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度「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第 6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開會地點：採 GOOGLE MEET 視訊會議
(會議連結網址：https://meet.google.com/jwj-xoqb-cqo；
會議代碼 jwj-xoqb-cqo)
主持人：林召集人俊良
出 席 者：林金賢副召集人、鄧文玲防疫窗口、張照勤防疫專家教授、梁振儒教務長、蔡岡廷
總務長(張文榮組長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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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中陳育毅主任(吳賢明副主任代)、環安中心洪俊雄主任
列 席 者：(如附截圖)
紀錄：葉淑錦聘僱護理師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一、截至 5 月 17 日止，本校教職員工生累計確診共 217 例;其中學生 194 位(大學部 137
位、研究所 57 位)、教師 5 位及職員 18 位。累計解除確診 42 例；其中學生 39 位
(大學部 22 位、研究所 17 位)、教師 1 位及職員 2 位。
二、217 名個案感染比例分析如下：
(一) 校外確診者感染比例(101 例)：47%
朋友(46 例)、全大運他校確診者(28 例)、家人(21 例)、打工場所同事(6 例)
(二) 校內確診者感染比例(54 例)：25%
室友(26 例)、社團(12 例)、同學(11 例)、研究室(5 例)
(三) 因症狀感染比例(62 例)：28% (感染原因不明)
三、就 5 月 17 日個案與上週比較，發現宿舍傳染數有明顯增加，其原因分析如下：
(一) 母親節返家過節，家中有確診者。
(二) 全大運學生賽程結束後直接回宿舍，接到確診者訊息才返家。
(三) 外面的友人確診，但是第一時間不知道，已經返回宿舍。
(四) 快篩陽的室友，屬自我健康監測階段，但後來確診之感染原不明。
(五) 確診者延遲通報，造成室友高比例(75%-100%)確診
(六) 居隔期間陰轉陽，經由線上醫師判定後通知確診後回報學校
(七) 確診者未主動通報，健諮中心電話追蹤之前快篩陽同學時才告知確診。
四、學生若快篩陽性或 PCR 陽性，應主動通報健諮中心、學生安全輔導室或各宿舍服
務中心，若有延遲通報者，將依學生獎懲規定，予以小過處分，本校已於每日疫情
公告提醒學生，請務必遵守；亦請系所協助宣導上述事宜，以利學校即時採取校園
防疫作為。
五、至 5 月 17 日，扣除解除確診者，尚有 175 位確診者，其中與其相關的密切接觸者
34 位、自主應變者 92 位，共 301 位不能到校，已轉請教務處通知相關課程老師，
以維護學生權益。另男宿某棟宿舍因 2 樓及 3 樓層各有 2 間寢室有確診案例，自 5
月 13 日下午 4 時起計一週，進行全棟自主健康管理，約有 237 人不能到校。前述
不能到校之學生名單，已轉請教務處轉知相關課程老師。
六、教務處課務組已於 5 月 17 日發送「遠距教學作法指引」（如附件一）給全校師生，
因應疫情有關課務應變彈性措施，教師可視授課班級之情況採取線上教學。

參、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宿舍 COVID-19 住宿生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處理作業流
程」(如附件二)，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防疫管理指引，居家照護確診者，由現行 10 天改為距發病日或採檢
日已達 7 天，無須採檢直接解隔，並進行 7 天自主健康管理(即居家照護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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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原「10+7」天改為「7+7」天)，此期間可入校，惟須依本校「感染風險級別
與防疫作為」之規定辦理，爰進行相關修正。
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日前發布居家隔離天數 3+4 天，依教育部規定，考量校
園為高度密集場所，其中自主防疫 4 天，以不到校為原則，前述說明擬備註於
旨揭流程圖，俾利同學知悉遵循。
三、目前政府防疫政策逐漸鬆綁，擬就確診者情形檢視是否有隱形傳播鏈之檢視條
件放寬，爰修正為：「同一樓層(10 間房間以下者)，3 天之內如果有 2 間寢室
發生確診案例；或同一樓層(11 至 30 間寢室者)，3 天之內如果有 3 間寢室發
生確診案例。」，且有密切關連性或有高比例不明感染源者，此情況可能有隱
形傳播鏈，則該樓層所有人 7 日自主健康管理(不入校)或自行返家。
辦 法：經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會議通過後，公告本校防疫專區及住輔組最新消
息。
決 議：
一、照案通過，並即刻生效。
二、禮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調整為二及三樓住宿生，自 5 月 13 日下午 4 時起至 5
月 20 日下午 4 時整；其餘樓層學生倘無症狀者可入校，若有症狀請立即快
篩，並遵照本校感染風險級別與防疫作為。
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感染風險級別與防疫作為(如附件三)擬延長至 5 月 31 日，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感染風險級別與防疫作為、防疫用詞釋疑及提供實施居家隔離師生三劑快
篩使用原則經前次防疫會議通過後，業於 5 月 12 日以興學字第 1110300350 號
書函通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於防疫專區周知。
二、本校感染風險級別與防疫作為重點說明如下：
(一)密切接觸者 I 應進行居家隔離3日+自主防疫4日(不到校)：考量疫情因素，
除CDC 5/8公告的同住親友(室友外)，本校特別維持原匡列原則，即與確診個
案發病/採檢日前2日有摘下口罩共同活動15分鐘之課程、社團及活動之本校
學生，施行兩週 (5/9-5/22)觀察後續變化再行調整。
(二)依教育部防疫管理指引，居家照護期滿，接續執行7日自主健康管理(7+7日)，
此期間可入校，惟本校師生解隔須依5月7日CDC公告辦理，並依本校規定之
三項原則判定是否解隔。
(三)密切接觸者 II 進行自主應變以教職員工為主，以是否有適當防護為主、職
場九宮格為輔之進行3日自主應變，並依本校規定3項原則判定是否可入校。
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 5 月 17 日放寬為打滿三劑 covid-19 疫苗之同住
家人得免居隔採 0+7(得免居隔+7 天自主防疫)方案。惟考量學校惟特殊高度密
集場所，且密切接觸者無論是先前的 3+4(3 天居家隔離與 4 天自主防疫)方
案，抑或放寬得免居隔+7 天自主防疫方案，其共通性皆為 7 日不得到校，爰建
議沿用現有管制措施、維持現有防疫強度至 5 月 31 日止，以維護校園安全。
決 議：本校感染風險等級及防疫作為延長至本學期末(6 月 19 日止)，以利校園防疫安
全管控。
第三案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 由：有關本校 110 學年度系際盃球類競賽是否取消辦理，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學期系際盃目前已辦理完畢項目為慢速壘球及排球；尚未舉辦項目為羽球及
網球，原預定於 111 年 5 月 16 日開始舉辦，因考量疫情現況，目前已順延一
周至 5 月 23 日開始舉行，先以敘明。
二、依據教育部公告「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理指引」及「競技
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19 防疫管理指引」之規定略以「從事運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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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決

得免戴口罩」，依過往舉辦賽事經驗，若持續舉辦將造成學生群聚，恐增加感
染風險之疑慮，故考量學生健康安全之問題，有關未舉辦系際盃之項目，建議
停辦。
法：經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學生代表大會
案 由：建請啟動全校性線上遠距教學模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疫情持續上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估計，疫情高峰將出現於 5 月下
旬，已進入「廣泛社區流行期」。同時，5 月 16 日本校當日確診教職員生人數
達 26 例，5 月 17 日晚間公告確診教職員生人數達 20 例，確診人數每日都有
上升情況，並已達 217 例。
二、本會學生代表等人於 5 月 16 日 23 時，共同擬具「1102 中興大學學生遠距意願
調查」問卷乙份，截至 5 月 17 日 23 時，有效問卷 2150 份 (大學部 2060 份、
大學部以上 86 份、教師職員 4 份)，無效問卷 28 份，共 2178 份：
(一)填答大學生所屬院佔總填答大學生人數比：
工學院 18.45%(380 份)、文學院 14.71%(303 份)、理學院 7.18%(148
份)、管理學院 13.79%(284 份)、法政學院 2.04%(42 份)、獸醫學院
3.16%(65 份)、生命科學院 7.43%(153 份)、電機資訊學院 4.17%(86 份)、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29.08%(599 份)。
(二)填答大學生佔所屬學院之大學部人數比：
工學院 27.70%、文學院 24.30%、理學院 19.30%、管理學院 25.00%、法政
學院 24.42%、獸醫學院 16.84%、生命科學院 41.13%、電機資訊學院
16.01%、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21.61%。
填答大學生佔全校大學部人數比為 23.51%。
(三)大學部學生意願調查結果：
實施遠距教學 91.70% (1889 人)、維持實體課程 5.24% (108 人)、
沒有意見 2.23% (46 人)、其他意見 0.83% (17 人)。
三、觀國內頂尖大學(5 大 4 中)、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及臺灣國立綜合大學系統等多
校，均已啟動全校性線上遠距教學模式(詳如附件四)。
四、綜合上述原因，建請本校防疫小組會議依所擬辦法進行決議 。
辦 法：
一、本校於下周起至本學期結束，啟動全校性線上遠距教學模式。
二、敬請全校教師同步公布執行全面線上遠距教學的相關資訊，並於第 16 周前公
布期末線上評量方式。
三、考量各實驗空間的人員密度有所差異，在指導教授同意及環境安全無虞下，研
究生應遵守防疫管理機制，始得進入實驗室從事必要之研究工作，並將安全距
離納入課程規劃考量，師生於實驗室時務必確實戴口罩。
四、敬請全校同學於線上教學進行時間務必減少非要之群聚(包含社團及相關活
動），並落實所有自我防疫衛生規範。
決 議：
一、考量近日本校確診人數持續上升及端午節連假可能引來之人潮流動，全校實體
上課至 5 月 29 日止，期間請師生討論期末教學評量方式及住宿生處理宿舍搬
遷事宜。5 月 30 日起，全校實施遠距教學至學期末(6 月 19 日)。
二、全校遠距教學期間，若教師因實驗、實作等需求，可向教務處報備實體上課
(應落實防疫管理措施)，若修課生因確診或需配合防疫要求致無法到課，授課
教師應提供替代教學(例如線上同步教學或錄影)及替代評量，以維學生權益；
遠距教學期間，圖書館正常開放，住宿生以返家為原則，但非強制。
三、附帶提供本校防疫專家張照勤教授建言(如附件五)供參。
四、前項決議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伍、 散會(上午 11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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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校遠距教學作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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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本校學生宿舍 C0VID-19 住宿生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處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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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本校感染風險級別與防疫作為 (2022.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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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頂尖大學(5 大 4 中)、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及臺灣國立綜合大學系統等校
之遠距教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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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本校防疫專家學者建言
「防疫是一個要往長遠看的路，當中要形成一個大家都能滿意的方式，完全是一個不可能
的任務，但我非常認真努力過了」。很感謝在兩年多來的過程，我有機會盡力的在病毒的特
性、流行病學的分析與瞭解、以及保護大家卻又須權衡現實的狀況下，一次次的以我個人專業
提供防疫教育資訊與盡到大學教授的社會責任，與不間斷地提供對防疫小組即時的叮嚀與建
議。我也從未有一次在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不仔細思考與不審慎考慮未來的防疫方向。也再次
謝謝所有一同願意努力的防疫夥伴們，我們一同努力在夜深仍討論如何為中興大學做到最好的
防疫；而清晨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把半夜不想吵醒大家的想法，趕快告訴各位。我不是因為身
為學校主管而義務去做這些事，我是因為相信我的專業而做這些事，我是因為希望大家平安而
做這些事，我無愧於心。
我一直以為，防疫是專業的判斷，是彼此的關心和全然的信任，大家一起配合，我們也終
將順利的渡過一次次的疫情難關，到現在我仍然相信。
對於這個目前仍屬輕症為主的傳染病，我瞭解同學的擔心，也瞭解家長的擔心，但同樣的
我也擔心如果不是一個經過科學與仔細考量許多因子下所做的決定，只是看確診數字而擔憂的
結果，各位會失去一個如果可以共同堅守好的防疫作法下，仍然可以有好受教環境的機會。而
對於未來這個不可能清零與不可能短期之中忽然消失的病毒，做出全面遠距教學的決定，不但
無助於減少病例的數字，而各位仍然面對的會是無法正向的防疫面對正常生活、失去好的受教
機會，以及您在全面遠距的環境中仍不會消失的莫名恐懼。我的專業意見沒有辦法使同學們減
輕對這個病毒的擔憂，反而使同學覺得學校是罔顧民意及蠻橫霸道，我要向學校抱歉，作為提
供相關意見防疫專家的我，也必須要負責任地離開這個防疫小組。
我完全可以理解，雖然這個病毒是以輕症為主，大家會因為仍停留在過去的既定印象中會
有恐懼，而因此無法去正確思考面對。因為各位就是很單純的想法，不想被染疫而生病，也的
確如此，我也非常同意，因為生病就ㄧ定是痛苦的過程。若今天民意的調查結果是正確的，我
個人會覺得在輕症與良好受教權之間，各位同學已經呈現出要有良好受教權於此時是次要的，
因此我覺得討論科學的決策已完全沒有意義。因為的確實體上課就有風險，感染後就算是輕
症，各位的擔憂有民調調查的結果做支持。但我科學的判斷告訴我就算不實體上課，各位一樣
有風險，而且長遠的影響更大，我有理論但在此時卻沒有辦法提出明確的證據(我也寧願沒有
這樣的證據，因為這是負面預期)。因此，雖然一直以來，防疫小組的運作都是大家集思廣益
與共同討論後所得的決議，但就這件事以我個人而言，在民意與科學之間，我不想堅持了，因
為那股曾經願意為大家安全堅持的理念已不復存在，所想要堅持對大家的善，卻被誤解為沒有
站在各位立場去考慮大家的安全。最後，我想要向不支持全面遠距教學的同學說聲抱歉，老師
很盡責的努力過了。
不論有沒有全面遠距教學，我希望中興大學的每一份子以及所有台灣人能夠維持健康平安
的心仍然都是一樣的，對病毒沒有清楚的瞭解，比病毒本身更可怕，它所引起的是似是而非的
想法與人性的挑戰。在與病毒正式宣布共存前，謹記減少在疫情高峰期的聚會用餐，做好戴好
口罩及保持手部清潔，謹慎但正常不恐懼的生活，也要有公德心的做好自我警覺與即時通知，
您的一份努力會成功的保護周遭很多人，而群集每一個人的力量，就會是防疫堅不可摧的力
量。瞭解染疫將會是未來每一個人都非常有機會會經歷的過程，不要憂慮與正向心面對。這些
是老師離開這個防疫小組的最後叮嚀。
張照勤
國立中興大學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教授
2022. 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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