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0 年度「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第 6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7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2時 

開會地點：GOOGLE MEET視訊會議 

         (會議連結網址：https://meet.google.com/knz-qcrj-vin； 

          會議代碼 knz-qcrj-vin。) 

主持人：周召集人至宏                                     
出 席 者：林金賢副召集人、謝禮丞防疫窗口、張照勤防疫專家教授、吳宗明教務長(邱文華

副教務長代)、林建宇總務長(張人文專門委員代)、張嘉玲國際長、鄭中堅主任(蘇
靜娟專門委員代)、廖珮琴代理主任、林偉館長(黃俊升組長代)、黃憲鐘主任、陳育

毅主任(吳賢明副主任代)、梁振儒主任 
列 席 者：秘書室蕭美香簡任秘書、語言中心施以明主任、語言中心吳安妮行政辦事員、語言

中心余昌燁行政辦事員、學務處林秀芬簡任秘書、健康及諮商中心張秀慧護理師、

健康及諮商中心許文馨護理師、健康及諮商中心葉淑錦聘僱護理師、住宿輔導組楊

竣貴組長、學生會周政緯同學 
紀錄：葉淑錦聘僱護理師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110年 7月 23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自 7月 27日至 8月 9日調降疫情警

戒標準至第二級，請民眾持續配合防疫措施。 

二、因應全國疫情警戒調降至第二級，110年 7月 23日教育部通報大專校院得評估

暑期適度開放校園場域並落實相關防疫措施(如附件一)。 

三、教務處針對學生口試、畢業離校以及休退學辦理程序進行滾動式修正如附件二，

以符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規範。 

四、圖書館因應疫情發展規劃防疫措施如附件三，並視疫情狀況滾動式調整。 

五、防疫專家學者張照勤教授提醒事項如附件四。 

六、請本校師生遵守興大防疫三不及三要原則： 

(一) 三不：不進入（身體不適、14日內曾與確診者接觸、或為居家檢疫、自主

健康管理者）、不做非必要之群聚活動、不肢體接觸。 

(二) 三要：要全程戴口罩、要保持社交距離、要彼此互相提醒。 

參、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佈，自 7月 27日至 8月 9日調降疫情警戒至第

二級，教育部通報大專校院得評估適度開放校園，因應本校軟、硬體條件，人

力、物力狀況，擬有條件式開放校園，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0年 7月 23日通報，大專校院校園得評估適度開放校園場域並

落實相關防疫措施略以:進行校園體溫監測、實施實聯制、全程配戴口罩、人

員密集地點規劃單一出入口、加強清消…等。 

二、學校校園無圍牆，各出入口四通八達，自 110年 5月 19日三級警戒發布起，

即時採取部分乙種圍籬搭配封鎖線，軟性封閉校園，採單一出入口(大門口)進

行管制，配合全民防疫意識及中央警戒措施要求，尚能維持良好管制。 

三、經查自 7月 13日三級警戒微解封起，總務處、體育室等單位均接獲民情反

映，要求開放校園，此次警戒降級，對於開放校園之要求更形強烈。經本處與

體育室就校園管理人員調度及相關防疫配套措施評估，規劃有條件式開放校園

及運動場區，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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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維持目前各入口之封鎖及圍籬，仍以大門口為單一出入口，持續宣導無洽

公需求者，避免入校。大門口之車輛辨識系統恢復正常運作，開車入校者

至各洽公目的地(各建物)進行實聯制、體溫監測，步行入校者如無相關證

件，則先行於大門口進行實聯制。 

(二) 大門口交通管制措施，上班日每日下午 16:30至隔日上午 7:30及例假日

全日，大門口二號車道關閉，入校車輛僅能由一號車道入校，以利駐警隊

落實要求實聯制。 

(三) 公告校園開放休閒運動時段為上午 6:30至 8:30，下午 17:00至 21:00。

運動場區之開放規劃，由體育室依循教育部通報揭示學校室內外運場館應

落實之各項防疫規定，另予提案如后。 

辦 法：經傳染病緊急應變防疫小組會議通過後，依前揭說明有條件開放校園，並進 

行相關配套管控。 

決  議： 

一、 7月 28 日 12時起至 8月 9日，校園限定開放，採規範區域、實施人流管制、

加強巡查與宣導，並於校園重要地點設置說明公告： 

(一) 時段限定：開放 2個運動時段為 6：30-8：30及 17：00-21：00。 

(二) 入口限定：大門口為單一出入口 

(三) 場域限定：限定運動場區，其他區域不開放校外民眾散步等活動使用，

請本校教職員工生出入校園時應隨身攜帶教職員工證或學生證，以利識

別身分。 

二、 暫緩校內集會活動，校內會議維持視訊為主。 

三、 入校全程佩戴口罩，各大樓採實聯制、量測體溫，戶外空間不得飲食。 

 

第二案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  由：因應全國防疫警戒於 110年 7月 27起至 8月 9日降至二級，運動場場館及體

育館是否開放？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說明，相關運動場館(除游泳池)進行開放。 

二、依據教育部 7月 23日之通報，大專校院校園得評估適度開放校園場域，本校

運動場域是否全面開放或僅開放本校教職員工生使用? 

三、運動場域開放暨防疫配套措施評估，說明略以: 
(一) 室外運動場館： 

1. 例行開放： 
開放時間 每日 06:30~08:30及 17:00-21:00，其餘時間均不開放。 
場地進出 採單一出入口，採實聯制(出入方式如附件五) 

人數限制 

總人數以最適乘載量 20%為限進行人流管制，社交距離
2.25m2。 
1.(田徑場 16500m2 +籃球場 5236 m2 +排球場 2988 
m2 )/2.25m2*20%=2,197人 
2.網球場 6面，每面至多 8人，計有 48人。 

場地限制 

籃球場：間隔開放，並僅開放 4場(共有 8面場) 
排球場：間隔開放，並僅開放 3場(共有 5面場) 
田徑場及網球場：開放 
單槓場：配合校區污水下水道及弱電共同管路建置工程，
不開放。 
溜冰場及五人制足球：採預約制。 
忠明南路籃球場／排球場：不開放。 
網排球擊球練習區：不開放。 

其他說明 
1. 需進行量體溫(額溫<37.5℃)通過後始可進入。 
2. 教職員社團、代表隊訓練及長期借用團體採專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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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3. 配合防疫規定入場需全程佩戴口罩及實聯制，如違反

前述經檢舉或拍照當日達五例(含)以上，則暫停開放
戶外運動場館 1日。 

2. 集會活動：單一活動原則為 100人為限，若超額須由借用單位提報防
疫計畫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使得借用。 

(二) 體育館： 
1. 例行開放: 

開放時間 
週一、週三、週五 17:00~20:00，週日 14:00~17:00，     

其餘時間均不開放。 

場地進出 採單一出入口，採實聯制。 

人數限制 

健身房:50人為限。 

羽球場:48人為限。 

桌球室:40人為限。 

籃/排球場：50人為限。 

場地限制 

健身房：跑步機、飛輪及滑步機等採間隔開放。 

羽球場：間隔開放，僅開放 6面場(共有 12面場) 

桌球室：間隔開放，僅開放 8張球桌(共有 15張) 

籃/排球場:採預約制。 

其他說明 

1. 需進行量體溫(額溫<37.5℃)通過後始可進入。 
2. 廁所每 2小時進行清消乙次。 
3. 教職員社團及校外長期借用團體採專案申請。 
4. 配合防疫規定入場需全程佩戴口罩及實聯制，如違反

前述經檢舉或拍當日達 3例(含)以上，則暫停開放體
育館 1日。 

2. 集會活動：單一活動原則以 50人為限，若超額須由借用單位提報防疫
計畫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使得借用。 

四、承上，為有效進行管理，擬購置室外人流計數計、紅外線體溫感測器等，預估

費用為 40,000元，人力費用約 33,800元/週(135,200元/月)，共計 175,200

元。 

五、綜上，開放時間皆須安排相應之人員，評估人力、物力因素及考量炎炎夏日最

佳運動時段，並因應國內、臺中市政府疫情緩步調整，尚無條件全時開放運動

場域，為維全體師生之安全，建請採限時方式對外開放，並擬同意請補助相關

費用。 

決  議： 

一、 7月 28 日 17時起至 8月 9日運動場區限時對教職員工生及社區民眾開放：入

場需全程佩戴口罩、實聯制與配合人流管制，如違反前述經檢舉或拍照當日

達室外 5 例以上、室內 3例以上，則暫停開放場館 1 日。 

(一) 室外運動場館：每日 06：30-08：30及 17：00-21：00。 

1. 開放：田徑場、籃球場（4面）、排球場（3面）、網球場。(總人數以

最適乘載量 20%為限進行人流管制)。 

2. 預約制：溜冰場、五人制足球場。 

(二) 體育館：週一、三、五 17：00-21：00，週日 14：00-17：00。 

1. 健身房：50人為限（使用器材前須先進行手部消毒）。 

2. 羽球場：48人為限。 

3. 桌球室：40人為限。 

4. 籃/排球場：50人為限。 

(三) 不開放場館：游泳池、單槓場（施工）、忠明南路籃/排球場、網排球擊球

練習區。 

二、 有關經費需求，請體育室提出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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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因應 110年 7月 27日起全國疫情警戒調降至第二級，校內餐廳(圓廳、丹堤咖

啡、歐巴斯)同日起，擬配合依相關開放餐飲內用管理措施及規範，予以開放

內用，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自 110年 5月 19日全國疫情警戒調升至第三級，並禁止餐廳內用及學校禁止

對外開放等防疫措施，校內餐廳目前已有 85度 C、來碗粥、丹堤咖啡、中興奶

茶、萊爾富及全家暫時停業，其餘店家皆調整營業時間或部分圓廳店家撤櫃。 

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 110年 7月 27日起，全國疫情警戒調降至第二

級，臺中市政府及教育部併同意在落實防疫管理措施及指引下，得開放餐飲內

用，如︰實聯制、設置隔板、社交距離、量體溫…等。擬提案討論，在商家落

實符合前開指引規範下，鬆綁校內餐廳內用，並由商家自行評估是否提供內用

服務。 

辦 法：校內餐廳在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教育部及臺中市政府訂定開放餐飲內

用指引規範下，同意由餐廳商家自行評估是否提供內用服務。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語言中心 

案  由：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降為二級警戒並鬆綁室內人數限制，校內英檢考試

是否恢復辦理，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校「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辦法」第三條規定，學生

達到本校英文能力檢定考試及格者或參加校外英檢考試達法規標準者，即通過

本校英文能力畢業標準。 

二、本學期第二次校內英檢考試依行事曆表訂於 6/28-6/30辦理，因三級警戒規

範，校外各類英檢考試及校內英檢皆暫停舉辦。 

三、本校學士班畢業離校手續須於 9/10前辦理完畢，自 6/9-7/26止，共有 21位

大四以上學生登記因英文畢業標準未符合，無法辦理離校手續。 

四、因應疫情降為二級警戒並鬆綁室內人數限制，為協助同學順利畢業，建議針對

有畢業需求之學生恢復辦理校內英檢考試。 

五、綜上所述，如校內英檢恢復辦理，擬於 8/5(四)-8/6(五)下午 14:00各舉辦一

場考試，每場人數限制 20人，以梅花座方式安排進行，並開啟後門通風，全

員測量體溫與全程佩戴口罩，試前與試後將消毒座位與相關使用設備。監試人

員安排 3名，並提供防護面罩及酒精備用。 

決  議：照案通過，並依照依教育部 110年 6月 25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082666號函示

規定辦理。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4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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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10年 7月 23日教育部通報-因應全國疫情警戒調降至第二級，大專  

校院得評估暑期適度開放校園場域並落實相關防疫措施 
 

 



6 

 

 

 

 



7 

 

 

 
 



8 

 

 

 
 



9 

 

 

 
 



10 

 

 

 
 

 



11 

 

 

 
 

 



12 

 

 

 
 

 

 

 

 

 

 

 

 

 

 

 

 

 

 

 

 

 

 

 

 



13 

附件二：本校學生口試、畢業離校以及休退學辦理程序相關措施說明 

 

 

 

 

 

 

 

 

 

 

 

 

 

 

 

 

 

 

 

 

 

 

辦理項目 說明 

延長畢業生畢業離校期限 

1.論文口試申請截止日：110 年 7 月 9 日，如因疫情致

影響論文口試申請，得專案檢附證明文件，至遲須於

110年 9月 8日前完成口試申請。 

2.論文口試截止日：110年 10月 31日。 

3.論文繳交及畢業離校截止日：110年 11月 1日。 

口試相關規定 

1.碩、博士班畢業口試達 5人(含)以上應採視訊會議，

爰若有需口試委員簽章之教務文件(如論文考試結果

通知書等)，得彈性由校外委員簽名後以電子檔方式

(掃描後 EMAIL或傳真等)回傳，惟出席費領據正本仍

需寄回承辦單位進行後續核銷相關作業。 

2.110年 7月 27日起，依教育部通報，禁止室內 50人

以下集會活動，但為防疫因素，仍建議採取視訊會

議。 

延長修業年限 

碩博士生修業年限將於本學期(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屆

滿且確受疫情影響研究者，得檢附證明文件，於 110年

9月 8日前專案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畢業證書領取 

1. 中文畢業證書以郵寄領取為主，到校領取為輔；英

文畢業證書一律採線上申請。 

2. 到校領取需先以預約系統預約辦理時程。擬自 110

年 7月 27日起，另開放未預約同學至校辦理畢業離

校領取畢業證書。 



14 

附件三：圖書館防疫措施公告 
         

(一) 入館： 

1. 配合校園防疫，圖書館仍維持單一入口發燒檢測站，其他出入口一律封

閉，入館請先至一樓正門量溫後再入館。 

2. 自 7月 27日起僅開放本校教職員工生入館。 

3. 讀者出入館及在館期間請配合量温並全程配戴口罩，並保持 1.5公尺以上

社交距離。本館視人流情形管理入館人數。 

(二) 服務調整 

1. 自 7月 27日起恢愎開放，各服務區域開放時間調整： 

 

2. 線上預約在架圖書申請服務於 110年 7月 27日(二)中午 12時停止調閱服

務，各類型資料借閱依相關規定辦理。 

3. 多媒體中心暫不提供現場觀賞服務。 

4. 恢復研究小間及討論室之空間借用服務。 

5. 館合代印服務定於 110年 7月 27日(二)凌晨 12時關閉。 

6. 圖書/多媒體資料借閱期限延長至 9月 15日。 

7. 校外人士借書證有效期限，將依防疫期間管制日數主動予以延長。 

8. 防疫期間暫停校外單位場地借用。 

9. 暫停導覽申請。  

(三) 館內利用課程進行模式 

1. 暫停資源利用指導課程及迷你 mini課程。 

2. 增加線上 LIVE課程。 

 

 

 

 

 

 

 

 

 

 

 

 

 

 

 

 

 

服務區域 周一至周五 週六日 

圖書館 1-6樓 08:00-17:00 不開放 

多媒體中心 10:00-17:00 

暫停服務區域：自習室、興閱坊、校史館、特藏室、李昂文藏館、及部分

無對外窗之討論室、研究小間、團體室、會議室、一樓東側廁所。 

http://cal.lib.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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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防疫專家學者張照勤教授提醒事項 

 
請務必宣導大家配合「要運動、不要疫動」之重要原則，並務必「全程配戴口罩，不是建議」 
  
看來台中市政府在運動設施是否開放的重要原則是是否「有專人管理」，我也非常同意認為這
個是很重要的開放考慮點。 
  
目前臺灣疫苗覆蓋率仍低，面對變種病毒威脅，鼓勵符合施打疫苗資格之教職員工生，在臺灣
疫苗覆蓋率達標前，恪守「一劑疫苗＋一個口罩＝完善保護力」之重要觀念。 
  
校外民眾進入校園，不能有群聚活動，並且要保持社交距離，不得進入校內飲食。 
  
校內外人士共同遵守「興大防疫三不及三要原則」： 
三不： 
不進入－「身體不適、最近 14日內曾與確診者接觸、或為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者」 
不做非必要之群聚活動 
不肢體接觸 
  
三要： 
要全程戴口罩 
要保持社交距離 
要彼此互相提醒 
  
體育室人力的關係，做成球場及田徑場單一入口可方便管理，但因田徑場及籃排球場的運動性
質不同，我建議以此想法下大區域內一共大致可分四區：網球、排球、籃球及田徑場，並建議
初期依總面積扣除網球場之面積後依 2.25平方米為一人空間計算可容納人數，但可進入人數
初期以可容納人數之 20%計算，視疫情穩定程度再逐步上調。 
  
校外人士入校與否我認為要和總務處共同討論如何有效管理而定，不然可能會有很多人入校園
但不是去田徑運動場，而是在校園內散步運動，這樣人流數沒辦法控制。或是 8/6後視疫情狀
況而定。 
考慮：單一入口設置錄影機、施行當日預約之電子通行證或出示健康護照綠燈。 
  
填寫健康問卷時，建議內容應修正以利確實填寫，內容並增加包括有＂是否為 14日內曾被衞
生防疫機關電話或簡訊通知協助採檢或疫調之對象＂，各問題並應將填寫是否答案之結果部分
交錯，以利確實閲讀勾選，若填完後為具有風險者，系統可跳出提醒之功能。 
  
室內外場館、球場及田徑場內：不飲食，但個人之必要飲水除外。 
  
各開放場域做不定時查核、勸導及拍照，以利做為滾動式修正開放之考量因素，球場若有比
賽，建議上傳參加者群體照於規定網址，另也依台中市地區及全國之疫情狀態機動式啓閉校園
開放使用。比如台中市若有群聚案或有一名以上之不明感染源之病例發生為依據。以利建立群
眾大家要共同勸導維護相關的防疫作為，並隨時具有警戒心。 
  
禁止肢體可能頻繁接觸之技擊活動。 
  
室內每兩小時清消、戶外之運動健身設施（如單槓、雙槓等）不開放或每 4小時淸消一次。 
 
考慮：健諮中心是否可備有提供必要者之快篩檢測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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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室外運動場域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