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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年 3月 3日(星期四)下午 3時 30分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 5樓第五會議室 

主持人：林召集人俊良                                     
出 席 者：林金賢副召集人(蕭美香秘書代)、鄧文玲防疫窗口、梁振儒教務長、林建宇總務長

(張人文專門委員代)、張嘉玲國際長、人事室鄭中堅主任(蘇靜娟專門委員代)、主

計室許秀鳳主任(張桂枝專門委員代)、圖書館溫志煜館長、體育室黃憲鐘主任(詹家

駿行政辦事員代)、計中陳育毅主任(陳品澄行政辦事員代)、環安中心洪俊雄主任 
列 席 者：教務處註冊組王鳳雪專員、體育室場地器材組謝雅仁行政辦事員、學務處林秀芬簡

任秘書、學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張芸瑄主任、學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張秀慧護理

師、學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許文馨護理師、學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葉淑錦聘僱護理

師、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簡幼娟專員、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林志誠行政辦事員、學生代

表大會張世拓同學 
紀錄：葉淑錦聘僱護理師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月 24日表示，考量國內疫情目前已趨緩並且穩定控制，

為兼顧與維持國內防疫量能、社會經濟活動及有效控管風險，經評估 Omicron變異

株特性、疫苗覆蓋率、醫療量能整備狀況，及國際防疫措施開放情形等，自 111年

3月 1日至 3月 31日，適度放寬防疫措施，相關規定調整如附件一。 

二、本校防疫專家學者張照勤教授提供之建議： 

(一)現今國際及國內疫情暫趨穩定，本校相關兩劑 covid-19疫苗施打率已達 8 成

以上，若無新變種病毒出現，擬依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之規定，

逐步放寬相關防疫措施；後續校方仍會密切注意國際中是否有新變種病毒出

現，以即時因應與宣導。 

(二)考量大學為群眾密集之授課場所，課堂中聽眾需全程戴口罩，雖自 3月 1 日起

依中央規定授課者可免戴口罩，惟若於密集空間無法與聽眾保持安全社交距

離，以及通風不良之場所，仍建議戴口罩，以維健康安全。 

(三)自 3月 7日零時起，國內入境居家檢疫天數由 14日縮短為 10日，入境鬆綁新

制將成台灣防疫重要關卡，需密切觀察是否有增加社區風險之疑慮，建議本校

任何入境人員完成 10日居家檢疫及 7日自主健康管理後，之後 4日於校園從

事任何活動時仍全程佩戴口罩。 

三、本校師生填寫健康關懷問卷總人數 16,151人，填答比率為 68.23%；問卷填寫概況

與 covid-19疫苗施打情形如下表： 

身分別 總人數 
(A) 

填寫問卷人數
(B) 

填寫比率 
(C=B/A) 

填寫問卷者施打疫苗
人數(D) 

接種比率 
(E=D/B) 

教師 754 410 54.38% 357 87.07% 

職員 780 601 77.05% 546 90.85% 

學生 14,631 10,019 64.48% 8,512 84.96% 
                 (統計區間：111年 2月 2日至 3月 2日、資料來源：本校健康關懷問卷) 

四、本校防疫小組於 111年 2月 17日派員實地訪查校內各發燒初篩站，過程中發現有

部分發燒初篩站未落實中央及教育部之相關防疫規範，敬請務必落實各項校園防疫

工作，以維護教職員工生健康安全。 

參、 討論事項 
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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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防疫措施建議調整方案對照表，提請討論。 

說  明：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1年 2月 24日發布之最新防疫措施及教育部 111

年 2月 25日臺教高通字第 1112201056號函知修正「大專校院 110學年度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調整校園防疫作為。 

決  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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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 3 月 1日至 31日之相關防疫規定調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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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立中興大學防疫措施建議調整方案對照表 
 

03/01-03/31 調整方案 02/08-02/28 防疫措施 說明 填列 
單位 

全校 

1. 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於各出入口進入
時以實聯制登記；視狀況隨機檢視
校園運動民眾實聯制落實情形。 

1. 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於各出入口進入
時以實聯制登記；視狀況隨機檢視
校園運動民眾實聯制落實情形。 

 總務處 

2. 除符合可免戴口罩情形外，入校全

程佩戴口罩，加強巡視校園並對於

未戴口罩者加以勸導。 
   ◆校園內符合下列情形者，可免戴

口罩。但應隨身攜帶或準備口

罩，如本身有相關症狀或與不特

定對象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仍

應戴口罩。 
(1) 於室內外從事運動時、拍攝

個人/團體照時。 
(2) 直播、錄影、主持、報導、

致詞、演講、講課等談話性

質工作或活動之正式拍攝或

進行時。 
(3) 授課教師進行授課時，若能

保持社交距離或有適當阻隔

設備，可以不戴口罩，但授

課前及授課結束後仍應佩戴

口罩；學生應全程佩戴口罩 
且落實手部消毒。 
*註：若於密集空間無法與聽

眾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以及

通風不良之場所，仍建議戴

口罩，以維健康安全。 
    ◆自 3 月 7 日零時起，本校任何

入境人員完成 10 日居家檢疫及

7 日自主健康管理後，之後 4 日

於校園從事任何活動時仍全程

佩戴口罩。 

2. 入校全程佩戴口罩，加強巡視校園
並對於未戴口罩者加以勸導。 

 總務處

/學務

處 

3. 各大樓採實聯制、量測體溫。活動及

上課進行中禁止飲食。用餐時間各

大樓教室飲食時得暫時免戴口罩，

不交談，保持安全距離或有適當阻

隔設備。 

4. 各大樓採實聯制、量測體溫。活動
及上課進行中禁止飲食。 
◆校園內用餐時間各大樓教室飲食
時得暫時免戴口罩，不交談，保持
安全距離或有適當阻隔設備。 
◆校園內外聚餐活動不得敬茶、敬
酒。 

 學務處 

4. 集會活動： 
(1) 應採實聯制、體溫量測、除符

合可免戴口罩情形外，應全程

3. 集會活動： 
(1) 應採實聯制、體溫量測、全程

佩戴口罩(運動、室內外拍攝個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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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03/31 調整方案 02/08-02/28 防疫措施 說明 填列 
單位 

佩戴口罩、活動過程中禁止飲

食，並於活動前執行風險評

估；如無法依前述規定規劃完

善之防疫配套措施，建議取消

或延後辦理。 

(2) 參與者應隨時維持手部清潔，

主辦單位應於出入口及場所提

供乾（濕）洗手設備或酒精。 

人/團體照、講課、致詞、演講

等談話性質活動恢復為須戴口

罩)、活動過程中禁止飲食，並

於活動前執行風險評估；如無

法依前述規定規劃完善之防疫

配套措施，建議取消或延後辦

理。 

(2) 參與者應隨時維持手部清潔，

主辦單位應於出入口及場所提

供乾（濕）洗手設備或酒精。 

場館 

1. 各運動場館： 
(1) 依本校運動設施管理辦法開

放，採實聯制登記進出。 
(2) 運動時可免戴口罩，但應隨身

攜帶口罩，於非運動時及本身

如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與不

特定對象無法保持社交距離仍

應全程佩戴口罩。 
(3) 各場地派人不定期巡查。 

2. 游泳池：依委外廠商公告指引進行

開放。 

1. 各運動場館： 
(1) 依本校運動設施管理辦法開

放，採實聯制登記進出。 
(2) 運動時全程佩戴口罩。 
(3) 各場地派人不定期巡查。 
(4) 游泳池：依委外廠商公告指引

進行開放。 

依教育部 111
年 2 月 25 日
臺教高通字第
1112201056 號
函修正「大專
校院 110 學年
度因應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
防疫管理指
引」、教育部
111 年 2 月 25
日臺教授體字
第 1110007642
號函「因應國
內疫情趨緩，
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中央流
情疫情指揮中
心宣布自 111
年 3 月 1 日
起，於室內外
運動場館運動
時得免佩戴口
罩」辦理。 

體育室 

3. 圖書館： 
(1) 圖書館大樓採單一出入口，讀

者請至 1 樓大廳量溫及進行實

聯制後再依方向指引至各處

所。 
(2) 自 2 月 7 日(一)起暫停校外人士

換證入館。 
(3) 各服務區域開放時間： 

服務  
區域 週一至週五 週六日 

總館 08:00-22:00 09 :00-17:00 

自習室 08 :00-22:00 09:00-22:00 

2. 圖書館： 
(1) 圖書館大樓採單一出入口，讀

者請至 1 樓大廳量溫及進行實

聯制後再依方向指引至各處

所。 
(2) 自 2 月 7 日(一)起暫停校外人士

換證入館。 
(3) 各服務區域開放時間： 

預備週：111 年 2 月 8 日～111
年 2 月 13 日 
正式上課：111 年 2 月 14 日～ 

服務  
區域 週一至週五 週六日 

總館 預備週
08 :00-17:00 09 :00-17:00 

 圖書館 



~ 6 ~ 

03/01-03/31 調整方案 02/08-02/28 防疫措施 說明 填列 
單位 

*自習室於總館閉館時間改由樓梯進
出，請配合量温、採實聯制與全程佩
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4) 地下室停車場及哺乳室暫停服

務。 
(5) 圖書館定時進行閱覽環境的清

潔消毒工作。 

興閱坊 08:30-21:30 09:00-17:00 

多媒體
中心 10:00-21:00 

10:00-17:00 
(寒假週日不

開放) 
特藏 
展覽區 

每週二、四 
10:00-16:00 不開放 

李昂 
文藏館 13:00-17:00 13:00-17:00 

校史館 週一、三、五

10:00~16:00  不開放 

*自習室於總館閉館時間改由樓梯進
出，請配合量温、採實聯制與全程佩
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4) 地下室停車場暫停服務。 
(5) 圖書館定時進行閱覽環境的清

潔消毒工作。 

正式上課
08:00-22:00 

自習室 08 :00-22:00 09:00-22:00 

興閱坊 

預備週
08 :30-16:30 09:00-17:00 
正式上課 

08:30-21:30 

多媒體
中心 

預備週
10 :00-17:00 10:00-17:00 

(寒假週日不
開放) 正式上課 

10:00-21:00 
特藏 
展覽區 

每週二、四 
10:00-16:00 不開放 

李昂 
文藏館 13:00-17:00 13:00-17:00 

校史館 週一、三、五

10:00~16:00  不開放 

3. 學生餐廳： 
(1) 廠商依循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

規定，提供內用服務。 
(2) 圓廳 1 樓及 2 樓美食街用餐區

繼續使用防疫隔板，另調整增
設無防疫隔板區。 

(3) 圓廳北側主題店增加量體溫儀
器、落實體溫量測、實聯制等
防疫措施，增開一側進出口。 

3. 學生餐廳： 
(1) 廠商依循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

規定，提供內用服務。 
(2) 圓廳 1 樓及 2 樓美食街用餐區

繼續使用防疫隔板，另調整增
設無防疫隔板區。 

(3) 圓廳北側主題店增加量體溫儀
器、落實體溫量測、實聯制等
防疫措施，增開一側進出口。 

 總務處 

教學 

1. 受理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因應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
學申請，請見本校「防疫專區」/
「課務/註冊」公告(網址：
https://covid-
19.nchu.edu.tw/news/detail/41)。 

2. 自 111 年 3 月 1 日起，如採實體
授課，應符合下列辦理原則，否
則採線上授課： 
(1) 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方式進

行，並落實實聯制；如無法採
固定座位時，請任課老師拍照
留存，以便後續疫調。 

1. 受理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因應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
學申請，請見本校「防疫專區」/
「課務/註冊」公告(網址：
https://covid-
19.nchu.edu.tw/news/detail/41)。 

2. 自 111 年 1 月 9 日起，如採實體
授課，應符合下列辦理原則，否
則採線上授課： 
(1) 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方式進

行，並落實實聯制；如無法採
固定座位時，請任課老師拍照
留存，以便後續疫調。 

 教務處 

https://covid-19.nchu.edu.tw/news/detail/41
https://covid-19.nchu.edu.tw/news/detail/41
https://covid-19.nchu.edu.tw/news/detail/41
https://covid-19.nchu.edu.tw/news/detail/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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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03/31 調整方案 02/08-02/28 防疫措施 說明 填列 
單位 

(2) 授課教師進行授課時，若能保
持社交距離或有適當阻隔設
備，可以不戴口罩，但授課前
及授課結束後仍應佩戴口罩；
學生應全程佩戴口罩且落實手
部消毒，上課期間禁止飲食。 
*註：若於密集空間無法與聽眾
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以及通風不
良之場所，仍建議戴口罩，以維
健康安全。 

(3) 教室應保持通風良好及定時清
消，並上課使用操作設備機具
須妥善消毒。 

採遠距或實體課程實施人數標
準，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屆時公告室內集會人數上限適時
調整。如採遠距教學授課務必依
循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
定辦理。 

3. 因疫情改採線上教學 Q&A(網址：
https://www.oaa.nchu.edu.tw/zh-
tw/news-detail/content-p.937）將視
疫情的變化不定期更新，請老師
及同仁密切注意。 

(2) 授課時，授課教師及學生應全
程佩戴口罩且落實手部消毒，
上課期間禁止飲食。 

(3) 教室應保持通風良好及定時清
消，並上課使用操作設備機具
須妥善消毒。 

採遠距或實體課程實施人數標
準，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屆時公告室內集會人數上限適時
調整。如採遠距教學授課務必依
循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
定辦理。 

3. 因疫情改採線上教學 Q&A(網址：
https://www.oaa.nchu.edu.tw/zh-
tw/news-detail/content-p.937）將視
疫情的變化不定期更新，請老師
及同仁密切注意。 

學生社團活動 

1. 課外活動組所轄公共空間暨收費場
地開放申請借用： 
(1) 雲平樓：開放。 
(2) 圓廳 3F：開放。 
(3) 怡情廳：開放。 
(4) 惠蓀堂南、北廣：暫不開放(視

工程及疫情狀況調整)。 
(5) 小禮堂：開放。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日 8 時至 22  
    時 

  ★詳細開放情形及各場地容納人數  

    上限依課外活動組網頁公告為 

    主。 

2. 社團辦公室開放時間如下： 
   週一至週日 8 時至 23 時 30 分 

  ★需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 

    新防疫規範。 

3. 開放申請課外活動：需遵照課外活
動借用流程辦理，繳交課外活動申
請表、活動計畫書及風險評估表供
審查，並符合借用單位規定及最新

1. 課外活動組所轄公共空間暨收費場
地開放申請借用： 
(1) 雲平樓：開放(惟地下室部分空

間因施工暫停開放，待完工後
開放)。 

(2) 圓廳 3F：開放。 
(3) 怡情廳：開放。 
(4) 惠蓀堂南、北廣：暫不開放(視

工程及疫情狀況調整)。 
(5) 小禮堂：開放。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日 8 時至 22  
    時 

  ★詳細開放情形及各場地容納人數  

    上限依課外活動組網頁公告為 

    主。 

2. 社團辦公室開放時間如下： 
   週一至週日 8 時至 22 時 

   (開學後恢復開放至晚間 23 時 30
分) 

  ★需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 

    新防疫規範。 

 學務處

課外活

動組 

https://www.oaa.nchu.edu.tw/zh-tw/news-detail/content-p.937
https://www.oaa.nchu.edu.tw/zh-tw/news-detail/content-p.937
https://www.oaa.nchu.edu.tw/zh-tw/news-detail/content-p.937
https://www.oaa.nchu.edu.tw/zh-tw/news-detail/content-p.937


~ 8 ~ 

03/01-03/31 調整方案 02/08-02/28 防疫措施 說明 填列 
單位 

中央防疫規範。 
  ★舉辦課外活動(校外)需額外繳交： 

(1) 旅平保險文件(影本) 
(2) 租用合法遊覽車合約書 
(3) 校外活動注意事項切結書 

   滾動式檢討符合最新中央防疫規範  
並有權利因應疫情停止借用場地。 

3. 開放申請課外活動：需遵照課外活
動借用流程辦理，建議改採線上方
式進行，如需舉辦實體活動需繳交
課外活動申請表、活動計畫書及風
險評估表供審查，並符合借用單位
規定及最新中央防疫規範。 

  ★舉辦課外活動(校外)需額外繳交： 
(1) 旅平保險文件(影本) 
(2) 租用合法遊覽車合約書 
(3) 校外活動注意事項切結書 

   滾動式檢討符合最新中央防疫規範  
並有權利因應疫情停止借用場地。 

 
 

 

 

 

 

 

 

 

 

 

 

 

 

 

 

 

 

 

 

 

 

 

 

 

 

 



~ 9 ~ 

 
 



~ 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