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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消毒

防疫物資整備
安心就學方案

中港澳生掌握
安全通報與健康關懷
旅遊史與健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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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資訊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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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JENUNIVERSITY

防疫小組成員／工作分工(1/3)
職務 職稱 職責
召集人 校長 1.統籌指揮緊急應變行動，成立緊急應變小組統籌相關防疫事項。

副召集人 副校長/學務長
1.督導、綜理校園傳染病各項事宜。
2.依教育部規定辦理各項停課、決議事項。

執行秘書/
發言人

主任秘書
1.協調綜理校園傳染病疫情防治暨因應事宜。
2.召開會議及協調各單位配合疫情因應相關事宜。
3.擔任本校校園疫情對外統一發言人，對外說明本校疫情感染防治措施與狀況。

總幹事/
聯絡人

學務長
1.指揮現場緊急應變行動。
2.督導校園武漢肺炎疫情全盤因應事宜。

副總幹事 副學務長 1.協助督導執行校園武漢肺炎疫情全盤因應事宜。

執行防疫
單一窗口
單位

衛保組組長

1.密切與衛生單位協調聯繫，掌握傳染病疫情狀況，提供防疫專業諮詢予防疫小組參考
2.校園傳染病防治計畫之規劃、公告與推動。
3.進行傳染病防治及應變措施之宣導。
4.加強校內各項環境感染控制之防疫措施。
5.密切注意疫情發展，早期發現個案早期治療，減少疫情蔓延。
6.負責全校教職員工生之症狀監測、紀錄及管控事宜。
7.提供疫情相關醫療服務與諮詢協助轉診就醫。
8.疫情調查分析並進行衛生主管機關之疫情通報。
9.配合衛生單位進行感染源之調查及隔離檢疫，在保護個人隱私之前提下，主動了解病
患之病情，給予被隔離者後續安排。
10.協助感染或疑似教職員工生就醫事項。
11.校園內疑似個案之處理、追蹤及掌控。
12.疫情相關公文公告資料收集整理。



TAJENUNIVERSITY

防疫小組成員／工作分工(2/3)

職務 職稱 職責

組員
課外活動暨服務

學習組組長
1.負責執行學生校外活動及服務學習活動疫情管制全盤事宜。
2.針對學生社團活動及服務學習活動進行傳染病防治及應變措施之宣導。

組員 生活輔導組組長

1.負責住宿生與病例接觸之調查。
2.視需要規畫設制隔離宿舍。
3.住宿生若需隔離時，安排就地、移至隔離宿舍或是返家隔離事宜。
4.通報及掌握學生請假人數及名冊。

組員
學生輔導暨特教
資源中心主任

1.教職員工生之情緒安撫及患病學生進行心理輔導與協助。
2.返校後進行心理輔導。
3.協助教職員工生壓力調適。

組員 校安中心

1.進行校安中心疫情通報。
2.協助督導執行疫情全盤因應事宜。
3.與衛生單位建立資訊交換機制，維持校安通報管道之暢通，彙整校園武
漢肺炎疫情狀況，依相關規定通報有關單位。

組員 職涯發展中心
1. 校外學生實習防疫宣導及學生實習狀況掌握。
2. 預防學生校外實習疫情群聚感染。

TAJENUNIVERSITY

防疫小組成員／工作分工(3/3)
職務 職稱 職責

組員 教務長
1.依教育部停課標準，擬定停課、復(停)課及相關大小型考試之因應措施(學生安就學措施)及相關
系所實習之因應措施及e化學習方案。

組員 總務長

1.維護校園隔離區之安全管制人員出入。
2.協助校園消毒事宜。
3.協助各項防疫物品等採購事宜。
4.各單位漂白水之發放，及全校洗手台之洗手液之補充。

組員 人事室主任

1.訂定本校教職員工疑似病例及確診病例之請假規定。
2.教職員工出缺勤請病假之通報及管理。
3.建立全校緊急聯絡系統。
4.於全校啟動體溫測量時、協助編制測量體溫人員名冊。
5.掌握教職員工至境外病例地區交流與旅遊之名單及生病教職員工之狀況。

組員 會計室主任 統籌本疫情防疫相關經費。

組員
研發暨國際兩岸事

務處長
1. 教師及學生出國實習、交換留學、學術交流等之通報及管理。
2. 掌握僑(境)外生出入境名單與健康狀況及回國返校之通報作業。

組員 圖書資訊館館長 負責建置及維護武漢肺炎校安通報作業系統及訊息通路。

組員 進修推廣部
1.依教育部停課標準，擬定進修部停課、復(停)課及相關大小型考試之因應措施(學生安就學措施)
及相關系所實習之因應措施及e化學習方案。

組員 環安中心主任
1. 提供災害相關安全諮詢評估支援事宜。
2. 輔導實驗室之防疫措施，並進行稽查。依疫情狀況與建物用途之不同，規劃人員進出建築物

之管制程序。協助清運感染性廢棄物。

組員
各院院長及系所學

程主任
1. 負責辦理所屬之各項防疫措施及防疫小組配合辦理事項。



大仁防疫小組會議

• 本校於109年2月4日起成立『防疫小組』
• 每週一校長召開全校性防疫小組會議
• 每週三、週五校長召開防疫會報
• 每日追蹤疫情發展及學校應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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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工作重點
學務處

• 1. .督導執行校園武漢肺炎疫情全盤因應事宜。

• 2.密切與為單位協調聯繫，掌握疫情發展變化

狀況。

• 3.規劃校園傳染病(武漢肺炎)防疫應變計畫

• 4.疫情相關公文公告資料收集整理。

• 5.中港澳生住宿規劃與出入境掌握與通報。

• 6.對有中港澳旅遊史及接觸史之教職員工生健

康與心理關懷，及生活關懷。

• 7.防疫物資整備與分配

教務處

• 1.開學日順延至3/2，調整108學年度第2學期行

事曆修正案。

• 2.針對港澳生無法入境規劃本校因應新型冠狀病

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及補救教學方案。

• 3.辦理校外實習學生因應武漢肺炎疫情相關配套

措施。

人事室
• .教職員工疑似病例或自主健康管理或

居簡易或家隔離者之請假規定。

• 2.啟動全校體溫量測之人員名冊編製

• 3.掌握教職員工旅遊史及出入境狀況

及生病狀況。

總務處

• 1.維護校園隔離區之安全管制人員出入。

• 2.協助校園環境消毒事宜

• 3.協助各項防疫物資等採購事宜

研發處

• 1.掌握僑(境)外生及中港澳生出入境

名單與健康狀況

• 2.掌握已入境中港澳生及僑境外生

管理狀況

會計室

• 1.統籌疫情防疫關經費。

教務

人事

總務

學務

研發

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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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全面消毒抗疫
• 開學前三天實施校園全面消毒工作
• 109年2月21日通知各單位於2/26(三)前完成各單位辦

公室、專業教室、實驗室、會議室等消毒工作
• 109年2月26~28日進行全校校園大規模消毒(含餐廳、

教室、禮堂、體育館、宿舍、公共區域)
• 開學後，每班每次到教室上課前進行教室消毒
• (請各班服務股長或衛生股長上課前至環安中心(C101)

領取消毒用具，消毒用具請放學前送回環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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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防疫體溫量測管制

(一)校門口出入口管制：
 1.校門口、第一側門及第一機車場校園出入口開放進出。
 2.米其林大樓(J棟)後方側門及校園第三側門關閉。

(二)單一出入口管制：達文西大樓(東側門進出(刷
臉處))、行政大樓 (電梯處)側門進出

(三)教職員工生每日量測體溫，實施自我健康管理
，本校設置15處體溫檢測站，量測體溫後自行上網
登錄體溫溫度。

體溫檢測站
一. 校門口(守衛室)(全天候) 
二. A棟行政大樓電梯入口處
三. C棟活動中心前(公車站)
四. 第一機車停車場(幸福玫瑰園旁)
五. R棟史懷哲大樓東側門入口處
六. O棟第二宿舍1樓
七. S棟第一宿舍1樓
八. U棟達文西大樓東側門(入口處)
九. Q棟美麗新世界(入口處)

量測體溫方式：
1.到校前，先在家(住處/宿舍)量測體溫，將體溫的溫度登錄至雲端。(發燒請假
就醫在家休息)
2.可至校門口或校區入口處(第一機車停車場/公車下車處)量測體溫，將體溫的
溫度上傳至學校雲端登陸體溫。
3.在學校可至上述15個體溫監測站量測體溫，再上網至學校體溫監測雲端登陸。

十. 學生餐廳
十一. G棟旁(OK便利商店)(假日班)
十二. R棟進修推廣部(假日班)
十三. G棟中走廊(夜間班)
十四. A棟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夜間班)
十五. F棟衛保組/健康中心(假日班/夜間班)







體溫量測異常處理方式
• 發燒標準 耳溫≧38℃、額溫≧37.5℃

• 狀況一：在家或住處量測確認發燒(留在家就醫休息)
請主動告知導師或學校 請導師通報校安中心

及衛保組並持續關懷追蹤(必要時通報1922)

• 狀況二：在學校量測確認發燒 請學生立即戴
口罩 送至衛保組健康中心作體溫發燒確認
確認發燒 關懷室隔離休息 通知家長.就醫
返家休息

(需再用耳溫再次確認)

同學就醫並在家休息

通知家長，同學就醫並返家(宿舍)休息

請落實「生
病不上班、
不上課」原
則

體溫
量測
點防
疫監
測處
理作
業流
程



學生身體不適

• 在家沒發燒後，到學校時

學校老師(導師)隨時關心學生健康狀況
如果學生身體不適
有發燒、咳嗽、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者
★請學生立即戴口罩，避免傳染
★由導師或同學陪同至衛保組健康中心確認，送關懷
適隔離休息
★通知家長/學生就醫返家休息
★請導師持續關懷學生健康狀況
★必要時通報1922

疫情監測及通報機制
• 1.若發現有發燒(耳溫≧38℃/額溫≧37.5℃)或類流感症狀或疑似

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之教職員工生，應戴口罩、儘速就醫。
• 2.教職員工生應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原則，在家休養

直至症狀解除後24小時始返校。
• 3.若班級或單位有返國入境後如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或疑似

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者，請通報衛保組(聯絡方式：08-7624002
分機1340~1344)。

• 4.請相關單位(各單位主管及班導師)關心與注意教職員工生之健
康與請假情況，如出現異常之請假狀況時，應瞭解原因。

• 5.加強通報作業：如發現疑似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學生，可通報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或撥打1922 協助轉診，另如有其他突發群聚
疫情，學校應依規定通知當地教育主管機關及會同當地衛生機
關處理，並應至「教育部校園安全通報網」進行校安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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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教室/會議室內通風

• 打開教室/會議室窗戶、氣窗，使空氣流通
，維持通風設備的良好性能，並經常清洗
隔塵網，若環境為密閉空間，應打開窗戶
和使用抽氣扇，沒有必要，盡可能不使用
冷氣空調。教室應開窗，維持適當通風。

教室或會議室無窗戶或屬密閉空間者，建議換教室上課或
全程戴口罩上課，並請班級同學實施教室空間環境消毒。



一般教室上課防疫消毒
• 進入教室打開窗戶、氣窗，沒有必要，盡可能不

使用冷氣空調，維持教室適當通風。
• 請各班於上課前進行教室環境消毒及清潔。
• 消毒用具，請上課班級班長或服務股長或請派代

表，至環境安全衛生中心(C101)提領。
• 消毒完後，請任課老師至雲端確認(防疫專區)
• 教室消毒原則：課桌椅(桌面、椅子周圍)、數位

講桌(含滑鼠、鍵盤、開關)、前後門把、窗戶鎖
把、板擦、投影布幕拉把、電扇和電燈開關、冷
氣開關及讀卡機。

消毒作業原則
 消毒範圍：地面、門把、窗戶把手、按鈕、電器開關、家具表面、電話、對講機

、垃圾桶、洗手臺、馬桶、浴盆、水龍頭、蓮蓬頭、排水口、抽風扇、電腦、鍵
盤、風扇等。因大專校院的學生共同設備、器具，彼此社交距離近且接觸頻繁，
需要特別注意防範。除前開消毒範圍外，請著重定期清潔學生、學生經常接觸的
物品表面，如鍵盤、課桌椅、門把、公共區域的公共用品、教具等，但要注意避
免過度使用消毒藥劑(消毒藥劑使用方法可參考下列內容)，並穿戴手套及口罩進
行清潔作業。

 消毒用具：
• 1.口罩、手套。
• 2.消毒藥劑：

• (1)使用市售「次氯酸鈉」成份之漂白水或「次氯酸鈣」成份之漂白粉。(2)60-
80%酒精，拖把、水桶、清潔劑、擦拭用抹布和海綿，及其他清潔用具等。

• ●消毒原則：
• 由較乾淨的地方先擦拭。使用漂白水時，請戴口罩、手套抹布必須浸潤漂白水。
• 以漂白水擦拭後10分鐘，再以清水清潔可以稀釋漂白水消毒馬桶。
• 切勿將大量或高濃度漂白水廢棄於馬桶內，避免化糞池失去汙水處理能力。

請任課教師/導師督促學生
於課前或課後須實施教室環境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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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停課標準
• 學校停課標準除報經教育部專案核准外，依以下原則辦理：
• （一）有 1 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師生所修/

授課程均停課。

• （二）有 2 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校
（區）停課。

• （三）前述（一）至（二）之停課情形，仍應視實際疫調情形依中 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指示做適當之調整。

• （四）醫事類專業科系依「醫、牙、護理、藥學及醫事檢驗復健相 關科
系學生實習場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作業原 則」（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0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90016538 號 函）辦理。其他校外實
習課依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1 日臺教技通字第 1090019309 號函辦理。

• (五)學校遇停課情形，得縮減上課週數，採 1 學分 18 小時彈性修 課，於
週間或線上課程等補課方式辦理，惟仍應兼顧教學品 質及學習效果。

• 當校園出現確診病例而實施停課時，得視疫情調查結果評估決 定實際停
課措施（如停課天數、對象）。



保留完整活動紀錄

• 相關單位確實保留學生及教師完整活
動記錄，提供將來疫情調查使用：

• 教務處：如教師授課及學生修課情形。
• 學務處：如學生及指導老師參與社團紀錄、校內

各項競賽及活動之參與名單。
• 系所辦公室：如學生及教師參與系上活動紀錄、

實驗室及研究室、專題研究等學生出入情形。
• 研究暨國際兩岸事務處：如境外生參與課外活動

或課後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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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相關網址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https://www.cdc.gov.tw/

• 教育部學校衛生資訊網/
https://cpd.moe.gov.tw/article.php?pltid=45
• 大仁科技大學/
https://a05.tajen.edu.tw/p/426-1005-
3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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