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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鑑於 COVID-19(武漢肺炎)之疫情擴大，且世界各地接連出現確診個案，國內已

有明顯家庭或社區傳播風險。本校為加強防範措施，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

特訂定「國立中正大學 COVID-19(武漢肺炎)全校性防疫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

計畫)。 

貳、依據 
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09 年 1 月 29 日制定大眾運輸、109 年 1 月 30 日修訂之

學校因應疫情開學前後之防護建議及健康管理措施，以及 109 年 3 月 4 日修訂

之公眾集會辦理。(附錄一至三) 
二、 依據 109 年 2 月 5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15755 號函、109 年 2 月 12 日臺教高

通字第 1090020395 號函、109 年 2 月 14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2497 號函辦

理。  
三、 109 年 2 月 6 日教育部通報有關「大專校院配合具中港澳旅遊史入境須 14 日

『居家檢疫』學生之辦理原則」辦理(附錄四)。 
四、 109 年 2 月 8 日教育部通報「大專校院學生居家檢疫注意事項及回報事宜」辦

理。(附錄五)。 
五、 109年 2月 10日教育部通報「港澳學生管理及防疫措施」辦理(附錄六)。 
六、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最新公告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附錄七)。 
七、 居家檢疫學生交接及關懷作業注意事項(附錄八)。 
八、 學校衛生法（教育部主管法規）。  
九、 傳染病防治法（衛生福利部主管法規）。 

參、目標 
一、有效推行防護措施，做好個人健康管理：落實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生病在家休息，有疑問逕打 1922 防疫專線諮詢。 
二、全校動員：各單位透過協調合作，發揮總體防疫戰力，有效動員人力、物力、

財力，並透過科技能力，增加執行效率。 
三、落實國家政策：全校教職員工生有效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與防治政策，

避免校園發生疫情或疫情蔓延擴大。 
四、安心就學：致力彈性修業措施，不分國籍使學生安心就學。 

肆、任務編組與工作規劃  
結合學校教學及行政單位資源與人力，協力防制 COVID-19(武漢肺炎)於校園中

傳播、擴散；並依疫情狀況，區分為四個等級，藉以明確規範各單位對疫情之

通報及緊急處理原則，依預擬之作業規定或程序，採取適切之應變措施，以維護

教職員工生健康，確保校務工作之順利推動及學生受教、應考之權益。 

一、組織架構 

依本校「校安事件通報及處理辦法」，立即編成「因應校園 COVID-19(武漢肺

炎)疫情處理小組」(以下簡稱防疫小組)，防疫小組編組及職掌表請參酌附件 1。
防疫小組架構圖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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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防疫小組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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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全校防疫窗口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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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務編組與工作項目 

(一)總指揮：由校長擔任，指揮所有與校園 COVID-19(武漢肺炎)緊急應變有關工作。 

(二)召集人 

1. 召集人蔡榮婷副校長，總幹事鄭瑞隆學務長、副總幹事楊宇勛主任秘書。 

2. 工作項目：統籌各項防疫工作，協調整合各單位行動建議，完成本工作小組

之各項行動綱領，並得視需求更新之。(防疫小組職掌表，如附件 1) 

3. 協助安排集體自入境處運送中港澳生回校，進行集中健康管理，以利防疫管

制相關事宜安排。 

4. 發現本校同仁或同學有感染 COVID-19(武漢肺炎)之虞時，依據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訊息提升防疫強度等級。 

(三)新聞發布 

1. 負責單位：秘書室媒體公關中心。 

2. 工作項目： 

(1) 發佈有關校園 COVID-19(武漢肺炎)緊急應變防治有關的新聞稿。 

(2) 負責聯繫外界新聞媒體採訪。 

(四)學校疫情通報 

1. 負責單位：學生安全組。 

2. 工作項目：負責綜理學校案件通報，通知相關單位處理相關疑似 COVID-
19(武漢肺炎)案例。 

(五)防疫窗口 

1. 負責單位：衛生保健組。 

2. 工作項目： 

(1) 校園傳染病防治計畫之規劃、公告與推動。 

(2) 與相關衛生單位建立連繫及通報管道，以接收與學校有關疫情訊息。 

(3) 協助規劃及提供與健康有關的防疫衛生事項，提供防疫小組會議討論進行

應變處理。 

(4) 建置並讀取雲端相關發燒、症狀等防疫有關紀錄資料，進行分析統計須接

受何種健康管理的檢疫者人數與名單，以利疫情研判。每日掌握學校疫情，

向總指揮與召集人報告。 

(5) 護理人員工作職責 

A. 根據各單位回報紀錄，提供追蹤管理、關懷訪視及給予有關衛生指導等

相關事宜。 

B. 針對有發燒(額溫≧37.5˚C/耳溫≧38˚C)或咳嗽、呼吸道症狀等教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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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應立即與當地衛生單位聯繫，經評估有生命危險須協助轉送至醫院

就醫並向急診醫療人員報告健康狀況，或連絡相關人員陪同就醫。 

C. 提供相關處室諮詢電話，有關個案訊息或相關防疫作法，協助進行防疫。 

D. 衛教訓練學校協助人員相關防護知能與技巧。 

E. 規劃、調配預防 COVID-19(武漢肺炎)之物資。 

F. 視疫情發展狀況，協助相關行政單位於校門、活動中心、圖書館、行政

大樓、共同教室大樓、各學院及學生宿舍區，設置體溫檢測站，對每日

出入校園之教職員工生及洽公人員檢測體溫，喚起師生對防疫之重視。 

(六)境外學生資訊 

1. 負責單位：國際事務處。 

2. 工作項目： 

(1) 指揮所屬單位，進行有關境外生(含陸生、港澳生、僑生及外國學生)之統

計與資訊提供，另負責境外生連繫事宜，俾利於各單位的規劃與安排，例

如學生性別、就讀系所、年級名單與戶籍地等資料給校安中心、生活事務

組、衛保組與各系所。 

(2) 掌握境外生之航班資訊與健康狀況，以安排自入境處接送境外生回校事項。 

(3) 調查內容請依附錄三與附錄四規定，針對須接受相關健康管理類型的資料

收集。  

(4) 掌握境外生之航班資訊與健康狀況，以安排自入境處接送境外生回校事項。 

(5) 提供重要疫情相關資訊之英文版(或學生來源國當地官方語言版)供外籍生

參考。 

(七) 入學考試、註冊及課務事宜 

1. 負責單位：教務處。 

2. 工作項目： 

(1)依照防疫小組會議決議，辦理因應疫情招生考試防疫措施、延後開學而進

行相關課程、補課、行事曆及報部等事項。 

(2)指揮教務處相關單位，處理防疫有關個案之註冊、通報停課、復課、補課、

復學等事宜，並通知各系所，便於掌握與關懷。可恢復至教室上課之名單，

仍須戴口罩者，請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簡稱疾管署)最新公告具感染

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附錄七)規定要求健康管理對象類別辦理，提供相

關課務事宜。 

(3)利用簡訊、email 等通訊軟體預先發送防疫通知，提醒家長及學生注意事項。 

(4)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陸生、港澳生、外籍生等暫緩來臺，研擬

安心就學措施；針對無法如期返回中港澳就學之臺生，擬定就學銜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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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生寒假期間出國至大陸及港澳參加活動返國事宜 

1. 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 

2. 工作項目：協同教學單位與學生會、各系所通知學生上網登錄自主管理系

統，並提供相關名單予相關單位，以利後續健康管理措施。 

(九)防疫物資採購 

1. 負責單位：總務處。 

2. 工作項目： 

(1) 辦理防疫衛材之採購、撥配及管理事宜。  

(2) 協助其他採購相關疑義說明。  

(十)公共空間消毒 

1. 負責單位：環安中心。 

2. 工作項目： 

(1)負責校園公共區域的消毒。 

(2) 提供環境清潔與消毒作業原則及通風檢測 

(3)隔離區域之環境消毒。 

(4)隔離區域廢棄物之消毒及處理。 

(十一)高危險對象住宿 

1. 負責單位：總務處事務組、學務處生活事務組。 

2. 工作項目： 

(1)可供隔離空間之房舍資源盤點。第一階段以致遠樓、活動中心住宿單元

做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場域；若疫情擴大則徵用學生宿舍作為「隔離宿

舍」、「安居宿舍」。 

(2)隔離區域之清潔、消毒、警戒及安全維護工作。 

(3)隔離人員之膳食供應。 

(十二)教職員工資訊與管理 

1. 負責單位：人事室。 

2. 工作項目： 

(1)規劃因應疫情擴大，導致機關局部辦公場所或人員遭隔離，有關人力運

用及辦公場所應變措施。(包含協請各單位預先建立職務代理名冊及實施

分區辦公分組名冊。)  

(2) 為提高自主健康管理防疫警覺及避免防疫缺口，本校教職員工如有與確

診案例接觸者之第三類接觸人員(即確診案例接觸者之接觸者)，應採居

家辦公，請衛保組匡列渠等人員名單，並通知所屬單位主管及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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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教職員工至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第一、二、三級疫區出國請假紀

錄，以利衛生單位追蹤教職人員返國入境之健康情形，協助是類人員所

須接受自主健康管理、居家檢疫、居家隔離之請假事宜。 

(4)配合中央法令規定，即時更新及公告本校教職同仁配合防疫措施之請假

規定。 

(十三)疫情雲端資訊系統建置 

1. 負責單位：資訊處。 

2. 工作項目：與防疫窗口討論，建立防疫相關資訊網，協助防疫工作之資訊

整合。  

(十四)心理關懷 

1. 負責單位：輔導中心。 

2. 工作項目：提供相關之心理支持與輔導措施，避免造成恐慌。 

(十五)經費籌措 

1. 負責單位：主計室。 

2. 工作項目：籌措防疫需求相關經費。 

(十六)校內各系所單位疫情監測 

1. 由校內各行政單位與教學單位(學院系所)主管統籌，建立防疫緊急聯絡網

(防疫窗口)與代理人制度，協助校園疫情緊急應變之督導、協調與執行，依

據相關疫情規範進行辦理。  

2. 各單位應建立代理人名冊，以及單位同仁列為 COVID-19(武漢肺炎)確診或

極可能病例時之因應作為。 

3. 若隨疫情發展需要進行出入體溫監控時，配合衛保組規劃設置發燒篩檢與

症狀監測，隨時協助掌控單位內或學生之健康狀態。  

4. 若遇有發燒(額溫≧37.5˚C/耳溫≧38˚C)或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狀，即

刻依疾管署最新公告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之分類(附錄七 )，並通報

校安中心與衛保組，以利追蹤與校園疫情掌控，若有必要儘速送醫診治。 

5.  疑似病例或居家隔離之教職員工及學生重返學校上班或上課後，應留意其

上班或上課情形。身體或精神有異常狀況者，應儘速通知防疫小組之防疫

窗口處理，必要時應轉介輔導中心或醫療機構處理。 

(十七)團體集會防疫管理事宜 

1. 視集會活動種類，由承辦單位負責統籌規劃。  

2. 開學前後，相關團體欲進行公眾集會，審核單位或承辦單位，依「COVID-
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之內容評估辦理(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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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平時防疫措施 
一、開學前 

(一)透過各種管道預先發送防疫通知，提醒教職員生及學生加強 COVID-19(武漢

肺炎)防治衛生教育宣導。 

(二)請家長主動關心子女/學生身體健康，如出現發燒應通知本校以利監測學生健

康狀況，並應在家休息避免外出，如出現咳嗽或流鼻水等呼吸 道症狀應佩戴

口罩。 

(三)寒假期間如有課業輔導及辦理學生活動之進行，相關注意事項比照下列學生

在校期間之防護措施辦理。 

二、學生在校期間  

(一) 宣導學校教職員工生避免至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嚴重地區旅遊、出差。 

(二) 與疫區之學術交流活動，管制、取消或暫緩辦理；大型活動暫緩辦理。 

(三) 主動關心教職員工生健康，宣導若出現類流感如發燒、頭痛、喉嚨痛、咳嗽

等症狀，應戴上口罩就醫，鼓勵生病了就不上班上課。教職員工請假相關規

定、因應疫情人力應用及辦公場所應變措施計畫，如附件 2。 

(四) 各教學/行政單位備妥額溫槍、洗手液或肥皂及口罩防疫物資。參考附件 3
「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整備情形檢核表」進行檢核。  

(五) 強化衛生教育宣導：加強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保持個人衛生習

慣（如：打噴嚏、咳嗽需掩住口、鼻，擤鼻涕後要洗手）及妥善處理口鼻分

泌物等，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不流通的公共場所與避免接觸野生動

物與禽類等衛生教育宣導。 

(六) 建置「非 14 天健康監測者有發燒或其它症狀自主回報系統」，若篩檢或自

覺有發燒者可於此系統登錄回報學校，以協助、關懷，並配合教育部政策回

報。  

(七) 遇有發燒(額溫≧37.5˚C/耳溫≧38˚C)或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狀，勸導

發燒教職員工生返家休息，針對在臺無親屬可依附之境外生，安排一人一間

之隔離宿舍供其入住，並協助送醫診治。並依疾管署最新公告具感染風險民

眾追蹤管理機制之分類，並通報校安中心與衛保組，以利追蹤與校園疫情掌

控。 

(八) 為避免造成恐慌，提供相關之心理支持與輔導措施詳附件 4。 

(九) 常態性環境及清潔消毒：各教學/行政單位保持環境通風、定期消毒，針對

學生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關、或其他公共區域) 定期

進行清潔消毒。 

(十) 如辦理活動，依據「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綱要：公眾集會(附錄三)
之內容辦理。學生社團辦理活動依課外活動組風險評估表評估，活動計畫

應納入防疫工作應變措施；各教學行政單位辦理非常規性活動，參考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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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辦理公眾集會活動檢核表評估、檢核(詳附件 5)。 

陸、消毒與通風作業 
一、參考疾管署「消毒劑使用規範」與教育部「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工作綱要」由環安中心訂定環境清潔消毒與學校室內通風原則(詳附件 6)，並

協助輔導各單位進行通風檢測、消毒作業注意。 

二、開學前發起「環境清潔週」，呼籲教職員生重視個人衛生、環境衛生清潔、室

內通風等三重點，針對室內外設施清潔消毒。 

三、加強教職員生上下學用車之消毒清潔詳附件7。 
柒、疫情通報流程 

本校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等級劃分及通報處理規定詳附件 8，若發

現 COVID-19(武漢肺炎)個案或疑似符合通報條件個案，依照本校疫情通報處理

流程(附件 9)進行衛生單位通報與教育部校安通報，並依照通報狀況進行防疫與

疫調作業。本校疑似 COVID-19(武漢肺炎)徵候病患、確診 1 例、確診 2 例處理

流程詳附件 10-12。 

捌、學生就學權益 
一、 因應 COVID-19(武漢肺炎)依停課/補課/復課措施、入學考試、開學選課、註冊

繳費、修課方式、考試成績、學生請假、休退學及復學、畢業資格、資格權

利保留、校外實習、輔導協助機制等訂定各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協助學生

渡過困難。詳附件 13-16。 

二、 提供修讀課程協助無法返回陸、港、澳之臺生於 COVID-19(武漢肺炎)(武漢肺

炎)疫情期間返臺學習銜接，相關措施詳附件 17。 

三、 協助家庭經濟收入受疫情影響，或須配合防疫政策「居家隔離」、「居家檢

疫」之學生，視學生個案情形與需求研擬助學措施，提供必要之生活及經濟

協助。 

玖、健康管理措施 
一、進行防疫健康關懷調查及後續追蹤 

(一) 針對全校教職員工生(含臨時工、短期計畫人員及訪客)進行調查，以統計及

掌握本校具感染風險人員資料。有關學校短期計畫人員、臨時工及駐校廠

商，由研究發展處、總務處等單位盤點追蹤該人員全面填報防疫健康關懷

問卷。  

(二)資訊處協助建置學校防疫資訊網站，統一公告相關防疫訊息及政策。  

(三) 防疫期間，每日所有餐廳從業人員於進入學校餐廳工作前，均應進行體溫

量測與健康狀況評估，並由民服會負責監督查核(如附件 18)。  

二、具感染風險對象健康管理措施 

(一)健康管理對象依據疾管署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發布的「具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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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追蹤管理機制」(附錄七)為主，個案追蹤作業流程詳附件19。 

(二) 若教職員工生有衛生單位匡列出確診病例之接觸者，需居家隔離14天，期

間禁止外出及上班上課。  

(三)教職員工生有自中港澳韓義伊朗入境(對象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

為主，變動亦然)，需居家檢疫14天，期間禁止外出及上班上課。  

(四) 若教職員工生有申請赴港澳獲准、或為通報個案但已檢驗陰性且符合解除

隔離條件者，需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避免外出，如需外出應全程配戴口罩。  

(五) 宣導上述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人員若出現發燒或上呼吸道

症狀等不適症狀者，主動撥打疾管署防疫專線1922，依指示儘速就醫，且

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  

(六)衛生保健組護理人員接獲通報上述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人

員後，進行追蹤及衛教；防疫管理過程，若遇檢疫者因隔離造成身心症狀，

轉介輔導中心協助諮商處理(詳附件 20)。 

三、學校內出現通報個案、疑似個案或確診個案 

(一)開學前準備工作  

1.盤點在校的境外生人數，並將校內宿舍預先規劃調整為「隔離宿舍」及

「安居宿舍」，於開學時先向原有住宿生說明，必要時須配合未來疫情

發展徵用宿舍(詳附件21)。  
2.由下列處室確實保留學生及教師完整活動記錄，提供將來疫情調查使用：  

(1) 教務處：教師授課及學生修課情形。  
(2) 學務處：學生及指導老師參與社團紀錄、校內各項競賽及活動之參

與名單。  
(3) 系所：學生及教師參與系上活動紀錄、實驗室及研究室等學生出入

情形。  
(4) 國際處：境外生參與課外活動或課後活動情形。  

(二)校內出現通報疑似個案或確診個案 

教務處、學務處、系所辦公室及國際處立即整理調閱個案學生及教師相關

活動紀錄，並事先詢問個案學生及教師活動細節(如加退選情況及課後活

動)，以利後續疫情調查進行。 

(三)校內出現確診個案  

1. 學校出現1例確診病例，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09年2月19日公布標

準，該師生所修（授）課程均停課；出現2例確診病例，依前開標準全

校停課。  
2.前開校內單位提供個案學生及教師活動紀錄資料，並全力配合衛政機關

進行疫情調查。  
3. 在衛政機關匡列居家隔離者前，要求師生進行自主健康管理；匡列居家

隔離者後，依下列方式安排校內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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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須進行居家隔離者：  
A. 本國學生、境外生(校外賃居、依附在臺親友)：自行返家。  
B. 境外生(未校外賃居、未依附在臺親友)：入住安居宿舍。  

(2) 須進行居家隔離者：  
A. 本國學生、境外生(依附在臺親友)：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頒

布之交通運送規格返家隔離。  
B. 境外生(校外賃居、未依附在臺親友)：入住隔離宿舍。  

(四)依規定進行校內環境消毒。  

四、國內疫情進入社區感染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進行出入口管控，則進

行全面體溫管控： 

(一)於主要出入口及人員出入密集地點設置發燒篩檢站，如校園大門、活動中

心、行政大樓、共同教室大樓、各學院、圖書館、宿舍等規劃單一出入口

並設置防疫站，安排人力進行體溫測量；如有體溫異常者即予登錄並通報

衛保組列入關懷協助或妥採管制措施，另經體溫檢測無異常者，檢測人員

逐人張貼當日已實施檢測體溫識別貼紙或標示，相關措施參閱附件22。  

(二)衛保組護理人員依系統登錄有發燒等狀況人員進行追蹤，必要時轉診至醫

療院所。 

(三)圖書館、大禮堂、體運館場等對外開放設施配合管制校外人士進館，參閱

附件23。 

五、居家檢疫境外住宿生安排、居家檢疫學生交接及關懷作業，依據109年2月6日
教育部通報有關「大專校院配合具中港澳旅遊史入境須14日『居家檢疫』學

生之辦理原則」(附錄四) 、109年2月15日教育部通報注意事項(附錄八)辦理。

先安排至致遠樓、活動中心住宿單元，若住滿則徵用宿舍，以1人1間為原則。

居家檢疫注意事項、居家檢疫工作手冊詳附件24-25。 
壹拾、經費： 

消毒器材、防疫用品之購置、校園消毒工作費用等，依程序簽報核銷。 

壹拾壹、本計畫視疫情狀況，簽奉校長核准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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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 大眾運輸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 大眾運輸 

編訂日期：2020/01/29  
壹、基本概念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監測資料顯示，目前國內之確

診病例以境外移入為主，除從事醫療照護工作或與確診病例曾有密切接觸者外，一般大

眾於社區感染之風險相對較低。由於車站、候車地點及大眾運輸工具等屬公眾使用且多

為密閉空間，長時間且近距離可能增加呼吸道傳染病之傳播風險，且目前適逢流感流行

季節，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防疫措施仍是：落實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及生病

在家休息。 

針對已由衛生單位或民政單位列為追蹤管理之高感染風險對象，均須依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防疫措施進行健康管理。另由於中國大陸疫情持續擴大，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將會適時依防疫需求公布相關之防疫措施。 

貳、 防護措施 
一、 個人防疫措施： 

(一) 維持手部清潔 

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原則上可以使用肥皂和清水或酒精性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

尤其咳嗽或打噴嚏後及如廁後，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尿液或糞便等體液時，

更應立即洗手。另應注意儘量不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二) 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1. 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時應戴外科口罩，當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將已污染之

口罩內摺丟進垃圾桶，並立即更換口罩。 

2. 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若無面紙或手帕時，可用衣袖代替。 

3. 如有呼吸道症狀，與他人交談時，請戴上外科口罩與保持良好衛生習慣，並儘可

能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 

4. 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時，要立即使用肥皂及清水搓手並澈底洗淨雙手。 
(三) 生病時在家休養 

1. 如出現類流感症狀(如發燒、頭痛、流鼻水、喉嚨痛、咳嗽、肌肉痠痛、倦怠/疲
倦、部分少數患者合併出現腹瀉)，在症狀開始後，除就醫外，應儘量在家中休息

至症狀緩解後24小時以上。患者應避免搭乘航機、船舶等交通運輸工具，以避免

將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2. 倘若您被衛生單位之公衛人員告知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病患的接觸者時，

須配合執行居家(個別)隔離規定，不外出，亦不得出境或出國，若於健康監測期

間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時，請立即(全程)戴上外科口罩，主動與縣市衛生局聯繫，

或請立即撥打1922防疫專線或由填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
隔離通知書」之單位安排就醫。就診時務必主動告知旅遊史、職業暴露、有關的

暴露，以及身邊是否有其他人有類似的症狀。 

二、 軟硬體防疫措施 

(一)強化及落實衛教溝通 

針對旅客，以及駕駛及服務人員等工作人員加強進行以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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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於車站、候車地點及運輸工具明顯處張貼海報，或以跑馬燈、廣播等方式宣

導「落實勤洗手」及「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等個人衛生行為，如出現呼吸道

症狀應配戴外科口罩，並儘速就醫。 

2. 有關疫情最新資訊、防疫建議，以及相關宣導素材如多媒體、海報、單張等，可

逕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武漢肺炎)專區瀏覽及下載運用。。 

(二) 維持環境衛生及配置防護用品 

1. 車站、候車地點及運輸工具應隨時維持整潔，執行清潔消毒工作的人員應穿戴個

人防護裝備(手套、口罩、隔離衣或防水圍裙、視需要使用護目鏡或面罩)，但要

注意清理工作應適當為之，避免因過度使用消毒藥劑而影響人體健康。建議針對

公眾經常接觸的物體表面進行消毒(可以用1：100(當天泡製，以1份漂白水加99

份的冷水)的稀釋漂白水/次氯酸鈉(500 ppm)，以拖把或抹布作用15分鐘以上再

以濕拖把或抹布擦拭清潔乾淨)，包括： 
(1) 車站、候車地點內：門把、扶手、洗手間、各式觸摸式設備。 

(2) 運輸工具內：擴音器和旋鈕、扶手、按鈕、空調出口、座椅調整鈕、椅套、安

全帶扣環、杯架、洗手間等。 

2. 車站及候車地點可配置外科口罩及乾洗手液，並張貼告示，請有呼吸道症狀之旅

客配戴口罩並使用乾洗手液，並與他人保持1公尺以上之距離。另在長程運輸中，

可能發生旅客或工作人員在旅途中發生不適症狀的狀況，故可配置手套、外科口

罩及消毒用品，已備需要時使用。 

三、 相關人員健康管理 

(一)應訂定駕駛及服務人員等工作人員(含流動人員)健康監測計畫，並有異常追蹤處理

機制。 

(二)落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倘有發燒(耳溫≧38℃)、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應主動向

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員報告，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療。 

(三)駕駛、乘客服務人員、清潔消毒人員及其他經常接觸民眾之工作人員，建議工作時

戴口罩。 

(四)訂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的請假規則及工作人力備援規劃，且所有工作人員都能知悉

及遵循辦理。倘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症狀，應安排請假或限制其工作，直

至未使用解熱劑/退燒藥且不再發燒24小時後，才可恢復上班。因確定或疑似感染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而請假在家休息者，其請假日數應從寬考量，不宜列入全勤、考

績評等或績效考核等。 

(五) 若有乘客或工作人員於旅途中發生症狀，請依下列建議處理： 

1. 安排發病者與其他人員區隔，理想距離為1公尺以上，並要求其遵守咳嗽禮節和手

部衛生等措施，並配戴外科口罩。儘可能提供特定之洗手間予患者，若無法如此，

患者使用過後之洗手間應清潔消毒。 

2. 由固定人員給予照料，但這名人員不可是併發症之高危險群，與患者接觸時須配

戴口罩及手套。在接觸患者或處理其廢棄物後，應小心脫下口罩及手套，並清洗

雙手。 

3. 患者產生的廢棄物及使用後的手套及口罩，應以牢固的塑膠袋封好後再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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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學校因應疫情開學前後之防護建議及健康管理措施 

各級學校、幼兒園、實驗教育機構及團體、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中心及

托育機構因應中國大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開學前後之防護建議及健

康管理措施  
109/01/29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監測資料顯示，目前國內之確

診病例以境外移入為主，除從事醫療照護工作或與確診病例曾有密切接觸者外，一

般大眾於社區感染之風險相對較低。惟各級學校、幼兒園、實驗教育機構及團體、

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中心及托育機構(以下簡稱學校)為學生密集且容易發生呼吸道

傳染病群聚感染之場所，且目前適逢流感流行季節，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防疫措施仍

是：落實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及生病在家休息。  

針對已由衛生單位或民政單位列為追蹤管理之高感染風險對象，均須依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防疫措施進行健康管理。另由於中國大陸疫情持續擴大，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會適時依防疫需求公布相關之防疫措施。有關上述學校開學

前後之防護建議及健康管理措施如下：  

壹、 防護措施  

一、 開學前  

(一)學校應成立防疫小組，並由校（園）長/班主任（負責人）擔任防疫小組召

集人，並召開因應措施會議。  

(二)請家長主動關心子女/學生身體健康，如出現發燒應通知學校以利監測班上

學生健康狀況，並應在家休息避免外出，如出現咳嗽或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

應佩戴口罩。  

(三)學校可利用簡訊、line 預先發送防疫通知，提醒家長及學生注意事項。  

(四)寒假期間如有課業輔導及辦理學生活動之進行，相關注意事項比照下列學生

在校期間之防護措施辦理。  

二、 學生在校期間  

(一) 請學校預先備妥適量的耳（額）溫槍、洗手液或肥皂及口罩以備不時之需。  

(二) 主動關心學生健康狀況：學校班導師或授課教師應注意學生是否有發燒、咳

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  

(三) 強化衛生教育宣導：加強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保持個人衛生習

慣（如：打噴嚏、咳嗽需掩住口、鼻，擤鼻涕後要洗手）及妥善處理口鼻

分泌物等，及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不流通的公共場所等衛生教育

宣導，並落實執行。  

(四) 常態性環境及清潔消毒：學校教職員工應定期針對學生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

(如門把、桌面、電燈開關、或其他公共區域)進行清潔消毒，可用1：100
（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進行擦拭。  

(五) 區隔生病之學生及教職員工：學生或教職員工如在校期間出現發燒及呼吸道

症狀，須戴上口罩，並應予安置於單獨空間，直到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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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維持教室內通風：打開教室窗戶、氣窗，使空氣流通，維持通風設備的良好

性能，並經常清洗隔塵網，若環境為密閉空間，應打開窗戶和使用抽氣扇，

沒有必要，盡可能不使用冷氣空調。  

(七) 加強通報作業：如發現疑似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毒學生，可通報當地

衛生局或撥打 1922 協助轉診，另如有其他突發群聚疫情，學校應依規定通

知當地教育主管機關及會同當地衛生機關處理，並應至「教育部校園安全

通報網」進行校安通報。  

貳、健康管理措施  
109年1月26日前已入境之陸生及109年1月26日後經許可入境之陸生，其

14 日內應依「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校對陸生管理計畫工作指引」規定

之第一、二、三類陸生進行管理，14日後以本建議及措施辦理。  

一、衛生單位匡列為確診病例接觸者之學生及教職員工，則需進行居家隔離14 
天，留在家中（或住宿地點）不可外出上班、上學（課）及出國。  

二、中港澳入境的學生及教職員工，如有湖北省（含武漢）旅遊史，需進行居

家檢疫14 天，留在家中（或住宿地點）不可外出上班、上學（課）及出國。  

三、港澳入境的學生及教職員工，如無湖北省(含武漢市)旅遊史的師生教職員，

倘無相關症狀可以上班上課，但請避免不需要的外出，外出時應佩戴口罩。

如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均請主動與縣市衛生局聯繫或撥打1922。  

四、學校出現確診個案  

(一)學校如出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病例，則與確診病例一起上課之同

班同學老師、共同參加安親班及社團或其他活動之同學老師均應列為確

診病例接觸者，並由衛生單位開立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隔離至與確

診病例最近接觸日後14天。  

(二)當學校出現確診病例時，應暫停各項大型活動，如班際活動、社團活動、

運動會等，並取消以跑班方式授課。  

五、請各直轄/縣市政府轉知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加強健康自主管理。  

參、各級學校/館(所)/園可依個別所在地區及內部環境特性，自行預先規劃防疫

措施計畫，並建立作業流程及分工事項，確保防疫工作之完備佈建及落實執

行。  

肆、本建議及措施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相關之防疫建議，隨時調整

並發布相關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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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COVID-19 (武漢肺炎)」因應指引： 公眾集會 
 

「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 

修訂日期：2020/03/04  
壹、基本概念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監測

資料顯示，近期國內陸續確診家庭、醫院群聚感染病例，本土病例數已超過境外

移入病例數，且有感染源不明個案，皆為社區傳播的警訊。  
考量集會活動通常人潮擁擠，長時間且近距離接觸，具有高度傳播風險，一

旦出現疑似個案或群聚事件，將提高防疫難度，指揮中心經評估國內外疫情，並

諮詢專家，建議集會活動之主辦單位應評估該活動之必要性，對於非必要之人潮

密集活動，考慮延期或暫停舉辦；此外，為避免零星社區感染擴大，對於參與活

動為非特定對象，而活動形式有密集接觸之高度傳染風險者，建議延後或暫停舉

行。  
指揮中心參考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之文獻訂定本指引，以使辦理公眾集會活動

之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公私立學校及各公、私立主辦單位可參考本指

引規劃公眾集會活動。  
貳、適用範圍  

依我國「集會遊行法」第2條，「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舉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另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群眾集

會(mass gathering / large event)只要聚集人數在1,000人以上，足以影響社區/地區/國
家公共衛生因應量能，無論集會活動為計劃性或自發性均屬之。因此，只要是多

人同時聚集於同一地點參加共同活動，均得廣義解釋為「集會活動」，如開學/畢
業典禮、節慶/祭典、運動賽事、宗教/政治/文化/學術/藝文/旅遊、法人/社團/非政

府組織(NGO)性質之聚眾活動等。   
參、進行風險評估  
一、依國內外疫情現況、集會性質與參加者特性，進行相關風險評估，必要時得邀

集集會活動主管機關及地方衛生單位等共同討論。為利於評估，建議評估指標

如下：  
(一)能否事先掌握參加者資訊：如能掌握所有參加者之流行地區旅遊史、確診病

例接觸史，進入活動前亦能進行症狀評估及體溫量測，則相對風險較低。反

之，如無法掌握上述資訊，則相對風險較高。  
(二)活動空間之通風換氣情況：室外活動風險較低；通風換氣良好或可開窗通風

的室內空間風險其次；至於通風換氣不良的密閉室內空間則風險最高。  
(三)活動參加者之間的距離：活動期間彼此能保持至少1公尺距離，風險較低。

原則上距離越近，風險越高。  
(四)活動期間參加者為固定位置或不固定位置：前者風險較低，後者風險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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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持續時間：原則上時間越長，風險越高。  
(六)活動期間可否落實手部衛生及配戴口罩：可落實者風險較低，不能落實者風

險較高。  
二、倘經評估活動性質具有較高風險，建議應延期或取消，或改以其他方式辦理。

惟當指揮中心宣布疫情已進入社區傳播階段，則應依指揮中心指示辦理。  
三、倘評估決定辦理，主辦者應訂定防疫應變計畫，內容包括應變機制規劃、防疫

宣導規劃、防疫設施及防護用品準備、參加者住宿規劃及工作人員健康管理計

畫等，並落實相關防疫準備與措施。  
四、對於有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代謝疾病

者(含糖尿病)、血紅素病變、免疫不全需長期治療者、孕婦等，於國內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流行期間，建議避免參加集會活動。 3  
肆、防護措施  
一、集會活動前  

(一)建立應變機制  
持續關注國內外傳染病疫情，適時將資訊提供相關人員，並應訂定集會期間

發現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之相關應變機制：  
1.集會活動環境規劃(如現場動線規劃、住宿場所規劃與疑似個案暫時隔離或

安置空間)。  
2.醫療支援(如醫療專業人員進駐協助提供集會活動現場醫療初步評估或護理、

掌握鄰近醫療資源、諮詢地方衛生單位確立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

後送醫院及後送流程)。  
3.建立相關單位(如地方衛生單位)之聯繫窗口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流程

等，且確保相關應變人員皆瞭解及熟悉應變流程。  
(二)宣導生病在家休息不參加集會活動  

1.透過多元管道(如邀請函、簡訊、活動網站或大眾傳播媒體等)向參加者進行

下列衛教溝通：  
(1)有呼吸道症狀者，應儘速就醫後在家休養，避免參加集會活動。有發燒

者，直至未使用解熱劑/退燒藥且不再發燒24小時後，才可參加集會活動，

如集會活動辦理當日未達此標準，應避免參加。  
(2)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原則上可以使用肥皂和清水或酒精

性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尤其咳嗽或打噴嚏後及如廁後，手部接觸到

呼吸道分泌物、尿液或糞便等體液時，更應立即洗手。另應注意儘量不

要用手直接碰觸眼口鼻。  
2.生病之工作人員應在家休養，直至退燒後至少24小時才能返回上班。  

(三)活動空間預先清潔消毒/規劃防疫設施/隔離安置場所及備妥相關防護用品  
1.先行完成集會活動場所空間及相關用具(如麥克風、桌椅等)清潔、消毒作業。  
2.集會活動場所及活動過程應設置有充足的洗手設施，並預先設置適當隔離

或安置空間，如為室內集會活動則需確認環境之空氣流通狀態。  
3.依集會活動人數及辦理時間，準備足夠之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包含洗手用

品(如肥皂、洗手乳或含酒精乾洗手液等)、擦手紙及口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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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倘為時程1日以上，須安排住宿之活動，應預先選擇合法建築物且依法辦理

或設置相關安全設備及設施，並為通風、環境衛生良好及有足夠洗手設施

之住宿場所，且儘量避免安排多人集中於同一房間。每一住宿場所應安排

管理人員，以掌握參加者之健康情形，及處理緊急狀況。  
二、集會活動期間  

(一)加強防範衛教溝通及強化個人衛生防護  
1.加強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與維持個人衛生習慣之衛教溝通，並透過明

顯告示(如：海報、LED螢幕等)宣導「COVID-19(武漢肺炎)」、「手部衛

生」及「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等。[※建議可逕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

武漢肺炎)專區下載衛教資料並多加利用。]  
2.目前不建議所有參加者與工作人員全面配戴口罩，但若有工作人員可能經

常直接面對面接觸出現呼吸道症狀患者，或是其它須在人潮眾多之密閉場

所工作之人員，則建議配戴口罩。  
3.工作人員得於活動現場即時衛教或勸導民眾配合避免疾病傳播之行為。  

(二)維持活動現場及住宿場所環境衛生，並供應足量的清潔防護用品 
1.室內集會活動場所及參加者之住宿場所應保持空氣流通及環境整潔，並持

續監控環境空氣流通與換氣情形。  
2.活動場所及住宿場所入口處應備妥口罩及乾洗手液，並張貼告示，請有呼

吸道症狀之訪客配戴口罩並使用乾洗手液，並與他人保持1公尺以上之距

離，並儘可能安排工作人員協助對參與者進行體温量測。  
3.針對活動場所及住宿場所，人員會經常接觸之表面(如地面、桌椅、電話筒

等經常接觸之任何表面，以及浴廁表面如水龍頭、廁所門把、馬桶蓋及沖

水握把)應有專責人員定期清潔，一般的環境應至少每天消毒一次，消毒可

以用1：100(當天泡製，以1份漂白水加99份的冷水)的稀釋漂白水/次氯酸

鈉(500 ppm)，以拖把或抹布作用15分鐘以上再以濕拖把或抹布擦拭清潔乾

淨。  
[※執行清潔消毒工作的人員應穿戴個人防護裝備(手套、口罩、隔離衣或

防水圍裙、視需要使用護目鏡或面罩)，以避免消毒水噴濺眼睛、口及鼻等

部位。]  
4.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如洗手用品、擦手紙及口罩)應足量提供人員使用，並

應有專責人員協助確認供應狀態，確保供應無虞。  
(三)持續關注傳染病現況  

於集會活動期間持續加強關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疫情狀況，適時

提供資訊給所有參與人員，並視需求發布警示。若工作人員或參加者在集會

活動期間出現呼吸道症狀時，應讓其戴上口罩，暫時留置預設之隔離或安置

空間(或非人潮必經處且空氣流通之空間)，直至其返家或就醫。另視需要協

助安排鄰近醫療院所就醫事宜。  
(四)發現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定義者  

1.立即依訂定之應變機制通報衛生單位，並連繫後送醫院，將疑似個案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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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情調查與相關防治措施。  
2.考量集會活動形式、參與人數與疫情狀況等，必要時，可與地方衛生單位

討論後研判集會活動是否需調整、延期或取消，以防止群聚發生或疫情擴

大。  
三、相關人員健康管理  

(一)應訂定集會全體工作人員(含流動人員)健康監測計畫，並有異常追蹤處理機

制。  
(二)落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倘有發燒(耳溫≧38℃；額溫≧37.5℃)、呼吸道症

狀或腹瀉等，應主動向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員報告，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及

引導就醫治療。  
(三)訂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的請假規則及工作人力備援規劃，且所有工作人員都

能知悉及遵循辦理。倘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症狀，應安排請假或限

制其活動/工作，直至未使用解熱劑/退燒藥且不再發燒24小時後，才可恢復

其活動/工作。因確定或疑似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而請假在家休息者，其

請假日數應從寬考量。  
(四)照護暫時留置之呼吸道症狀患者(如醫護室或勞安室專業人員、校護等)，應

配戴外科口罩，並保持勤洗手的衛生習慣。如前開患者出現嚴重不適症狀(如
高燒不退、吸呼困難、呼吸急促、胸痛暈眩、抽搐、嚴重腹瀉等)，集會活動

之主責人員應協助其儘速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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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大專校院配合具中港澳旅遊史入境須 14日居家檢疫學生之辦理

原則 

教育部通報 
109年2月6日  

依據中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09年2月5日所發「2月6日
起全中國大陸(含港澳)列二級以上流行地區，居住中國大陸各省市陸人暫緩入境」之

新聞稿，有關大專校院配合具中港澳旅遊史入境須14日「居家檢疫」學生之辦理原

則，請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一、 具中港澳旅遊史之學生，於校外住宿者，應遵守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自感染區入境者居家檢疫通知書」及「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

於校內住宿者，則由學校安排「居家檢疫」，且入住之該棟宿舍，不應有未具

中港澳旅遊史之學生。  
二、 學校對於校內「居家檢疫」之學生，應依據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自感染區入境者居家檢疫通知書」及「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安排

於宿舍「居家檢疫」學生盡量分開居住，如有共同生活者，須一同採取適當防

護措施（配戴外科口罩與良好衛生習慣），並盡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  
三、 學校應依據「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由專人主動監測關懷校內「居

家檢疫」學生之每日健康狀況並記錄「健康關懷紀錄表」，並每日通報地方政

府民政局/里長或里幹事保持聯繫；於校外住宿「居家檢疫」學生，本身應主動

配合住所之地方政府民政局/里長或里幹事回報每日健康狀況；倘有需要，學校

另可協助聯繫。  
四、 學校對於在校進行「居家檢疫」者應負責必要生活協助（如供餐）。  
五、 學校防疫小組應邀請專家參與，針對校內相關「居家檢疫」措施進行規劃。  
六、 學校應提醒具中港澳旅遊史學生在入境前，應自備「居家檢疫」期間所需外科

口罩。  
七、 如有違反居家檢疫規定逕自外出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學生，將依「傳染病防

治法」第58條、及同法第69條處新臺幣1萬元至15萬元罰款。  
八、 本通報相關依據附件如下：  

1.109年2月5日所發「2月6日起全中國大陸(含港澳)列二級以上流行地區，居住中

國大陸各省市陸人暫緩入境」之新聞稿。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Content/EmXemht4IT-IRAPrAnyG9A?uaid 
=d8IEMvgt20oaB7rIu8ygaQ)  

2.「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感染區入境者居家檢疫通知書」。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J2kpDGSzvBVJJUYjK1dNhQ)  
3.「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

(https://www.cdc.gov.tw/Uploads/Files/bf48f8c4-3064-4e59-8b09-9dce902f8a26.jpg)  
九、 如有相關疑問，一般大學校院請洽：本部高等教育司溫雅嵐專員（公立大學，

電話：02-7736-5901、電子郵件yalan@mail.moe.gov.tw）、林承臻科員（私

立大學，電話：02- 7736- 5991、電子郵件chengchen@ mail. moe.gov.tw）；

技專校院請洽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楊家瑋先生（電話：02-7736-5772、電子郵

件allen1123@mail.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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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大專校院學生居家檢疫注意事項及回報事宜 

教育部通報 

(大專校院學生居家檢疫注意事項及回報事宜) 
發送時間：109年02月08日  

壹、具中港澳旅遊史或經中港澳轉機入境需列居家檢疫學生之注意事項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109年2月6日起入境民眾如有中港澳旅遊史

(如港澳生)、2月10日起自中港澳轉機得入境臺灣者(如外國學生)，需列入居家檢

疫14天。學校應參考本注意事項，確實規劃執行居家檢疫學生相關防疫、檢疫

工作；如有因校制宜事項，得規劃其他更適當嚴謹作法，但應符合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感染區入境者居家檢疫通知書」、「具

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與即時公告防疫規定。學校辦理防疫工作所產生

必要經費，可納入各校防疫應變計畫，本部會予協助。  

一、居家檢疫學生抵臺前置作業  

(一)主動聯繫學生:將配合事項通知(參考下列範例)寄發給學生，確認學生返臺

日期，並建議至少在開學日前14天即返臺。另應提醒具中港澳旅遊史學生

在入境前，應自備「居家檢疫」期間所需外科口罩。  

(二)針對原本校外住宿學生，提醒應遵守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

感染區入境者居家檢疫通知書」及「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於

校外賃居處進行居家檢疫。  

(三)針對原本校內住宿學生，事先安排宿舍：  

1.應提供獨棟宿舍做居家檢疫期間使用，不應有未列居家檢疫對象之學生。  

2.宿舍房間(含浴廁分配)盡量分開居住，如有共同生活者，須一同採取適

當防護措施（配戴外科口罩與良好衛生習慣），並盡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

距離。  

3.安排之宿舍如原有學生入住，應妥善溝通並安排至其他宿舍：若確無法

安排校內宿舍，需覓妥校外住宿地點，其管理措施亦須比照校內宿舍辦

理。  

4.進行宿舍清潔及消毒。  

5.準備住宿備品(如棉被、床墊、枕頭、個人衛生用品等)及防疫物資(如口

罩、乾洗手、漂白水、體溫計等)，並預先放置於房內。  

(四)相關工作人員(如宿舍管理員、接送學生之司機、送餐人員、清潔消毒人

員)造冊，提供安全防護訓練及相關防護設備。  

二、居家檢疫學生抵臺後應掌握動向  

(一)學校於確認學生抵臺後，應持續掌握學生是否順利返校或返回校外賃居處；

並可安排相關人員先聯繫告知進行衛教。  

(二)請原本校內住宿學生入住指定宿舍時，應出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

檢疫通知書簽收聯」，由專人指引學生入住指定房間。  

(三)請原本校外住宿學生主動配合賃居處之地方政府民政局/里長或里幹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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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每日健康狀況；倘有需要，學校另可協助聯繫或服務。  

(四)提供學生居家檢疫期間注意事項手冊(學校可自行編製或參考國立中山大

學範例)。  

三、居家檢疫住宿期間  

(一)住宿期間，禁止訪客；非相關工作人員，禁止進入宿舍。  

(二)可參考宿舍管理或自治幹部作法，於指定宿舍選出或由學校選定樓主、副

樓主、每層有層主等，讓樓主及層主協助學校專人送餐或其他服務。  

(三)每日收送垃圾，並安排定期宿舍清潔及消毒。  

(四)每日關懷住宿學生，除瞭解其健康狀況外，並提供必要之心理支持系統。  

(五)居家檢疫期間學生若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立即依標準程序送醫，並通

報本部校安中心。  

(六)若有居家檢疫學生違反規定逕自外出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應向當地政府

舉報，由地方政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及第69條處新臺幣1萬元至

15萬元罰款。  

四、居家檢疫期滿  

(一)14天期滿，學生經護理人員確認無發燒情形，可離開指定宿舍。  

(二)學生均離開宿舍後，進行全棟宿舍消毒。  

五、上開各項工作，請學校確實分工辦理，若有相關防疫物資(口罩、額溫槍、酒

精等)需求，可向本部提出協助；防疫視同作戰，請校長督導相關同仁務必清

楚規定及分工責任，使防疫工作滴水不漏。學校如未依法落實居家檢疫工作，

造成防疫破口，本部將追究學校及相關人員責任。  

六、配合事項通知參考範例如下：  

ooo同學您好：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為避免傳染擴大及保護自身健康，

請配合以下居家檢疫事項。  

一、返臺前在家自主管理：  

(一)非必要不出入公共場合，外出返家後必作清潔。若有不適，請務必就

醫。無發燒、咳嗽、喉嚨痛等症狀才可搭機或搭車。  

(二)即刻做好健康保護措施，並全程戴口罩搭機返校，以便返臺後居家檢

疫管理14天，較無接觸感染疑慮。  

(三)先行記錄個人體溫，並建議攜帶返校作為衛教參酌之用。  

(四)勤洗手，使用肥皂或酒精性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  

(五)注意臺灣防疫資訊，並詳閱本配合事項。  

(六)確定返臺日，請告知學校返臺時間。  

二、返臺後配合居家檢疫事項：  

(一)配合防疫政策，落實居家檢疫14天，每日早晚量測體溫並確實紀錄，

發燒(耳溫≧38˚C/額溫≧37.5˚C)或身體不適應，立即通報宿舍管理人

員、生輔組組長或校内護理師；由校內人員依照政府規定通報並送指

定醫院就醫。  

(二)就醫後，主動告知醫師個人接觸史、旅遊史及居住史，不可隱匿；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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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症狀，將通報衛生主管機關進行後續治療。  

(三)勤洗手，使用肥皂和清水或酒精性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  

(四)當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立即更換並內摺包好，放進塑膠袋綁好

丟進垃圾桶。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時，請用肥皂及清水徹底洗淨。

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若無面紙或手帕時，用衣袖代

替。  

(五)本校配合政府政策及維護校內公共衛生安全，將隨時調整相關防疫措

施，務請遵守。  

(六)居家檢疫期間不能外出，也不得出境或出國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如

違反規定，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9條規定可處1萬至15萬元不等罰

鍰。另依同法第43條、第67條規定，「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對

於機關的檢驗診斷、調查及處置，如果有拒絕、規避或妨礙。」違者

可處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三、結束居家檢疫：  

(一)結束居家檢疫14天後，可用居留證自行購買口罩，非必要性，避免外

出；外出時，務必全程戴口罩，與他人交談時，請戴上外科口罩並儘

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  

(二)配合本校各系輔導教官、護理師或相關師長之健康關懷或調查。  

貳、學校居家檢疫相關措施回報事宜  

為瞭解學校針對具中港澳旅遊史或經中港澳轉機入境需列居家檢疫學生之

準備及辦理情形，請填列附件「各大專校院居家檢疫準備及辦理情形回報單」，

並於109年2月10日(一)中午12時前以e-mail回報：  

1. 一般大學請回傳至：  

高教司溫雅嵐專員yalan@mail.moe.gov.tw 02-7736-5901(公立學校)  
林承臻科員chengchen@mail.moe.gov.tw02-7736- 5991(私立學校)  

2.技專校院請回傳至：技職司許肇源科員 a620220@ mail.moe.gov.tw 02-7736-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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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港澳學生管理及防疫措施 

教育部通報 

(港澳學生管理及防疫措施) 
109年2月10日  

依據中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09年2月10日新聞稿

決議自109年2月11日零時零分暫緩港澳居民來臺，並針對各校港澳學生啟動安心就

學措施。有關各校港澳學生之管理及防疫措施，請學校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一、 109年2月6日前入境之港澳學生：請依本部109年1月31日臺教高（二）字第

1090014833號函及本部國教署109年1月31日臺教國署字第1090010768號函，請

其於「入境後起14日內」在家休息，並避免到校上課上班；請學校持續詢問、

調查、紀錄並回報紀錄表。  

二、 109年2月7日至10日間入境之港澳學生：依本部109年2月7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18936號函示，應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感

染區入境者居家檢疫通知書」及「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相關規範進

行居家檢疫。學校應依本部109年2月8日通報「大專校院學生居家檢疫注意事

項及回報事宜」及本部國教署2月10日通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針對校內、外住宿學生居家檢疫注意事項及回報事宜」通報內容，就

居家檢疫學生抵臺前置、檢疫期間及居家檢疫期滿相關事項，確實分工辦理以

達防疫效果。  

三、 針對暫緩來臺之港澳學生啟動安心就學措施：因指揮中心決議港澳居民暫緩來

臺，無法如期返校就學，請大專校院於2月7日報部的「學生安心就學措施」中，

納入就港澳生之開學選課、註冊繳費、修課方式、成績考核、請假休復學、輔

導協助等事宜，以協助學生如期完成課業。  

四、 請主動聯繫僑外生應避免從中港澳轉機入境：依指揮中心109年2月7日指示，

自2月10日起經中港澳轉機的入境臺灣者，一律居家檢疫14天。爰請務必主動

聯繫尚未返臺之僑外生，應避免由中港澳轉機入境；如渠等學生未調整航班行

程仍經中港澳入境，入境後即需接受居家檢疫14日，學校亦應依本部日前通報

通函規定，進行獨棟居家檢疫措施，落實防疫工作。  

五、 請每日與轄區分局（外事員警）聯繫確認居家檢疫名單：針對2月10日起經中

港澳轉機入境之僑外生，為確實掌握其動向，學校應每日與所在地轄區分局員

警聯繫，確認需居家檢疫學生名單。如為校內住宿生，學校應即安排居家檢疫；

如為校外賃居生，學校應持續關心其自身居家檢疫情形，予以必要協助。  

六、 學校辦理防疫工作及學生安心就學措施所衍生之相關費用，由教育部視直轄市、

縣（市）政府、學校辦理情形予以補助。學校如未依法落實居家檢疫工作，造

成防疫破口，本部將追究學校及相關人員責任。  

七、 如有疑問：  

(一) 一般大學校院請洽本部高等教育司溫雅嵐專員（公立大學，電話：02-7736-
5901）、林承臻科員（私立大學，電話：02-7736-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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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專校院請洽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高秋香專員（安心就學相關，電話：02-
7736-5862）、楊家瑋先生（中港澳入境教職員工生名單：02-7736-5772）  

(三)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請洽:本部國敎署曾穆宣先生(04)3706-1356、e-3313@mail. 
k12ea.gov.tw；邱秋嬋科長(04)3706-1350、e-3315@mail.k12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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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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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居家檢疫學生交接及關懷作業注意事項 

教育部通報 

(居家檢疫學生交接及關懷作業注意事項) 
109年2月15日  

中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於109年2月7日至10日
間入境之港澳生及同年2月10日起經中港澳轉機之僑外生，均須進行居家檢疫。為

落實防疫工作，請學校依下列事項辦理港澳生及僑外生之居家檢疫及關懷作業：  
一、 居家檢疫學生資料比對勾稽：各大專校院依其掌握之港澳生、僑外生居家檢疫

名冊，應與地方政府窗口所掌握之居家檢疫名冊，每日進行勾稽交接，確認

學生入境情形及住宿地點後，勾稽比對後所有學生由學校辦理後續居家檢疫

關懷作業。  

二、 交接注意事項：  
(一) 學校窗口應主動與學校所在地之地方政府窗口聯繫，核對確認需居家檢疫港

澳生、僑外生（含校內住宿及校外賃居者）名單。  

(二) 經核對已列入地方政府居家檢疫名冊者，學校窗口與地方政府窗口確認後，

由地方政府窗口移交每位港澳生及僑外生之「健康關懷紀錄表」（如附表）

予學校窗口；尚未列入地方政府居家檢疫名冊，但學校已確認進行居家檢

疫者，學校窗口應提供地方政府窗口作為後續比對之依據。  
三、 居家檢疫關懷作業注意事項：  

(一) 對學生進行在居家檢疫期間14天的關懷，每日詢問學生健康狀況，須確認學

生未離開居家檢疫場所，並紀錄健康關懷紀錄表（請勿使用google表單等線

上問卷進行關懷）。尚未列入居家檢疫名冊而持有居家檢疫通知書者，仍

應納入關懷。  

(二) 每日彙整追蹤當日學生人數及結果於當日15時前回報地方政府窗口；過程中

若無法聯繫到學生，學校窗口應立即通知地方政府窗口，由地方政府彙報

名單予內政部民政司轉請警政署協尋。  

(三) 學生如有出現症狀（耳溫≧38˚C/額溫≧37.5˚C、或有呼吸道症狀如流鼻水鼻

塞、咳嗽、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應通知當地衛生局或撥1922
諮詢，由衛生單位安排就醫。  

(四) 學生如有生活上之需求（如送餐服務），請學校提供必要之協助；相關防疫

物資需求，可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五)追蹤滿14天後請負責關懷人員於健康關懷紀錄表簽名並留存學校。  

(六)請務必提醒學生配合政府居家檢疫措施，戴口罩與人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

並定時量體溫、以肥皂勤洗手、經常以75％濃度的酒精消毒，妥善處理口

鼻分泌物及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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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09年2月7日肺中指字第

1093700079號函規定，居家檢疫者擅離居家檢疫場所，第1次違規時依傳染

病防治法裁罰1~15萬元罰鍰，再次違規即執行指定處所強制安置，請轉知

並加強宣導。  

(八) 指揮中心追蹤防疫系統完備後，會配賦學校窗口帳號，由學校自行進行相關

登錄及填報作業。  

(九) 另疾管署已利用手機定位機制加強追蹤管理居家檢疫者，對於有使用臺灣電

信手機門號之居家檢疫者，直接以該手機號碼定位；請學校彙整學生手機

號碼及居家檢疫地址，提供各地方政府窗口統一至追蹤防疫系統中進行登

錄(109.2.26修正)。手機定位設定完成後，若手機離開監控範圍，系統會向

地方政府窗口及學校窗口發送簡訊通報，分就校外賃居者（地方政府窗口）

及校內住宿者（學校窗口）進行追蹤。  
四、 各地方政府窗口聯絡方式本部另行以電子郵件告知學校居家檢疫關懷窗口。  

五、 對居家檢疫學生交接及關懷作業注意事項如有疑義，請洽：  
高教司：溫雅嵐專員02-7736-5901(公立學校)  
林承臻科員 02-7736-5991(私立學校)  
技職司：許肇源科員02-7736-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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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防疫小組職掌表 

國立中正大學因應校園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處理小組職掌表 

職 稱 現 任 職 務 姓 名 工 作 職 掌 聯 絡 電  話 備 考 

總 指 揮 校 長 馮展華 指揮所有與校園 COVID-19(武漢肺炎)緊
急應變有關之工作。 

10000 
05-2720400 

本小組簡

稱「防疫

小組」，

應不定期

召開疫情

處理會議 

召 集 人  副 校 長 蔡榮婷 
1. 統籌各項防疫工作，協調整合各單

位行動建議，完成本工作小組之各

項行動綱領，並得視需求更新之。 

2. 協助安排集體自入境處運送中港澳

生回校，進行集中健康管理，以利

防疫管制相關事宜安排。 

10130 
05-2722035 

總  幹  事 學 務 長 鄭瑞隆 12000 
05-2720407 

副總幹事  主 任 秘 書 楊宇勛 10200 
05-2720402 

諮詢委員  大林慈醫院醫師 陳信均 
提供COVID-19(武漢肺炎)資訊，指導校

園防疫政策之調整與應變。  

05-2648000
轉 5246 

諮詢委員  理 學 院 院 長 陳建易 
61000 
005-

 
執 行 秘 書  衛 保 組 組 長 陳素燕 配合疫情擔任防疫窗口、衛生主管單位

通報及救護事宜 
12300 
05-2721214 

組 員 教 務 長 洪新原 依照防疫小組會議決議或指示，辦理教

務相關工作 
11000 

組 員 總 務 長 劉建宏 依照防疫小組會議決議，辦理總務相關

工作之建議 
13000 
05-2720808 

組 員 國 際 長 許華孚 依照防疫小組會議決議或指示，辦理國

際學生處理事宜 
17600 
05-2722026 

組 員 研 發 長 黃士銘 依照防疫小組會議決議或指示，辦理研

發相關工作 
16000 
05-2721651 

組 員 資 訊 長 李新林 依照防疫小組會議決議或指示，辦理資

訊相關工作 
14000 
05-2720484 

組 員 人 事 室 主 任 鄭夙珍 依照防疫小組會議決議或指示，辦理人

事相關工作 
18100 
05-2721083 

組 員 主 計 室 主 任 謝勝文 籌措防疫需求相關經費 
18200 
05-2720806 

組 員 環 安 中 心 主 任 許昺慕 依照防疫小組會議決議或指示，辦理環

安相關工作 
52000 
05-272-2855 

組 員 輔 導 中 心 主 任 鄧閔鴻 協助檢疫者因隔離造成身心症狀實施心

理輔導，減少學生及其家屬之恐慌心理 
17500 
05-2721061 

組 員 通 識 中 心 主 任 胡維平 依照防疫小組會議決議或指示，辦理通

識課程相關工作 
17300 
052720490 

組 員 體 育 中 心 主 任 

 
 
 
 

陳俊民 依照防疫小組會議決議或指示，辦理體

育相關工作 
51000 
052724163 

組 員 學 安 組 組 長 林岳亨 
負責綜理全校案件通報，通知聯繫相關

單位處理相關疑似肺炎案例 
17200 
05-27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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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現 任 職 務 姓 名 工 作 職 掌 聯 絡 電  話 備 考 

組 員 文 學 院 院 長 陳國榮 

依照防疫小組會議決議或指示，配合相

關防疫措施 

21000 
05-2720725 

 

組 員 理 學 院 院 長 陳建易 61000 
05-2720727 

 

組 員 社 會 科 學 院 院 長 王安祥 22000 
05-2720704 

 

組 員 工 學 院 院 長 李元堯 23000 
05-2720980 

 

組 員 管理學院院長 張碩毅 24000 
05-2720978 

 

組 員 法 學 院 院 長 謝哲勝 25000 
05-2722033 

 

組 員 教育學院院長 李奉儒 26000 
05-2722700 

 

組 員 課 活 組 組 長 李政怡 
綜合督導本校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之

COVID-19(武漢肺炎)防治調查篩檢及整

體防治工作 

12400 
05-2721063 

 

組 員 生活事務組長 盧龍泉 
負責督導規劃住宿學生因應COVID-
19(武漢肺炎)之相關作為、協助規劃安

排需檢疫隔離之住宿  

 

12100 
05-2720407 

 

組 員 教 學 組 組 長 江舒欣 依照防疫小組會議決議或指示，辦理教

務相關工作 
11200 
05-2729185 

 

組 員 典 藏 組 組 長 陳 盈 璋 
綜合督導本校教職員工生與進出館內人

員之COVID-19(武漢肺炎)防治調查篩檢

及整體防治工作 

15400 
05-2721121 

 

組 員 駐 衛 警 隊 小 隊 長 李俊昇 
負責校園安全及維持交通順暢；督導執

行因應COVID-19(武漢肺炎)期間本校各

校區外來車輛之體溫量測篩檢 

13700 
05-2721034 

 

組 員 學 生 會 代 表 呂建璋 
協助宣導學生參與COVID-19(武漢肺炎)

防治事宜 
 

4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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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因應疫情教職員工請假規定、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措施計畫 

國立中正大學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教職員工請假相關規定 

本校教職員工如為 COVID-19(武漢肺炎)確診病例，或遭居家隔離、疑似病例時之

請假規定如下： 

(依據人事行政總處及教育部人事處最新公告整理，後續更新請隨時注意人事室網

站專區) 

一、 確診病例，應實施強制隔離，隔離期間核給公假。  
二、 醫療機構針對符合通報定義之疑似病例進行通報後，在檢驗結果確認前於醫

院隔離期間，由地方政府衛生局開立隔離通知書，該期間核給公假。 
三、 與確定病例接觸，應實施 14 日居家隔離，核給防疫隔離假。 
四、 中港澳韓義伊朗旅遊史，應實施 14 日居家檢疫，核給防疫隔離假。（疫情指

揮中心宣布避免前往仍前往者，屬可歸責當事人情形，不在此限。） 
五、 照顧隔離/檢疫者，家屬為照顧生活不能自理的受隔離/檢疫者而必須請假時，

核給防疫隔離假。 
六、 申請赴港澳獲准者，應實施 14 日自主健康管理，核給病假 
七、 檢驗陰性解除隔離，屬通報個案但已檢驗陰性且符合解除隔離條件者，應實

施 14 日自主健康管理，核給病假 
八、 社區監測，採檢後返家接獲檢驗結果，應實施 14 日自主健康管理，核給病假。 
九、 因公奉派或不可歸責本人情形，出國前往之地區，屬「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

級」第 1、2 級警告者，應實施 14 日自主健康管理，核給病假。(以上以病假

辦理，且不列入年度病假日數計算及不影響考績。) 
十、 校園停課照顧學童，校園停課期間，有親自照顧 12 歲以下學童、就讀國高中

或專 1 至專 3 身障子女之需求，父或母其中 1 人，核給防疫照顧假。(不影響

考績) 
十一、 除申請防疫照顧假外，亦得依現行各類人員所適用之請假規定以事假（家

庭照顧假）、休假或加班補休辦理。依前開規定所申請之各項假別，均應

予准假，且不得影響考績或為其他不利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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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變措施計

畫 
壹、 目的：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及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規定，為維護本校

公務正常運作，茲規劃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變措施，並由本校防疫小組視

疫情變化及實際需要啟動執行，特訂定本計畫規劃應變事宜。 
貳、 實施策略：(如附件一，分工表)  

一、 規劃備援人力機制 
(一)現有人力支援調配 

1、各單位應排定職務代理名冊(如附件二)並確實掌握員工健康情形，

單位內如有部分人員遭居家隔離時應落實職務代理制度，由各該單

位主管就單位內其餘人員調派相互支援，並由專人妥善保管代理人

名冊並持續滾動修正。 
2、同一單位人員如遭居家隔離人數眾多，所餘人力無法支持業務需要

時，得統籌調派其他單位業務性質相近之現職人員支援。支援人員

應以具有被支援業務之經歷或專長者為優先。 
(二)替代備援人力 

1、各單位盤點核心業務運作時效性區分最急迫性、急迫性及非急迫性

等三種性質，如屬非急迫性，應暫緩辦理，俾利人力之調派，節省

資源。 
2、妥善規劃人力 

(1)各單位以業務正常運作所需基本核心人力，到班人數以不低於現有

員額三分之二為原則。 
(2)各單位承辦人員應繕列清冊，將承辦業務公文處理情形存放於電腦

硬碟或隨身碟，俾利支援人員隨時銜接業務，賡續業務之處理。 
二、規劃分區異地辦公：  

(一) 依各單位核心業務及維持運作之基本人力需求，分區異地辦公，各分

區所需人力由各單位自行調配。各單位分區辦公人員名冊(附件三)應
送人事室彙整，名冊修正時，亦應隨時通知人事室。 

(二) 異地辦公地點規劃，得於本校以外之其他辦公地點、本校之不同樓層、

其他區隔後可運用之空間實施；另亦可協調臨近機關或本校內其他單

位交換辦公場所方式辦理。爰請各行政單位、教學單位自行調配，必要

時由總務處協助。 
(三) 各異地辦公地點之軟、硬體設備，包含學校內部網路、相關公文行政

系統等資訊設備，請秘書室及資訊處協助配合規劃辦理。 
(四) 校長及副校長、一級單位主管及副主管亦採分開辦公方式。  

三、規劃資料備份作業為因應辦公場所被隔離期間，支援人員承辦業務所需，

各單位緊急重要案件應予備份並另行存放。又公務之處理應善用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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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俾利支援人員得即時銜接業務，賡續公務之處理。 
四、規劃居家辦公: 

(一) 適用對象:各單位員工自宅資訊相關設備齊備，且業務內容適合以透過

資(通)訊設備處理或能夠獨立作業、自主性高、例行業務等較不需對外

提供公共服務或業務機敏性不高之業務性質為主。 
(二) 各單位得視實施自主健康管理等防疫管理措施、通勤地點較遠或經 發

布停課，家有高國中以下子女需照顧者，優先考量實施，且每人 每次以

不超過 14 天為原則。惟為提高自主健康管理防疫警覺及避免防疫缺口，

本校教職員工如經衛生單位匡列為自主健康管理者或 本校防疫小組匡

列為自主監測者，得依各類人員請假規則請假或居 家辦公。 
(三) 數位支援:由秘書室、資訊處協助提供居家辦公電子公文連線所需軟體

及操作 SOP，由同仁自行設定安裝進行連線，以使用符合資訊安全之

通訊設備或軟體。 
(四) 上班時間：教師職員於居家辦公者每日上班時數 8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

數 40 小時，各單位依其業務性質，得由單位主管對於居家辦公者分配其

工作時間、工作內容、建立工作紀錄(含工作目標、期程、執行情形等)
及特殊情形須親赴辦公場所。專案工作人員工時依勞基法規定。以上均

不得加班。  
(五) 人力安排:同單位居家辦公人員最多以整體人力三分之一為原則。 
(六) 申請方式：請填寫【國立中正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單位實

施員工居家辦公申請書】，並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同意。(如附件四) 
五、其他：各單位人員應與單位主管保持聯繫，適時報告工作結果，遇有緊急

業務，由一級主管直接請示校長後逕行處理。 
參、 經費來源：請主計室籌措相關經費，不足部分循相關預算程序辦理。 
肆、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

教育部規定辦理。 
伍、 本計畫經本校人力整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分工項目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啟動及執行 防疫小組 各單位 
規劃備援人力機制 人事室 各單位 

規劃分區異地辦公 人事室、總務處、秘書室、 
資訊處 

各單位 

規劃資料備份作業 各單位  

規劃居家辦公 人事室、總務處、秘書室、 
資訊處 

各單位 

提供各類健康管理的檢疫 
者人數與名單，以利疫情

研判 

學務處衛保組 
 

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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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中正大學職務代理人名冊 
單位: 人事室 日期：109年ＯＯ月ＯＯ日 

單位 

(組)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業務內容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備註 
職稱、姓名 

聯絡電話 

職稱、姓名 

聯絡電話 

       

       

 

 
      

       

備註： 

1. 組長（含）以上職務需填寫手機號碼以利即時聯繫、至組長以下職務則視業務需要由各機關自行決定。 
2. 有關業務內容部分，請各單位於各項業務後面，依下列情形加以註記。 

(1) 最急迫性(**)：影響程度極大且有時效性者，請加註「(**)」，此為主要核心業務。 
(2) 急迫性(*)：影響程度不大且有時效性者，請加註「(*)」。 
(3) 非急迫性：影響程度極小且未有時效性者，不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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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人事室分區辦公名單（範例） 

 Ａ區 Ｂ區 

二級單位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鄭OO 主任   

一組 蔡OO 專員 尹OO 組長 

 周OO 組員 高OO 組員 

 楊OO 專案人員 曾OO 專案人員 

二組 盧OO 組長 蘇OO 專員 

 吳OO 組員 胡OO 專案人員 

 劉OO 工友 黃OO 專案人員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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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中正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單位實施員工居家辦公申請書 

單位  

單位人員配置 

公務人員（含教兼主管）：    人 

駐衛警察人員：    人； 

專案工作人員：    人； 

技工、工友：    人 

單位員工人數合計：    人，依規定本單位得實施居家辦

公人數不得逾單位員工總人數 1/3，共計    人。 

單位申請實施居家辦

公要件檢核 
（請覈實勾選，除對象 2

外，對象 1須符合全部要

件之單位始得申請） 

對象 1: (加會衛保組:                            ) 

□本單位因同仁        (姓名)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實施居家隔離。 

□本單位無法實施分區辦公。 

□本單位申請居家辦公人數未逾單位員工總人數 1/3。 

□本單位欲實施居家辦公員工確定符合本校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變措施計畫第四點規

定。 

對象 2: (加會衛保組:                             ) 

□本單位        (姓名)經衛生主管機關或衛保組通知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實施自主健康管理。 

本單位申請以下人員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實施居家辦公。 

序號 姓名 職稱 業務職掌 

1    

2    

3    

4    
本表如不敷使用請逕行延伸 

單位主管簽章 
(系、組)  一級主管簽章

(院、室、處、中心)  

人事室簽章  校長簽章  

本申請書，依行政程序簽核後，正本由單位留存，影本送人事室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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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單位實施居家辦公員工工作日誌 

姓 名 / 職 稱 / 單 位  

居 家 辦 公 地 點  聯絡方式  

辦公電腦 IP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預定完成工作項目  

工 作 日 誌 

簡述今日工作內容並檢附足茲證明工作進度已完成之相關文件，以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傳送單位主管。 

 

 

 

 

 

 

 

 

 

 

 

 

 

 

本表如不敷使用請逕行延伸 

居家辦公人員自評 

今日是否已完成差勤系統簽到退□ 是  □ 否，說明 

今日是否已完成預定工作進度  □ 是  □ 否，說明 

 
單位主管檢核 

是否達成今日工作進度 
□ 是  

□ 否，建議修正 

單位主管簽章： 
 

本日誌須每日填寫，並於工作結束後傳送單位主管，由各單位自行妥善保存 3 年，以供本校調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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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防疫整備檢核表 

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整備檢核表 
單位/系所名稱:        檢核時間： 年 月_______日 

 

項

次 
檢查項目 

自主檢核 備註 

完成 未完成 不適用 

1 

1-1辦公室環境、辦公設備及會議室    請依「消毒範圍及消

毒藥劑使用方法」(附

件A)完成環境清潔。 
1-2室內公共區域及宿舍、各棟大樓、教室    

1-3電梯梯廳、電梯內及電梯按鍵    

1-4衛生間設施    

1-5餐飲賣點區域    

1-6校車地面及接觸面    

2 
供應足夠洗手設施，洗手臺備有肥皂、洗手乳等

清潔用品。 

    

3 
自動酒精噴霧機(撥補或自購)已安裝完成並張貼

警語 

    

4 檢視所屬環境空間通風情形 
   請依「學校室內通風原

則」(附件B)評估。 

5 
防疫窗口掌握掌握單位內具感染風險之管理追

蹤名單，並落實代理人制度。 

    

5 
每日檢視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目前政策，

並加強所屬防疫宣導。 

   可至疾病管制署及本

校防疫網頁查詢。 

6 

其他防疫作為(如有請重點摘要，不超過150字)： 

 

 

 

 
 
 
單位主管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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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之附件 A 
消毒範圍及消毒藥劑使用方法 

一、 消毒範圍：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按鈕、電器開關、家具表面、電話、對講機、垃圾桶、

洗手臺、馬桶、浴盆、水龍頭、蓮蓬頭、排水口、抽風扇、電腦、鍵盤、風扇

等。因大專校院的學生共同設備、器具，彼此社交距離近且接觸頻繁，需要特

別注意防範。除前開消毒範圍外，請著重定期清潔學生、學生經常接觸的物品

表面，如鍵盤、課桌椅、門把、公共區域的公共用品、教具等，但要注意避免

過度使用消毒藥劑(消毒藥劑使用方法可參考下列內容)，並穿戴手套及口罩進行

清潔作業。 
二、 消毒用具： 

(一) 口罩、手套。 
(二) 消毒藥劑： 

1. 使用市售「次氯酸鈉」成份之漂白水或「次氯酸鈣」成份之漂白粉。 
2. 60-80%酒精。 

(三) 拖把、水桶、清潔劑、擦拭用抹布和海綿，及其他清潔用具等。 
(四) 垃圾袋。 

三、 消毒原則： 
(一) 由較乾淨的地方先擦拭。 
(二) 以稀釋漂白水擦拭後10分鐘，再以清水清潔。 
(三) 可以稀釋漂白水消毒馬桶。 
(四) 切勿將大量或高濃度漂白水廢棄於馬桶內，避免化糞池失去汙水處理能力。 
(五) 使用漂白水時，請戴口罩、手套。 
(六) 抹布、拖把使用後必須浸潤漂白水30分鐘。 
(七) 依本校物資儲備量，建議75%酒精暫以手部清潔及自動酒精噴霧機使用為主，

其餘接觸面及地板等請使用稀釋漂白水消毒。 
四、 酒精及漂白水使用說明： 

 漂白水 酒精 

定義 
次氯酸鈉(含氯消毒劑) 體積濃度為 70%-75%左右（或質量

濃度為 70%）之乙醇 

使用 
濃度 

濃度 500ppm 70~75%酒精 

稀釋 
方式 

市售漂白水：清水 = 1：100(如附圖) 

使用冷水稀釋，稀釋的漂白水應當天

配製並標示日期名稱，而未使用的部

分在 24 小時之後應丟棄。 

市售藥用酒精未稀釋之濃度為

95%，可以蒸餾水或煮沸過冷水稀

釋。簡易之方法為3份95%酒精加1

份水，稀釋後濃度為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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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及使用方

法 

1. 使用拖把或抹布擦拭。 

2. 可使用於清潔和消毒地板及一般傢俱

設備表面(惟須酌量使用，以免積聚) 

3. 在消毒前該先將待消物品表面有機物

清除乾淨。 

4. 擦拭消毒不具孔隙的表面，接觸時間

建議應超過10分鐘。浸泡消毒接觸時

間建議應超過30分鐘 

1. 使用抹布擦拭。  

2. 可使用於雙手清潔、消毒。  

3. 小範圍面積擦拭使用，如門把、

電梯按鈕。 

注意 
事項 

1. 漂白水會腐蝕金屬及破壞油漆表

面。 

2. 避免接觸眼睛。如果漂白水濺入眼

睛，須以清水沖洗至少15分鐘及看

醫生。 

3. 勿與其他家用清潔劑一併或混和使

用，以防降低消毒功能及產生化學

作用。 

4. 當漂白水和其他酸性清潔劑(如潔廁

劑)混合時，會產生有毒氣體，可能

造成傷害或死亡。如有需要，應先

使用清潔劑並用水充分清洗後，才

用漂白水消毒。 

1. 濃度70%的酒精是強效且廣效的殺

菌劑，常用來消毒小範圍的表面

和一些儀器的表面。 

2. 酒精為易燃物，若當表面消毒劑

使用時，須限制在小範圍表面積

的消毒，且只能使用在通風良好

處以避免燃燒。 

3. 長期和重複使用後也可能對橡膠

或部分塑膠造成退色、膨脹、硬

化和破裂。 

五、 消毒程序 
(一) 電腦的清潔和消毒程序 

1. 清潔或消毒前，應關掉電腦和顯示器。 
2. 應定期使用漂白水或酒精濕布擦拭螢幕、鍵盤和滑鼠。 
3. 漂白水消毒10分鐘後，以清水擦拭、乾燥後再重新恢復電腦的正常使用。 

(二) 辦公室環境、辦公設備及會議室的消毒程序 
1. 地毯清潔，應先除塵後，再使用地毯清洗劑做進一步清潔工作。 
2. 其他辦公設備(如影印機、印表機等)必須每日使用漂白水或酒精擦拭各機台。 
3. 應定期以漂白水或酒精濕布擦拭辦公桌椅和門把把手等。 

(三) 室內公共區域及宿舍、各棟大樓、教室 
1. 使用稀釋漂白水拖拭走廊、廚房、衛生間等公共區域的地面。 
2. 空調過濾網須每週用稀釋漂白水清洗和消毒。 
3. 垃圾筒應定時清空。 

(四) 餐飲賣點消毒程序 
1. 用餐區域、廚房等之公共區域及地面、牆面和天花板應定期擦拭。 
2. 廚房用具、食品容器、餐具必須完全徹底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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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餐廳工作之員工必須佩戴口罩，如有接觸到食物之工作人員必須佩戴手套。 
4. 每日應使用酒精或漂白水擦拭公用區餐桌椅。 
5. 廚餘應以有效並符合廢棄物清理有關規定之方法處理，並不可污染公共區域

及工作場所。 
(五) 校車消毒程序 

1. 每日使用漂白水或酒精濕布擦拭座位、金屬窗格、把手、方向盤等。 
2. 每日使用稀釋漂白水拖拭車廂地面。 
3. 車窗盡量打開，保持車內空氣流通。 
4. 車窗隔塵網應定期清洗。 

(六) 電梯消毒程序 
1. 梯廳及電梯內地面須使用稀釋漂白水拖拭。 
2. 電梯按鍵請黏貼透明膠膜，每日以漂白水或酒精濕布來擦拭膠膜，避免手部

病菌沾黏按鍵不易消毒情形。 
(七) 衛生間設施消毒程序：  

1. 衛生間應至少每日進行一次清潔消毒。  
2. 地面、墻壁、洗手盆、水箱把手、門把及水龍頭等，應使用地拖、刷子、抹

布等，以稀釋漂白水擦拭，並靜置 15 分鐘，待發揮殺菌作用後，再利用清水

沖 洗或擦拭乾淨。 
3. 馬桶、尿斗、洗手盆及水箱，可用未經稀釋之漂白水倒入，並靜置 15 分鐘後， 

再用清水沖洗。 
4. 地面排水口應倒入稀釋漂白水清潔，以確保 U 型隔氣管之衛生。附圖： 

稀釋比例：漂白水比清水為 1：100 

 好神拖加清水至內側黑線標示處

(約 8 公升)，加入 80cc 漂白水 
 一般水桶加清水至 6 公升，

加入 60 cc 漂白水 

 

 

  

請實際測量 6
公升容量後畫

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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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之附件 B 
 

學校室內通風原則 
 

一、 維持室內通風： 

(一) 打開室內門窗、氣窗及前後門，使空氣流通，維持通風設備的良好性能，

並經常清洗隔塵網。 

(二) 若環境為密閉空間或地下空間，建議增設排風扇，營造動力排風，強迫與

外界氣體交換，加強通風以降低二氧化碳濃度。非必要，盡可能不使用冷

氣空調。 

二、 室內空調若採用中央空調：室內空調出風口與迴風口的數量比例是2比1(等同

排風量為迴風量(m3/s)的兩倍)，保持正壓狀態以利與外界(戶外)氣體交換。 

三、 判斷室內通風或空調系統是否適用：以二氧化碳為判斷指標，使用二氧化碳測

量儀於尖峰工作時段進行量測，建議二氧化碳濃度值不應超過1,000ppm。 

四、 請各單位自行初判所屬空間是否符合本原則，如有疑義可諮詢本校環安中心、

總務處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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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心理輔導注意事項 

國立中正大學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心理輔導注意事項 

一、提供全體教師針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進行辨識學生問題及班級輔導 
的基本概念與方法。 

二、對疑似病例或居家隔離之教職員工及學生，以電話、書信或 e-mail 進行心 
理輔導，傳達全校師生的關懷，或提供其他相關心理支持。 

三、對疑似病例或居家隔離者之班級其他學生進行團體輔導或個別輔導，並以 
通知單或學校網站主動向家長公布最新疫情處理狀況。 

四、對於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請假或導致課業落後之學生返校後，應提供團 
體輔導或個別輔導。 

五、疑似病例或居家隔離之教職員工及學生重返學校，應營造「溫暖接納」氣 
氛，避免產生排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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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辦理公眾集會活動檢核表 
一、學生社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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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辦理公眾集會活動檢核表 
二、教學行政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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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環境清潔與消毒作業原則及通風檢測 

國立中正大學因應新冠狀病毒環境清潔與消毒作業原則及通風檢測 

109.3.2 環安中心製定 
壹、環境清潔與消毒 

一、 消毒設備及用品 
(一)基本防護設備：頭套、口罩、面罩、鞋套、手套。 
(二)消毒藥劑：60-80%酒精、100-500ppm漂白水(次氯酸鈉)。 
(三)清潔用品：拖把、水桶、噴霧罐、清潔劑、抹布、海綿及其他清潔用具。 
(四)紫外線消毒燈。 
(五)電子噴霧器。 

二、 消毒範圍 
(一)環安中心：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場所、宿舍區內部公共空間及周邊區域。 
(二)各單位例行清潔：學生經常接觸的物品表面，如鍵盤、課桌椅、門把、

按鈕、電器開關、家具表面、電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臺、馬桶、

浴盆、水龍頭、蓮蓬頭、公共區域的公共用品及教具等。 
三、 消毒原則 

(一) 由較乾淨的地方先擦拭。 
(二) 以稀釋漂白水擦拭後 10 分鐘，再以清水清潔。 
(三) 可以稀釋漂白水消毒馬桶。 
(四) 切勿將大量或高濃度漂白水廢棄於馬桶，避免化糞池失去汙水處理能力。 
(五) 使用漂白水時，請戴口罩、手套。 
(六) 抹布、拖把使用後必須浸潤漂白水 30 分鐘。 
(七) 依本校物資儲備量，建議 75%酒精暫以手部清潔及自動酒精噴霧機使用

為主，其餘接觸面及地板等請使用稀釋漂白水消毒。 
四、 清潔及消毒流程 

(一)電腦的清潔和消毒程序 
1. 清潔或消毒前，應關掉電腦和顯示器。 
2. 應定期使用漂白水或酒精濕布擦拭螢幕、鍵盤和滑鼠。 
3. 漂白水消毒 10 分鐘後，以清水擦拭、乾燥後再重新恢復電腦的正常使用。 

(二)辦公室環境、辦公設備及會議室的消毒程序 
1. 地毯清潔，應先除塵後，再使用地毯清洗劑做進一步清潔工作。 
2. 其他辦公設備(如影印機、印表機等)必須每日使用漂白水或酒精擦拭各

機台。 
3. 應定期以漂白水或酒精濕布擦拭辦公桌椅和門把把手等。 

(三)室內公共區域及宿舍、各棟大樓、教室 
1. 使用稀釋漂白水拖拭走廊、廚房、衛生間等公共區域的地面。 
2. 空調過濾網須每週用稀釋漂白水清洗和消毒。 
3. 垃圾筒應定時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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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餐飲賣點消毒程序 
1. 用餐區域、廚房等之公共區域及地面、牆面和天花板應定期擦拭。 
2. 廚房用具、食品容器、餐具必須完全徹底的清洗。 
3. 餐廳工作之員工必須佩戴口罩，如有接觸到食物之工作人員必須佩戴手

套。 
4. 每日應使用酒精或漂白水擦拭公用區餐桌椅。 
5. 廚餘應以有效並符合廢棄物清理有關規定之方法處理，並不可污染公共

區域及工作場所。 
(五)校車消毒程序 

1. 每日使用漂白水或酒精濕布擦拭座位、金屬窗格、把手、方向盤等。 
2. 每日使用稀釋漂白水拖拭車廂地面。 
3. 車窗盡量打開，保持車內空氣流通。 
4. 車窗隔塵網應定期清洗。 

(六)電梯消毒程序 
1. 梯廳及電梯內地面須使用稀釋漂白水拖拭。 
2. 電梯按鍵請黏貼透明膠膜，每日以漂白水或酒精濕布來擦拭膠膜，避免

手部病菌沾黏按鍵不易 消毒情形。 
(七)衛生間設施消毒程序 

1. 衛生間應至少每日進行一次清潔消毒。 
2. 地面、墻壁、洗手盆、水箱把手、門把及水龍頭等，應使用地拖、刷子、

抹布等，以稀釋漂白水擦拭，並靜置 15 分鐘，待發揮殺菌作用後，再

利用清水沖洗或擦拭乾淨。 
3. 馬桶、尿斗、洗手盆及水箱，可用未經稀釋之漂白水倒入，並靜置 15

分鐘後，再用清水沖洗。 
4. 地面排水口應倒入稀釋漂白水清潔，以確保 U 型隔氣管之衛生。 

五、 環境清潔消毒分階段規劃 
(一)大規模社區感染前 

1. 每日例行清潔：各單位每日依消毒原則進行場所清潔。 
2. 公共區域消毒：員生宿舍、校園公共區域、場館等大型區域委託專業公

司進行大規模消毒。 
3. 其他重點區域消毒：隔離宿舍或其他重點區域依需求委託專業公司進行

消毒。 
(二)大規模社區感染後 

1. 加強公共區域消毒：除原有清潔消毒作為外，環安中心提供電子噴霧器

及紫外線消毒燈予各單位進行公共區域重點加強消毒。 
2. 垃圾車及暫置區消毒：垃圾車及回收車進出場前，以漂白水進行消毒，

垃圾暫置區每日進行消毒。 
(三)校園個案發生後 

1.  1 名個案確診：該系所、宿舍及相關公共區域委託專業公司進行大規模

消毒。各單位加強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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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名以上個案確診：全校委託專業公司進行大規模消毒。各單位加強消

毒。 
貳、通風檢測並維持室內通風 

一、 打開室內門窗、氣窗及前後門，使空氣流通，維持通風設備的良好性能，

並經常清洗隔塵網，加強通風以降低二氧化碳濃度。非必要，盡可能不使

用冷氣空調。 
二、 若教室環境為密閉空間或地下空間，建議增設排風扇，營造動力排風，強

迫與外界氣體交換。 
三、 教室空調若採用中央空調：室內空調出風口與迴風口的數量比例是 2 比 1

（等同排風量為迴風量(m3/s)的兩倍），保持正壓狀態以利與外界（戶外）

氣體交換。 
四、 教育部建議：評斷室內通風或空調系統是否適用，可以二氧化碳為判斷指

標。其方法為使用二氧化碳測量儀於尖峰工作時段（上課時）進行量測，

建議二氧化碳濃度值不應超過 1,000 ppm。 
五、 由環安中心協助各單位密閉空間或地下空間二氧化碳濃度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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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公務車輛之防疫措施 

  因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本校針對校內公務車輛、校車之防疫措施如下： 

1. 要求本校司機同仁於執行出車任務前洗手或以酒精消毒雙手，並在車上時須配

戴口罩。 
2. 請司機同仁留意搭車乘客是否有嚴重咳嗽或呼吸道感染等疑似症狀情形，如有

則請該乘客下車（保護車內人員安全）。 
3. 司機同仁每日宣導：請乘客在乘車時戴上口罩。 
4. 每日執行車內環境消毒，以稀釋後漂白水(1:100)擦拭車內經常接觸部分，如：

座椅、扶手、拉環、地面等。 
5. 司機本身做好自主健康管理，生病發燒不上班。 
6. 車內空調以最大外部空氣循環操作執行。 
7. 司機及公務車調度一人配置一車，避免共同操作使用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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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疫情應變等級劃分及通報處理規定 

國立中正大學因應校園 COVID-19(武漢肺炎)應變等級劃分及通報處理規定 

等級 狀況四 狀況三 狀況二 狀況一 

發 布 時 機
(條件) 

無人員感染

或疑似病例 一人確診  二人確診  教 育 部 宣 佈全

國停課時 

教務處 
 配 合 政 策 部 分

停 課 ， 並 規 劃

復 ( 補 ) 課事宜  

配合政策全校停

課，並規劃復(補)
課事宜 

配合政策全校

停課，並規劃復

(補)課事宜 

學務處 

 1. 協 調 鄰 近醫 療 院 
所協助就醫 

2.曾 接 觸 同學予 以 
隔離觀察 

1. 協 調 鄰 近醫 療 院 
所協助就醫 

2. 曾 接 觸 同學予 以 
隔離觀察 

學 生 宿 舍 關

閉，安排外僑生

住宿 

總務處 

 1.隔 離 區 域之開設 

2.隔 離 人 員之 膳 食 
提供 

3.隔 離 區 之管制 

4. 學生返家交通

工 具之協調與

策劃 

1. 隔 離 區 域之開設 

2. 隔 離 人 員之 膳 食 
提供 

3. 隔 離 區 之管制 

4. 學生返家交通

工 具之協調與

策劃 

學生返家交通

工 具 之 協調與

策劃 

環安中心 
 立 即 針 對 該區

域進行消毒工作 
進行全校消毒工

作 
進行全校消毒

工作 

校安中心 

成立疫情通 
報中心，並向 
教育部通報 

成立疫情通報中

心，並向 教育部

通報 

提升值勤等級，

特定人員進 駐 通

報中心 

疫情通報中心 
持 續 運 作，並

定時向教育部回

報 
 

※本規定如與疾病管制署對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狀況之劃分有差異，則以 後者規定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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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組通報： 

272-0411 轉 12345 
衛生保健組 
組長 272-0411 轉 12300 
護理師 272-0411 轉 12348、12347 
辦事員 272-0411 轉 12346 

通報 
嘉義縣衛生局 

362-0607 
0800-424-850 

通報 

教育部校安中心 

02-3343-7855~6 

 
啟動傳染病防治作業 

附件 9：疫情通報處理流程 

國立中正大學疫情通報處理流程 

 
 

 
 

 

 

 

 校安中心 24 小時專線 

                                                                                                                              272-1114 
 
 

 

 
 

 
 
 
 
 
 
  

上班時間 下班時間 

學生、教職員工 

各單位防疫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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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疑似病患處理流程 

國立中正大學疑似 COVID-19(武漢肺炎)徵候病患處理流程 

                                                     109 年 3 月 5 日版 

一、 發現疑似病例： 
1. 自主通報：個案出現不適症狀主動告知所屬單位或衛生保健組等；若他人察

覺個案異狀，知悉通報學校。 
2. 健康管理追蹤者：符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具感染風險管理追蹤者，由本校

防疫窗口列管追蹤期間，出現病況變化予以通報。 
3. 體溫檢測站：於體溫檢測站發現發燒及有呼吸道感染症狀疑似病例。 
4. 衛生單位通報。 

二、 採取防護及隔離措施： 
為避免疑似病例傳染病菌，應立即請其戴口罩，若無口罩由學校提供，並應獨

立安置，暫時隔離群眾，直到離校。 
三、 通報： 

1. 通報校安中心(24 小時專線：2721114)及衛生保健組(上班時間分機：12345)。 
2. 立即填寫疑似病例通報單(1 式 3 份)，送個案所屬單位防疫窗口人員、衛生保

健組及校安中心。 
四、 評估就醫情形： 

1. 已就醫者，請其立即返家休息，落實生病不上班、不上課，並由防疫窗口持

續每日追蹤個案情況，直至個案康復或無須學校協助時，予以結案；追蹤期

間倘若個案症狀嚴重加劇，應請個案再度就醫確認。 
2. 未就醫者，請其立即自行就醫，並將就醫結果回報所屬防窗口；若自行就醫

有困難者，立即聯繫其防疫窗口，協助安排就醫事宜。 
3. 倘若症狀嚴重或有相關旅遊接觸史者，應立即聯絡衛生保健組，由衛保組聯

繫嘉義縣衛生局，通知 119 救護車協助就醫。 
五、 醫院鑑定是否為 COVID-19(武漢肺炎) 

1. 喉頭採驗陰性住院者：經治療出院後，自發病日起算 14 天，扣除住院天數，

剩於天數仍需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2. 喉頭採驗陰性未住院者：報告結果前返家不得外出，視同居家檢疫，報告結

果後仍需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 
3. 若確診為嚴重特殊傳染性性肺炎者，依確診個案處理流程處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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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確診病例 1 例處理流程 

國立中正大學因應 COVID-19(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1 例處理流程 
109 年 3 月 11 日版 

一、 通報： 

(一) 通報窗口-校安中心：協助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24 小時專線：(05)2721114。 

(二) 防疫小組總指揮(馮展華校長)、召集人(蔡榮婷副校長)及總幹事(鄭瑞隆學務

長)。 

(三) 防疫窗口：衛生保健組陳素燕組長及徐郁雯護理師，協助通報嘉義縣衛生

局。 

二、 進行疫情調查，建立接觸者名單 

(一) 教務處、學務處、系所、國際處、人事室及個案所屬單位立即整理調閱個

案及相關人員相關活動紀錄，並事先詢問個案及相關人員活動細節(如差勤

及出國紀錄、下班後活動、加退選跑班情況及課後活動)，提供衛生保健組，

以利後續疫情調查進行。 

(二) 匡列接觸者名單，確認應進行環境消毒空間(上課教室、寢室、社團空間、

研究室、上班場所等)。 

三、 防疫小組發佈停課消息 

(一) 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109 年 2 月 19 日公布標準，確診 1 例個案該師生所修

(授)課程均應停課，停課期程為14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得視疫情調查

評估決定實際停課措施（如停課天數、對象）。 

(二) 衛生保健組與嘉義縣衛生局確認停課班級、對象、停課及復課日期、接觸

者名單，並由衛生局(所)開立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 

(三) 由防疫小組對內發佈停課消息，並暫停各項大型活動，如班際活動、社團

活動、運動會等。 

四、 相關單位配合事項： 

(一) 本校校安中心：協助將停課人數及期程，立即通報教育部校園安全中心。 

(二) 環安中心：立即實施環境消毒工作。 

(三) 秘書室：發佈新聞稿，並由主任秘書統一對外發言。 

(四) 總務處及學務處：依需求人數立即協助提供隔離宿舍及安居宿舍。 

(五) 接觸者須進行居家隔離者： 

1. 本國教職員工、本國學生、境外生(依附在臺親友)、境外教職員工(校外

賃居)：總務處協助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頒佈之交通運送規格返家隔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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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境外生(校外賃居、未依附在臺親友)：總務處或學務處協助安排入住隔離

宿舍。 

(六) 無須進行居家隔離者： 

1. 本國教職員工、本國學生、境外生(校外賃居、依附在臺親友) 、境外教

職員工(校外賃居)：自行返家。 

2. 境外生(未校外賃居、未依附在臺親友)：總務處或學務處協助入住安居宿

舍。 

(七) 教務處：提供安心就學措施，妥適安排學生開學選課、註冊繳費、修課方

式及成績考核等事宜，提供彈性輔導之就學機制，共同協助學生渡過困難。 

(八) 系所通知學生家長，安排後續照顧、課業及請假相關事宜，若有必要，系所

得協調相關單位進行各項防疫及輔導措施。 

(九) 輔導中心：對確診個案及居家隔離之教職員工生，以電話、書信或電子郵

件進行心理輔導，或提供其他相關心理支持；營造校園溫暖接納氣氛，避

免因疫情導致恐慌及排斥狀況。 

(十) 人事室：協助相關教職員工，辦理公假請假事宜。 

(十一) 學務處：協助學生辦理請假事宜；對停課之弱勢學生，酌情提供必要之

生活及經濟協助。 

五、 確診個案及居家隔離管理：衛生保健組及各單位防疫窗口依「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個案追蹤作業流程」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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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確診病例 2 例(或以上)處理流程 

國立中正大學因應校園 COVID-19(武漢肺炎) 
確診病例 2 例(或以上)處理流程 

109 年 3 月 11 日版 

一、 通報： 
(一) 通報窗口 -校安中心：協助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24 小時專線：

(05)2721114。 
(二) 防疫小組總指揮(馮展華校長)、召集人(蔡榮婷副校長)及總幹事(鄭瑞隆學

務長)。 
(三) 防疫窗口：衛生保健組陳素燕組長及徐郁雯護理師，協助通報嘉義縣衛生

局。 
二、 進行疫情調查，建立接觸者名單 

(一) 教務處、學務處、系(所)、國際處、人事室及個案所屬單位立即整理調閱

個案及相關人員活動紀錄，並事先詢問個案及相關人員活動細節(如差勤及

出國紀錄、下班後活動、加退選跑班情況及課後活動)，提供衛生保健組，

以利後續疫情調查進行。 
(二) 匡列接觸者名單，確認應進行環境消毒空間(上課教室、寢室、社團空間、

研究室、上班場所等)。 
三、 防疫小組發佈停課消息 

(一) 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109 年 2 月 19 日公布標準，有 2 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診病例，該校（區）停課，停課期程為 14天；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得視疫情調查評估決定實際停課措施（如停課天數、對

象）。 
(二) 衛生保健組與嘉義縣衛生局確認停課及復課日期、接觸者名單，並由衛生

局(所)開立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 
(三) 由防疫小組對內發佈全校停課消息。 

四、 相關單位配合事項： 
(一) 本校校安中心：協助將停課、停班人數及期程，立即通報教育部校園安全

中心。 
(二) 環安中心：立即實施環境消毒工作。 
(三) 秘書室：發佈新聞稿，並由主任秘書統一對外發言。  
(四) 總務處及學務處：依需求人數立即協助提供隔離宿舍及安居宿舍。 
(五) 接觸者須進行居家隔離者： 

1. 本國教職員工、本國學生、境外生(依附在臺親友)、境外教職員工(校外

賃居)：總務處協助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頒佈之交通運送規格返家

隔離。 
2. 境外生(校外賃居、未依附在臺親友)：總務處或學務處協助入住隔離宿

舍。 
(六) 無須進行居家隔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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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國教職員工、本國學生、境外生(校外賃居、依附在臺親友) 、境外教

職員工(校外賃居)：自行返家。 
2. 境外生(未校外賃居、未依附在臺親友)：總務處或學務處協助入住安居

宿舍。 
(七) 教務處：評估縮減上課週數，採 1 學分 18 小時彈性修課，於週間或線上課

程等補課方式辦理；提供安心就學措施，妥適安排學生開學選課、註冊繳

費、修課方式及成績考核等事宜，提供彈性輔導之就學機制，共同協助學

生渡過困難。 
(八) 系所通知學生家長，安排後續照顧、課業及請假相關事宜，若有必要，若

有必要，系所得協調相關單位進行各項防疫及輔導措施。 
(九) 輔導中心：對確診個案及居家隔離之教職員工生，以電話、書信或電子郵

件進行心理輔導，或提供其他相關心理支持；營造校園溫暖接納氣氛，避

免因疫情導致恐慌及排斥狀況。 
(十) 人事室：協助相關教職員工，辦理公假請假事宜。 
(十一) 學務處：協助學生辦理請假事宜；對停課之弱勢學生，酌情提供必要之

生活及經濟協助。 
五、 確診個案及居家隔離管理：衛生保健組及各單位防疫窗口依「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個案追蹤作業流程」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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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 

國立中正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 

109 年 3 月 19 日招生組修定 

一、 依據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0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18887 號函「大專校院辦理招

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參考原則」辦理。 
二、 試場環境通風與消毒注意事項： 

（一） 試場預備酒精或消毒器具，提供試務工作人員及考生清潔使用。 

（二） 於應試期間打開門窗，保持試場通風良好；監試委員（或口試委員）與

考生應保持一定距離，如一次多名考生共同進行考試時，應避免座位緊

靠。 

（三） 考試前試場以酒精或稀釋漂白水消毒；考試結束後，試場再次消毒。 

三、 考生健康管理注意事項： 

（一） 考生應主動通報旅遊史及接觸史： 

1. 於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有境外旅遊史者，應主動通報。 

2. 若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及確診病例者，應配合留

在家中及指定處所，禁止進入試場應試；若為自主健康管理者，則應至

隔離試場並全程佩戴口罩應試（若為面試應採行個別面試，不得與其他

考生共同面試）。 

（二） 考試當日： 

1. 試場入口（或口試報到處）張貼宣導公告，提醒考生考試前14天內有境

外旅遊史，應主動通報。 
2. 經監試（試務）人員發現或考生主動告知，有發燒（額溫≧37.5∘C，

耳溫≧38∘C）或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應自備口罩且主動佩戴後，方得

進入試場應試。 
3. 協助考生量測體溫時，如遇考生有發燒情形，應詢問其就醫情形及旅遊

史，並會同試場醫護人員或衛生保健組，協助適當防護措施。 
四、 試場隔離措施注意事項： 

（一） 另設置隔離試場，考試當日應依實際應試需求啟用： 
1. 考生於考試當日正在進行自主健康管理者，請配合至隔離試場應試。 
2. 考生有發燒或劇烈咳嗽明顯影響其他考生時，請配合至隔離試場應試或

協助就醫。 
（二） 隔離試場考生及監試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 
（三） 考生應於隔離試場或周邊一定範圍內休息或活動，避免與其他一般考生

接觸。 
五，其他注意事項： 

（一） 如有考試當日前14天內有境外旅遊史、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不

得擔任監試、試務工作人員。 
（二） 經衛生機關確定感染之個案、疑似個案、或列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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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監測通報採檢，致無法應試者，檢具相關證明後由招生單位退還報

名費，或依教育部指示之補救措施辦理。 
（三） 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及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請至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查詢最新發佈訊息

(https://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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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停課補課及復課措施 

國立中正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停課補課及復課措施 
1 0 9 年 2 月 21 日訂定 

1 0 9 年 3 月 10 日校長核定 

壹、停課標準及處理措施 
一、停課標準 
（一）有 1 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師生所修/授課程均

停課。 
（二）有 2 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本校停課。 
（三）前述（一）至（二）之停課情形，仍應視實際疫調情形依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公布之指示做適當之調整。 
二、停課處理配套措施 
（一）教務處應於本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區公告停課補課及復課訊息，

告知學生相關訊息，停課期程為 14 天。 
（二）全班停課期間，授課教師可視實際需要，將課程學習教材公告於本校教學

課程平台，鼓勵學生進行線上學習。 
貳、復課補課及處理措施 
（一）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應至症狀解除後 14天始能返

校上課；其餘學生應於停課 14 日後返校上課。 
（二）每一學分仍須符合全學期授課滿 18週之規定，停課期間未完成之課程進度，

依下列方式補課： 
1. 請假學生之補課，由授課教師於該班學生停課期間，將課程進度公告於教

學課程平台，供學生自行觀看。 
2. 全班性補課日期得在學期中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後，依補課相關規定辦理，

或完成數位教學影片，供學生上網補課。全校性停課，授課教師得於週間

或假日補課。 
3. 教師補（調）課時，請先協調補（調）課使用之教室。 

叁、補考 
（一）學生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需隔離經准假期間，適值期中、期末考試，其

未經考試之科目，銷假後應請授課教師協助補考。 
（二）全班性停課期間適值期中、期末考試，其未經考試之科目，銷假後應請授

課教師另行安排補考。 
（三）全校性停課時，期中、期末考試及教師繳交成績日期均予順延。 
肆、有關未盡事宜，本校將視疫情程度，配合政府防疫政策，修訂本「停課補課

及復課措施」，經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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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國立中正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1 0 9 年 2 月 7 日 校 長 核 定 後 公 告 

1 0 9 年 3月 1 8 日 修 正 

一、 依據 109 年 1 月 27 日及 2 月 10 日教育部通報辦理。 

二、 依大學法第 28 條及專科學校法第 38 條規定， 學生修業及其他與學籍

有關事宜， 由大學列入學則， 報教育部備查， 惟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

屬影響正常學習 之 事件 ， 由學 校 視個 案 情形 ， 從寬 適 用彈 性 修業 機 制， 
協 助學 生 渡過困難。  

三、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為使本校全體學生安心就學， 依前揭教

育部通報，訂定本校「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因涉學則規定，相 關措施經簽奉校長核准後實施。 

四、 本措施適用對象如下： 

 (一)居住境外因疫情暫時無法返回臺灣就讀者。 

(二)於開學日一週後仍因防疫隔離（含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

理等）或 就醫治療而無法如期返校就讀者。 

(三)在學期間因疫情須中斷學習者。 符合以上定義之學生申請下列各項彈

性措施時，須檢附與疫情有關證明文件，以利 審核。 

五、 附表【安心就學措施申請單】可委託他人辦理或以通訊方式(電子郵件或郵

寄)向本校 教學組申請。 

六、 連絡窗口：中正大學教務處教學組 886-5-2720411 轉 11212、11213、11201，
電子郵件：admwlc@ccu.edu.tw ; 傳真電話:05-2721534 

 

類別 安心就學措施 相關單位 

開學選課 

1. 原學士班修習學分下限為 16 學分（1~3 年級）及 8 學分（4 
年級）並得減修最多 6 學分之規定，學生倘因疫情有 更低

修課學分需求者，得於選課期間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專 案
申請核減修習學分。 

2. 碩博士班學生有修習學分下限，但得申請減修為 0 學分。 

3. 期中棄選：學生因疫情影響，無法負荷課程，得專案申

請核准放寬僅得棄選 1 科之限制，惟學士班學生棄選後

至少仍應修習 1 學分。 

教務處教學組 

mailto:admwlc@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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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安心就學措施 相關單位 

繳費註冊 

1. 註冊繳費可使用 ATM 轉帳、銀聯卡、信用卡、超商或台

灣銀行臨櫃繳費，毋須到校辦理註冊繳費，繳費完畢(或
完成就學貸款程序)即視同註冊。 

2. 學生因疫情無法以上述方式如期完成學雜費繳交，得

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專案申請延後繳費，至遲延後至開

學日 起 1 個月內為原則。 

3. 學士班學生因疫情專案申請核減修習學分者，總修習

學分達 10 學分收取全額學雜費，未達 10 學分者比照學士

班延修生收取學分費。 

教務處教學組 
總務處出納組 
學務處生活事 

務組 

修課方式 

1. 跨校選課 

(1)跨校選修台灣各大學網路課程： 

受疫情影響無法到校，本校註冊後可跨校選台灣各大學

校院開設之網路課程，不受每學期 6 學分限制。(採校際

選課方式，是否得認畢業學分由學生所屬系所認定，收

費依各開課學校規定。) 

(2)就地選修陸、港、澳各大學課程： 

針對在陸、港、澳修讀之學分，倘符合教育部「大陸地區大

學及高等教育機構認可名冊（155 校）」、「香港專科

以上學校認可名冊」、「香港頒發副學位學校認可名

冊」及「澳門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採校際選課方

式，不受每學期6 學分限制，是否得認畢業學分由學生

所屬系所認定，收費依各開課學校規定。倘非屬前開認

可名冊之學校，則不得採計學分。 

2. 線上教學： 

如遇疫情影響，需就醫、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

康管理或延遲入台，請開課單位協助採同步或非同步進

行遠距授課。 

教務處教學組 
各開課單位 

考試成績 

因疫情隔離、檢疫規定，無法到校參與考試(期中、期末

或平時考等)， 得採其他彈性方式( 如繳交報告、 個案補 

考…等)核算學期成績。 

教務處教學組 

各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學生請假 
學生因疫情無法到校上課申請請假者，得事後補齊證明文件 
完成請假作業，前開請假可委託他人辦理或學生所屬學系協 
助。是類學生之缺課，不得計為學期成績扣分項目。 

教務處教學組 
各 院 系 所 
各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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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安心就學措施 相關單位 

休學 

復學 

退學 

修業年限 

1.休學：學生因疫情影響，無法返校(含休學期限屆滿無

法復學)或無法繼續在校學習擬辦理休學者，學

校專案受理申請，學生得檢附證明文件以通訊

方式或委託他人辦理。 

前項專案申辦之休學不計入休學年限、不受學

期行事曆休學期間限制且其當學期學雜學分費全

額 退費。 

2.退學：學生因疫情影響並持有證明文件者，學校審酌學生

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放寬該學期成績不計入應

令退學之計算。 

3.修業期限：若學生因疫情影響，涉及修業期限屆滿者，得

專案延長修業期限。 

教務處教學組 
國際事務處 
各院系所 

畢業資格 因疫情影響，致無法完成特殊畢業條件之個案，由學生所屬 
學系或相關單位從寬認定，以專案簽核予以協助。 

各院系所 

語言中心 

通識中心 

教務處教學組 

資格權利 
保留 

1. 新生保留入學資格：當學期新生因疫情無法入境，外

國學生得申請保留錄取資格；陸生、僑生得申請保留

入學資格。本地生因疫情影響無法如期入學，得檢具

證明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2.  因防疫要求影響當學期至境外修讀 ( 本校選送之雙聯

學位、  研修、  交換或實習等 )， 其資格原則上予以保

留並由國際處(或簽約單位)及學系協助後續安排。 

教務處教學組 
國際事 務處 
各院系所 

報  名  本  校
入學考試 

由學校協助提供相關應試服務；如考生為衛生機關確定感染 

之個案、疑似個案、或列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致無法應試者，檢具相關證明後向招生單位申請退還報名 

費。 

教務處招生組 

各院系所 

錄取生報到 

本校碩士班、  博士班及學士班轉學生招生考試錄取生，

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經衛生機關列為居家隔離、居家

檢疫而無法到校報到或無法委託他人辦理者，應於報到通知 
函指定之報到日期前，以電話聯絡錄取報到受理單位，將

以專案方式受理驗證報到。 

教務處教學組 
各院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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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安心就學措施 相關單位 

助學措施 

學生家庭經濟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之助學措施 
1.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學雜費用優待或減免、弱勢學生助學計

畫之助學金、生活助學金、緊急紓困及高教深耕計畫 
之獎助學金。 

2. 各類學雜費減免、獎助措施之申請，如因配合國家防疫政

策之居家隔離或檢疫等影響，致學生未能如期提出申請

者，將依個案及教育部規定彈性延長申請期程。 
3. 學生家庭經濟如因疫情影響，致收入減少者，請學生至生

活事務組尋求協助，並請各系主動聯繫生活事務組，將視

個案情形與需求，提供助學措施。 
4. 申辦就學貸款者，如學生家庭經濟受疫情影響，於屆期繳

款時，可向承貸銀行申請緩繳本金，最多 3 年(次)，緩繳

期間利息由政府負擔，如仍有緩繳需求，可專案申請緩繳

期限延長。 

學務處生活事務
組 

輔導協助 

機制 

1. 若有疑似病例或居家隔離、居家檢疫之教職員工及學

生有相關情緒、心理議題，轉介輔導中心，中心將以

電話、書信或 e-mail 進行心理輔導，或提供其他相關

心理支持。 

2. 對於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請假或導致課業落後之學生

返校後，視學生心理狀態提供心理輔導支持。 

輔導中心 

各院系所 

其他 
1. 得受理因疫情影響之學生以通訊或委託方式辦理學籍相 

關業務及各類成績證明文件申請等相關事務。 

2. 如有其他有關修業相關事宜，依據個案特殊性，從寬提 
供 要 協助  

教務處教學組 

註: 提供目前教育部認可之港澳、 大陸地區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名冊下載網址如下: 

1.大陸地區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認可名冊 

https://depart.moe.edu.tw/ED2200/News_Content.aspx?n=5E9ABCBC24AC1122&s=2690D12DF5118DE0 
 

2.香港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香港頒發副學位學校認可名冊、澳門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0217161130F0B192&sms=DD4E27A7858227FF&s=DBFEB120
E0C2C3E4

http://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0217161130F0B192&amp;sms=DD4E27A7858227FF&amp;s=DBFEB120E0C2C3E4
http://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0217161130F0B192&amp;sms=DD4E27A7858227FF&amp;s=DBFEB120E0C2C3E4
http://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0217161130F0B192&amp;sms=DD4E27A7858227FF&amp;s=DBFEB120E0C2C3E4
http://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0217161130F0B192&amp;sms=DD4E27A7858227FF&amp;s=DBFEB120E0C2C3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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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專案申請單  

 
申請日期: 

系  所  (  )本地生    (  )僑生 
(  )外國學生  (  )陸生 

學  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電話/手機  E-mail 信箱  
簡要說明: 

 

因疫情影響申請安心就學措施項目(請勾選)： 
(   )延後繳費註冊：預計可繳費註冊完成日期          (開學日起 1 個月內為原則)。  
 

(   )減修學分：預計減修      學分，減修後總修     學分。 
 

(   )休學：請先登錄網路離校系統 
           檢附:休學申請書、身分證明影本、疫情相關證明文件(因政策無法入境者免附) 
 

(   )退學：請先登錄網路離校系統 
           檢附:退學申請書、身分證明影本、疫情相關證明文件(因政策無法入境者免附) 
 

(   )棄選：棄選後至少仍須修習 1 學分。棄選科目如下: 

科目代碼 班

次 科目名稱 學

分  科目代碼 
班

次 科目名稱 學

分 

         

         

         

         
 

證明文件     件，名稱如下: 
1. 
2. 
 
1. 本申請表填妥並檢附相關資料後，可委託他人或以通訊方式至本校教務處教學組辦理。 
2. 郵寄地址: 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中正大學教務處教學組 
3. E-MAIL： admwlc@ccu.edu.tw ; 傳真電話:05-2721534 
4. 休、退學表單，請至教務處網頁表單下載處下載。 

mailto:admwlc@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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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1：安心就學彈性修課方式 

國立中正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彈性修課方式 

一、跨校選修 

(一)就地選修陸、港、澳各大學課程：針對在陸、港、澳修讀之學分，倘符合教育

部「大陸地區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認可名冊（155校）」、「香港專科以上學

校認可名冊」、「香港頒發副學位學校認可名冊」及「澳門專科以上學校認

可名冊」，採校際選課方式，不受每學期6學分限制，是否得認畢業學分由學

生所屬系所認定，收費依各開課學校規定。倘非屬前開認可名冊之學校，則

不得採計學分。 

(二)台灣各大學網路課程：受疫情影響無法到校，本校註冊後可跨校選台灣各大學

校院開設之網路課程，不受每學期6學分限制。(採校際選課方式，是否得認畢

業學分由學生所屬系所認定，收費依各開課學校規定。) 

二、中正大學課堂隨堂錄影後，提供非同步遠距教學。由課程助教錄音或錄影後上傳

Youtube(港澳生)、Youku優酷(陸生)，學生以Ecourse2提供之網址連結觀看。 

三、提供已經錄製好的E-Learning教材，提供非同步遠距教學。 

四、中正大學課堂隨堂提供Youtube(港澳生)同步遠距直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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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校外實習課程應變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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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協助在陸港澳之臺生於疫情期間返臺學習銜接措施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本校提供在陸港澳就學臺生修讀課程： 

一、 臺生第一次至本校校際選課外校生請先註冊填寫個人基本資料，註冊網址

如右：https://miswww1.ccu.edu.tw/academic/isscourse/std_other_pims.php 

二、 學校部分請選擇: [zzz 隨班修讀] 

請於校際選課系統開放時間:3/2 中午 12:00~3/16 下午 5:00，把握時間進入

校際選課系統選課；另本校校際選課系統僅可選修 3 科，同學如欲選超過

3 科請至以下網址 http://oaa.ccu.edu.tw/oaa1/t1.html 下載 "校際選課申請單--

-本校學生使用" 表單填寫，連同校際選課系統列印出之 "校際選課申請單

(3 科)" ，經本校任課老師簽章，再至本校出納組繳費，連同學生證影本及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交教學組蓋章完成選課流程。 

三、 同學完成選課程序後(亦即選課單已送至教學組)，隔天中午方可進入教學

課程平台(ecourse2)。 

四、 同學如欲進入教學課程平台(ecourse2)，其帳號及密碼與校際選課系統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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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學校餐廳防疫措施 

國立中正大學從業人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規範 
109 年 2 月 21 日修定 

一、 近因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擴大，為維護民眾及從業人員健康，衛生福

利部食品業者登錄平台於 109 年 1 月 29 日全面通知餐飲業者「有關餐飲業

從業人員戴口罩之規定，是指所擔任的工作與食品接觸且有影響產品之衛

生安全的工作人員，只須配戴一般口罩以達衛生安全自律管理， 不須使用

醫用口罩，請餐飮從業人員及民眾不用恐慌」。 
二、 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規定：「食品從業人員於食品作業場所內工作

時，應穿戴整潔之工作衣帽(鞋)，以防頭髮、頭屑及夾雜物落入食品中，

必要時應戴口罩。」因應武漢肺炎病例遽增，自即日起，配合防疫全面輔

導查核餐飲工作人員依規配戴口罩，如有未依規定者，將開立限期改善通

知書，複查不符規定者，將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 
三、 從業人員落實肥皂或洗手乳勤洗手、必須配戴口罩等個人防護措施。 
四、 請所有賣點開學時應自行準備 75%酒精消毒液或其他消毒液及洗手臺應備

有肥皂、洗手乳等清潔用品，供工作人員使用。 
五、 所有從業人員於上工前量測體溫、填寫賣點工作人員每日體溫及健康狀況

紀錄表並洗手進行手部消毒。若出現發燒(額溫≧37.5˚C、耳溫≧38 ˚C)、
咳嗽、喉嚨不適等呼吸道症狀均需停止上班，立刻就醫，並回報本會。 
(請廠商自行備妥溫度計) 

六、 各賣點應轉知協力廠商送貨進校園時配戴口罩，並填寫「國立中正大學校

園 COVID-19(武漢肺炎)健康關懷問卷」(附件二)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七、 各賣點環境清潔消毒：應定時針對師生進出餐廳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或多

人使用場所（如門把、桌面、椅子、櫃台面、洗手台、水龍頭等）進行清

潔消毒，並填寫清潔防疫紀錄表。托盤務必回收後清洗消毒後再重複使用。 
八、 學校已成立防疫應變小組，並制定防疫計劃，請大家安心，可參考學校首

頁或防疫諮詢請洽衞保組（分機 12345） 
九、 2019 年新型冠狀病毒要怎麼消毒? 

一般的環境，如家具、廚房，消毒可以用 1：100 的稀釋漂白水（500 
ppm）。浴室或馬桶表面則應使用 1：10 的稀釋漂白水（5000 ppm）消毒。

消毒應該每天一次，並使用當天泡製的漂白水。室內空氣則需靠良好的通

風以維持空氣清潔。詳細建議請參考：「醫療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傳染

性肺炎感染管制措施指引」。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QAPage/B5ttQxRgFUZlRFPS1dRliw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QAPage/B5ttQxRgFUZlRFPS1dRl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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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釋濃度 比例(漂白水:清水)cc 5 公升(5000cc) 10 公升(10000cc) 
200ppm 0.4:100       99.6 20cc:5000cc 水  
500ppm 1:100           99   50cc:5000cc 水  
1000ppn 2:100           98 100cc:5000cc 水  

配置後漂白水 24 小時有效 

200ppm用於廚房(餐具、抹布、刀具、砧板、工作檯面) 

500ppm:病毒防疫 

1000ppm:諾羅病毒(嘔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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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餐廳消費者經衛生單位或本校衛保組通知確診為新冠病毒後之處理流程 

配合衛生局疫調單於 24小時內完成

疫調作業 

自主健康管理者 非自主管理名單 

接獲接觸者匡列通知 

暫停營業 
由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追蹤監測 14 天並判定結案與否 

餐廳暫停營業 

進行環境消毒作業 

衛生局開立接觸者居家隔

離通知書者 

結案 確診 

消毒後恢復營業 

依本校防疫規範辦理後續

防治事宜 

通報衛生單位及校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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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負責人：          

日期 姓名 

發燒 
(耳溫≧

38˚C/額溫

≧37.5˚C) 

流鼻水 
、鼻塞 咳嗽 呼吸 

困難 
全身 
倦怠 

四肢 
無力 當日就醫 檢查 

人員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說明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說明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說明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說明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說明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說明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說明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說明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說明             

 

註：因應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期間，每日所有從業人員於進入學校餐廳工作前，均應進行體溫量測與健康狀況評估，若有出現通

報個案或疑似個案時，應立即通知學校負責單位(如學校餐飲督導人員或防疫小組)。 109/02/21 

國立中正大學賣點工作人員每日體溫及健康狀況紀錄表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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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健康關懷問卷 
更新日期:109年02月21日 

您好，為因應「COVID-19(武漢肺炎)」（武漢肺炎）疫情，中正大學十分關心您

的健康，多一分準備，就能多一分安心。為了提供您最好的後續照顧，請協助我

們填寫下列資料，並詳細閱讀注意事項，敬祝您身體健康，事事順心。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出生：_______年___月___日性別：□男□女 
來訪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來訪目的: □商品配送 □其他: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於本校活動期程：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最近14天內是否到過以下國家： 

□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地區、廣東省、溫州市），請填寫入境日期：____年
____月____日 
□中國香港，請填寫入境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中國澳門，請填寫入境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中國大陸（非湖北省、武漢地區、廣東省、溫州市、香港、澳門地區），請

填寫入境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其他國家，請說明：__________ 
□無，未出境 

2. 最近14天內是否出現以下症狀： 
□發燒(耳溫≧38˚C/額溫≧37.5˚C)  □咳嗽□喉嚨痛 
□呼吸道窘迫症狀(呼吸急促﹑呼吸困難)  
□流鼻水□肌肉酸痛□關節酸痛□其他症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3. 您或您家屬是否曾與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病患有接觸？ 
□否□是，與您的關係是______，您與病患接觸日期為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您是否為衛生主管機關列管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居家檢疫或自

我健康管理個案? 
□否□是，居家檢疫或自我健康管理日期為___年__月___日至___年__月___日 

請詳細閱讀以下注意事項，於中正大學活動期間配合防疫措施，並且簽名 
1. 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原則上可使用肥皂和清水或酒精性乾洗手

液進行手部衛生。儘量不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2. 倘若14天內有發燒（耳溫≧38˚C/額溫≧37.5˚C）、咳嗽、喉嚨痛、呼吸道窘迫

症狀、   流鼻水、肌肉酸痛或關節酸痛等不適症狀，請立即配戴口罩，主動通報

本會後，由各   系所通報保健中心，以協助您就醫。就醫時，請主動本出示通知

單，並告知醫師旅遊   史、接觸史及居住史。 
本人所填資料無誤，且已詳細閱讀過以上之說明並且願意配合防護措施 
簽名：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_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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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溫: 發燒(耳溫≧38˚C/額溫≧37.5˚C) 
身體狀況: 流鼻水、鼻塞、 咳嗽、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無症狀打勾/有症狀請註明+就醫?) 
提醒協力廠商:洗手、戴口罩 

日期 進/出時間 姓名 體溫 健康狀況 出國 執行人員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進 
出 

     

 
  

協力廠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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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清潔防疫紀錄表 

賣點名稱：          負責人：           分機： 

項目 v 日期/時間 清潔 
人員 

檢查 
人員 項目 v 日期/時間 清潔 

人員 
檢查 
人員 

        
 

 

        
 

 

        
 

 

        
 

 

        
 

 

        
 

 

        
 

 

        
 

 

        
 

 

        
 

 

        
 

 

        
 

 

        
 

 

注意事項 
1.多人使用場所，務必使用 500ppm 消毒水擦拭。(1000cc 水+10cc 漂白水)。 
2.手部應經常清洗，並以 75%酒精消毒。 
3. 每天至少消毒四次(開店前/中午用完餐後，晚餐營業前/打烊) 
4.門把、桌椅、檯面:包含所有地方(別忘了廁所)。椅子:請去思考用手拉出椅子的地方要消毒。 
5.洗手乳請補足。 
6.清潔項目可隨時增加 

  109/02/21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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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清潔防疫紀錄表 

賣點名稱： 福慧素食       負責人：           分機： 

項目 v 日期/時間 清潔 
人員 

檢查 
人員 項目 v 日期/時間 清潔 

人員 
檢查 
人員 

桌椅     
廁 所 洗 手

檯(含水龍

頭) 
  

 
 

地板     廁所門把   
 

 

垃圾桶     餐具蓋   
 

 

廚餘桶     
餐 具 回 收

區   
 

 

外場洗手

檯(含 水

龍頭) 
    托盤   

 
 

自助餐檯        
 

 

防塵罩        
 

 

調味品區        
 

 

櫃檯面        
 

 

出餐檯        
 

 

湯桶區        
 

 

注意事項 
1.多人使用場所，務必使用 500ppm 消毒水擦拭。(1000cc 水+10cc 漂白水)。 
2.手部應經常清洗，並以 75%酒精消毒。 
3. 每天至少消毒四次(開店前/中午用完餐後，晚餐營業前/打烊) 
4.門把、桌面、檯面:包含所有地方(別忘了廁所)。椅子:請去思考用手拉出椅子的地方要消毒。 
5.洗手乳請補足。 
6.清潔項目可隨時增加 

  109/02/21 

附件三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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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餐飲衛生注意事項 

一、 餐具：乾熱殺菌法（110℃，30 分鐘以上） 
二、 抹布採用煮沸殺菌（100℃熱水煮沸 5 分鐘）  
三、 廚房用炊餐具：200ppm消毒水消毒（1,000cc 水+4cc 漂白水） 
四、 櫃檯面、門把、茶桶水龍頭、桌椅、地板、牆面、樓梯扶手、洗手檯、調味

品區桌等多人使用場所，務必使用 75％酒精或稀釋後漂白水（500ppm）擦

拭 ，一天至少執行消毒 4 次（午餐前後及晚餐前後各一次）。 
五、 手部應經常確實洗手，洗手設施及消毒用品需時時補足，以利全體工作人員

確實洗手。 
六、 所有工作人員上工前必須量體溫及記錄，協力廠商也需填關懷問卷及量體

溫。 
七、 所有工作人員上工前服裝儀容及務必佩戴口罩，如有接觸到熟食之工作人員

必須佩戴一次性手套。 
八、 加強通風：開電扇加開窗戶、開冷氣時也務必開窗 
九、 櫃檯前務必提供消毒用酒精，張貼提醒師生用餐前洗手夾菜食物說話等宣導

海報。 
十、 食材來源請符合衛生標準，並確實登錄校園食材平台。 
十一、 裂縫、缺口之餐具不得存放食品或供人使用。 
 

109/02/21 
  

餐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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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海報(各賣點櫃台前面及洗手槽前張貼)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CuolNGajsa-
IDlSPWdJ0gqkkpRQdkDQ6Jg91CPwv1Js/edit 
國立中正大學賣點從業人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管理措施調查 
(餐飲+非餐飲)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CuolNGajsa-IDlSPWdJ0gqkkpRQdkDQ6Jg91CPwv1Js/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CuolNGajsa-IDlSPWdJ0gqkkpRQdkDQ6Jg91CPwv1Js/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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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回店清掃

消毒日期 餐廳名稱 

2/16 整理消毒， 
2/17 營業 元氣補給站 

營業中， 
2/10 起加強消毒 福慧素食 

2/26 整理消毒， 
2/27 營業 和風食堂 

2/9，10 清理， 2/27，
28 整理消毒，3/2 營業 奇奇屋 

營業中， 
2/10 起加強消毒 婆媳麵食 

2/26 整理消毒， 
2/29 營業 佳豐生活美食坊(松屋食坊) 

2/24 整理消毒， 
2/25 營業 基地(社科院) 

2/27 整理消毒， 
3/2 營業 基地(共教) 

2/15，2/16 整理消毒，

2/17 營業 微風蔬果、食堂 

營業中， 
2/10 起加強消毒 湖畔咖啡館 

2/27 整理消毒， 
3/2 營業 天麗商行(武媽媽的幸福造咖) 

無法確定(因為工程) 開心見麵 
營業中， 
2/10 起加強消毒 幸福食堂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餐飲賣點清掃消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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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COVID-19(武漢肺炎)個案追蹤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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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輔導中心防疫心理輔導機制 

國立中正大學輔導中心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心理輔導機制 

109 年 3 月 10 日訂定 
 

 
 
 
 
 
 
 
 
 
 
 
 

 
 
 
 
 
 
 
 
 
 
 
 

  

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心理輔導機制 

教職員工生 
居家隔離、居家檢

疫教職員工生 居家隔離者之班級 
1.確診學生 
2.病故學生之班級 

1. 提 供 安 心 文

宣。 
2. 若有影響身心

狀況者，可主

動聯繫輔導中

心。 
3. 有 轉 介 需 求

者。 

依據本中心訂定

之居家隔離、居

家檢疫期間關懷

輔導流程處遇。 
 

1. 確診學生：依本

校內部控制高關

懷學生支持系統

主動關懷。 
2. 病故學生之班

級：提供悲傷輔

導。 

視情況由系辦或

導師邀請輔導中

心 進 行 安 心 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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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輔導中心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期間關懷輔導流程 

109 年 3 月 10 日訂定 
 

  

居家隔離、居家檢

疫教職員工或學生 

相關單位轉介 

初級需求 

結束後一個月內追蹤關懷 

結 束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結束(14 天) 

輔導需求評估 
 

提供安心文宣 

次級需求 三級需求 

電話、信件或

其他方式進行

關懷 

電話、視訊或

其他方式進行

諮商 

心理衛生醫療協

助 

自行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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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學生宿舍執行防疫措施及相關規劃事宜 

學生宿舍執行防疫措施及相關規劃事宜 
                        109 年 3 月 2 日生活事務組製定 

一、已於 109 年 2 月 26 日公告「必要時須配合未來疫情發展徵用宿舍」，預先規劃

有關事宜(詳如附件一)，並依教育部規定之「隔離宿舍」、「安居宿舍」調整

安排： 
 (一)「隔離宿舍」為校內出現師生確診案例時，提供給須居家隔離，且校外賃居、

未依附在臺親友之境外生，並應 1 人 1 間安排。 
 (二)「安居宿舍」為提供給無須居家隔離，且未校外賃居、未依附在臺親友之境

外生，可安排共住。 
 (三)有 1 位確診案例時： 

1.不需居家隔離之學生續住原寢；被徵用宿舍之住宿學生，依學生意願，調整至

學士班或碩博班宿舍空餘床位住宿(安居宿舍)，不足之處，尋找校外賃居處所，

由本校統一簽訂短期租約，以備因應。 
2.需要居家隔離學生： 

(1)本國學生、在臺有親友可依附之境外生，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頒布之

交通運送規格返家隔離。 
(2)須進行居家隔離，且賃居校外或無在臺親友可依附之境外生，安排其入住

隔離宿舍。 
(四)有 2 位確診案例時：全校依法須停課。 

1. 公告「不需居家隔離之學生，除在臺無親友可依附之境外生，續住原寢之外，

所有本國學生，立即退宿返家」， 
2. 需進行居家隔離之學生，處理方式同上。 

二、規劃「居家隔離」期滿學生入住「安居宿舍」事宜： 
 (一)該生原住之寢室若非「隔離宿舍」，返回原寢室。 
 (二)該生原住之寢室若已規劃為「隔離宿舍」，另行安排「安居宿舍」給予住宿。 
 (三)要求確實佩戴口罩，接續實施「自主健康管理」14 天。 
 (四)密切與衛保組保持連繫，配合執行渠等衛教或管理事宜。 

三、執行學生宿舍防疫措施： 
 (一)學生進住宿舍期間(109 年 2 月 28 日起至 3 月 1 日止)，執行體溫量測工作(如附

件二)。 
 (二)依規定每日執行二次消毒拖地、擦拭工作(如附件三)。 
 (三)自開學日起(3 月 2 日)，每日傍晚 20 時由宿舍服務中心實施擴播，提醒衛教事

項及宿舍服務中心連絡電話等事宜。 
 (四)加強管制學生社團使用宿舍交誼廳辦理活動，必須全員量體溫及登記參加人

員資料(如附件四)，並加強活動場地消毒及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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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視未來疫情發展，必要時執行徵用宿舍事宜。 

 
附件 21 附件一：徵用學生宿舍執行方式 

一、為防治新冠肺炎疫情在校園擴散，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定停課標

準辦理。 
二、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進住宿舍期間，加強公告依教育部要求，後續因應防疫需

要徵用宿舍相關事宜。 
三、隔離宿舍：徵用之宿舍，原則上以學士班宿舍為主(每間均為獨立套房)，其棟

別以衛生單位匡列出與確診病例接觸學生，所住人數最多之棟別，為徵用之宿

舍。 
四、接獲通知徵用學生宿舍後，立即逐一通知該棟宿舍全體住宿學生辦理退宿，並

視需要，限期限時完成。 
五、經徵用防疫使用之宿舍，該學期不再回復原住學生使用。 
六、被徵用宿舍之住宿學生，該學期住宿費將依實際住宿天數計算，餘額退費    (仍

願意住校者，安置於碩博班宿舍者退差額、安置於學士班宿舍者不退費)。 
七、因應疫情發展必須徵用學生宿舍提供居家檢疫或隔離使用時，執行方式分述如

下： 
  (一)有 1 位確診案例時： 

1.不需居家隔離之學生續住原寢；被徵用宿舍之住宿學生，依學生意願，調整

至學士班或碩博班宿舍空餘床位住宿(安居宿舍)，不足之處，尋找校外賃居

處所，由本校統一簽訂短期租約，以備因應。 
2.需要居家隔離學生： 

     (1)本國學生、在臺有親友可依附之境外生，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頒布之交

通運送規格返家隔離。 
     (2)須進行居家隔離，且賃居校外或無在臺親友可依附之境外生，安排其入住隔

離宿舍。 
(二)有 2位確診案例時：全校依法須停課，不需居家隔離之學生應立即退宿返家，

需進行居家隔離之學生，處理方式同上。 
八、建議停止國際學生交流、實習計畫，以利既有床位支援防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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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附件二：學生宿舍進住期間防疫措施執行方式 

一、進住宿舍前：將「學生宿舍進住期間防疫措施流程圖」公告於學校首頁，並請

學生會協助於相關社群網站實施宣傳。 

二、進住宿舍期間： 

  (一)學士班宿舍：增派工讀生(佩戴口罩)於各棟大樓門口執行下列措施。 

    1.量體溫。 

2.要求進住學生及陪同家長或親友，使用門口設置之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 

    3.如發現有呼吸道症狀者，立即要求其戴上口罩(配發部份口罩由工讀生攜帶，視

需要提供其使用)。 

    4.分發「學生宿舍進住期間防疫措施流程圖」提醒同學配合防疫措施，並請學生

及陪同家長或親友當場填寫「健康關懷問卷」，並即回收。 

  (二)碩博班宿舍：碩博班宿舍各棟大樓總共有 15 處出入口，無法以大量人力分派

執行管制措施，因目前非寒宿學生均無法刷卡進出宿舍，進住宿舍期間，防

疫措施統一由宿舍服務中心管理員執行。 

    1.於各棟門口張貼通知暫無通行權限學生，先行前往 B 棟宿舍服務中心洽辦進住

及防疫事宜。 

    2.量體溫。 

    3.要求進住學生及陪同家長或親友，使用門口設置之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 

    4.如發現有呼吸道症狀者，立即要求其戴上口罩(配發部份口罩於宿舍服務中心，

視需要提供其使用)。 

    5.分發「學生宿舍進住期間防疫措施流程圖」提醒同學配合防疫措施，並請學生

及陪同家長或親友當場填寫「健康關懷問卷」，並即回收。 

三、進住宿舍後： 

  (一)每日夜間 20 時由宿舍服務中心實施擴播，提醒「保持個人衛生習慣」、「如

有身體不適應即戴上口罩並儘速就醫」及「宿舍服務中心連絡電話」。 

  (二)密切與衛保組保持連繫，積極辦理後續各項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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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附件三：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消毒作業原則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消毒作業原則 

 

一、 清毒範圍：地面、門把、窗戶把手、落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

家具表面、電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蓮

蓬頭、排水口、電腦、鍵盤、風扇等。穿戴手套及口罩進行清潔

拖地或擦拭作業。 

二、 實施頻率：每日二次，並紀錄備查(登記表如附件一)。 

三、 消毒用具及消毒原則：(詳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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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因應新冠肺炎環境消毒工作督導檢核紀錄表 

工作地點  棟    別  

工作人員  月    份  

日    期 時    間 工        作        項        目 工作簽名 檢核簽名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地面、門把、窗戶把手、落地窗把手、按鈕、電源開關、家具表面、電
話、對講機、垃圾桶、洗手台、馬桶、水龍頭、蓮蓬頭、排水口、電腦、
鍵盤、風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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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附件四：學生宿舍借用場地量測體溫執行方式 

學生宿舍借用場地量測體溫執行方式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流行期間，配合辦理防疫措施。 

二、管制場地：借用學生宿舍大、小「AB1」、「CB1」交誼廳、EB1 及 CD 棟間

活動場地舉辦活動之團體，參加人員均須全員量體溫。 

三、執行方式： 

 (一)防疫期間，上述場地(除開放空間外)均已上鎖。 

 (二)活動負責人應於活動前，提期告知參加人員下列訊息： 

1.請參加同學提早至活動場地前集合，需先行量體溫才可開始進行活動。 

2.要求同學有「發燒或有流感症狀者，勿前來參加」。 

 (三)請活動負責人前早半小時抵達宿舍服務中心，領取「體溫量測紀錄表」(如附

件)及乾洗手液。 

 (四)填寫「體溫量測紀錄表」(活動場地前備有桌椅)。 

 (五)全員填寫完畢，請活動負責人通知宿舍服務中心。 

 (六)宿舍服務中心將派員前來逐一點名並量體溫，於左肩上貼上貼紙，若有發燒或

流感症狀者，一律不得繼續參加活動，並應儘速就醫。 

 (七)完成上述步驟之後，由宿舍服務中心開啟交誼廳使用。 

四、為維護所有參加活動同學安全及健康，活動負責人必須確實要求遲到同學或

身上無貼紙者，立即前往宿舍服務中心量體溫後，始可進入活動場地。 

五、有症狀者，如果没帶口罩，可以向宿舍服務中心索取一個緊急給予使用，並

請立即要求勿繼續參加活動。 

六、參加團體活動應自備口罩，因醫療資源有限，宿舍服務中心礙難提供。 

七、因應疫情發展，若校內有確診個案發生時，全面禁止宿舍場地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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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交誼廳社團活動體溫量測紀錄表 

系級 學號 姓名 正常 
(請打勾) 

症    狀 (請打勾) 備

考 發燒(登記度數) 咳嗽 喉嚨痛 流鼻水 打噴嚏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    度)      

附註： 
一、所有參加活動人員均需填寫登記。 
二、進入交誼廳前，應要求以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 
三、量測體溫時發現有異常人員(發燒 37.5 度以上或有咳嗽、喉嚨痛、流鼻水、打噴嚏等症狀)，應立即要

求下列事項： 
(一)應立即要求其戴上口罩。 
(二)詳實填寫「疑似個案通報單」(由宿舍服務中心處理)。 
(三)請同學勿參加本次活動並儘速就醫。 

四、有症狀者，如果没帶口罩，可以向宿舍服務中心索取一個緊急給予使用。 
五、參加團體活動應自備口罩，因醫療資源有限，宿舍服務中心礙難提供。 

※所有參加活動人員均需填寫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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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體溫檢測措施 

國立中正大學因應校園 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體溫檢測措施 

一、校外人士： 
(一) 由大門警衛室負責校外人士之體溫測量事宜。 
(二) 凡額溫≧37.5˚C /耳溫≧38˚C者，禁止進入本校。 

二、校內人員（含教職員工生、臨時約聘僱人員、各賣點工作人員）： 
(一) 每天應自行測量體溫，如有發燒情形，應落實發燒不上班、不上課。 
(二) 由衛生保健組依疫情變化評估校內體溫檢測站設置需求，協助各行政單位於

校門、活動中心、圖書館、行政大樓、共同教室大樓、各學院及學生宿舍區

等處，依疫情變化設置及調整體溫檢測站位置、數量。對每日出入校園之教

職員生及洽公人員量測體溫，體溫正常者於明顯處貼上標示貼紙 (體溫檢測

站人力分配規劃如附表) 。 
(三) 行政單位可於上班時間，以抽檢(參考人事室查勤方式)或專人檢查方式，     

檢查同仁體溫貼紙，若尚未測量體溫，可立即測量或勸導前往體溫檢測站測

量。 
(四) 任課教師可於課堂上，檢查學生體溫貼紙，若無貼紙者，可立即測量或勸導

前往體溫檢測站測量。 
(五) 各責任區負責單位請於出入口派員檢查體溫貼紙，若無記錄，可立即測量或

勸導前往體溫檢測站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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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附表 

國立中正大學防制 COVID-19(武漢肺炎)體溫檢測站開設分佈一覽表 

項 次 體 溫 檢 測 
地 點 負 責 單 位 執 行 檢 測 

時 間 

共 計 
設 站

數 

1 校    門 總   務   處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1~2 

2 活動中心 
課外活動組、輔導中

心、車管中心、民服

會、人事室、主計室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1 

3 行政大樓 
教務處、研發處、學

務處、總務處、秘書

室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1~2 

4 圖資大樓 圖書館、資訊處、語

言中心 上午 8 時至閉館時間 1 

5 體育中心 體 育 中 心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1 

6 
共同科教室

大樓 教   務   處、通識中心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1 

7 各 學 院 各   學   院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7 

8 學生宿舍 學   務   處 
生活事務組 上午 8 時至下午 10 時 1~7 

附 註 

一、體溫檢測站衛材支援及檢測人員訓練，請衛保組提供協助，

各站之設立及人力安排由負責單位規劃。 
二、體溫檢測站依疫情變化及校內需求，可由衛保組予以適時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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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對外開放空間防疫應變措施：圖書館、禮堂、體育館場 

圖書館防疫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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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堂防疫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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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中心防疫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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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學生居家檢疫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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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居家檢疫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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