 北部 男 10多歲 否 無 3/27 發燒、咳嗽、 肌肉痠痛 3/28 3/30 因症就醫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

42 案23170 本國籍 北部 女 20多歲 是 2劑BNT 3/29 喉嚨癢 3/29 3/30 因症就醫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

43 案23258 本國籍 北部 女 20多歲 是 2劑AZ 3/29 喉嚨乾、流鼻水、咳嗽 3/29 3/30 因症就醫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

44 案23275 本國籍 北部 女 20多歲 是 2劑BNT、1劑莫德納 3/27 咳嗽 3/29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為案23258相關接觸者。。

45 案23267 本國籍 北部 女 10多歲 是 2劑BNT X 無症狀 3/29 3/30 接觸者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為案23065相關接觸者。

46 案23259 本國籍 北部 男 20多歲 是 2劑AZ、1劑BNT 3/26 咳嗽、有痰 3/29 3/30 因工作需求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

47 案23266 本國籍 北部 男 30多歲 是 2劑AZ 3/28 咳嗽、 發燒、 全身倦怠 3/29 3/30 因症就醫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案23266、案23268、案

23277具同場域接觸。

48 案23268 本國籍 北部 男 30多歲 是 2劑AZ、1劑BNT 3/29 咳嗽、 流鼻水 3/29 3/30 因症就醫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案23266、案23268、案

23277具同場域接觸。

49 案23277 本國籍 北部 男 20多歲 是 2劑AZ、1劑莫德納 3/29 喉嚨痛、全身疲倦 3/29 3/30 因症就醫採檢
感染源調查中、案23266、案23268、案

23277具同場域接觸。

50-56

案23276、案

23278、案

23282、案

23284、案

23287-23289

共7人

本國籍 北部
男：5人

女：2人
20-60多歲 調查中 調查中 調查中 調查中 調查中 3/30 調查中 新通報疫調中個案。

*本表內容係依當日11:00傳染病通報系統資料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