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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小組第 2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 05月 03日（星期二）14:10-15:00 

會議地點：視訊會議 

主    席：余校長致力 

出席人員：蔡學務長源成、林教務長群博、歐總務長昱廷、任院長文瑗、王院長冠閔、程

院長榮祥、林研發長秀柑、高主任國平、吳主任嘉生、石館長櫻櫻、賴特助弘

程、傅國際長秀仁、陳主任玫玉、丘處長添富、陳主任小倩、劉主任柏伸、蔣

主任博欽、林副主任金成、陳主任嘉康、葉主任春淵、李主任淑芳、李主任國

良、翁主任志宗、王主任昭雄、屈主任妃容、張主任文賢、吳主任季達、劉主

任育良、陳主任建良、林主任昱呈、沈主任文祥、莊淑婷主任、施主任雪切、

曾組長漢文、吳組長茂德、賴組長崇仁、張組長美鳳、薛組長良斌、李總教官

昌茂、紀組長逸倫、稅組長尚雪、邱主任美華、康組長筆舜、陳瓊華校安輔導

員、陳湘婷護理師、余姿賢同學、方濬柏同學、張博崴同學、王庭倚同學 

應到：50位 未到：0位 實到：50位（達開會法定人數） 

記錄：侯伊庭 

壹、 主席致詞 

各位防疫委員及同學們大家好，因應疫情及大環境變化調整，接觸者健康管理模式轉

向正常生活化。雖然校園案例逐漸增加，請大家齊心協力一起解決問題，學校作法、規定

及宣導也需要滾動式調整，今天會議的討論重點就是在新的防疫模式下，學校如何維持正

常營運。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確認無疑義。 

參、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學生事務處(蔡學務長源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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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衛生保健組(稅組長尚雪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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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軍訓室工作報告(李總教官昌茂報告) 

報告如會議資料所示，無補充報告。 

二、教務處工作報告(林教務長群博報告) 

(一)註冊課務組:報告如會議資料所示，無補充報告。 
(二)教發中心:報告如會議資料所示，無補充報告。 

三、總務處事務組(歐總務長昱廷報告) 

負責消毒確診者校園活動足跡公共區域及教室。 

四、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工作報告(蔣主任博欽報告) 

報告如會議資料所示，補充說明: 

教職員工確診、居家隔離校內通報分機 1432。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持續營運計畫（第 1版）」草案。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1年 04月 01日臺教高通字第 1112201269號函辦理。 

二、現行「防疫小組｣更名為「防疫專責小組｣; 現行「應變計畫｣更名為「持續營運計

畫｣;現行「指揮官｣更名為「防疫長｣。 

三、茲依據教育部上開函文及說明，將原「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第 8版」調整修正為「持續營運計畫（第 1版）」，請參閱附件 1(P.10-15)。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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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持續營運計畫 
 

民國111年5月3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2次防疫應變小組會議通過 

壹、緣起 
鑒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全球，國內亦仍有本土病例陸續發生，

本校為加強防範措施，以維護教職員生之健康與安全，維持本校持續營運，特訂定「僑光

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持續營運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 110年 04月 01日臺教高通字第 1112201269號辦理。 

二、依據傳染病防治法規定辦理。 

參、目的 
本校為有效掌握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建置本防疫持續營運計畫並據以執行，

期動員全校各相關單位，提出相關因應措施，俾利提供安全健康校園環境，維持學校功能

正常運作，維護師生健康，並能即時提供確診者及接觸人員相關資訊予衛生主管機關，配

合疫情調查及防疫作為。 

肆、組織與分工 
成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專責小組(以下簡稱防疫專責小組)，並依照防疫工

作類別，進行任務編組，分派承辦單位進行統籌與規劃。 

一、防疫專責小組成員 

本校稱專責小組，由校長擔任防疫長，學務長擔任副防疫長，衛生保健組組長為執行

秘書，公共關係處處長為發言人，教務長、總務長、三院院長、各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一

級主管、二級主管、軍訓室代表一名、護理人員一名、環安衛中心代表一名、學生會及宿

舍代表各二名委員。本小組每學期定期開會，視疫情狀況隨時加開臨時會議。 

二、組織架構及業務職掌 

(一)防疫單位組織分工架構(請參閱圖 1)。 

(二)各單位防疫工作執掌(請參閱表 2)。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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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防疫組織分工架構圖 

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組織分工架構圖 

111.05.03 修訂 

防疫長:校長 

余致力校長 

 

副防疫長:學務長 

蔡源成學務長 

教育部及地方政府疫情

通報窗口:校安中心 

公共關係處 

高國平公關長 

防疫窗口 

健康追蹤單位 執行單位 資源單位 行政支援部門 

關懷小組: 
學務處(諮商輔導
中心)、各系所(導
師)、環安衛中心 

後送醫療系統 

境外生居家檢疫關懷系統:
國際處、學務處(衛生保健
組、校安中心) 

境外生出入境資
料確認:國際處 

餐廳管理: 
總務處/學務處 

防疫經費審核:

會計室 

安心就學措施: 
教務處 

本地生自疫區返
回:學務處 

高危險對象住宿: 
學務處 

團體集會管理: 
各承辦單位 

全校各單位執行
防疫措施(含入校
量體溫):各單位 

學校安全管控: 
軍訓室、總務處(事
務組、警衛室) 

檢疫站人員排
班及補休事宜:

人事室 

防疫資訊系統: 
資訊中心/學務處 

防疫物資採購: 
總務處 

環境消毒管理: 
總務處、環安衛中心 

運輸小組(公務車):
總務處 

健康追蹤: 
學生:學務處 
教職員工:環安衛
中心 

防疫衛教宣導: 
學務處、環安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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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防疫工作執掌 

負責單位 工 作 內 容 

防疫長 

校長 

1.統籌指揮全校所有業務之防疫決策與措施。 

2.召開防疫專責小組會議。 

 

副防疫長 

學務長 

1.協助指揮協調全校各單位投入防疫工作。 

2.擬定持續營運計畫及推動實施。 

執行秘書 
1.協助擬定持續營運計畫及推動實施。 

2.協助召開防疫專責小組會議。 

公共事務處 
1.統籌對外訊息之公布與對外發言說明。 

2.負責媒體採訪接待等相關事宜。 

學生 

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分機:1327) 

宿舍管理(分機:5200) 

1.監督管控學生出缺席及健康狀況，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掌握與追蹤相關停

課、復(補)課事宜。 

2.協助學生因符合採檢條件者、疑似病例或確定病例之請假安排。 

3.執行學生宿舍管制、相關防疫措施；停、復(補)課住宿生之安排。 

4.宿舍規劃區提供隔離宿舍安置遭感染之學生，並安排 1 人 1 間為原則。 

5.個案須於學校居家休養觀察時，安排暫時至宿舍實施居家隔離，並每日關懷住宿學生，

及提供生活照顧。 

6.宿舍若有發現疑似病例立即通報校安中心或衛保單位及學生家長，並協助盡速就醫。 

7.督導住宿學生因應相關疫情安全防護及就醫程序，並協助規畫安排需檢疫隔離之住宿生。 

陸生輔導組(分機:1306) 

1.隨時聯繫掌握陸生出入、境最新資訊，返國學生需執行自主健康管理管控，發現疑似病

例立即通報衛生保健組及校安中心。 

2.掌握陸生前往疫情流行地區旅遊等名單，提供名冊給衛生保健組執行健康狀況管控。 

3.陸生須於學校集中監測管理時，得安排獨立區域空間實施自主健康管理及提供生活照顧。 

4.如有受隔離或疫情受管制無法順利學習者，將立即給予適切之輔導，並啟動學生安心就

學彈性修業方案。 

軍訓室(校安中心)(分機:1304) 

1.成立本校疫情通報中心，彙整校園疫情狀況，負責教育部及地方政府通報窗口。 

2.維持校安通報管道之通暢，如有感染事件依相關規定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3.協助因應與學生相關之防疫工作，疑似病例就醫及協助各系之後續處理。 

諮商輔導中心(分機:1315) 

1.成立學務處系主任群組，即時轉知重要防疫事項及心理衛生文宣。 

2.由專兼任輔導團隊自製自我照顧特輯，協助各班導師於班會時間進行宣導。 

表 2:各單位防疫工作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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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中心社群媒體，定期轉發防疫文宣，降低全校教職員工生及家長焦慮恐慌心理。 

4.提供各院系師生電話諮詢，並啟動輔導教師轉介制度，藉多元管道輔導受疫情影響之學

生。 

5.視校園需求提供班級輔導，加強情緒管理及同儕互助支持。 

衛生保健組(分機:1313、1353) 

1.協助召開防疫專責小組會議。 

2.執行學校防疫宣導(FB、校內網頁、單張)因應嚴重特殊傳染肺炎之相關作業、疫情通報

及醫護相關因應措施。 

3.密切與衛生單位協調聯繫，掌握疫情狀況，提供防疫專業資訊及媒體相關報導予本校相

關單位參考。 

4.評估防疫器材之需求，建請總務處協助採購、列管及撥配等相關事宜。 

5.掌握學生出國及前往疫情流行地區旅遊等名單，執行自主健康管理管控。 

6.協助感染或疑似病例之學生健康照護、追蹤疫情調查及就醫事宜。  

7.如有群聚感染情形，配合衛生主管機關進行相關防治措施。  

8.協助督導校園餐廳福利社之防疫措施。 

9.請導師掌握學生出國及前往疫情流行地區旅遊等名單，提供衛生保健組列管追蹤。 

課外活動組(分機:1318) 

1.學生社團活動之防疫因應措施。 

2.掌握學生參與社團及課外活動之防疫宣導與執行。 

3.大型活動如畢業典禮等規劃相關配套防疫措施。 

服務學習組(分機:1320) 

1.掌握學生服務學習之防疫宣導與通報。 

2.學生勞作教育之防疫因應措施。 

總務處 事務組(分機:1420) 

1.統籌購置防疫物資(如:口罩、體溫計、洗手乳、乾洗手清潔液等)。 

2.於電梯口增設消毒設備，廁所配置清潔消毒液，並定時派員執行相關消毒工作。(如門把、

扶手、電梯按鍵等) 

3.環境衛生消毒作業，當有疑似病例發生時，立即實施消毒作業。 

4.中央空調之保養及冷氣濾網之清洗。 

5.督導餐廳廠商進行消毒防疫措施。 

6.校門口警衛監測訪客體溫。 

7.防疫物資(如:口罩、洗手乳、乾洗手清潔液等)撥配管理事宜。 

文書組(分機:1407) 

協助防疫函文緊急處理。 

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分機:1202) 

1.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及教育部制訂之標準，完成安心就學措施及學校停課訊息

及復（補）課規劃。 



14 

 

2.任課教師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依照本校教師請假補課辦

法，擇期進行補課或採線上遠距教學補課。 

3.請導師關心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並將無故缺席學生列管追蹤。 

4.鼓勵教師於教學融入防疫衛教宣導。 

進修綜合業務組(分機:3102) 

1.建立緊急聯絡網，單位聯絡人處理疑似病例之通報。 

2.監督管控學生出缺席狀況，以利掌握與追蹤相關停課、復(補)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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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4.落實防疫宣導及相關配套措施。 

教學發展中心(分機 8803) 

1.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增購網路儲存伺服器，擴充課程儲存空間，建構停

課時教師可利用資訊系統進行線上網路教學，預防疫情擴大全校停課時使用。 

2.錄製數位教學影片供教師學習使其具備非同步授課能力。 

教學單位 各院院長 

統籌督導該學院各項校園防疫措施。 

各系主任 

1.建立各單位緊急聯絡網與代理人制度。 

2.掌握所屬教職員及學生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疫情之追蹤與通報。 

3.請導師加強對因應病情而請假學生之輔導。 

4.協助推動校園各項防疫措施。 

行政單位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分機:1420) 

1.掌握教職員工出國及前往疫情流行地區學術交流、旅遊等名單，執行自主健康管理管控。 

2.執行學校防疫宣導因應嚴重特殊傳染肺炎之相關作業、教職員工疫情通報及醫護相關因

應措施。 

3.密切與衛生單位協調聯繫，掌握疫情狀況，提供防疫專業資訊及媒體相關報導予教職員

工參考。 

4.協助感染或疑似病例之教職員工健康照護、追蹤疫情調查及就醫事宜。 

5.記錄教職員工經醫療單位或衛生單位確定個案並通報主管機關。 

6.校園環境衛生督導及消毒評估作業。 

各一級主管 

1.建立各單位緊急聯絡網與代理人制度。 

2.掌握所屬教職員工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疫情之追蹤與通報。 

3.協助推動校園防疫措施。 

會計室(分機:1622) 

統籌辦理經費籌措與核銷事宜。 

人事室(分機:1633) 

1.規劃教職員工因符合採檢條件者、疑似病例或確定病例之請假與停班規定，若發現疑似

個案，請通報衛生保健組及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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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各單位先行律訂同仁代理名冊，以及單位同仁列為疑似病例時之因應作為。 

3.掌握教職員工出國及前往疫情流行地區學術交流、旅遊等名單，提供名冊給環境安全衛

生中心執行健康狀況管控。 

國際與兩岸事務處(分機:1507) 

1.即時聯繫掌握境外學生(含港澳)新資訊，返國學生需執行自主健康管理管控，發現疑似

病例立即通報衛生保健組及校安中心。 

2.協助加強境外學生(含港澳)適切輔導如有受隔離學生及因疫情管制無法順利上課或參加

考試之境外學生相關協處事宜。 

3.掌握境外學生(含港澳)前往中國大陸等疫情流行地區旅遊等名單，提供名冊給衛生保健

組執行健康狀況管控。 

4.負責中港澳學生返台機場接送。 

5.掌握國際疫情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公布防疫措施，規劃國際與兩岸海外實

習之標準，提供防疫專業資訊及媒體相關報導予海外實習生。 

產學合作處(分機:1503) 

1.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公布防疫措施，規劃國內校外實習之標準，提供防疫

專業資訊及媒體相關報導予國內校外實習生參考。 

2.掌握國內校外實習生健康狀況，配合實施防疫措施。 

資訊中心(分機:8809) 

1.建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專區。 

2.建置及維護通報系統及網路公告訊息通路系統。 

圖書館(分機:8103) 

配合實施防疫措施，預防館內疫情散佈。 

體育室(分機:1310) 

配合實施防疫措施，預防館內疫情散佈。 

研究發展處(分機:1508) 

1.監督管控推廣教育學員出缺席狀況，以利掌握與追蹤相關停課、復(補)課事宜。 

2.落實防疫宣導及相關配套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