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興大學因應流感大流行應變計畫
一 、計畫依據
依據教育部 102 年 4 月 8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20052213 號來
函，指示本校為妥善因應大陸地區 H7N9 流感疫情，應配合成立相關
防疫小組。另參酌本校 98 年 7 月 1 日興學字第 0980300464 號函-「國
立中興大學流感大流行緊急應變計畫」辦理。
二 、目的
為維護師生健康及學生受教、應考之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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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
三 、執行
本校成立因應流感大流行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
其小組分工職掌，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為副召集人，學務長為
執行督導，主任秘書、教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人事室主
任、主計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含創新產業推廣學院)為委員，納編本
校相關單位人員，各單位分工如下：
單位/職稱
校長

分工內容
指揮疫情緊急應變之策略。

副校長

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學務長

推動及督導校園傳染病防疫暨各項因應事宜。

秘書室

1. 協助督導校內防治新型流感疫情全般協調聯繫事
宜。
2. 統籌對外訊息之公佈與指定發言人對外說明。
3.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教務處

1.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及教育部律訂之標
準，發布學校停止上班、上課、實習訊息及復（補）
課規劃及本校各項入學考試，疑似病例因應措施。
2. 協助系所安排罹病教師代課事宜；進行罹病或接受
1

居家隔離學生之補救教學。
3. 鼓勵教師進行傳染病防治教學活動。
4. 請任課老師關心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
5. 協助學生因符合採檢條件者、疑似病例或確定病例
之請假事宜。
6.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總務處

1. 流感大流行時，統籌購置及發放校園傳染病所需的
防疫物資，如：口罩、額(耳)溫槍、消毒劑(如：75
％酒精乾洗手劑…等)、洗手乳…等。
2. 負責校園環境衛生，若有疑似病例發生之大樓、宿
舍區及公共場所，立即實施消毒作業。
3. 設置校園檢疫站與隔離區，並維護檢疫站、隔離區
之安全及管制人員之出入。
4. 控管校園內特約商店之環境衛生及食品安全管理。
5.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教官室

1. 彙整校園疫情狀況，成立校內通報單一窗口，並維
持校安通報管道之暢通。
2. 對可能疫情提供 24 小時通報及追蹤作業，並協助各
系後續處理事宜，教官主動關懷學生，支援防疫工
作。
3. 掌握與學生連繫之管道通暢、學生出入疫區之動向
及協助疑似病例就醫。
4. 協助學生因應相關之防疫措施及宣導。
5.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衛生
保健組

1. 配合衛生單位提供各項傳染病之正確防治措施資訊
，進行傳染病防治宣導及相關諮詢。
2. 為加強衛教宣導，將相關資訊上網公告周知、製作
海報、印製資料提供索取…等。
3. 蒐集相關防疫內容、資訊及電子檔，交由計資中心
於學校首頁建置「流感防疫專區」網站。
4. 協助感染或疑似病例之教職員工生就醫事宜。
5. 協助衛生單位的防疫措施及檢體收集。
6. 疑似病例或自主健康管理、居家隔離之教職員工生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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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後之追蹤。
7. 協助疑似個案追蹤及疫情調查。
8. 發現疑似病例者，協助就醫，若確定病例後立即通
報相關單位。
9. 隨時與醫院、衛生單位保持連繫。
10.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生活
輔導組

學務處

1. 協助學生因符合採檢條件者、疑似病例或確定病例
之請假事宜。
2. 學生罹病造成經濟困難急難救助之協助。
3. 校園餐廳防疫措施。
4. 遇有大型集會活動：如畢業典禮、新生入學指導、
週會…等，研擬相關配套防疫措施。
5. 協助防疫宣導及相關防疫措施。
6.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1. 掌握與通報學生參與社團活動之情形。
課外活動 2. 遇有舉辦大型活動，研擬相關配套防疫措施。
指導組 3. 協助防疫宣導及相關防疫措施。
4.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住宿
輔導組

1. 協助住宿學生因應相關之防疫。
2. 發現疑似病例立即通報，並協助及早就醫。
3. 宿舍環境防疫措施。
4. 協助住宿學生防疫宣導及相關防疫措施。
5. 男、女生宿舍設置休養室。
6.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1. 指導勞作教育，協助校園環境衛生。
生涯發展
2. 協助防疫宣導及相關防疫措施。
中心
3.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僑生
輔導室

1.
2.
3.
4.
5.

負責自疫區返校之僑(陸)生之追蹤及通報作業。
對疑似病例之疫情通報及協助就醫。
罹病之僑(陸)生經濟困難急難救助之協助。
協助防疫宣導及相關防疫措施。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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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 加強生命教育、心理輔導，減少學生與家長恐慌心
理。
2. 適切輔導受隔離學生及因疫情管制無法順利上課或
諮商中心
參加考試學生。
3. 通知導師注意班級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
4. 協助防疫宣導及相關防疫措施。
5.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國際事務處

1. 負責掌握外籍生、外賓來訪、國際學術及文化交流
師生出入疫區之動向。
2. 協助防疫宣導及相關防疫措施。
3. 對疑似病例之疫情通報及協助就醫。
4.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研究發展處

1. 協助掌握國際學術交流師生出入疫區之動向。
2. 協助防疫宣導及相關防疫措施。
3.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主計室

1. 籌措校園防疫經費與核銷事宜。
2. 協助防疫宣導及相關防疫措施。
3.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人事室

1. 規劃教職員工因符合調查病例、極可能病例或確定
病例，請假與停止上班之規定。
2. 掌握全校教職員工出入疫區之動向，通報來自疫區
之課座教授與回國教師。
3. 協助防疫宣導及相關防疫措施。
4.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1. 建立防疫相關資訊網站，協助防疫工作之資訊整合
及寄發電子郵件給全校教職員工生。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
2. 設計規劃「流感防疫專區」，並即時更新資訊。
資中心
3. 協助防疫宣導及相關防疫措施。
4.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各學院(含創新產業 1. 負責各學院、系、所之相關防疫措施與宣導，依實
推廣學院)、系、所、
際情形關心所屬學生、教職員工狀況。
學位學程及各附屬 2. 發生禽流感疫情時，學校相關單位，應加強防疫措
單位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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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助學生因符合採檢條件者、疑似病例或確定病例
之請假事宜。
4. 對因應病情請假返校學生之輔導。
5. 辦理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需掌握參與之外籍人士
出入疫區動向。
6. 掌握學生及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對
疑似病例之通報、處理及協助就醫。
1. 負責各單位之相關防疫措施及宣導，對疑似病例之
體育室、圖書館及
疫情通報及協助就醫。
其他單位
2. 與相關單位保持密切聯繫支援防疫。
3. 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入疫區之動向。

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中心

1. 協助校園環境的傳染病防疫安全及環境衛生督導、
消毒評估作業。
2. 協助管控實驗室、研究室、職場等傳染性病毒實驗
之安全及相關防疫措施。
3. 協助感染性廢棄物及垃圾之處理。
4. 相關防疫措施與宣導，並掌握單位內教職員工等出
入疫區之動向。

四 、檢附「國立中興大學因應流感疫情緊急通報及處理作業流程」
乙份。
五 、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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