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度「傳染病緊急應變防疫小組」第六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2 月 24 日（一）下午 1 時
地點：行政大樓 4 樓第 4 會議室
主持人：周至宏副校長
出席者：林金賢主任秘書、邱文華副教務長(代)、謝禮丞學務長、林建宇總務長、
陳牧民國際事務長、環安中心梁振儒主任、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蔡淑
惠小姐(代)、人事室黃佳琳組長(代)、主計室張瑋珊組長(代)、獸醫學院
張照勤院長、文學院林清源院長、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詹富智院長、理
學院黃家健副院長(代)、工學院王國禎院長、生命科學院陳全木院長、
管理學院謝焸君副院長(代)、法政學院邱雅詩秘書(代)、電機資訊學院
楊谷章院長、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陳光胤組長(代)、圖書館李麗美組長
(代)、體育室黃憲鐘主任
列席者：秘書室蕭美香秘書、總務處張人文專門委員、學務處林秀芬秘書、住輔
組楊竣貴組長、健諮中心許文馨護理師、葉淑錦護理師、教務處課務組
錢美伴小姐、環安中心施凱軒先生、周政緯同學
紀錄：秘書室石文宜
壹、主席致詞（宣導事項）
一、學校只要有 1 名師生確診，該師生所上的課程全部停課 14 天；全校有
2 位師生確診且間隔 14 天內，全校停課 14 天。
二、防疫計畫公告於本校防疫專區網頁（http://covid-19.nchu.edu.tw/），
並將 E-mail 給全校教職員工生，學校防疫專線 04-22870885（請你幫
幫我），請廣為宣導。
三、各教室課桌椅及大樓電梯需定期消毒，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四、如學校教職員工生有確診，會通報 1922，學生宿舍的部分也有相關流
程可參考。
五、目前防疫物資購買有困難，請各單位務必確實盤點，以供全校互相調
度支援。
六、如有測量到發燒者，先記錄個案的學號/職編，再由各大樓/系館之量測
人員主動聯繫健諮中心(校內分機 241 轉 11~13)，指派機動人員將發燒
個案帶至惠蓀堂外之發燒篩檢站，由護理師進行後續問卷調查/登錄。
七、大型集會盡量不要集體用餐，建議各自用餐或會後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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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務長簡報（E-mail 給各單位參考，或公告於防疫專區網頁）

參、討論事項
案 由：本校發燒篩檢站設置與實施期間及方法，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發燒篩檢站設置與實施說明辦理。
二、依前揭說明第二點，實施期間由本小組召開會議決定。
三、依前揭說明第五點(四)之 2 規定，準備所需防疫用品：額(耳)溫槍、外
科口罩、75%酒精、乾洗手、手套、護目鏡…等，經查本校現有成立
管委會大樓共有 74 個，防疫物資能否配合建請一併考量。

決

議：
一、本校各場館於 2/26(三)開始設置發燒篩檢站，單一出入口管制，體溫未
達標準不得進入(篩檢站實施說明及流程圖如附件 1)。有任何問題於
2/26 教育訓練當天下午提出反應。
註：會後經總務處盤點，建議應設置發燒篩檢站計 38 棟；其他建物設
制管制點，請同仁就近到鄰近發燒篩檢站量體温。(如附件 2)
二、2/26(三)下午 3 點教育訓練，地點在圖書館 7 樓國際會議廳，請各場館
管委會參加。
三、有碩專班/進修學士班的大樓可延長管制時間，學校提供附近醫療院所
名單，供如有發燒症狀者就近儘速就醫。

配合辦理事項：
一、設置發燒篩檢站的場館，每周由總務處提供 20 個口罩，供量體溫人員
或發燒者使用，及 10 個預備口罩供各大樓緊急情況使用
二、地下停車場的管理，各大樓可考慮把地下室的電梯關閉，統一於單一
出入口進出。電梯是容易感染的地方，請各大樓訂定定期消毒規則，
並管制低樓層不停，多走樓梯；需保留身障人士專用電梯，建議貼公
告宣導「僅限身障人士專用」。
三、請全校教職員工生互相提醒，如果沒有貼當天未發燒之測量貼紙，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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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快測量。
四、如有停課 14 天的情形，該課程之師生務必進行居家隔離，不能出門或
到校，依中央疾病管制署規定會罰 15 萬元。
五、請總務處盤點全校額(耳)溫槍之數量及堪用情形，並進行通盤調度。
六、如發燒篩檢站之額(耳)溫槍臨時故障，請宣導就近至其他發燒篩檢站測
量，並以貼紙識別進入。
七、如有發生停課情形，系所老師有代課需求，可和教務處聯繫協調。
八、各場館如有外送餐點人員，建議一律管控不上樓，請訂餐師生同仁自
行下樓取餐。
九、本校圖書館、體育館等場館，暫時禁止校外人士入館。
十、

因應發燒篩檢實施，人事室將放寬打卡時間，仍應上滿 8 小時，但
職員工如早上 8:00 以前打卡者，請於 8:00 發燒篩檢站開始測量後，
盡速完成測量。相關請假規定請上人事室網頁查詢。

十一、 因應防疫需求，華軒將做為隔離宿舍，請於學生入住前清空，怡軒
則改為安居宿舍。
相關建議：
一、簡報第 25 頁，教室入口設置自動酒精消毒機，實行有困難，重點是每
個廁所要提供洗手乳，更為重要。
二、發燒篩檢站流程及體溫測量記錄表建議翻譯成英文版，或做雙語版，
使本校外籍生/交換生能了解配合。（陳牧民國際長）
三、發燒篩檢站流程圖做成海報，在單一出入口宣導管制。
四、下周教務處的系所評鑑，建議延後至 6 月底辦理，避免防疫風險。（詹
富智院長）
五、防疫關鍵期間是開學後二週和清明假期，如果能安全度過，應該就能
安然度過。全校師生務必誠實填答出國旅遊史等，站在保護自己和別
人的立場，主動戴口罩，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六、發現病例時，除了聯繫疾管署 1922，可連繫衛生局，並先和衛生局協
調，建議疑似個案先送往署立醫院，SOP 先做好。醫學中心如果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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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癱瘓會很嚴重，因此不適合送醫學中心。（張照勤院長）
七、餐廳控管的部分，由總務處配合督導辦理。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3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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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發燒篩檢站設置與實施說明
109.02.04「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第 3 次會議訂定
109.2.17 「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第 5 次會議修正
109.2. 24 「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第 6 次會議修正

一、目

的：因應傳染性疾病疫情變化，全校各大樓、系館安排專人並設置發燒篩檢站，藉
以提早發現可能潛在感染源，達到有效控制疫情。
二、實施時期：實施時期：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動態資訊，召開本校「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
組會議」決定實施期間。
三、實施時間：實施期間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由各大樓、系館安排人員量測體溫，
亦可視實際情形於夜間或假日量測。若非於量測時間進出各大樓、系館，請進行
自主健康管理。
四、實施對象及資料上傳方式：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測量體溫後，請務必自行上傳資料至「中興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調
查網」之「體溫監控系統」(網址：http://nchu.cc/6bwQw)。
(二)臨時工/訪客：測量體溫後，請務必自行上傳資料至「中興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調查網」
之 「 訪 客 專 用 健 康 關 懷 問 卷 及 體 溫 監 控 」 ( 網 址 ：
https://forms.gle/qiEspcPPjbGUPbNj7) 。
(三)以上人員若有發燒情形，請各大樓、系館量測體溫人員務必確認是否已如實上傳資料。
五、實施流程：依本校「發燒篩檢站實施流程圖」(附件一)實施。
六、注意事項：
(一)各大樓、系館設置之發燒篩檢站需設於室外，並需有明顯標示；另為管制進出宜採單
一出入口。
(二)發燒篩檢站建議準備的防疫用品如：額(耳)溫槍、外科口罩、75%酒精、乾洗手、手套、
護目鏡…等等，可依個別情形添購。
(三)每人每日於校內至少量測體溫 1 次，無發燒情形者，憑當日識別貼紙可進出本校各大
樓、系館。
(四)各大樓、系館安排人員量測體溫前：
1.環境佈置：如篩檢站標示牌、動線指示、桌椅…等。
2.準備所需防疫用品：額(耳)溫槍、外科口罩、75%酒精、乾洗手、手套、護目鏡…等
等，如有不足隨時補充之。
3.洗手後穿戴相關防護用品再執行量測體溫。
(五)各大樓、系館安排人員量測體溫後：
1. 無發燒情形者：貼上識別貼紙，當日可進出各大樓、系館。
2. 於上班時間(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出現發燒情形者(額溫≥37.5℃、耳
溫≥38℃)：
(1) 本校教職員工生：不得進入各大樓、系館，且各大樓、系館安排之量測人員應
主動聯繫健康及諮商中心(校內分機 241 轉 11~13)後，由各大樓、系館指派機
動人員將發燒個案帶至惠蓀堂外之發燒篩檢站，由健康及諮商中心護理師進行
旅遊史/接觸史之調查並登錄基本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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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通報防疫專線 1922
進行後續送醫處理。若無相關旅遊史/接觸史，則請自行至本校特約醫療院所
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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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時工/訪客：不得進入各大樓、系館，另各大樓、系館量測人員可提供口罩
乙個、本校特約醫院診所名單，另告知發燒個案應儘速就醫並返家休養。
3. 於夜間、假日時間出現發燒情形者(額溫≥37.5℃、耳溫≥38℃)：
(2) 本校教職員工生：不得進入各大樓、系館，並由各大樓、系館人員進行旅遊史/
接觸史之調查並登錄基本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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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通報防疫專線 1922 進行後續
送醫處理。若無相關旅遊史/接觸史，則請自行至本校特約醫療院所就醫。
(3) 臨時工/訪客：不得進入各大樓、系館，另各大樓、系館量測人員可提供口罩乙
個、本校特約醫院診所名單，另告知發燒個案應儘速就醫並返家休養。
3.每日量測時間結束或交接給下一班人員時，整理環境與相關用品。
(六) 若非於量測時間出現發燒情形者(額溫≥37.5℃、耳溫≥38℃)：
(1) 本校教職員工生：不得進入各大樓、系館，應自行儘速就醫並返家休息。
(2) 臨時工/訪客：不得進入各大樓、系館，應自行儘速就醫並返家休息。
(七)學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專人每日至「中興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調查網」之「體溫監控
系統」(網址：http://nchu.cc/6bwQw)下載記錄、統計並查核，追蹤發燒之個案 5 天
或其症狀解除。
(八)有關本校發燒篩檢站相關規定與表格置於學校首頁/健康安全資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專區，以供即時查閱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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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發燒篩檢站實施流程圖

附件 1

量測體溫前

1.本校教職員
工生、臨時工/
訪客，請務必
至「中興大學
校園傳染病防
治調查網」自
行上傳體溫資
料
2.給予識別貼
紙，當日可進
出各大樓、系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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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樓、系館人員引導量測體溫
夜間或假日

上班時間
(周一至周五
8-17 時)

否

額溫≥ 37.5℃
或
耳溫≥ 38℃？

額溫≥ 37.5℃
或
耳溫≥ 38℃？

否

1.本校教職員
工生、臨時工/
訪客，請務必
至「中興大學
校園傳染病防
治調查網」自
行上傳體溫資
料
2.給予識別貼
紙，當日可進
出各大樓、系
館

是

是
請各大樓、系館量測體溫人員務必確認，發燒個案
已如實上傳資料
1. 本校教職員工生：不得進入各大樓、系館，且各大樓、系館安
排之量測人員應主動聯繫健康及諮商中心(校內分機 241 轉
11~13)後，由各大樓、系館指派機動人員將發燒個案帶至惠蓀
堂外之發燒篩檢站，由健康及諮商中心護理師進行旅遊史/接觸
史之調查並登錄基本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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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工/訪客：不得進入各大樓、系館，另各大樓、系館量測人
員可提供口罩乙個、本校特約醫院診所名單，另告知發燒個案
應儘速就醫並返家休養

請各大樓、系館量測體溫人員務必確認
，發燒個案已如實上傳資料
1. 本校教職員工生：不得進入各大樓、系館，並
由各大樓、系館人員進行旅遊史/接觸史之調
查並登錄基本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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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工/訪客：不得進入各大樓、系館，另各大
樓、系館量測人員可提供口罩乙個、本校特約
醫院診所名單，另告知發燒個案應儘速就醫並
返家休養

結束量測體溫

3
時間結束或交接給下一班人員時，整理環境與相關用品

國立中興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似個案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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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備註

群組名稱

應成立發燒篩檢站
名稱
群組簡稱
作物科學大樓管理委員會(農藝系)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農環大樓管理委員會(植病系)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理學大樓管理委員會(物理系)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綜合大樓管理委員會(通識中心)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資訊科學大樓管理委員會(計資中心)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機械館管理委員會(機械系)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化材大樓管理委員會(化工系)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化學館管理委員會(化學系)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生科大樓管理委員會(生科院)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土木環工大樓管理委員會(環工系)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工學院暨電機大樓管理委員會(電機系)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水保館管理委員會(水保系)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森林系館管理委員會(森林系)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應經二館A棟管理委員會(生管所)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應經二館B棟管理委員會(產學研鏈結中心)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食科暨生物科學大樓管理委員會(食科系)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萬年樓管理委員會(語言中心)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創新育成中心管理委員會(創新育成中心)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生物產業機電大樓管理委員會(生機系)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男生宿舍大樓管理委員會(住輔組)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女生宿舍管理委員會(住輔組)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體育館各大樓管理委員會(體育室)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獸醫教學醫院管理委員會(獸醫教學醫院)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惠蓀堂管理委員會(健資中心)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小禮堂管理委員會(課指組)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社管大樓管理委員會(法政學院)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圖書館大樓(圖書館)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大樓管理委員會(生科中心)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雲平樓管理委員會(課指組)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獸醫學院大樓管理委員會(獸醫學院)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動科大樓(動科系)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人文大樓(文學院)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應經一館管理委員會(應經系)
應用科技大樓管理委員會(工學院)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國農大樓管理委員會(農產品驗證中心)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理工大樓管理委員會(實驗林管處)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食安大樓管理委員會(實習商店)
本校各大樓管理委員會
行政大樓管理委員會(總務處)

應成立管制點
蛋白體中心
舊園藝館
舊理工大樓E棟
糧作所
舊遺傳中心
生物科技研究所
機械二館
混凝土中心
水工實驗室
各溫室
各動物舍
獸醫系動物檢疫舍、實驗動物舍
動物試驗中心
烤種室

生科系
總務處
土調中心、金屬中心
水保系/公衛所
(土木系/生科系/微衛所)
生技所/材料系
機械系/獸醫系
土木系
土木系
各系所
動科系
獸醫系
醫研中心
總務處、農藝系

水保館管理委員會(水保系)包含一館、二館
森林系館管理委員會(森林系)包含森林館、森林研究所、舊理工大樓A、C、D棟
獸醫學院大樓管理委員會(獸醫學院)包含獸醫館、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食科暨生物科學大樓管理委員會(食科系)包含食生大樓及食品加工廠
以上大樓管委會就主建物設發燒篩檢站，其他管制出入口設管制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