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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防疫專責小組第 1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 4月 26日(星期二)下午 3時 00分 

會議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416會議室 

主 持 人：徐防疫長輝明                             紀錄：塗蕙慈 

出席人員：馬遠榮副校長、郭永綱教務長、孟培傑處長、張國義副學務長、 

楊昌斌主任、羅燕琴組長、李佩芸秘書、蔣世光組長、鄭袁建中組

長、林國華組長、許健興組長、莊英宏組長、宋之華組長、李凱琳

專員、吳星穎護理師、學生會洪梓惟會長 

列席人員：徐副校長室 何秘書俐眞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事項： 

【案由一】東華大學防疫小組更名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1年 3月 1

日肺中指字第 1113700063號函」，成立本校防疫專責小組。業奉

校長核定，防疫長由徐輝明副校長担任，防疫管理人員由吳星穎

護理師擔任，並於 1個月內與徐副校長室辦理交接。 

二、 防疫小組維持目前行政與學術兩個 LINE群組，另成立防疫專責

LINE群組。 

決  議： 

一、 東華大學防疫小組更名為防疫專責小組，防疫長由徐輝明副校長

擔任，防疫管理人員由學務處吳星穎護理師擔任，定於 6月底前

與徐副校長室完成業務交接。 

二、 防疫專責小組暫維持現行行政與學術兩個 LINE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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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本校配合教育部政策調整防疫作為，請討論。 

說  明：如教育部「大專校院防疫相關注意事項說明」簡報。 

決  議： 

本校各防疫單位請依據教育部 111年 4月 25日召開之「校園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一 19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執行情形及相關事

宜研商會議」中「大專校院防疫相關注意事項說明」簡報，(如附件)

修正防疫措施，並於 4月 28日(四)下班前放置行政 LINE群組記事

本，彙整後於 4月 29日(五)公告，自 5月 2日(一)起實施。 

 

【案由三】為申請教育部補助本校防疫物資等，請討論。 

說  明：依據教育部簡報說明。 

決  議： 

請學務處循例通知各單位提交防疫物資需求經費表，彙報教育部申請

補助，然無法確認是否能夠獲准補助，各單位仍須自行負擔所需防疫

物資支出。 

 

參、 問與答： 

Q1、在 4/24防疫措施裡面，有提到：因疫情無法入境或因隔離無法上課

或參加考試之學生，請授課老師務必提供同步或非同步之彈性學習方

式，俾利學生學習不間斷；有關成績評定方式，建請授課老師依課程

性質，採取補考或其他彈性補救措施處理，以確保受疫情影響學生之

學習權益。 

所有，有學系老師詢問學系，他們可以從哪裡獲得授課班級是否有同

學確診？ 

A1、 

1. 經衛保組電話詢問衛生局，因為傳染病病防治法及醫療個資問題不

能主動通報確診者姓名給其他人員，如老師，心理諮商師等等。 

2. 可通報者為：照顧個案護理師、通報窗口及一級主管或密切接觸者

(同學)。 

 

Q2、本週開始，由於教育部先前要求大學必須回歸實體授課，疫情卻又逐

漸升溫，在此之際，每一位老師面臨學生授教權以及安全風險的考

量，是否採實體或線上授課，實在帶來不少難以評估的困擾。 

目前很多課程是老師透過問卷與學生溝通、協調的方式彈性處理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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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然由於各班需要解決的問題及狀況不一，亦難以有一致的作

法及規定。 

亦有老師詢問學系：「同學反映擔心自己有染疫風險，老師可否讓她

以線上課程上課？」。老師是否可以採取部分實體，部分線上課程的

方式進行。~~~因此部分在 4/24防疫措施中並沒有說明，所以老師有

提出疑問。 

A2、是否可以採取部分實體及部分線上課程並行方式授課之問題。現場業

經教務長同意，防疫長將據以修正本校防疫規定陳核校長核定後實

施，如奉核定，最快可於 5月 2日(一)開始實施。 

 

Q3、系上也有老師提問，如果無法取得全班同學的同意線上，是否就必須

實體授課？另外，也有老師詢問，如果修課人數未超過 80人，但人

數超過學校所提供的【教室考量社交距離】的人數，那該如何處理？ 

A3、有關教室內座位相隔距離及梅花座之既往防疫規範要求，教育部已告

知目前最新指引不再提此項，此後改以戴口罩為主要要求事項，故前

述所謂依座位距離之計算人數，將不再列為參考之依據，僅以授課人

數為其主要之依據標準。 

 

Q4、7/23及 24本校協助辦理科丁聯盟的全國程式競賽，參加者會是科丁

聯盟北中南東四區的決賽隊伍(八隊)。請問有甚麼防疫要求是需要跟

主辦單位配合的呢? 

A4、 

1. 此活動在七月份辦理，距離時間還頗長，可能整個疫情狀況會有所

變化，相關的防疫規定不知是否會改變… 

2. 目前活動都可以辦理，並請參照本校防疫專區最新防疫規定。 

 

Q5、請問防疫長，目前本校指引既然可訂 80人為線上授課與實體授課之

一門檻（但目前這門檻並非教育部所定），因此，有否可能也幫全班

表決通過線上授課的門檻訂一標準？同學普遍反應一個人不同意就無

法線上標準過嚴，也讓他們覺得是多數人的健康及權益因此被極少數

同學決定與剝奪。以個人所授班級為例，教室確實擁擠（座位為 72

座，全班到齊僅餘一空位），開放線上投票後，全班只有一人希望實

體，其餘七十人同意線上，我與堅持的同學溝通，未能改變其決定，

故目前課程決定採實體，但卻也因此產生一些民怨，同學們認為是老

師未盡溝通之責且故意堅持實體授課，甚至極少數同學私下似有獵巫

之舉，讓堅持線上的同學因此心生恐懼，而傾向更改決定，但這實非

良性之發展。這些狀況和舉動可能也確實是近日花蓮確診量驚人，讓

同學心生恐慌所致。或許本班狀況僅是少數案例，但若教務處能統一

訂一較合理的投票門檻，讓全校教師能有較統一的標準依循，應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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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類似案例之學生抱怨與不適之舉，萬一未來真有班上大量學生因

為實體授課而確診也比較不會有來自學生或家長無理的歸咎反彈。 

A5、本件提至今日下午防疫專責小組第 1次大會中臨時動議討論。 

 

肆、 臨時動議 

【案由一】現行規範 80人以下須全體同學同意始可調整為線上授課，建議

訂定全班表決通過線上授課的門檻標準，請討論。 

決  議： 

一、 學生會洪會長針對本案建議如下： 

「非實習、實作等課程，授權授課老師在取得同學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下，可採用線上授課方式辦理。」 

二、 上述學生會建議，現場業經教務長同意，防疫長將據以修正本校

防疫規定之上課方式調整，陳核校長核定後實施，如奉核定，最

快可於 5月 2日(一)開始實施。 

 

【案由二】校內舉辦之各項活動（包含社團），是否仍續採用同時間於同一

空間內承載上限人數為 79人之規定，請討論。 

決  議：人數限制可取消，但仍請做好防疫相關措施。 

 

【案由三】學生活動或社團社課，指導老師若為校外人士，是否仍須完成施

打 3劑疫苗才可上課，請討論。 

決  議：可參考體育中心 4月 25日公告之 3種入場防疫規定： 

1. 打滿 3劑疫苗 

2. 打滿 2劑疫苗未滿 12周(請盡快安排接種第 3劑) 

3. 經醫生評估不適合接種疫苗，附有醫生證明加上 3天內快篩

陰性證明 

伍、 散會： 



大專校院防疫相關注意事項說明

1

【校園因應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執行情形及相關事宜研商會議】

報告單位：

日 期：

高教司/技職司

11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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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111年4月13日公布修正之「校園因
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暫停實
體課程實施標準」。

➢本標準係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以精準、合
宜且符合實務之方式，就校園確診個案
之密切接觸者及其篩檢結果，決定暫停
實體課程之對象及恢復實體課程之時機。

校園因應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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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中心

以校園確診個案為中心，
確診個案隔離治療，其
授課/修課班級，以及
其活動足跡接觸人員，
先暫停實體課程1～3

天。

暫停實體課程

接觸人員經衛生單位疫
調後匡列為「密切接觸
者」之師生，於居家隔
離期間暫停實體授課/

修課。

校園因應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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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實體課程

接觸人員未匡列為密切
接觸者，俟「密切接觸
者」篩檢結果為陰性後
恢復實體課程。

後續授課方式

經衛生單位疫調結束後，
得考量原暫停實體課程
之班級有無密切接觸者、
密切接觸者人數，以及
課程教學需求等相關因
素，決定後續授課方式。

校園因應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3/6）



5

➢校內個別班組內只要出現1個確診個案或密切接觸者，
則該班組即可認列受到疫情影響。

➢而當校內被認列受疫情影響的班組同時達到全校三
分之一以上，學校即得實施全校暫停實體課程。

校園因應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4/6）
【有關全校性暫停實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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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已成立「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應變小組」，協助
學校處理暫停實體課程實施相關疑義，以兼顧校園
健康安全，並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如學校基於不同校區、規模大小、資源設備有所差
異，欲採本標準以外之暫停實體課程作法或措施，
需事先提案送應變小組研商後始得實施。

校園因應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5/6）
【提報「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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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欲採本標準以外之暫停實體課程作法或措施，防疫長
應透過本部與學校防疫通訊群組，聯繫洽詢本應變小組窗
口（吳志偉專門委員、陳玉君專門委員），提報說明學校
考量事由與因應配套措施。

➢ 提送內容除了校園疫情與特殊考量說明之外，必需詳述：
1.後續恢復實體課程判斷標準
2.校園環境清潔消毒管控措施
3.師生自我健康監測落實機制
4.鼓勵教職員生施打疫苗措施

校園因應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6/6）
【提報「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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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疫調與匡列密切接觸者（1/5）

協助疫調

⚫ 當校內出現確診個案，請學校主動
聯繫地方衛生單位協助疫調。

⚫ 如地方衛生單位無另行指示，請學
校於24小時內完成匡列送衛生單位，
以利其在學校暫停實體課程期間
（1~3天）開居隔單。

諮詢支援
如學校可列出協助進行疫調有困難或
需協助，洽詢8所區域中心大學諮詢。

【有關學校協助疫調處理方式】



學校發送
通 知 單

學校協助疫調，針對「學校已匡列為
密切接觸者並報送衛生單位，但衛生
單位還沒開出居隔單前」之時間差，
學校應先發送「須先行配合居家隔離
通知單」予學生（通知單範本另附）。

9

學校先備
學生個資

配合衛生單位居隔作業需要填報學生
個資與居隔資料，學校應整合運用現
已建置之學生個資，俟匡列密切接觸
者後，補上預計居隔日期及地點後，
即可上傳衛生單位。

協助疫調與匡列密切接觸者（2/5）
【有關學校協助疫調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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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疫調與匡列密切接觸者（3/5）

1.學校發現或
被通知有確診個案

2.學校啟動確診個
案校內足跡的清查

3.確診個案之修課
班級及接觸人員，
暫停實體課程1-3天

4.匡列密切接觸者，
並發出通知單，請
其先居家隔離

5.學校原則上須在發生確診個
案後的24小時內，將所匡列
的密切接觸者相關資料欄位，
送交衛生單位開居隔單。

6.密切接觸者
篩檢結果

7.其他暫停實體課
程的接觸人員，即
可恢復實體上課。

陽性

陰性

【有關學校協助疫調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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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疫調與匡列密切接觸者（4/5）

學生個資與居隔資料欄位

編號 國籍

身分別 居家隔離告知日期

姓名 自有手機號碼

出生日期 預定隔離地址

身分證號(居留證/護照) 法定代理人姓名(無則免填)

居住縣市 法定代理人電話(無則免填)

居住鄉鎮市區 備註

➢ 通知單範本（草案）
➢ 名冊資料欄位

【有關學校協助疫調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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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疫調與匡列密切接觸者（5/5）

暫 停
實體課程

針對可能接觸確診個案之師生，學校
於密切接觸者第1次篩檢結果尚未完成
前，應請先暫停可能接觸者實體課程。

匡列對象
範圍疑義

如衛生單位匡列密切接觸者範圍過廣
（如整棟宿舍、全部修課名單學生
等），遇校內隔離宿舍/房間容額不足、
難以協助全部學生返家或安排防疫旅
館時，可向本部反映，以轉請指揮中
心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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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及檢疫宿舍整備與安置（1/7）

一、除中重症確診個案外，其餘均不得送往醫院、集
中檢疫所、加強型防疫旅館或防疫旅館。

二、輕症確診個案及居家隔離者，以返家居家照護及
隔離為原則，例外始可留校。

(一)輕症確診個案：
1.返家時除搭乘救護車、防疫計程車外，可由同住家人接送。
2.如由同住家人接送，同住家人列居家隔離，可同戶隔離。
3.其餘居家照護依指揮中心規定辦理。

(二)居家隔離者：
1.除搭乘救護車、防疫計程車外，可由同住家人接送。
2.其餘居家隔離依指揮中心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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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及檢疫宿舍整備與安置（2/7）

三、輕症確診個案及居家隔離者例外留校時之宿舍整備

(一)例外留校情形(由學校視個案衡酌)，如：

1.在外無住所之境外生。

2.返家路程遠且無同住家人可接送。

3.家中無符合指揮中心規定之居家照顧或隔離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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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及檢疫宿舍整備與安置（3/7）

(二)宿舍整備原則：
1.學校需於開學時先向原有住宿生說明，必要時須配合疫情發展徵
用宿舍。

2.「隔離宿舍—輕症確診個案」及「檢疫宿舍—居家隔離者」要
明確劃分。

3.可獨棟或同一樓層安排，並採樓層管理—「空間區隔、生活不交
叉」原則處理。

4.房間內有獨立衛浴，可與一般宿舍共居；如為公用衛浴，則需與
一般宿舍明確區隔，並採專屬固定衛浴及劃定獨立動線。

5.可依隔離宿舍原先房型，採多人一室，但獨立衛浴或專屬共用衛
浴須適當清消。

6.同一確診或居家隔離起始日的學生，可安排同住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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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及檢疫宿舍整備與安置（4/7）

(三)輕症確診個案留校居家照護—隔離宿舍：

1.為校內出現師生確診案例時，在尚未經衛生單位移送就醫前，
或經醫囑判定為輕症個案，可供使用之宿舍。

2.學校需接洽診所、醫院備妥居家照顧所需治療或諮詢，但非
後送至該醫院或診所。

3.其餘居家照護依指揮中心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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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及檢疫宿舍整備與安置（5/7）

(四)居家隔離者留校居家隔離—檢疫宿：

1.為提供給確診個案之密切接觸者(有感染風險)進行居家隔離使
用。

2.目前居家隔離10天+自主健康管理7天。

3.如未來居家隔離採3+4，前三天採就地隔離(原房間)，後四天
如無涉社會營運或維持個人生計等情事，仍不得外出，須至
隔離七天期滿，經採檢陰性始得解隔恢復實體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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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電話等與外界溝通的設備

提供網路、電視等可進行遠距教學或視
聽相關設備

電視遙控器、冷氣按鍵、或其他觸控式
面板，應包膜保護，於居家檢疫或隔離
者退房後更換包膜

房間設備均建議有單獨盥洗室及空調設備，不建議選擇不能開窗的
房間為檢疫或隔離宿舍，並盡可提供房間設備及注意事項如下。

隔離及檢疫宿舍整備與安置（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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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房內應提供洗手乳、肥皂、75%酒精，
讓居家檢疫或隔離者可隨時清潔手部。

6 必要時針對特殊狀況學生可裝設遠距醫
療設備。可即時提供遠距診療

4 儘量使用一次性個人清潔用品及拋棄式餐具、
食具等一次性消耗品。檢疫者期滿離開時若有
遺留未拆封之一次性用品，請勿直接留給下一
位境外學生檢疫者使用，應先取回集中放置，
待空置一段時間 (至少 7 天)後再取出使用

隔離及檢疫宿舍整備與安置（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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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經費（1/3）

快篩試劑

⚫ 如為校內確診個案或密切接觸者之使
用需求，請先洽地方衛生單位提供；
如仍有困難再向本部反映並協調。

⚫ 其餘一般師生個人需求，則請依指揮
中心規劃俟5月初快篩試劑購買實名
制啟動時，逕依規定購買。

隔離檢疫
交通費用

⚫ 指揮中心自4月20日起已放寬相關
交通方式（如後表）；惟未補助防
疫計程車或防疫旅館費用，確診個
案或居隔者仍須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 如學生有經濟困難，請學校先以急
難救助金或私校獎補助費用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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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經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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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經費（3/3）

後續爭取
隔離宿舍
所需資源

⚫ 匡列密切接觸者、照護隔離學生與
工作人員快篩試劑

⚫ 隔離宿舍規格所需整備經費

⚫ 隔離學生期間所需維運經費

⚫ 宿舍隔離者後送權責醫院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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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協助相關措施（1/2）

學生暫停
實體課程

因確診、居隔或配合暫停實體課程之
學生無法入校進行實體課程時，學校
應提供適當學習及評量銜接機制。

教師確診
替補代課

老師如為確診者，學校請勿要求遠距
授課，應規劃代課、補課等其他替代
措施。

教師居隔
支援協助

老師如為密切接觸者須居家隔離，學
校應提供線上教學設備資源與協助。

【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配套】



學校防疫小組及相關會議應有
學生代表參與

24

相關防疫規劃應有校內溝通理解

正確傳達訊息避免師生恐慌

師生協助相關措施（2/2）

【學生代表參與溝通】



其他提醒事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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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鼓勵全校教職員工生接種
疫苗，並定期掌握追蹤疫苗覆
蓋率

學校舉辦之大型活動及課程容留
人數、校園對外開放規定等，亦
請依最新指引規定辦理

鼓勵教職員工生下載「臺灣社
交距離」APP



其他提醒事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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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醒符合接種年齡之教職員工
生完成COVID-19疫苗接種

➢防疫宿舍工作人員(含流動人員)應完成疫苗第3劑接種，除曾為確診
個案且持有3個月內由衛生機關開立之解除隔離通知書者可暫免檢具
疫苗接種證明之外，如經醫師評估且開立不建議施打疫苗證明或個
人因素無法施打者，則須每週1次抗原快篩(含家用快篩)或PCR檢驗
陰性；新進人員並應於首次服務前，提供自費3日內PCR檢驗陰性證
明。

➢至於其他與教職員工生接觸密切之工作人員/從業人員(含流動人員)，
如宿舍、餐廳、便利商店等；或辦理校內外展演、畢業旅行等活動，
也請學校鼓勵接種年齡之相關人員儘速完成接種第3劑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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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