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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防疫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力行樓 4 樓會議室 

主席：霍主任秘書春亨 紀錄：廖家得 

出席人員：  

王朝煌、粘慧珍、洪良信、許  研、鄭煌濱、黃秀蘭、蔡庭榕、王勝盟、

孟維德、顏志平、黃浩志、賴建川、李秉澤代、柳昱堯、梁世興代、郭宜蓁、

黃運勳、許宸瑜 

壹、 宣布開會 

貳、 主席致詞 

一、 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訊息，現行確診者居家

隔離天數為 10 天，密切接觸者改為 3+4 天，本校學生部

分從嚴規定為 7 天，返校前快篩確認為陰性始得入校；

原有居家隔離之同仁比照新制作法。 

二、 遇有確診者之通報作業，各層級不同。有關本校通報系統

之權責分配如下：學生由學生總隊、學員由推廣中心、教

職員則由各單位主管分別負責通報。 

三、 本校目前已有確診師生，請相關單位協助儘量找出感染

源，加強全校環境清消，同時以高標準防疫作為，防堵疫

情在校園內擴散。 

參、 各單位報告 

一、 教務處－ 

(一) 老師若有特殊狀況臨時無法上課或需補課，務必通

知學生；反之，若學生有匡列無法上課之情形，亦立

即通知老師。另外也請通報系所及教務處，以利掌握

上課情形。 

(二) 教室上課請保持適度通風，至少前後窗戶要各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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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讓空氣流通。 

(三) 部分時間研究生若有被匡列之情形，請系所亦要向

課務組通報，以利掌握狀況。 

二、 學生事務處－ 

(一) 配合校內防疫措施從嚴原則，進行各場館清消工作： 

1、已請總務處協助購買自行操作之消毒噴霧機，置於

每個場館，供同仁於必要時自行消毒。 

2、健身中心於每個健身器材皆備有酒精及抹布，供使

用者使用前後自行清潔消毒，並張貼宣導標語。 

3、各場館公共區域責成管理員定時做清消工作。 

(二) 體技課程： 

1、體技課程責成授課老師提早 10 分鐘下課，要求學生

做必要之清消工作。 

2、場館之晨間打掃請學生總隊協助要求清消事宜。 

3、即日起體技課程及運動均全程佩戴口罩。 

三、 總務處－ 

(一) 配合各單位提供各場館之防疫物資(如漂白水、好神

拖、肥皂及洗手乳等)及協助採購清消噴霧器。 

(二) 針對公共區域之防疫消毒工作，目前 5 月份規劃 7 日

及 8 日進行全校性清消，另因疫情嚴峻，日後就公共

空間，每月亦規劃清消 1次。 

(三) 有關臨時施工人員部分，除校門口量測體溫及掌控足

跡外，並加強要求依照指揮中心指引及本校防疫規定，

如發現有與確診者接觸、疫調重疊或體溫過高等情形，

則要求停工、快篩、PCR檢測等措施，確認健康安全無

虞後，方能入校復工。 

(四) 有關兼課老師及半時研究生入校規定，目前已取消車

輛辨識系統，一律停車量測體溫無虞後，方能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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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兩學院及教務處協助通知，避免於校門口與警衛隊

員發生爭執。 

四、 學生總隊 

(一) 針對密切接觸者之居家隔離，若無法於家中進行，則

於本校防疫寢以 1人 1室為原則，進行居家隔離。 

(二) 針對非密切接觸者於等待疑似確診者之檢測結果確定

前，礙於防疫寢室不足之現況，將以減少移動，暫於

原寢室進行快篩並採線上上課，如個案 PCR 檢測結果

為陰性者，解除列管；個案為陽性者，無症狀採自我

健康監測 7天。 

(三) 學生餐廳將配合落實各項防疫措施，另有關推廣中心

兼課老師部分，原則上請各班學員協助代包餐盒方式，

避免上餐廳用膳。 

五、 推廣中心 

(一) 蘭庭的寢室空間於耐震補強施工前，皆配合提供為防

疫寢室之用，惟工期開始後，則需請學生總隊另覓空

間。 

(二) 111 年 5 月 2 日有 2 個新進班期報到，將進行相關防

疫準備及快篩檢測。 

六、 公關室－ 

(一) 掌握輿情及每日蒐集疫情新聞輿情，有關防疫指揮中

心、政府部門、各大專院校等防疫相關作為之新聞報

導，將摘要重點轉知各單位。 

(二) 本校疫情應變消息等對外聯繫與說明，請相關單位預

作準備，若有防疫事項須發布或澄清，請提供簡短說

明，俾利撰稿請示鈞長及上級長官，聯繫媒體發布。 

七、 科學實驗室－ 

(一) 配合進行各實驗室及實驗器材之清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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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將提醒各實驗課程上課時，於實驗狀況允許時，應儘

量開啟門窗，以利通風。 

八、 警政管理學院－ 

(一) 兼課老師及半時研究生入校時，暫時取消車輛辨識，

皆要求先於校門口量測體溫始得入校。 

(二) 遇有發燒等狀況時，不得入校，課程部分，則實施遠

距教學上課。 

九、 醫務室－ 

(一) 強化校園人員進出之管控(廠商及臨時入校人員)應加

強其體溫及健康監測。 

(二) 各單位環境清消每天至少 1次，期能有效管控並減災，

避免疫情大量爆發。 

(三) 有症狀或發燒者，則辦理請假，學員生可實施遠距教

學，教職員可申請居家辦公。 

(四) 同住親友收到衛生單位通報時，應立即通知單位主管

及醫務室，以為因應。 

(五) 密切接觸者於等待疑似確診者之檢驗結果時，應做好

單獨隔離措施，並儘速疫調進行匡列與造冊，事先預

防，以減少接觸鏈產生。 

(六) 現階段疫調以發病前 2 日為原則，建議學生座位儘量

固定，以確認週圍九宮格之人員。 

(七) 教室上課請師生皆戴好口罩，避免感染。 

(八) 校內餐飲時，請盡量減少交談，甚至避免面對面用餐。 

(九) 請各單位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調整之防疫

措施，將所屬防疫計畫更新後，自行上傳至本校防疫

專區網頁，於操作上有困難者，可請電算中心協助。 

十、 主計室－ 

(一) 因應防疫需求，相關經費在許可範圍內將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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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紙本公文請善用本校公文消毒機進行消毒；各單位公

文亦可多加使用線上方式簽陳，另若非緊急必要，請

避免持會，以減少人員移動與接觸。 

十一、 圖書館－ 

(一) 圖書館採實名制入館機制，請各單位宣導師生配合。 

(二) 借還書皆使用書本消毒機消毒，請師生安心使用。 

(三) 圖書館閱讀室外為休憩區非用餐區，將張貼告示勸導，

並請學生總隊及各單位協助宣導。 

(四) 圖書館將進行為期 2 個月之中央空調工程，有關臨時

廠商人員進入校門之規定，總務處將於開工協調會時

進行說明，請廠商配合。 

肆、 臨時動議 

謝明清組長：飲水機按鍵、浴室廁所門把及各項電器開關皆

有可能為感染源之一，建議在每日的環境清消時，皆要確實

擦拭與消毒，杜絕感染突徑。 

    決定：請各單位確實宣導同仁於每日清消時，要特別注意這

幾處最頻繁接觸的開關與門把，落實清消工作。 

伍、 主席裁示 

一、 請師生上餐廳時，務必走過 1 樓設置之消毒門，另請廠

商加強清消工作，尤其餐廳 3 樓、地下室櫃台及桌椅，

以及 2 樓最多人碰觸之飯匙及湯瓢，皆列為重點。 

二、 請授課教官要求學生於體技課下課前，完成必要之清消

工作。 

三、 請總務處及學生總隊配合校門口外送區之清消工作，會

客室須保持窗戶打開通風，且桌椅每小時要清消 1 次。 

四、 請科驗室及授課老師協助實驗室之場地桌椅與實驗器材

清消工作，並宣導老師上課時，於實驗課程狀況允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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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儘量開啟門窗通風。 

五、 授課老師上課請佩戴口罩，教室門窗亦請開啟，以利通

風。另宣導學員生應隨身攜帶小瓶酒精，方便隨時清消。 

六、 有關兼課老師及半時研究生入校規定，目前已取消車輛

辨識系統，一律停車量測體溫無虞後，方能入校。 

七、 本校停課標準比照現行教育部停課標準，請教務處隨時

掌握各班期上課狀況。 

八、 請各單位遇有教職員工生確診通報時，除立即逐級上陳

通報外，並以正式公文或陳報單完成陳報程序。 

陸、 主席結論： 

    面對新冠疫情流感化，全球皆以共存為目標，我們也儘

量要以平常心來面對疫情。請大家多注意環境場所清消，並

減少社交活動，儘量避免共餐，持續加強防疫措施，以高標

準進行防疫相關工作。 

柒、 散會（11 時 16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