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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計畫 
中華民國109年02月03日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小組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02月13日簽請核准修正及新增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03月30日簽請核准修正及新增通過 

 

壹、依據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引、疾管署、教育部相關函文、學校衛生法及傳

染病防治法之相關規定，配合疫情防治之策略，並運用過去H7N9、H1N1、流感、

麻疹、水痘及登革熱等校園防治累積的經驗，共同協力防制疫情發生，建立應

變機制，特訂定「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計畫」。 

貳、目的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受到國際高度關注，為確保國內及校園防疫安全及

持續備戰，依本校防疫狀況，進行相對應的防治作為，期有效防杜疫情入侵與

傳播，保障師生健康及學生受教之權益，確保教育行政工作之順利推動，避免

疫情藉由校園集體傳播而擴大傳染，共同積極防範疫情的發生。 

參、計畫構想 

一、結合行政資源與人力，配合政府及地方疫情防治之策略，共同協力防制

疫情發生，建立因應疫情之應變機制，並依業務單位進行編組分工，「防

疫小組組織架構圖」，如圖一。 

二、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因應疫情之整備與應變策略及作為，以維護師生身心

健康及安全為最優先考量，訂定「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處理作

業流程圖」，如圖二。 

肆、因應疫情防治措施 

一、開學前 

(一)因應疫情趨勢，召開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小組會議，由校

長擔任總指揮，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緊急應變小組職掌分工表如附件一，

並視疫情，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協商應變作為。 

  (二)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盤點、採購、控管防疫物資發放，在校師生倘若遇到發 

       燒、咳嗽…等呼吸道症狀者，主動提供口罩，並建立口罩需自備之正確防疫 

       觀念。 

  (三)於各大樓或電梯出入口等共20處，設置酒精乾洗手液提供教職員工生使用， 

       並建置各大樓酒精乾洗手液管理名單，以利酒精乾洗手液之補充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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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針對具有中國大陸旅遊史或居住史之師生，確實填報「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疫情自主健康管理紀錄表」如附件二；針對海外旅遊史或居住史之師生， 

      詳實填報「海外疫區自主健康管理紀錄表」如附件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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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於開學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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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本年2月6日訂定「協助港澳學生返台防疫之具體措施」，如附件四。 

  (六)為讓已在臺就學之本國學生或陸生安心就學，避免屆時因無法如期返校而 

      影響就讀權益，視後續疫情發展考量個案特殊性，妥適安排學生之開學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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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彈性修業機制，經專案簽奉校長核准後辦理，以即時因應提供協助，「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如附件五。 

  (七)為維護本校修習校外實習課程學生之健康及學習權益，於本年2月7日訂定 

      「校外實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措施」，並於本年3月20日因應校 

      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小組會議通過，修正「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校外實習課程應變措施」，如附件六。 

  (八)運用各種會議、學校網站、E-mail等方式發送防疫資訊，強化衛生教育宣導， 

       提醒師生相關注意事項，並隨時參閱疾病管制署網站更新資訊。 

  (九)寒假期間如有課業輔導及辦理學生活動之進行，相關注意事項比照學生在校 

       期間之防護措施辦理。 

  二、學生在校期間 

  (一)視疫情發展及政策之規定，添購並補足校園相關防疫物資，以備不時之需， 

      並建置「防疫物資管控措施」，如附件七。 

  (二)主動關心學生健康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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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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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清潔消毒：各系所單位保持環境通風、定期消毒，並主動關心教職 

      員工生健康，如有呼吸道症狀(如咳嗽)而未達發燒標準者，進入學校時應 

      配戴口罩、勤洗手，並視症狀勸導返家休養及就醫。有關教室、宿舍、餐 

      廳及圖書館等公共設施實施定期消毒之頻率，建議上下午各消毒一次。另 

      應定期針對經常接觸的物品表面(如:電梯按鈕、門把、桌面、電燈開關等) 

      進行清潔消毒。常態時期一天一次，若使用頻繁需增加清潔消毒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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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區隔生病之教職員工生：教職員工生應落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原則，  

      在家休養直至發燒症狀解除後24小時，始得返校。 

  (六)宣導學校教職員工生應避免非必要之出國旅遊。 

(七)由網資中心協助設置「體溫填報系統」，針對有發燒者可於APP登錄回 

    報衛保組，以利追蹤、關懷，「體溫監測填報APP及系統上線通知」，如附 

    件八。 

(八)由教務處針對招生考試訂定「各項招生考試防疫保護措施公告」，如附 

    件九。 

(九)加強通報作業：密切關注校內疫情發展，如發現疑似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學 

      生，請主動撥打衛保組專線(06-2530347)、非上班時間撥打校安專線 

      (06-2539580)，由衛保組/校安中心掌握校園疫情資訊，並進行校安通報。 

 伍、健康管理措施  

  一、 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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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旅遊史含海外實習調查，以統計及掌握本校具感 

       染風險人員資料。 

   (二)建置相關表單追蹤教職員工生旅遊史紀錄，以期掌握並分類是否須接受須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 

   (三)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國家與地區返臺者均需居家檢疫 14  

       天，於本年3月20日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小組會議通 

       過，訂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教職員工及兼任教師請假出 

     國規範作業原則」，如附件十。 

   (四)針對上述填寫資料，學校護理人員進行追蹤關懷，並適時予以衛教說明。 

   (五)於學校首頁建置防疫資訊網站，相關防疫訊息及政策於該網站統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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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追蹤管理機制」為主，其管理機制內容依該中心資料更新而做變動。     

   (二)若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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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隔離期間由衛 

       保組每日致電詢問健康狀況，詳實記錄建檔並通報民政局、教育部等相關 

       單位。 

   (三)學校教職員工生具國外旅遊史者，需居家檢疫14天，期間禁止外出及上班 

       上課，亦不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檢疫期間由衛保組每日致電詢問健康狀 

       況，詳實記錄建檔並通報民政局、教育部等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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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若學校教職員工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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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天，期間應避免外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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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主動撥打衛保組專線(06-2530347)、非上班時間撥打校 

       安專線(06-2539580)，由衛保組/校安中心聯繫醫療系統依指示就醫。 

   (六)學校健康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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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學生輔導中心協助諮商輔導。   

  三、學校內出現通報個案、疑似個案或確診個案：若校內有相關旅遊史/接觸史 

      之疑似個案，則依照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似個案處理流程圖」 

      處理，如圖四。 

  (一)由相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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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教師授課及學生修課課表。 

    2.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提供學生/境外生及指導老師參與社團情形。 

    3.院系所：提供學生及教師參與系上活動、研究室及校內各項競賽及活動參 

              與名單。 

  (二)學校內出現通報個案或疑似個案： 

      教務處、學務處、系所辦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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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加退選跑班情況及課後活動)，以 

      利後續疫情調查進行。 

  (三)學校內出現確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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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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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依規定進行校內環境消毒。 

  四、啟動校園出入口管制，全面監測入校人員之體溫測量措施「體溫監測實施 

      流程圖」如圖三： 

   (一) 管制本校出入口並設置防疫站，進行人車分道管制並監測體溫，出入口 

        共2處(第一校門、第二校門)，體溫測量防疫站於上午七點半至下午八  

        點，由152名同仁及進修部人員11名同仁分六個時段排班執行，共同輪值 

        協助紅外線熱影像儀體溫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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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防疫站如遇發燒(耳溫大於38度C、額溫大於37.5度C)、咳嗽或呼吸急促等 

       呼吸道症狀者，建議立即戴上口罩、盡速就醫及返家休息，落實「生病不 

       上班、不上課」原則，並通報衛保組列管追蹤。 

   (三)師生入班後仍需再次監測體溫，並上傳至本校體溫監測填報APP，有發燒 

       者須至健康中心「發燒檢疫站」由護理師健康評估，若有相關旅遊史/接 

       觸史，則依照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似個案處理流程圖」處理， 

       如圖四。若無相關旅遊史/接觸者，則請自行至本校特約醫療院所就醫。 

   (四)公告防疫期間校外人士暫緩進入校園(洽公除外)。 

   (五)由院系所督促該系班級體溫通報APP填達率。 

   (六)關於學生交通車因應疫情防疫作為，搭乘校車之學生，上車前由車長進 

        行測量額溫，車上乘員(含駕駛)全程佩戴口罩，倘若發燒者(耳溫大於38 

        度C、額溫大於37.5度C)不得搭乘，並強制返家休息或治療。      

   (七)關於學生宿舍因應疫情防疫作為，嚴格管制大門進出口門禁，並進行管制 

       及監測體溫，進入宿舍前皆需進行體溫量測，倘若遇有發燒(耳溫大於38 

       度C、額溫大於37.5度C)或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狀，建議發燒之學 

       生返家休養。如無法立即返家之學生，將安排一人一間之隔離宿舍供其入 

       住，並通知家長儘速至校接回家中休養。    

   (八)為因應疫情避免傳染擴大及保護自身健康，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公 

       布之「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遵守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 

       康管理等各項防疫作為，本年3月5日已呈核校長訂定「學生特殊假應變措 

       施」提供相關學生辦理請假事宜，如附件十一。 

   (九)防疫期間，每日所有餐廳從業人員於進入學校餐廳工作前，一律進行體 

       溫量測與健康狀況評估，並有專人負責監督查核。 

   (十)防疫期間，校內健身房進行人數管制(30人/小時)，進入健身房前一律進 

       行體溫量測與健康狀況評估，並有專人負責監督查核。 

   (十一) 防疫期間，圖書館相關服務說明及防疫措施: 

        1.健康有疑慮者入館請全程配戴口罩(自備)，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如有發燒、持續咳嗽等現象，請依疾管署建議，儘速就醫並在家休養， 

          請勿入館。 

        2.所有人員入館皆須刷卡，訪客、廠商及清潔人員入館需量體溫、戴口 

          罩並至櫃台登記。 

        3.疫情未減緩前，暫停校外人士入館(含校友、社區及非社區居民、臨時 

          入館以及館合借書)，同時暫停受理校外人士及館合借書證新申請，不 

          便之處請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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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圖書館於入口處提供酒精消毒，請多加利用。 

        5.圖書館每日進行閱覽環境之把手、推桿、按鍵、電腦鍵盤及滑鼠等消 

          毒作業，敬請讀者安心使用。 

        6.圖資大樓外側還書箱於防疫期間全天候開放，請讀者善加利用，以減 

          少接觸機會。 

        7.校外人士如需還書，請至警衛室換證入校(僅可櫃檯還書，不可入館)。 

        8.因疫情暫停入館的校外人士(已辦證者)，將視情況順延使用期限。 

  (十二) 編制新型冠狀病毒介紹中英文對照版供師生參閱，「關於新型冠狀病毒 

         (中英文對照)」，如附件十二。 

 五、防疫期間為考量相關活動，如:畢展、集會、營隊…等人潮擁擠、長時間且 

      近距離接觸，具有高傳播風險等活動，應評估活動辦理之必要性，故經由 

      109年3月20日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小組會議通過，訂定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辦理各項活動規範細則」，如附 

       件十三，使校內辦理相關活動有所依循，且規畫辦理相關活動需經系院務 

      會議通過，經核准後實施，以避免造成群聚現象。 

陸、總結 

一、防疫如同作戰，需以高規格之標準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並視疫情發展，必 

    要時召開臨時會議研商應變作為及相關防疫事宜。 

二、隨時監控國內疫情，配合政府相關規定辦理防疫措施，並與相關單位保持 

    密切聯繫。 

三、防疫人人有責，教職員工生需主動關心個人之健康狀況，並遵守學校防疫 

    策略。 

柒、本計畫經應變小組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經報部核准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圖一  

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小組組織架構圖 

 

 
 
 

總指揮/校長 

副指揮兼發言人/ 

主任秘書 

資源單位 

膳食供應/餐廳管理- 
勞作組 

防疫雲端資訊系統- 

網資中心 

防疫物資採購- 
總務處/衛保組 

空間、消毒- 
總務處 

交通運輸- 
公務車/總務處 
校車/生輔組 

關懷小組- 
學生輔導中心 

全校疫情通報- 
衛保組、校安中心 

執行單位 

境外生出入境掌握- 
課指組/國際交流組 

安心就學措施、各項
招生考試防疫措施- 

教務處 

住宿生防疫措施- 
生輔組 

師生旅遊史- 
人事/學務/院系所 

學校安全管控- 
校安、保全 

本校各單位 
執行防疫措施 

辦理各項活動、集會
規範- 
各單位 

發言窗口- 

秘書室/公關組 

行政支援部門 

會計室 

人事室 

副指揮/ 

教務長 

副指揮兼總幹事/ 

學務長 

副指揮/ 
總務長 

健康追蹤單位 

防疫站設置- 
健康中心/衛保組 

防疫醫療專業諮詢/ 
防疫衛教諮詢 

師生健康管控 



主要流程 

協同流程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圖二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處理作業流程圖 

註：本作業流程將隨疫情變化而調整 
 

 

 

 

 
 

 

1.戴口罩，立即就醫。 

2.生病不上課、不上班。 

衛生保健組提供協助或諮

詢。 

教育部及縣市政府防治工作 

1.視學校疫情發展，協調疾管

局、當地衛生單位啟動防疫

機制。 

2.督導所屬學校落實防治措

施，並提供相關協助。 

學校防治工作 

1.視疫情發展成立嚴重特殊傳

染病肺炎應變小組，執行有

效防疫措施。 

2.準備防疫物資。 

3.更新防治資訊及加強師生衛

教宣導。 

教職員工生進行自主健康管

理： 

1.養成個人衛生習慣，注意呼

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落實

生病不上班、不上課原則。 

2.注意營養、均衡飲食、適度

運動、充足睡眠，增強個人

免疫力。 

3.宣導適時配戴口罩、勤洗手

之觀念。 

1.主動關心師生請假情形，

並了解原因。 

2.經醫師診斷罹患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立即啟動通

報關懷系統(通報專線:衛

生保健組06-2530347、校

安中心06-2539580 

3.協助防疫宣導及疫情管

控。 

 

學校疫情如有上升，視需要

啟動應變機制，執行有效防

疫措施。 

 

聯繫教育局、處，協

同衛生局共同處理。 

1.生病師生依醫師指示接

受治療。 

2.持續保持辦公處所及教

室內外之清潔與通風，

定期針對物品、門把、

桌椅及相關設施進行消

毒。 

學校應採取措施： 

1.視疫情發展，採取緊急

防疫措施，協調衛生單

位提升防疫層級，協助

學校降低疫情威脅。 

2.配合教育部及嚴重特殊

傳染病肺炎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之指示，執

行防疫工作。 

1.若發生疫情大流行，配合教育
部及嚴重特殊傳染病肺炎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配合停
班停課措施，降低校園群聚感
染風險。 

2.針對停班停課學生之課業學
習，透過居家學習計畫及相關
補課措施，提供相關協助。 

教職員工生倘若發生發燒、咳嗽等呼
吸道感染症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體溫監測實施流程圖 

量測體溫前 
1.環境佈置 
2.準備所需防疫用品 
3.洗手後穿戴相關防護用品 

第一道防線/校門防疫站/輪值人員引導量測體溫 

額溫≧37.5°𝑪 
或 

耳溫≧38°𝑪 
第二道防線/入班再量測體溫 

校門防疫站、院系所量測體溫人員務必確認， 
發燒個案已如實上傳資料 
1. 發燒之教職員工生：不得進入各大樓、系

館，且應主動聯繫健康中心(分機 255)，協
助發燒個案至健康中心外發燒檢疫站，由
健康中心護理師進行旅遊史/接觸史之調
查並記錄相關資料。若有相關旅遊史/接觸
史，則依照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疑似個案處理流程」處理。若無相關旅
遊史/接觸者，則請自行至本校特約醫療院
所就醫。 

2. 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原則」。 

教職員工生入校務必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體溫
監測填報系統」上傳體溫
資料。 

結束量測體溫 
時間結束或交接給下一班人員時，整理環境與相關用品 

上班時間 

 

體溫正常 
發燒 

(週一至週五 07：30-20：00) 

 

體溫正常 

圖三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似個案處理流程圖          

否 

是 

1.校安中心 24 小時通報專線: 
06-2539580 

2.上班時間通報健康中心: 
06-2530347 

發現疑似傳染病個案 

個案有疑似症狀時採取必要之
防護措施及隔離 

撥打防疫專線 1922 或台南市政府衛生局
06-2880180 依指示就醫 

醫院診斷是否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通知系所及家人協助 

後續照顧事宜 

1.醫院向衛生主管機關辦理通報
事項。 

2.個案依病情需要住院治療。 

3.個案出院後由衛生所公共衛生
護理師負責追蹤管理。 

1.視疫情需要召開防疫小組會議，啟動
緊急應變機制，並依疫情需要決定是
否停課。 

2.由秘書室統一對外發言。 
3.回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4.掌握校園接觸者名單。 
5.依衛生單位指示，協調相關單位實施
疫情調查、環境消毒及接觸者檢查。 

相關單位配合處理事項 

1.通知系所、學生家長，安排後續照顧、課業及請假相關事宜。 

2.必要時系所得協調相關單位進行各項防疫及輔導措施。 

3.必要時協調學務處/院系所，提供接觸者/居家檢疫者/自主健康
管理者提供關懷、輔導與追蹤。 

4.學務處對停課之弱勢學生，酌情提供必要之生活協助。 

5.總務處立即實施環境消毒工作 

結案 
1.已康復。 
2.退學或離職。 
3.無須學校協助事宜。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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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緊急應變小組職掌分工表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校長室 1.由校長擔任總指揮，指揮所有與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有關之工作。 

秘書室 

1.由主任秘書擔任副指揮兼發言人。 

2.統籌各項防疫工作，協調整合各單位防疫建議。 

3.負責有關校園新聞及對外發言聯繫與應對，並處理媒體相關報導。 

4.視疫情發展提供全校教職員工生公開關懷信。 

教務處 

1.由教務長擔任副指揮，統籌規劃招生、註冊及課務相關事宜。 

2.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及教育部律訂之標準，發布學校停課訊息、復

(補)課規劃及本校各項入學考試等因應措施。 

3.針對受到疫情影響，而無法返校就學的學生(陸生、港生、澳生、外籍生、僑生、

本國學生)規畫安心就學措施。 

4.針對因疫情而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之學生(在台全體學生、 含在

台灣之境外學生及本國生)採線上教學等彈性教學措施 。 

5.請班導師及任課教師確實點名，並隨時關心學生課堂出缺席與健康狀況。 

6.預防疫情擴大，避免排課至設有室內空調教室授課，且需協助大型授課課程學生

於室外或空氣流通之教室。 

7.擬訂「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如註冊、繳費、修課、

考試、請假、休退學、畢業資格等相關事宜。 

學務處 

*由學務長擔任副指揮兼總幹事，統籌規劃學務處相關組室協同學生會、系聯會、學

生社團聯繫調查，以釐清需接受何種健康管理，並依疾管署最新公告具感染風險

民眾追蹤管理機制規定，針對需受何種健康管理的建議者類型辦理，並提供相關

名單予相關單位，以利後續健康管理措施。 

*衛生保健組： 

1.修正及增新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計畫，並依疫情需求，召開臨

時應變會議。 

2.與相關衛生單位建立聯繫及通報管道，以接收與學校有關之疫情訊息。 

3.協助規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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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追蹤雲端「體溫監測管理系統」掌握相關發燒、症狀等防疫有關之紀錄資料，

以利疫情研判，並向總指揮及召集人報告。 

5.根據各單位填報體溫監測 APP ，提供追蹤管理、關懷訪視及給予有關衛生指導等

相關事宜。 

6.協助衛教訓練學校協助人員相關防護知能與技巧。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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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1.協助疫情宣導及相關防疫措施。 

2.協助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之學生就醫及請假相關事宜。 

3.規劃陸生入境後集中監測管理「觀察隔離房間」住宿安排，律定專責管理人員掌握

監測者之生活狀況及健康情形，及督導宿舍環境之清潔。 

*學生輔導中心： 

1.建立並公告全校師生相關心理衛生資源。 

2.對於因疫情被隔離而產生焦慮不安的學生以及相關師生，評估其身心狀況，由心理

師提供相關線上諮商輔導服務。 

3.受疫情訊息影響之同學，評估其狀態，提供班級輔導活動，小團體諮商輔導、個別

諮商等協助。 

4.提供家長心理衛生諮詢服務。 

*課外活動組： 

1.配合本校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緊急應變小組決議，協助支援相關防疫

應變措施執行，並與相關單位保持密切聯繫。 

2.針對所屬外籍生寒暑假返鄉出入境相關資料，進行造冊列管追蹤，並提供衛生保健

組備查。 

3.掌握所屬外籍生健康情形、出入疫區動向及出缺勤狀況，如有疑似個案應通報衛生

保健組，並協助處理就醫及請假等相關事宜。  

4.協助陸生接機及發放防疫包等相關事宜。 

5.掌握所屬外籍生確診個案之居家隔離及自主健康管理狀況情形。 

6.學生活動辦理防疫措施： 

(1)於課指組網頁設置防疫專區網頁進行防疫宣導。 

    網址：http://club.stud.tut.edu.tw/files/13-1033-64068.php?Lang=zh-tw 

(2) 於學生組織暨社團相關會議上，宣導活動辦理之防疫相關措施： 

 

 

 

 

 

 

 

                                       

 

http://club.stud.tut.edu.tw/files/13-1033-6406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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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1.由總務長擔任副指揮，籌措防疫相關經費及審核，如:口罩、漂白水、酒精等防疫

物資。 

2.負責校園環境的傳染病防疫安全、協助環境衛生督導及消毒評估作業。  

3.宿舍隔離安置處所消毒作業之督導。 

4.協助支援載運防疫物資及相關防疫措施。 

5.進行校車、公務車之消毒及相關防疫事宜。 

研發處 

1.協助支援相關防疫應變措施，並與相關單位保持密切聯繫。 

2.提供所屬外籍生及來訪本校之外籍人士相關防疫宣導。  

3.針對所屬外籍生寒暑假返鄉出入境相關資料，進行造冊列管追蹤，並提供衛生保健

組備查。 

4.掌握所屬外籍生健康情形、出入疫區動向及出缺勤狀況，如有疑似個案應通報衛生

保健組，並協助處理就醫及請假等相關事宜。  

5.辦理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活動，掌握非本國人士出入疫區之動向及健康情形。 

6.掌握所屬外籍生確診個案之居家隔離及自主健康管理狀況情形。 

軍訓室 

1.加強通報作業，負責本校通報單一窗口，密切關注校內疫情發展，如發現疑似感染

新型冠狀病毒學生，依規定通知當地教育主管機關及會同當地衛生機關處理，並進

行校安通報。 

2.掌握與學生聯繫之管道，協助學生因應相關之防疫措施及宣導。 

3.協助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之學生就醫及請假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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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人事室 

1.依人事行政局規定規劃教職員工符合相關疫情需要或確診個案時之請假與停止上

班規定辦理。 

2.負責提供衛生保健組，教職員工出返國名單，回國返校之相關通報作業。 

3.處理確診教職員工之請假、關懷與代理人等相關事宜。 

4.協助防疫宣導及相關防疫措施。 

會計室 籌措防疫相關經費及審核。 

行政單位及 
各院、系、所 

1.配合本校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緊急應變小組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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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有發燒或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狀，即刻進行雲端登陸，並通報衛保組

健康中心，請發燒者至健康中心「發燒檢疫站」由護理人員進行健康評估及追蹤

管理，以利追蹤與校園疫情掌控。 

3.掌握所屬教職員工生實習狀況、旅遊史及居住史，並回報至衛生保健組。 

4.負責行政單位及各院、系、所相關防疫宣導及防疫措施。 

5.針對所屬教職員工生隨時關心健康情形、出缺勤狀況，如有疑似或確診個案，應

掌握其健康狀況，並協助通報、處理、就醫及請假等相關事宜。 

6.辦理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需掌握非本國人士出入疫區之動向及健康狀況。 

7.協助所屬單位及班級進行體溫檢測並掌握體溫填報系統填報率。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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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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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可能不使

用冷氣空調。 

10.依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各大樓酒精乾洗手液管理名單，由相關負責人協

助酒精乾洗手液之補充及管理。 

12.防疫期間為考量相關活動，如:畢展、集會、營隊…等人潮擁擠、長時間且近距

離接觸，具有高傳播風險之活動，應評估其活動辦理之必要性，並依「校園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辦理各項活動規範細則」之依據，規畫辦理相關活

動需經系院務會議通過，經核准後實施。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附件二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自主健康管理紀錄表 

班級/單位：          姓名:           學號/職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最後一次接觸日:    年    月    日 
監測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通知單為法律證明文件，請正確填寫並於14日後繳交至學務處衛生保健組備查) 

因您曾有中國大陸旅遊史或居住史，為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傳染，並保障您自己的健康，
請在14日內，確實做好健康監測措施： 

一、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不得變更居住地點。 
二、隔離期間應配戴口罩，洗曬衣物及裝取飲用水時間依住宿先後順序，嚴格管制安排時段，避免交

叉感染機會。 
三、您的家人可照常上學、上班，除非您發病，否則您的家人沒有行為上的限制。 
四、請維持手部清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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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應注意儘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五、請落實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時應戴口罩，當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

立即更換並內摺丟進垃圾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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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呼吸道症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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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接
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時，請用肥皂及清水搓手並澈底洗淨。 

六、請於健康監測的 14 日內，每日早/晚各量體溫一次，詳實記錄體溫及活動史(如下表)，並於14日
後繳交至學務處衛生保健組備查。  

七、倘若您有發燒(≧38度)或呼吸道症狀，請立即戴外科口罩，主動與學校護理人員聯繫，並盡速就
醫治療 (衛保組通報專線06-2530347)。 

八、就醫時，請將本通知單出示給醫師，並應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接觸史及居住史。 
九、如未確實遵守各項健康監測規定，將係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依同法第67條可處新臺幣6

萬至30萬元不等罰鍰。 

*體溫及行程紀錄表： 
天數 日期 上午體溫 下午體溫 症狀註記         活動史紀錄 

1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2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3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4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5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6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7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8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9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10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11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12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13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14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宿舍管理單位:                 舍監老師:                 連絡電話:                 

衛保組護理人員: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關心您的健康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Health Service Section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附件三 

海外疫區自主健康管理紀錄表 

班級/單位：          姓名:           學號/職號：          聯絡電話:            
出國地點：        
出國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您好:因您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之海外疫區進行學術交流、旅遊、居住，故為防範校園傳染病
之發生，並保障您自己及親友的健康，請在返國 14日內，確實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措施，注意事
項如下： 

一、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洗手習慣，使用肥皂或洗手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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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有咳嗽之呼吸道症狀時應戴口罩，當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立
即更換並丟進垃圾桶。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無面紙或手帕時，可用衣袖代替。
如有呼吸道症狀，與他人交談時，請戴上口罩並儘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
泌物時，請用肥皂搓手並澈底洗淨。 

三、注意體溫：應於自主健康管理的 14 日內，每日早/晚各量體溫一次，並於下表詳實記錄體溫及活
動史，於14日後繳交至學務處衛生保健組備查。 

四、生病期間儘量於住處休養：應避免外出，如有需要外出應配戴口罩。 
五、必要時就醫：倘若症狀加劇，請立即配戴外科口罩，主動通報地方衛生局/所，由其協助就醫。就    

醫時，應告知醫師旅遊史、接觸史及居住史。 
六、如無確實遵守各項自主健康管理規定，將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條，依同法第七十條處 
    新臺幣 3,000 至 15,000 元不等罰鍰，得連續處罰。 

*體溫及行程紀錄表： 
 日期 上午 下午 健康狀況 活動史紀錄 

範例 108.07.01 36.5 36.8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家人、王小明、○○課同學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家裡→客運→系上→回家 

1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 

2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 

3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 

4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 

5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 

6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 

7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 

8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 

9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 

10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 

11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 

12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 

13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 

14    
□良好     □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咳嗽 □其他               

接觸人： 
交通工具與前往地點： 

宿舍管理單位:                 舍監老師:                 連絡電話:                 

*倘若您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衛生保健組:黃護理師，電話 06-2532106轉分機 255。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關心您的健康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Health Service Section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協助港澳學生返台防疫之具體措施 

                                                   109年 2月 6日製訂 

一、依據：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09年 2月 5日新聞 

    稿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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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辦理原則辦理以下事項。 

二、接機到返校工作流程： 

階段 主要內容 防疫物資 負責同仁 

未入境 

本國前 

1.關懷學生、詳問個人狀況及讓學生 

  了解本國政策及學校政策。 

2.詳問旅遊史與接觸史（如附件一）。 

3.詳問學生入境時間及告知防疫措施 

  之相關配合事宜。 

 蘇祐生 

張原豪 

機場檢疫 1.學生入境本國後，會有機場檢疫人 

  員進行篩檢，無發燒者（體溫小於 

  38度 C）才能入境。 

2.所有來返台港澳學生，入境後需全 

  程配戴口罩。 

 蘇祐生 

張原豪 

集合與 

接待 

1.詳問旅遊史與接觸史（如附件一）。 

2.核對疾管署之居家檢疫通知單。 

3.如有大陸旅遊史（14天內）者建議 

  不要同車，對於穿著的衣服行李需 

  進行消毒。 

1.防疫包 

2.接送人員  

  防疫包 

學務人員、 

總務處人員 

上車 1.為求謹慎起見，接送人員一車（學 

  校專車），返台港澳生一車（搭乘 

  由本校租賃派車）。 

2.港澳生搭乘本校租賃派車或自行租 

  賃計程車返校。 

3.重新為每一位上車學生量額溫，額 

  溫小於 38度者才能上車，若發現額 

  溫大於或等於 38度 C者，勿上車， 

  隨車人員立即打 1922防疫專線，聽 

  取指示處理。 

4.要求返台港澳學生全程戴上口罩。 

5.巴士司機亦應全程配戴口罩，為求 

  更佳自我保護，建議可着防護衣。 

1.1.防疫包 

2 2.接送人員防 

    疫包 

學務人員及

總務處人員 



階段 主要內容    防疫物資  負責同仁 

下車（至

本校宿

舍） 

1.宿舍檢疫者採一人一室，活動範圍 

  僅限房內 

2.學生到校進入隔離宿舍後，行李廂 

  及物品，應由着防護衣之消毒人員 

  進行全車消毒(用 75%酒精或 1：100 

  之稀釋漂白水)。 

3.隨車工作人員之口罩與防護衣，接 

  機任務完成後，應拋棄於適當垃圾 

  桶。 

4.租賃車由租賃公司自行消毒防疫。 

5.啟動關懷機制及三餐配送及民生物 

  資代購。 

6.進入 14天防疫隔離機制。 

搜集污染之

口罩防護衣

之垃圾桶（手

套，垃圾袋） 

舍監、各系派

員及導師 

下車（至

租屋處） 

1.學生到租屋處進入隔離租屋房間 

  後，行李廂及物品，應由着防護衣 

  之消毒人員進行全車消毒(用 75% 

  酒精或 1：100之稀釋漂白水)。 

2.司機及隨車工作人員之口罩與防護 

  衣，接機任務完成後，應拋棄於適 

  當垃圾桶。 

3.租賃車由租賃公司自行消毒防疫。 

4.校安人員通知在地警局及所在地里 

  長協助關懷。 

5.啟動關懷機制及三餐配送及民生物 

  資代購。 

6.進入 14天防疫隔離機制。 

 校安人員及

各系派員及

導師 

 

三、宿舍照顧與管理： 

    宿舍檢疫者採一人一室，活動範圍僅限房內。 

(一)學生自行準備必要物品 

    1.14天免洗貼身衣褲，減少換洗的困擾。 

    2.14天衣物。 

    3.個人清潔用品（牙刷，毛巾，浴巾，個人必備藥品，洗髮精，沐浴乳，保 

      溫杯，吹風機等）。 

    4.準備禦寒衣物。 

 



（二）學校會提供 

    1.防疫包。 

    2.寢具：床墊 (舊)、棉被、枕頭、床單。 

    3.清潔用品：晾衣架*4、衛生紙*2、居家消毒漂白水、噴瓶、抹布、小垃圾   

      袋、垃圾桶。 

    4.飲食：桶裝水 9L*2。 

（三）環境消毒 

    1.學校每日會提供泡製的消毒水，宿舍四周由專人消毒。 

    2.使用完浴室廁所皆以消毒水沖洗。 

    3.公共走廊將排班輪流清潔。 

    4.個人房間請自行每日擦拭消毒。 

（四）三餐 

    1.進入宿舍前預收三千元，檢疫期結束後，若有餘款再退回給同學，送餐人 

      員詳實記載明細。 

    2.送餐時間：早餐：08:00~08:30。中餐：11:45~12:15。晚餐：18:00~18:30。 

    3.須告知舍監人員葷素、忌食情況（不吃牛豬羊、過敏原等）。每次送餐人 

      員會將三餐放置於寢室外桌上，並敲門提醒學生取餐。  

    4.每日送餐時，會提供開水，請預備保溫杯（清潔清洗），拿到保溫杯後再 

      清洗一下外部。 

    5.雜物垃圾請以夾鏈袋收集，每天中午學校由指定服務人員搜集。 

   （五）外部活動 

      1.請在群組中商討如何輪流有限度的戶外活動的機制。但嚴防交叉影響，保 

        護自身的安全。 

      2.學輔中心評估其身心狀況，必要時提供相關線上諮商協助。 

 （六）求助 

    1.特殊生活物品需求請透過群組溝通，學校將盡可能滿足。 

    2.如遇到身體感覺不適，請立刻聯繫師長，請求協助。  

 （七）每日應做的義務 

     1.請每日主動上傳或填寫紙本體溫狀況至學校衛保組所提供的線上或紙本 

       表單。 

     2.上午和下午測量體溫、填寫每日量測體溫記錄表 

     3.宿舍檢疫期間，請保持室內空氣流通，規律運動、均衡飲食、適當休息、 

       睡眠充足、心情放輕鬆。 

     4.如有不適，請聯繫管理人員，切勿自行就醫。 

  （八）參與服務的同仁 

     1.進出隔離區鞋子和鞋面鞋底都要消毒。 

     2.配戴口罩，手套，每次使用完後，採拋棄式處理。 



  （九）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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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校外租屋照顧與管理： 

   (一)非必要不出入公共場合。若有不適，請務必就醫。 

   (二)即刻做好健康保護措施，並全程配戴口罩搭機返校，以便返台後居家檢 

       疫管理 14天，較無接觸感染疑慮。 

   (三)應做的義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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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燒超過 38。C或身體不適，立即通報校安人員(06-2539580)、生輔 

          組組長或校内護理師(06-2530347)；由校內人員依照政府規定通報並 

          送指定醫院就醫。 

        2.每日上午和下午測量體溫、填寫每日量測體溫記錄表。 

        3.檢疫期間，請保持室內空氣流通，規律運動、均衡飲食、適當休息、 

          睡眠充足、心情放輕鬆。 

        4.配合本校各系輔導教官、護理師或相關師長之健康關懷及調查。  

  （四）三餐 

        1.進入租屋處前預收三千元給送餐人員，檢疫期結束後，若有餘款再退 

          回，送餐人員詳實記載明細。 

        2.送餐時間：早餐：08:00~08:30。中餐：11:45~12:15。晚餐： 

          18:00~18:30。 

        3.須告知送餐人員葷素、忌食情況（不吃牛豬羊、過敏原等）。每次送 

          餐人員會將三餐放置於寢室外桌上，並敲門提醒學生取餐。 

   (五)學輔中心評估其身心狀況，必要時提供相關線上諮商協助。 

   (六)注意台灣防疫資訊，並詳閱本配合事項。 

   (七)配合當地警察局及鄰里里長關懷協助。 

   (八)罰規 

        1.居家檢疫期間不能外出，也不得出境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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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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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請參考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防治檢疫宿舍-生活手冊資料。 

  五、未盡事宜即時修正。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臨時行政會議研議並專簽經校長簽奉核定(109. 02.) 

一、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持續延燒，為讓本校學生安心就學，

避免因防疫措施屆時無法返校而影響就讀權益，依據政府相關命

令及行政規則訂定本安心就學措施，提供學生彈性修業機制。 

二、實施對象：本校陸生、港澳學生及其他學生因防疫措施無法

返校就學者。 

三、安心就學措施 
類別 安心就學措施 

1. 開學選課 (1) 受此次疫情影響之學生不受最低應修學分限制。

最低應修學分由系上專業評估後，調整最低學分

之規範(考量各專業領域不同，以個案處理方式進

行)。 

(2) 學生宜依期程進行網路加退選，如需以人工加退

選的方式辦理，則請在台同學或導師代為協助處

理。如有特殊案例無法於加退選日前完成，請提

前與系上聯繫以利專案處理之。 

(3) 配合本案學生選課情形，逕由教務處列冊彙送是

類學生選課資料予學系、所備查，以利其進行輔

導事宜。 

2. 註冊繳費 (1) 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教務處申請延後註冊及檢具

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理相關作

業。 

(2) 學生所修科目學分如未達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學

分，得依所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毋須繳交全額

學雜費。 

3. 修課方式 於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前提下，配合本案學生選課情

形，逕由教務處列冊彙送是類學生選課資料予學系、

所、中心備查。另由系、所、中心(專業課程由系上協

助，通識課程由通識中心協助)，以不影響學生學習成

效之方式彈性調整個案處理。 

4. 考試成績 (1) 如學生於考試週因疫情無法參加考試者(含因疫情

影響無法入境台灣之學生)，可依學生請假考試要

點四之(二) 不可抗拒之重大事故無法參加考試

者，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辦理，以實得成績辦理。 

(2) 特殊情況者將請各系所及教師，應依個案及科目

性質，調整採取彈性之成績評定方式。 



5. 學生請假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疫情期間學生得以

通訊(傳真/email)方式向學校提出請假並檢具相關證

明辦理，或由班級導師協助(委託他人)辦理相關請假

作業程序。 

6. 休退學及復學 (1) 休學申請：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教務處申請休學

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理相

關作業，毋須註冊及繳納相關學雜費用，不受期

末考試開始後不得申請休學規定之限制；休學期

限屆滿仍無法復學者，得予專案延長休學期限。 

(2) 學雜費退回：本校得退回全額或部份相關學雜費

等費用，不受學生休退學時間點限制。 

①未入境者：得申請學雜費全額退費。 

②已入境者：得視學生就讀情形，專案簽核調高

退費標準。 

(3) 放寬退學規定：本校得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

需要，使學生不受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規定限

制。 

(4) 復學後輔導：若學生復學時遇有原肄業系所變更

或停辦時，本校得輔導學生至適當學系所修業，

且系所應對學生進行選課輔導。 

(5) 延長修業期限：若學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

應修科目學分者，本校得專案延長其修業期限。 

7. 畢業資格 (1) 畢業應修科目學分：教務處視個案與下列各相關

單位酌情調整課程之內容及學習時數，並依學生

實際情形專案處理: 

①實習:系所、師培中心、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 

②通識相關:通識教育中心 

③服務學習:學務處 

④專業相關:系所 

(2) 其他畢業資格條件：由系所視個案評估可行替代

方案，專案簽請教務長同意後辦理。但身心障礙

學生及外籍學生不受其他畢業資格條件限制。 

8. 資格權利保留 學校得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協助學生保留

赴境外修讀雙聯學位、研修或交換之資格；參與職訓

課程、建教或產學合作計畫等之資格。 

9. 學校相關輔導

協助機制 

1. 啟動關懷輔導機制：瞭解學生身心狀況、課業學

習、職涯輔導之實際需求，適時轉介相關單位，

以提供所需資源，協助學生渡過困難。 

2. 個案追蹤機制：由學務處課指組擔任輔導單一窗

口，並與學系密切聯繫，追蹤個案現況及後續修

業情形。 



類別 安心就學措施 

3. 維護學生隱私：本校各單位配合處理學生就學事

宜，應依相關規定辦理，注意個人資料保護事

宜。 

四、本案經 108學年度第 2學期臨時行政會議討論，專簽校長核

定後辦理，修訂時亦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校外實習課程應變措施 

中華民國 109年 03月 20日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小組會議通過 

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 109年 02月 11日臺教技

通字第 1090019309號函，為維護本校修習校外實習課程學生之健康及學習

權益，特擬定此應變措施。 

二、國內實習 

（一）實習機構因疫情影響暫停或中止學生實習時，以轉介其它實習機構或

回校以校內實習、實作安排等方式作為替代方案，補足未完成之實習

時數。 

（二）學生因自主健康管理、居家隔離、居家檢疫等因素而無法實習時，系

所應主動協助與協調，經系所、學生、實習機構三方同意下得調整實

施內容後實施。若原單位無法再提供實習，系所應協助安排轉介其它

實習機構或回校以校內實習、實作安排等方式作為替代方案。 

三、海外實習 

    當實習國家達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第二級警示以

上時，系所即進行相關調查，並啟動以下應變措施： 

1、學生無返臺意願者，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方得繼續海外實習。 

2、學生有返臺意願者，以轉介其它實習機構，或以校內實習、實作安排等

方式，作為實習替代方案。 

四、為統一實習標準，彈性實習時數由研發處認列，並核予證明，實習時數從

寬彈性認定。居家隔離期間，亦得計入法定工時為實習時數。 

五、各系所依據本應變措施調整實習課程後，經研發處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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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防疫物資管控措施 

一、 依據「台南科技大學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計畫」辦理。 

二、 為因應台灣目前部分防疫物資被政府機構徵收，且其他未被徵收物資亦難以正常採購，

特訂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防疫物資管控措施」，以下簡稱本措施。 

三、 本措施所稱防疫物資品項包含平面醫療用口罩、防護衣、紅外線熱影像儀、耳額溫槍、

檢診手套、75%酒精乾洗手液、漂白水、護目鏡等，本校防疫物資由學務處衛保組曾小

慈護理師負責採購、核銷；由衛保組黃詠芯護理師負責防疫物資領取、盤點統計。 

四、 防疫物資使用對象：本校防疫人員、各單位及院系所。 

五、 防疫物資領用地點：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六、 防疫物資管理及分配方式： 

(一)口罩：開學前提供予居家檢疫、集中監測管理之學生優先使用(本校港澳生)。在校 

          師生倘若遇發燒、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時，才主動提供口罩，並建立口罩須自 

          備之正確防疫觀念。 

(二)漂白水：開學前提供予居家檢疫、集中監測管理之住宿學生優先使用；院系所及單 

          位辦公室需自行購買。 

      (三)酒精：單位及辦公室(共 27處)、系所(共 24處)，以每 2週領 1罐為限。 

(四)自動感應手指消毒器：共 8台，設置於中正大樓、多功能、設計大樓、馨園、紅樓、 

                        圖書館、碧苑、學餐等處，自動感應手指消毒器中酒精乾洗 

                        手液由衛保組負責補充。 

(五)防疫桌：共計 13處，建置各單位防疫桌管理人員，防疫桌中酒精乾洗手液由衛保 

            組負責補充。 

(六)防護衣、護目鏡：提供予宿舍管理人員、校園防疫站人員使用。 

  (七)紅外線熱影像儀：共 4台，於第一校門口設置 2台、第二校門口設置 1台、圖書館 

                      設置 1台。第一二校門體溫測量防疫站於上午七點半至下午八  

                      點，由 152名同仁及進修部人員 11名同仁分六個時段排班執行， 

                      共同輪值協助紅外線熱影像儀體溫測量。 

(八)耳額溫槍：分配至各單位辦公室、系院所、防疫站、第一二校門口使用；倘若師生 

             有相關集會活動辦理須向院系所辦公室借用耳額溫槍。 

七、 注意事項： 

(一) 口罩、隔離衣、護目鏡及手套等，僅供第一線防疫人員使用。 

(二) 75%酒精為手部消毒用，領用時請自備 PP瓶分裝。加強宣導經常使用肥皂洗手之

觀念。 

(三) 一般環境消毒請用漂白水，使用 0.05%(500ppm)-【100cc漂白水+10000cc清水中】

的比例稀釋使用。 



體溫監測填報 APP 及系統 

上線通知 

一、系統說明： 

（一）本校教職員生可透過本系統或 APP 自行上網填報自己的體溫。 

（二）導師和班代可透過本系統或 APP 協助班上同學填報體溫。 

二、登入方式： 

（一）南應大入口→應用系統→學務處→C010-體溫監測填報系統。 

 
 

（二）校園行動 APP→校務行政→體溫監測。 

 

網路與資訊中心 敬上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各項招生考試防疫保護措施公告 

 

各位家長、同學，大家好： 

感謝您報考本校招生考試，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展，請您配合以下防疫措施，保護

自己也守護他人： 

一、考生若在考試當日前 14天內，有二級以上流行地區(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旅遊、

轉機或接觸史者：應主動向本校教務處招生組通報（聯絡電話：06-2535643或 06-2532106

分機 397、398）。 

二、考生若為『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者： 

(一) 請配合留在家中，不得應試且無補考措施。 

(二) 請於考試前掃描傳真(06-2541309)或 E-mail(emadmi@mail.tut.edu.tw)提供主管機

關開立之「居家隔離通知書」或「居家檢疫通知書」，本校將協助辦理退費申請。 

三、若為『健康追蹤』及『自主健康管理』者：應配合本校安排至隔離考場並全程配戴口罩

應試。 

四、考試當日，請考生務必配合： 

(一)考生一律戴口罩入試場應試(口罩請考生自備)，考試進行中監試人員查核身分時，請

暫時取下口罩配合查驗。 

(二)試場設有體溫檢測站，請考生務必配合體溫測量及手部消毒，於考試當天提早到校，

以免延誤考試時間，並攜帶有效身分證件或准考證應試。 

(三) 考生應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如有發燒耳溫≧38℃或額溫≧37.5℃者，請配合試務

人員指引至備用試場應試，且考生必須配合全程配戴口罩應試。 

(四)考生近日內如有咳嗽、發燒及其他類流感症狀，請務必儘速就醫。另外，為避免發生

交叉感染，家長非必要亦請儘可能不要陪考。本校不開放陪考人員休息室。 

五、 相關疫情防治請詳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本校將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

之即時疫情，調整因應措施，請考生留意本校招生訊息公告。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啟 

mailto:emadmi@mail.tut.edu.tw
https://www.cdc.gov.tw/Disease/SubIndex/N6XvFa1YP9CXYdB0kNSA9A?fbclid=IwAR2gHc5Dzfzd5EdR7hxCSN9Z5HpLiVEmyRPJMfHhI-J1EkTLaWDKEXG5IVc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教職員工及兼任教師請假出國規範作業原則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國家與地區返臺者均需居家檢疫 14天，依據本校「因

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小組會議」決議，爰請本校教職員工及兼任教師務

必落實下列事項： 

壹、本校教職員工 

    一、本校教職員工出國請依規定簽請學校同意，如因個人行程出國返國者，請務必

將旅遊史主動告知學務處衛保組，以利學校安排健康管理相關措施，如因隱匿

而造成校園防疫破口，將依本校獎懲規定追究其責任。 

   二、本校教職員工於 7月 3日前，如因個人行程出國返國時須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管

理 14日，隔離期間不得到校，請假得以病假或其他假別處理，列入學年度請假

日數，且必妥慎安排學生相關教學、行政、學習等銜接措施。 

   三、如因公奉派出國且返國後經衛生主管機關列為自主健康管理對象者，不列入學年

度病假日數。 

 

貳、兼任教師 

    一、本校兼任教師於 7月 3日前，如因個人行程出國返國時須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

管理 14日，隔離期間不得到校，且必妥慎安排學生相關調補課事宜並知會教務

處或進修部。 

    二、如因隱匿而造成校園防疫破口，將依本校規定追究其責任及列為是否續聘之參

考依據。 



本校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學生特殊假應變措施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09年 02月 20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6946號函辦理。 

(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09年 3月 4日更新之「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公告訊息

辦理。 

二、目的：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疫情，避免傳染擴大及保護自身健康，依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所公布之「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遵守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

理等各項防疫作為訂定學生特殊假應變措施。 

三、請假規則： 

學生得於「隔離」、「檢疫」、「暫緩入境解除」、「自主健康管理」結束後一週內，持線

上請假系統下載之紙本假單及防疫相關單位開立之任一通知書或醫療診斷證明書等相關文件，

向至學務處生輔組辦理請假事宜。如學期結束均未解除暫緩入境，則由學務處生輔組統一上

簽核准後註銷缺曠課紀錄。 

  (一)實施對象學生： 

   1.確診/疑似病例。(隔離治療) 

   2.中、港、澳暫緩入境者。(旅遊疫情為第三級國家暫緩入境者) 

   3.居家隔離。(與確診個案有一定接觸者) 

   4.居家檢疫。(具有中、港、澳或疫情高風險地區旅遊史，含轉機) 

5.自主健康管理。(旅遊疫情為第一、二級國家入境的旅客、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檢驗陰

性且解除隔離之通報個案) 

   6.赴旅遊疫情為第三級國家探親暫緩入境者。 

  (二)實施措施： 

  隔離、檢疫、暫緩入境、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缺課時數之請假項目以「特殊假」處理，

免受本校「學則」缺課時數累計逾全學期上課時數 1/3應令扣考等相關規定，且不影響全勤

及學生操行成績。 

  (三)請假繳件資料： 

   1.線上請假系統填寫請假項目為「特殊假」，並列印紙本假單簽核至學務長核准。 

   2.下列任一項防疫相關單位開立之任一通知書或醫療診斷等相關證明文件。 

   (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 

   (2)「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 

   (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感染區入境者居家檢疫通知書」。 

   (4)「檢驗通知書」。 

   (5)「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檢驗報告」。 

   (6)「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或證明書」。 

   (7)「醫院開立的診斷證明」。 

   (8)「暫緩入境相關證明書」。 

四、因應防疫之急迫性，本校修業學生有前述情形者，務請結束後一週內至學務處生輔組辦理請假

事宜，並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惟如事後未能補證，應另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理。 

五、如有未盡事項，依主管機關公告進行相關防疫措施修訂請假規則。 

 

 
 

學 生 事 務 處 生 活 輔 導 組 

Student  Affairs  Office    Living  and 
Counseling  Section 
TEL  ：06-2532106  分機 222,323 
專線：06-2535644 



       關於新型冠狀病毒 About the novel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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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新型冠狀病毒 About the novel coronavirus 
首次發現於:中國武漢(2019 年 12 月) 
First discovered in：Wuhan,China(Dec 2019) 
傳播途徑:飛沫/接觸 
Transmission：Droplet/Contact 
潛伏期 incubation period：14 天 days 
治療:目前只有針對症狀或輔助治理 
Treatment：Symptomatic or Supportive 
 
 
 
二、常見病徵 Common Symptoms 
如出現症狀,應盡快就醫並配戴口罩誠實告知醫護人員出遊及接觸紀錄 
When symptoms occur, don a mask and seek medical advice promptly. notify 
of any relevant travel or contact history. 
1.發燒 fever 
2.無力 malaise 
3.咳嗽 cough 
4.黄綠色膿痰 yellowish/greenish thick phlegm 
 
 



三、家居注意事項 Household Precautions 
1.返家後切記脫鞋和洗手 Remove shoes and wash hands upon arriving home 
2.保持家居清潔,包括寵物用品 Keep your home clean, including pets 
‘belongings 
3.常開窗保持空氣流通(家有猫主子請小心!) Open windows for better ventilation 
(but keep a cautious eye on your cat!) 
4.沖廁時蓋廁板 Close the toilet lid prior to flushing 
 
四、外出注意事項 Outdoor Precautions 
1.避免去人多擠迫地方 Avoid crowded places 
2.避免到濕市場 Avoid wet markets 
3.如感到不適,請避免外出 Avoid going out if you are feeling under the weather 
4.切忌進食野味 refrain from consuming game meat 
 
五、個人衛生 Personal Hygiene 
1.打噴嚏要用纸巾遮口鼻 cover up with tissue paper when sneezing 
2.並把纸巾棄於有蓋垃圾筒内 and dispose of it in a covered bin 
3.戴口罩 mask up 
4.勤洗手 Ensure hand hygiene 
5.隨身攜带酒精搓手液 Bring your own hand sanitizer 
6.勿揉眼晴或鼻子 avoid eyes or nose rubbing 
 
六、提升免疫力 Boost Immunity 
1.每天八杯水 8 glasses of water prepay 
2.遠離二手煙Stay away from 2nd hand smoke 
3.多吃蔬果 eat more fruits & veg’s 
4.適量陽光 Step out in the sun 
5.定時運動 Regular exercises 
6.充足睡眠 Adequate sleep 
 
七、洗手七部曲 Proper Hand washing 
1.指縫 Web spaces 
2.手掌 Palm 
3.指尖 Fingertips 
4.手背 Dorsum 
5.拇指 Thumb 
6.手腕 Wrist 
7.指甲 Fingernails 



八、如何正確戴口罩 How to properly don a facemask 
1.建議使用外科口罩或正確尺寸的醫療用 N95。其他口罩(布、海綿、紙等)效果 
  不足. 
 Surgical masks or correctly fitter N95 masks are recommended. 
Other masks(cotton,paper,etc)do not provide adequate protection. 
 

2.顏色面朝外金屬線向上    戴前對摺一下    壓下鼻夾    摺面展開包好口

鼻   戴/除口罩前後要洗手   對摺丟掉。 
colored side faces out metal wire on top    fold once prior to wearing   press 
the wire on the nasal bridge   Spread out the mask to fully cover the mouth   
wash   hands before & after wearing/removing the mask    fold & dispose 
 
 
 
 
 
 
 
 
 
 

 

對抗肺炎,你我有責! 

we are all in this fight together against pneumonia!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tudent Affairs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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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 

辦理各項活動規範細則 
中華民國 109 年 03 月 20 日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小組會議通過 

 

壹、依據 

教育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及本

校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小組會議等相關規定辦理。 

貳、目的 

防疫期間為考量活動通常人潮擁擠，長時間且近距離接觸，具有高傳

播風險應評估活動辦理之必要性。如：辦理畢展、短期營隊、推廣教育課

程等大型活動有所依據，並使活動圓滿順利成功。 

參、活動辦理規範原則 

一.校園集會活動參加人數應有所限制。凡室內超過 100人以上、室外超過 

    500人以上的集會活動建議停辦，以減低社區感染的風險。 

二.全校各單位之室內 100人以下、室外 500人以下之活動應備齊該活動之因 

   應計畫並以簽呈經鈞長簽核後可實施，其內容如下： 

1.活動前製作檢疫相關因應計畫及規範表單 

  (1)訂定因應活動計畫書。如附件一。 

(2)參加人員名冊（工作人員、與會貴賓，廠商等）。如附件二。 

(3)應訂定活動全體學生工作人員(含流動人員)健康監測計畫，並有異常追

蹤處理機制，如：參加人員健康聲明表。如附件三。 

(4)參加人員身份如為學生須繳交家長同意書。如附件四。 

(5)辦理活動及大型會議健康管理檢核表。如附件五。 

(6)室內活動公共空間管理檢核表。如附件六。 

2.室內集會、活動場地規範： 

(1)現場動線規劃需採取固定坐位(間距一公尺)並確認參與人員名單。 

(2)活動前後場地均需消毒，且須開啟門窗，勿使用空調保持通風良好。 

(3)入場需量測體溫。  

(4)全體人員須配戴口罩。 

(5)活動現場明顯處張貼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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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緊急處理機制： 

(1)遇發燒者應有獨立安置空間。 

(2)校外活動應配置醫護人員協助現場醫療評估或護理工作。 

(3)不確定因素時應有相對的作為策略。 

(4)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倘有發燒(耳溫大於 38度 C、額溫大於 37.5

度 C)或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狀，不得參加活動且應主動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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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活動前需以簡訊、社群網站或活動網站等各種方式，向參加者進行衛

教溝通，有相關發燒徵候者，請勿參加活動，並向活動主辦單位請假 

 5.勿邀請校外人士入校辦理及參加活動。 

 

肆、本細則經會議核准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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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辦理各項活動應變計畫（範例） 

壹、依據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引「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及

本校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計畫規定，配合學校共同協力防制

疫情發生，辦理室內 100人以下、室外 500人以下的集會活動須建立應變機制 

    ，維護公共安全使活動順利，特訂定○○○○○○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疫情應變計畫。 

貳、目的 

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到國際高度關注，為確保校園防疫安全及持

續備戰，依本校防疫計畫及現況，○○○○○○作出相對應的防治積極作為，

以期有效防杜疫情入侵與傳播，更保障參與○○○○○○的師生及來賓的健康

照護及學生受教之權益，避免疫情藉由活動辦理集體傳播而擴大傳染，共同積

極防範疫情的發生，以利確保學生畢展順利成功。 

參、計畫構想 

一、 

二、 

. 

. 

肆、○○○○○○活動型態 

一、方式：  

二、主題：     

三、日期及地點： 

四、人數： 

五、參與嘉賓： 

. 

. 

伍、因應疫情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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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籌備前 

(一) 

(二)  

. 

. 

  二、○○○○○○活動期間 

陸、不確定因素相對作為策略 

  (一)策略一：  

  (二) 策略二：  

柒、總結 

一、 

二、 

. 

. 

捌、本計畫經系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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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辦理各項活動人員清冊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場地： 

活動負責人： 

編號 姓名 
稱謂(請填入:

工作人員) 
連絡電話 住址 

1     

2     

3     

4     

5     

6     

7     

8     

9     

10     

(請依實際人數，自行增加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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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辦理各項活動個人健康聲明表 

 
本人__________(請親簽)，願配合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於活動前 14

天內是否曾在國外旅遊居住及自身健康管理進行調查，本調查表之個資部分依據個資法規定

予以保障，不予外流。 

(一)姓名：＿＿＿＿＿＿＿＿ 
(二)活動名稱：＿＿＿＿＿＿＿＿ 
(三)活動日期及時間：＿＿年＿＿月＿＿日 □上午：＿＿＿、□下午：＿＿＿ 
(四)性別：□男 □女 
(五)身分證字號：＿＿＿＿＿＿＿＿ 
(六)與本校關係人：□貴賓：＿＿＿＿ □家屬：＿＿＿＿ □朋友：＿＿＿＿ 
(七)連絡電話：＿＿＿＿＿＿＿＿ 
(八)現居住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活動期間有無住宿飯店 

1.□無 
2.□有  入住時間：＿＿年＿＿月＿＿日飯店名稱：＿＿＿＿＿＿ 

(十)有無身體不適症狀： 
1.□無發燒 
2.□發燒(大於 38度 C)，請註明開始日期(民國)＿＿年＿＿月＿＿日 
3.□其他(請註明)，＿＿＿＿＿＿＿＿＿＿＿＿＿＿＿＿＿＿＿＿＿＿＿。 

(十一)活動前 14天內，是否出返國 

1. □無出國 

2. □有出國  國家名稱：＿＿＿＿＿＿＿＿ 

(十二)接觸史調查： 

1.是否曾接觸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人士 

□否 □是(續填以下欄位，可複選) 

接觸場所為: □同住□同處工作□醫療院所□其他，請註明：＿＿＿＿＿＿ 

2.是否曾接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極可能或確定病例 

□否 □是(續填以下欄位，可複選) 

接觸場所為: □同住□同處工作□醫療院所□其他，請註明：＿＿＿＿＿＿ 

接觸起迄日期：＿＿年＿＿月＿＿日至＿＿年＿＿月＿＿日 
 

填寫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感謝大家對活動的支持與配合，造成諸多不辨請見諒，防疫期間請大家共同維護安全無虞的活動環境，預祝各

位活動參予順利，所有人員平安健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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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辦理各項活動家長同意書（範例） 

 

本校依據中央頒布之公眾集會，因應指引相關規範辦理 

＿＿＿＿＿＿＿＿＿＿＿＿＿活動，參加活動者於活動期間

需遵守學校因應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相關規定，並且詳

實告知其健康、生理等特殊個人狀況(含旅遊史 )，以利活動辦

理。 

此致 
 
學生家長 

 
--------------------------------------------------- 

家 長 同 意 書 （ 回 條 ）  
茲同意貴子弟         於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參加          活動，

並遵守本校因應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相關規定，並

且詳實告知其健康、生理等特殊個人狀況(含旅遊史)，

以利活動辦理，特此證明。 

此致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家長簽名：      家長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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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辦理各項活動 

主辦單位人員健康管理檢核表 

項次 項目 執行狀況 

事前作業 

1 掌握關注國內外傳染病疫情狀況  

2 評估參加人員數目、活動場地腹地與動線等是否可以掌控?  

3 報名資料要設有手機、email 以利於通知  

4 

報名須知要有:若您因為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 正處於居

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請勿參加!以及發燒、呼

吸道症狀者請勿參加等字樣 

 

5 
請參加者事前需填寫健康關懷問卷，若活動規模較大，事前

與疫情小組聯繫規劃問卷身分區分以利事先掌握並管理 

 

6 
規劃暫時安置空間給參加人員有不適者暫時隔離或等待就醫

區域 

 

7 準備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宣導資料可於會場張貼或放置於現場  

8 
事前宣導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的工作人員須至退燒後才能上

班，若有上述狀況者須事先安排人力 

 

活動期間 

9 

會場入口需有提醒字樣: 如-- 

若您因為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 正處於居家隔離、居家檢

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請勿參加! 

進入密閉式公共空間請自行準備口罩並全程配戴口罩，未配

戴或發燒者限制進入。 

敬請配合主辦單位各項防疫作為如量測體溫、填寫關懷問卷

等。 

 

10 入口處備有酒精消毒物品  

11 主辦單位備有額溫槍、耳溫槍等測量體溫工具  

12 
洗手間有肥皂、洗手液、擦手紙等清潔物品，提醒工作人員

經常洗手、勿碰觸眼鼻口 

 

13 活動開始前以1:100稀釋的漂白水消毒會場及物品  

14 工作人員若可能接觸到發燒者或有乎道症狀者，須配戴口罩  

15 
活動進行中針對常接觸表面進行消毒，如開關、把手、桌面

等，頻率:      消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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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辦理各項活動 

公共空間管理檢核表 
管理單位\場地名稱： 

借用單位： 使用日期： 年 月 日 
 

場地管理單位 場地借用單位 

編號 防疫執行項目 
執行與否 
(請於□打勾) 

編號 防疫執行項目 
執行與否 
(請於□打勾) 

1 

設置體溫量測站並放置 
酒精洗手設施。 

□是 □否 1 透過多元管道，事前宣 

導生病在家休息不參加 
集會活動。如: E-mail 

□是 □否 

2 

每日進行浴廁表面如水 
龍頭、廁所門把、馬桶 蓋
及沖水握把之消毒作 
業。 

□是 □否 2 準備足夠之清潔及防護 
用品、擦手紙及口罩 
(或請與會者自行準
備) 等。 

□是 □否 

3 

每日進行會議場所公共 
區域之地面、桌椅、電 話
筒、門把、手扶梯之 消
毒作業。 

□是 □否 3 張貼告示，請有呼吸道 

症狀之人員配戴口罩並 
使用乾洗手液，並與他 
人保持 1 公尺以上之
距離。 

□是 □否 

4 

每場次進行會議場內之 
桌椅、講桌、麥克風之 消
毒作業。 

□是 □否 4 自備額溫槍，於活動開 
始前量測與會人員。 □是 □否 

5 

電梯消毒作業，含扶手 
及按鍵，並應於 1 樓電
梯口設置酒精洗手設施 

□是 □否 
□無電梯 

5 於活動開始時播映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衛教資 
料，進行衛教宣導。 

□是 □否 

注 

意 

事 

項 

一、環境消毒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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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酒精消毒可以稀釋成 75%之酒精消毒液進行各項清潔消毒。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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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活動現場倘有發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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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建議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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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專區，下載衛教資料並多加利用。  
六、請依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辦理各項活動規

範細則」，進行公眾集會防護措施。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應變計畫1090330
	壹、依據
	貳、目的
	參、計畫構想
	肆、因應疫情防治措施
	柒、本計畫經應變小組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經報部核准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圖一防疫小組組織架構圖
	圖二處理作業流程圖
	圖三體溫監測實施流程圖
	圖四疑似個案處理流程圖
	附件一職掌分工表
	附件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自主健康管理紀錄表
	附件三海外疫區自主健康管理紀錄
	附件四港澳學生返台防疫之具體措施
	附件五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
	附件六校外實習課程應變措施
	附件七防疫物資管控措施
	附件八體溫監測填報APP及系統上線通知
	附件九各項招生考試防疫保護措施公告
	附件十教職員工及兼任教師請假出國規範作業原則
	附件十一學生特殊假應變措施
	附件十二關於新型冠狀病毒(中英文對照)
	附件十三防疫期間辦理各項活動規範細則
	壹、依據
	貳、目的
	參、計畫構想
	肆、○○○○○○活動型態
	伍、因應疫情防治措施
	柒、總結
	捌、本計畫經系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