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光科技大學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五版)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0 5 月 1 2 日 



 

目  錄 
壹、緣起....................................................................1 

貳、依據....................................................................1 

參、計畫內容…..............................................................1 

肆、僑光科技大學入校人員體溫量測站說明......................................8 

伍、僑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協助量測體溫注意事項................................9 

陸、僑光科技大學「班級」每日學生健康狀況回報流程............................10 

柒、僑光科技大學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通報處理流程圖....................11 

捌、校內出現通報個案、疑似個案或確診個案處理流程............................12 

玖、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組織圖................................13 

拾、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小組分工架構圖................14 

拾壹、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各單位聯絡窗口......................15 

拾貳、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物資整備覽表....................16 

拾叁、附錄..................................................................17 

附錄一: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編撰) 

附件二: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停課、復課、補課計畫(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編撰) 

附件三:僑光科技大學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原則(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編撰) 

附錄四:僑光科技大學因應疫情停課補課處理規範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編撰) 

附錄五: 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遠距教學規範(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編撰) 

附錄六: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校外實習應變措施(產學處、國際兩岸事務

處編撰) 

附錄七: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服務說明與防疫措施(圖書館編撰) 

附錄八: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教職員工請假相關規定(人事室編撰) 

附錄九:僑光科技大學體育室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措施(體育室編撰) 

附錄十:僑光科技大學體育場館及運動專業教室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措施(體育室編

撰) 

附錄十一: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環境清潔暨消毒作業計畫(環安衛中心編撰) 

附錄十二: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校園公眾集會作業計畫(環安衛中心編撰) 

附錄十三: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宿舍防疫措施(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編撰) 

附錄十四: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社團防疫與活動應變措施(學生事務處課外

活動組編撰) 

附錄十五: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餐廳防疫應變措施(學生事務處衛保組

編撰) 

附錄十六: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諮商輔導中心防疫應變措施(學生事務處諮

商輔導中心編撰) 

附錄十七:僑光科技大學設計與資訊學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設計與資訊學院編撰) 

附錄十八:僑光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學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商學與管理學院編撰)  

附錄十九: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觀光與餐旅學院編撰) 

附錄二十:因應校園嚴重特殊性肺炎疫情整備情形檢核表(教育部編撰) 



1 
 

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民國 109年 02月 21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2次防疫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年 03月 26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7次防疫會議修正通過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且泰國、日本、韓國等鄰近國

家接連出現自武漢移入之確診個案，已有明顯社區傳播及疫情蔓延情形。本校為加強防範

措施，以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 109年 1月 22日臺教綜(五)字第 1090013442號辦理。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法」辦理。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學務長擔任副召集人，衛生保健組組長為執行秘書，教務長、總務長、三院院長(教學

單位)及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主任(行政單位)擔任分組督導，各系主任、一級主管及二級

主管擔任分組幹事。 

(二)、各單位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工 作 內 容 

召集人 

校長 

1.指揮疫情緊急應變之策略。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各項停課、復課決議事項。 

副召集人 

學務長 

1.統籌對外訊息之公佈與對外發言說明。 

2.協助指揮協調一級單位投入防疫工作。 

3.擬定應變計畫及推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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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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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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天自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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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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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天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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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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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召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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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等疫情流行地區旅遊等名單，執行 14

天自主健康管理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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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等疫情流行地區旅遊等名單，提

供衛生保健組列管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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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分機: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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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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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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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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等疫情流行地區學術交流、旅遊等

名單，執行 14天自主健康管理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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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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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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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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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天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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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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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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訂定之疫情分級情況，校內各行政及教學單位應與防疫小

組密切協調聯繫，掌握狀況，並配合實施各項因應管制作為。(陸生依據教育部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校對陸生管理計畫工作指引辦理) 

(二)、學校首頁製作新冠肺炎防治專區，連結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三)、衛保組設置傳染病防疫專區與通報專區，提供師生通報、調查及最新防疫訊息。 

(四)、各棟大樓宣導海報之張貼及衛教單張之發放。 

(五)、校內辦理活動及會議，請承辦單位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COVID-19(武漢

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規範指引辦理。 

(六)、透過各種管道及集會，宣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衛生教育及公告最新防疫消息。 

(七)、防疫物資準備 

預防與防治：購置口罩、洗手乳、75％酒精溶液、酒精成分的乾洗手液、耳溫槍、

消毒劑、檢診手套及防護衣等防護物資，以提供教職員生於疫情期間個人防護裝備需

求。 

(八)、疫區回來教職員工生之健康追蹤協助追蹤單位： 

1.課外活動組：學生社團出國服務隊。 

2.陸生輔導組:陸生。 

3.國際與兩岸事務處：國外邀請訪台學者、學生出國研習、僑外生。 

4.人事室、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出國教職員工。 

5.各系(班導師)：出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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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落實疫情監測及通報機制 

1.學生防疫作業說明: 

(1).學生出國旅遊史追蹤與管控: 

    A.寒假出國學生: 

a.2月4至7日執行第一波調查全校學生寒假期間(1月24日起至2月4日)出國學生旅

遊史；2月18至24日執行第二波調查出國學生旅遊史(2月5日起至開學)，衛保組

執行入境學生健康管理追蹤。 

B.開學後出國學生: 

a.2月28日後出國及返台學生，需線上填報「學生出國登錄表」及「學生本人通報

單」，通知班導師，請班導師直接通報衛生保健組。 

b.3月2日請班導師線上填寫改電話通報班上學生「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

健康管理」。持續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最新公告「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

執行入境學生健康管理追蹤。 

(2).在校學生健康管理: 

A.開學後(2月25日至3月2日) 請班導師密切關心班上學生上課出席及身體狀況，若

班上同學遇到需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含身體不適)學生，請班導

師線上通報及電話聯繫。 

B.3月2日起依據教育部公告，請各班導師務必每天於規定時間內上網填報貴班的健

康狀況，衛保組執行學生健康管理追蹤流程依據「僑光科技大學「班級」每日學

生健康狀況回報流程」辦理。 

C.因應疫情3月9日起全校學生(含日間部及進修部)入校必須量體溫，體溫異常者依

據「僑光科技大學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通報處理流程圖」 辦理。 

D. 3月11日發放學生量測體溫自主健康管理卡，宣導落實每日進校園量測體溫事宜，

落實體溫監測。 

2.教職員工防疫作業說明: 

(1).開學前居住校外之教職員生自主健康管理及居家檢疫說明: 本校於 2/3 建立旅

遊史問卷及健康回報系統，由環安中心掌握具中港澳(含轉機)旅遊史/居住史教職

員生之名單，並記錄僑光科技大學中港澳入境教職員工管理紀錄表。 

A.自主健康管理說明: 於1月17日(含)前入境台灣具中港澳(含轉機)旅遊史/居住史

之教職員，需進行為期 14 天之自主健康管理，並通報環安中心。 

B.居家檢疫說明: 於 2月2日(含)後入境台灣具中港澳(含轉機)旅遊史/居住史之教

職員工，需進行為期 14 天之居家檢疫，由環安中心造冊後，每天以 Line 或信

箱追蹤，並請受檢疫之教職員工回報早、 晚體溫及健康狀況。 

(2).開學後2月25日至疫情尚未趨緩期間如有國外出差或出遊之教職員，經人事室核准

後需於校內疫專區填寫旅遊史通報，以利後續人員追蹤關懷。 

(3).在校期間學校臨時性發現教職員工，於校園內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呼吸急

促等不適或緊急狀況者，校內通報專線1420，由護理人員進一步協助照護及就醫。 

(4).2月28日設置教職員工健康狀態通報系統，提供教職員工非在校期間發燒通報，並

健康關懷及追蹤。 

(5).3月11日發放教職員工量測體溫自主健康管理卡，宣導落實每日進校園量測體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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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落實體溫監測。 

3.校園環境防疫作業請參閱附錄八(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環境清潔

暨消毒作業計畫) 

 (十)、隔離之空間、物質、輔導之規劃:視疫情需要必要時實施隔離，由緊急應變小組會

議討論規劃之。 

(十一)、環境衛生之維護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及事務組進行 

1.環境衛生督導及定期消毒作業；當有疑似病發生時，立即實施消毒作業。 

2.感染性廢棄物之處理。 

3.宣導維護校園環境衛生。 

(十二)、學生心理輔導 

1.協助心理衛生宣導(FB)，減少全校教職員工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2.視校園需求，協助入班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3.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4.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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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僑光科技大學入校人員體溫量測站說明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越來越嚴峻， 3月9日起全校教職員、學生及訪客入校必須量體溫。

量測說明如下: 

一、測量時間:每日7:30起至21:00(21:00之後由校門警衛執行) 

二、測量地點:檢疫站A點-明誠樓南側走廊、檢疫站B點-南校門入口  

三、量測溫度達37.5℃以上者，請稍作休息再量測一次額溫，如兩次均37.5℃通報，衛保

組分機1353、1313；環安中心1420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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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僑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協助量測體溫注意事項 

一、協助量測體溫前注意事項：仔細清潔雙手→配戴外科口罩（注意密合度，口鼻確實包覆）

→戴手套及護目鏡→執行量測→量測完脫手套及護目鏡→卸下外科口罩（請將口罩棄置於

口罩回收桶，本校設置於檢疫站、圖書館 1樓） 

二、如何正確量測體溫 

(一)使用額溫槍（本校以額溫槍為主） 

1.測量位置：額頭（非接觸式，應距離 2～5 公分） 

 

2.正常溫度範圍：35℃～37℃左右 

3.注意事項：測量時容易受到額頭周圍如頭髮、帽子帽緣等遮擋物影響準確度，

因此測量時要維持額頭乾淨，排除遮住物。另如有流汗或油脂等，也要擦拭維持

乾爽。 

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 協助量測體溫人員請務必正確佩戴外科口罩，避免空氣、呼吸傳播之飛沫傳染。 

(二) 協助量測體溫期間，請勿接觸自身口、鼻及眼睛。 

(三) 協助量測體溫結束後，請務必確實洗手或消毒始返回各工作崗位。 

四、即日起開始使用自主健康管理卡蓋章確認量測體溫結果。 

五、若有遇到未帶紙本的學生、教職員工，請於手背明顯處蓋章。 

六、校外人士請給予標籤貼紙或手背明顯處蓋章。 

七、若量測溫度達 37.5℃以上者，請一旁稍作休息再量測一次額溫，如兩次均 37.5℃請通報，

衛保組分機 1353、1313；環安中心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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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僑光科技大學「班級」每日學生健康狀況回報流程 
1090305 

 

 

 

 

 

 
日間部導師於當日 14:00 前完成填報 

進修部導師於當日 23:30 前完成填報 

(全年校外實習班級不需填報) 

衛保組統計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同學名單 

日間部於當日 18:00 前完成 

進修部於隔日 12:00 前完成 

導師每日詢問班上同學 

是否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 

 

是否有發燒或呼
吸道症狀的同學 

給予電話關懷及衛教 

於當日 22:00前，將日間部發燒人數以 

email 通報校安中心。(進修部人數存參) 

進修部存參 

校安中心於隔日 09:00前將發燒人數通報 

教育部 

否 

是 

結案/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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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僑光科技大學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通報處理流程圖 

壹、 

 

貳、  

 

 

 

 

 

  

 

 

 

                                             

           

 

 

 

 

 

 

 

 

 

 

 

 

 

 

 

參、 

 

 

各單位及導師發現個案發燒（額溫≧37.5∘C或耳溫≧38∘C） 及呼吸道不適症 

1.立即請個案戴上外科口罩 

2.詢問 TOCC：旅遊史(T)、職業史(O)、接觸史(C)、群聚史(C)  

旅遊史：14 日內是否最近有到特定地區：如中國大陸、港澳、 新加坡、泰國…(依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 等地區旅遊、活動 

職業史：14日內是否派至特定地區出公差 

接觸史：14日內是否曾接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極可能或確定病例 

群聚史：14日內是否家人、親戚朋友有極可能或確定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 

評估是否為具

感染風險對象? 

1.先電話知會衛保組 (分機：1313,1353) 

2.聽從衛保組指示在原點等待或移動 

3.聯繫校安中心:04-27070785 

 確認是否為具

感染風險對象? 

專責護理師引導至隔離室 012 室 

1.確認生命徵象（TPR+BP） 

2.再次確認 TOCC史 

依個案症狀給予協

助就醫或返家休息 

1.追蹤關懷個案 

2.記錄並存檔 

主動聯繫 1922，聽從指示安排

就醫 (以救護車送醫為原則) 

 依個案症狀給

予協助就醫或返

家休息 

否(無 TOCC接觸史) 

是(發燒並含 TOCC任一史) 

是(確認) 

否(排除) 

1.依衛生福利部法規及醫囑採取隔離措施 

2.通報衛生單位並隔離就醫 

3.接觸學生及教職員工名冊，進行密切接觸者

居家隔離事宜 

4.轄區衛生所每日進行個案及接觸者追蹤訪查 

5.通知校安中心通報教育部及政府相關單位 

6.教務處: 

(1)依規定通知停課及復課準備 

(2)安排補課、補考措施。 

(3)安排停課學生（遭隔離學生）之課業輔導。 

7.各系辦公室及導師: 

(1)隨時掌握與個案接觸者出缺席狀況，密切關

切接觸者是否有傳染病感染之症狀。 

(2)協助疫情之追蹤與調查。 

8.校園清潔與消毒(含隔離室)  

9.給予病患或是隔離同學及其班級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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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校內出現通報個案、疑似個案或確診個案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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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組織圖 

 

 

 

 

 

 

 

 

 

 

 

 

 

 

 

 

 

 

 

召集人 

吳校長嘉生 

副召集人蔡源成學務長 

學校分機:1301 

電話:0933534588 

執行秘書 

衛生保健稅尚雪組長 

學校分機:1312 

電話:0921740551 

分組督導 

學務長 

分組督導 

總務長 

分組督導 

教務長 

分組督導 

(行政單位) 

環境安全衛

生中心主任 

分組督導 

(教學單位) 

三院院長 

分組幹事 

1. 軍訓室 

(校安中心) 

2. 衛生保健組 

3. 生活輔導組 

4. 諮商輔導中心 

5. 課外活動指導

組組 

6. 服務學習組 

7. 陸生輔導組 

 

分組幹事 

1.事務組 

2.保管組 

3.文書組 

分組幹事 

1.註冊課務組 

2.綜合業務組 

3.教學發展中

心 

分組幹事 

1.一級主管 

分組幹事 

1.各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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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小組分工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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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各單位聯絡窗口 

職稱 單位職稱  姓名  校內分機 

召集人 校長  吳校長嘉生 1101 

副召集人 學務長  蔡源成學務長 
分機:1301 

0933534588 

執行秘書 衛生保健組組長  稅尚雪組長 
分機:1312 

0921740551 

分組督導 教務長 林教務長群博 1201 

分組督導 學務長  蔡源成學務長 1301 

分組督導 總務長  歐總務長昱廷 1401 

分組督導 商學與管理學院院長  王院長冠閔 8511 

分組督導 觀光與餐旅學院院長  劉院長國成 2761 

分組督導 資訊與設計學院院長  程院長榮祥 2771 

分組督導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蔣主任博欽 1431 

教育部及地方政府 

通報窗口主辦人 
校安中心 汪匯濱 09151132277 

學校通報窗口 

衛保組 
分機:1313、1353 

(上班日:周一至周五) 

校安中心 04-27070785(24小時) 

僑光科技大學電話 04-2701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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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物資整備一覽表 

編號 項  目 數量 單位 

1 口罩 
10,500 

(教育部提供) 
片 

2 額(耳)溫槍 
42 

(教育部提供) 
支 

3 酒精 150 罐 

4 手套 20 盒 

5 漂白水 100 瓶 

6 次氯酸水 500 公升 

7 N95 口罩 50 個 

8 防護衣 20 件 

9 熱像儀 4 組 

10 護目鏡 4 個 

11 防護面罩 6 組 

*各單位防疫物資檢核表，請參閱附錄十八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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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叁、附錄 

附錄一: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編撰) 

附件二: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停課、復課、補課計畫(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編撰) 

附件三:僑光科技大學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原則(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編撰) 

附錄四:僑光科技大學因應疫情停課補課處理規範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編撰) 

附錄五: 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遠距教學規範(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編撰) 

附錄六: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校外實習應變措施(產學處、國際兩岸事

務處編撰) 

附錄七: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服務說明與防疫措施(圖書館編撰) 

附錄八: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教職員工請假相關規定(人事室編撰) 

附錄九:僑光科技大學體育室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措施(體育室編撰) 

附錄十:僑光科技大學體育場館及運動專業教室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措施(體育室編

撰) 

附錄十一: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環境清潔暨消毒作業計畫(環安衛中心編

撰) 

附錄十二: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校園公眾集會作業計畫(環安衛中心編撰) 

附錄十三: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宿舍防疫措施(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編撰) 

附錄十四: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社團防疫與活動應變措施(學生事務處課外

活動組編撰) 

附錄十五: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餐廳防疫應變措施(學生事務處衛保組

編撰) 

附錄十六: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諮商輔導中心防疫應變措施(學生事務處諮

商輔導中心編撰) 

附錄十七:僑光科技大學設計與資訊學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設計與資訊學院編

撰) 

附錄十八:僑光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學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商學與管理學院編

撰)  

附錄十九: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觀光與餐旅學院編

撰) 

附錄二十:因應校園嚴重特殊性肺炎疫情整備情形檢核表(教育部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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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 
民國 109 年 2 月 12 日教務處防疫會議通過 

民國 109 年 3 月 3 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3 次防疫會議通過 

民國 109 年 3 月 26 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7 次防疫會議通過 

一、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持續延燒，為讓本校學生安心就學，避免因防疫措施屆時無法返校

而影響就讀權益，依據政府相關命令及行政規則訂定本安心就學措施，提供學生彈性修業

機制。 

二、實施對象：本校陸生、港澳學生及其他學生因防疫措施無法返校就學者。 

三、安心就學措施 

項目 安心就學措施 

開學選課 選課機制予以放寬，使學生選課不受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學分數限制。 

註冊繳費 
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本校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申請延後註冊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
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理相關作業。 

修課方式 

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前提下，得以彈性措施，方式如下： 

一、全校性或全班停課：以遠距教學協助學生修讀課程。 
二、陸生、港澳學生、僑生及外籍生無法返校上課：得由授課教師以遠距教學，

協助學生修讀課程。 

考試成績 
得依科目性質，調整成績評定方式，以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處理科目成績，補考
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學生請假 
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本校學務處辦理請假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得委託他
人辦理相關作業，缺課之時數，不受缺課扣考、勒令休學規定限制。 

休退學及復

學 

一、休學申請：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本校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申請休學及檢具相關
證明補辦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理相關作業，毋須註冊及繳納相關學雜費
用，不受期末考試開始後不得申請休學規定之限制；休學期限屆滿仍無法復
學者，得予專案延長休學期限。 

二、學雜費退回：不受學生休退學時間點限制。 

三、放寬退學規定：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使學生不受學業成績不及格
退學規定限制。 

四、復學後輔導：若學生復學時遇有原肄業系所變更或停辦時，輔導學生至適當
學系所修業，且系所應對學生進行選課輔導。 

五、延長修業期限：若學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應修科目學分者，以專案延
長其修業期限。 

畢業資格 

一、畢業應修科目學分：依課程之科目性質，酌情調整課程(如實習、體育及服
務學習)之學習內涵及學習時數。 

二、其他畢業資格條件：放寬學生畢業資格條件(如英文檢定、證照考試)，提供
學生替代方案。 

資格權利保
留 

一、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由國際與兩岸事務處協助學生保留赴境外修
讀雙聯學位、研修或交換之資格。 

二、請系上協助學生保留參與職訓課程、建教或產學合作計畫等之資格。 

學校相關輔
導協助機制 

一、啟動關懷輔導機制：瞭解學生身心狀況、課業學習、職涯輔導之實際需求，
適時轉介相關單位，以提供所需資源，協助學生渡過困難。由教務處為單一
窗口，以彙整個案現況、專案輔導結果、提供配套措施及後續修業情形等資
訊，並依教育部規定時程及窗口進行回報，統一訊息來源，依「個人資料保
護法」維護學生個人隱私。 

二、專案輔導單一窗口專人：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李雅琴小姐 

四、本案經教務處防疫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辦理，修訂時亦同。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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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停課、復課、補課計畫 

民國109年3月3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次防疫會議通過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本校停課、復課及補課之運作，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一、停課依據 

    依 109年2月19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肺中指字第1090030066號函辦理。 

二、停課標準及實施辦法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標準」辦理。 

三、補課  

（一）教師因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教師所授課程均停課時，該教師

課程依「僑光科技大學教師請假補課辦法」辦理調補課。 

（二）凡達停課標準而停課之班級，均應於學期中(畢業班應於畢業考前)擇定時間到校補

課。補課可利用空堂或指定之假日(含週六、週日、一般假日等)，或正常上課後之

課前、課後時間補課，或以遠距教學協助學生修讀課程。 

（三）若有2 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依規定全校停課時，於

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前提下，得以彈性措施，如同步或非同步之遠距教學協助學生

修讀課程。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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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安心就學方案 

（一）依「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實施辦理。 

（二）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因應肺炎疫情專區)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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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原則 

民國109年3月26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7次防疫會議通過 
一、 招生考試防疫措施處理原則 

（一）試場環境通風與消毒 

1.打開門窗，確保試場通風良好。 

2.試場需全數以酒精或稀釋漂白水消毒。 

3.間隔較長之休息時間（如午休時間），試場可視實際需求再次消毒。 

4.試場預備酒精或消毒器具，提供試務工作人員及考生清潔使用。 

5.考試結束後，全數試場再次消毒。 

（二）考生旅遊史應事前主動通報 

1.事前請考生主動通報旅遊史：事先聯繫通知考生，在考試當日前14 天內，有二級以上

流行地區旅遊史，應主動通報。若為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請配合留在家中；若為自

主健康管理者，則應至隔離考場並全程配戴口罩應試。 

2.考試當日提醒：考試當日張貼宣導公告，提醒考生應主動通報旅遊史。 

（三）健康管理 

1.體溫量測：於考試當日準備額溫槍等體溫量測器材，供考生量測體溫；試務工作人員則

皆需量測體溫。 

2.健康狀況說明及管理： 

（1）考生應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如有發燒（≧38∘C）或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應主動

告知監試人員，並應自備口罩且主動配戴後，方得進入考試試場應試。 

（2）協助考生量測體溫時，如遇學生有發燒情形，應詢問其旅遊史及有無呼吸道感染及

腹瀉等症狀，並協助適當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療。 

3.健康試務工作人員及考生無需隨時配戴口罩。 

（四）隔離措施 

1.掌握試務工作人員健康狀況及旅遊史，如有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至二級以上流行地區旅

遊史，請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不能擔任試務工作人員並安排其他人員替代。 

2.請考生主動通報旅遊史，如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有二級以上流行地區旅遊史，且正在進

行自主健康管理者，請配合安排至隔離試場應試。 

3.學校應設置隔離試場；考試當日應依試場規則及實際應試需求，啟用隔離試場。 

4.考試期間，如有考生發燒或咳嗽等呼吸道感染不適症狀，應詢問考生意願，並採取適當

防護措施、協助就醫或至隔離試場應試。 

（五）醫療支援 

1.請醫護人員留意試務工作人員及考生身體狀況，協助處理考生突發傷病。 

2.請監試人員全程留意考生身體狀況。 

二、 其他注意事項 

（一）提前報到：為配合量測體溫等防疫措施，請考生提前進行報到作業。 

（二）請監試人員與考生保持適當距離，且於考試開始前打開門窗注意環境通風。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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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因應疫情停課補課處理規範 

民國 109 年 4 月 9 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9 次防疫會議通過 

 

一、停課依據  

(一)依109年2月19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肺中指字第1090030066號函辦理  

(二)依「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停課、復課、補課計畫」辦理 

 

二、停課標準及實施辦法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標準」辦 

理，大專校院學校停課標準已報經教育部專案核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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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停課期程為14天 

 

三、因夜間課程相當緊密，無法進行全校性調補課，若學期延後結束，會影響各項業務、學生

就業等，因此，進修部課程在停課期間必須以遠距方式辦理。有特殊情形，得以申請調補

課方式辦理。 

 

四、日間部課程授課教師可選擇調補課(須於學期結束前)或採遠距教學方式辦理。  

 

五、70人以上班級，因室內集會人數上限持續修正，因此必須預先進行遠距教學演練，預作準

備。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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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遠距教學規範 

民國 109 年 4 月 21 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10 次防疫會議通過 

依據「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以及「僑光科技大學數位

課程審查暨考核準則」，因應疫情訂定遠距教學規範如下： 

一、全校性或全班停課（以兩周為例）： 

依據 109 年 3 月 31 日教育部公告「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復

課及授課因應防疫調整演練注意事項」規定，每次停課以兩週為限，可視情況延長。 

1.每週每堂課需提供至少 20 分鐘 PPT（含聲音）檔案，例如：停課兩週時，兩學分課程

在兩週內要提供 4 次 PPT 檔案。 

2.每兩週需提供至少 1 次議題師生互動，互動比率至少 10％。 

3.每兩週至少 1 次作業或報告。 

4.每兩週至少 1 次測驗。 

二、陸生、港澳生及外籍生無法返校上課（以 9 週為例，若為 18 週課程則以下條件乘以 2 倍） 

1.至少 14 次 PPT 教材(含聲音)。 

2.完成 2 次議題討論，師生互動必須達修課人數 10％。 

3.4 次作業或報告。 

4.2 次測驗或考試。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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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校外實習應變措施 

一、國外實習 :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升溫，本校於109年1月25日起與大陸各

實習廠商聯繫，先行安排學生陸續返台。108學年度大陸實習生人數為12人，除1

位預計於109年2月10日返台外，餘11位均於109年1月31日前返台。 

(二)、依據教育部109年2月5日台教文(二)字第1090016303號函說明第二點，考量疫情

發展現況及全體師生健康，各級學校赴陸短期教育交流及學生研習(交換、實習)

等活動暫緩辦理，視後續疫情發展再恢復交流活動。 

(三)、本校考量疫情發展之不確定性及短期間內疫情是否能有效控制，未免影響實習學

生之實習情形，已規劃並協助上述12位學生轉至國內其他實習廠商實習或返校修

課。 

(四)、請海外實習生確實遵守實習當地國家宣布之疫情措施。 

(五)、海外實習生因疫情之故提出終止海外實習返國需求，應先評估返國可能產生之風

險，取得家長同意下，本校協助海外實習生進行返國。海外實習生返國後應遵照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範，落實各項防疫管理措施。 

二、 國內實習 : 

(一)、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宣布之防疫措施與規範辦理。 

(二)、就境內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須隔離或遭感染，或實習機構發生感染個案之因應

措施如下： 

1.依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導師配合事項，由導師進行「僑光科

技大學學生寒假出國調查」，瞭解學生健康情形、近期出國旅遊史。 

2.請實習輔導老師提醒實習學生務必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各項防疫規定及

措施，並保護自身健康及安全。期間如有任何問題請立即尋求實習輔導老師協

助。 

3.境內實習學生如遇實習機構發生感染個案致有感染風險者，應依首揭措施居家

隔離 14日，居家隔離期間仍核計實習時數且不影響實習考核，該期間之實習薪

資於不牴觸實習合約之前提下，依實習機構彈性措施規範處理。 

4.境內實習生若因感染需要治療者，由系上導師依「僑光科技大學特殊個案學生

輔導辦法」，協助實習生向諮輔中心提出特殊個案申請，特殊個案在輔導期間，

實習成績得以多元評量方式進行。實習輔導教師並應與實習機構、學生或學生

家長共同會商實習合約是否終止，以及學生治癒後返回實習機構述職之方案。 

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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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服務說明與防疫措施 

一、 配合本校防疫作業規定，落實館舍每日定時清潔消毒三次。 

二、服務台備有消毒酒精、稀釋漂白水、洗手皂供讀者使用。 

三、工作人員（含工讀生）上班須先量測體溫。第一線工作人員一律配戴口罩、

手套，讀者入館前一律測量體溫，額溫高於 37.5℃禁止入館，並立即通報

衛保組，服務台前增設體溫量測區動線管制，以維持安全衛生之閱覽環境。 

四、開啟全館門窗，暫停密閉式空間（無對外窗之討論室、視聽小間）借用。視

聽中心僅開放公共閱聽區借用。 

五、避免讀者近距離接觸，調降閱覽座位密度，增加讀者間的使用距離，閱覽區

六人座閱覽桌改為三人座位，以利區隔。 

六、製作防疫主題海報、網頁、電子看板及防疫 mail通報加強防疫宣導。 

七、讀者入館得自行斟酌配戴口罩、勤加洗手。讀者在館內如有身體不適，請主

動告知館方人員，以提供必要協助。若有發燒、咳嗽或急性呼吸道感染等症

狀，禁止入館；並應配戴口罩，儘速就醫。 

八、防疫期間暫停聯盟館、校友、業師與校外人士換證入館，並暫停圖書館參訪

及導覽活動申請。 

九、因疫情影響或居家隔離無法返校之師生，若有圖書借閱逾期或使用電子資源

問題，可聯繫圖書館（email至 lib@ocu.edu.tw信箱）或電洽圖書館流通

櫃臺（04-27016855 轉 8110），將依個案協助處理。 

十、相關防疫措施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與本校防疫作業規定，隨時調整

並公告之。 

 

 

附錄七 

mailto:email至lib@ocu.edu.tw


25 
 

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教職員工請假 

相關規定  

本校教職員工如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病例，或遭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

理時之請假規定如下：(依據教育部 109 年 2 月 3 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15025號函、109 

年 3 月 3 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30407號函、109 年 3 月 5 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31443

號函及衛服部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資訊)  

一、確診病例，應實施強制隔離，隔離期間核給公假。  

二、醫療機構針對符合通報定義之疑似病例進行通報後，在檢驗結果確認前於醫院隔離期間，

由地方政府衛生局開立隔離通知書，該期間核給公假。  

三、與確定病例接觸，應實施 14 日居家隔離，核給公假。  

四、有列於國際旅遊疫情等級中之國家地區(註1)旅遊史或居住史者，入境後應實施 14 日健

康關懷(居家檢疫)，核給公假。 

五、經有列於國際旅遊疫情等級中之國家地區(註1)入境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應實施 14 日

健康追蹤，或屬通報個案但已檢驗陰性且符合解除隔離條件，應實施 14 日自主健康管理，

期間避免出門，出門戴一般外科口罩，早晚量體溫，以病假辦理，且不列入年度病假日數

計算。  

六、因校園停課延伸照顧子女需求之請假規定，分述如下： 

(一)符合下列規定之家長其中1人得申請防疫照顧假： 

１、有照顧 12 歲以下學童、照顧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含高中、高職、五專一、二、三年

級）或國民中學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子女需求者。 

２、短期補習班、幼兒園及兒童照顧服務中心等教育機構，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規定停

課者，或自主替幼兒請假者，而有照顧子女需求者。 

(二)前述家長包含父母、養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子女之人（如爺爺、奶奶等）。 

(三)防疫照顧假，不支薪。 

(四)除申請防疫照顧假外，亦得依現行各類人員所適用之請假規定以事假（家庭照顧假）、

休假或加班補休辦理。 

(五)各機關對所屬人員依前開規定所申請之各項假別，均應予准假，且不得影響考績或為其

他不利處分。 

註1：國際旅遊疫情等級公告網址: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Index/NlUwZUNvckRWQ09CbDJkRVFjaExjUT09 

前往列於國際旅遊疫情等級中之第一級注意(Watch）及第二級警示(Alert)國家、地區（含

轉機）者：依指揮中心規定，回國後需實施自主健康管理14天，不要到校，除因公奉派前往外，

若非必要，避免前往，如仍前往者，屬可歸責當事人情形，不核給不列入年度病假日數及考績

計算之病假。如需請假，依各類人員請假規則規定以休假、事假、病假或加班補休等假別辦理。 

 

附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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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體育室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措施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持續延燒，加強校園對法定傳染病的防治工作，訂定此措施以維

護教職員工生健康、受教及工作權益。 

二、實施對象：體育室教職員工生。 

三、實施方式 

(一)利用上課時間，強化衛生教育宣導，建立自主健康管理觀念。加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衛生教育宣導，自主隔離或健康管理師生狀態掌控，並提供支持性環境，以達成疫情監

測與避免群聚事件發生。 

(二)主動關心學生健康狀況，若發現有發燒(額溫≧37.5℃)或類流感症狀之教職員生，應戴口

罩、儘速就地就醫，並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原則，不出門，減少或避免與他人接觸，

在家休養並自主健康管理直至症狀解除後24小時始返校，並通報衛生保健組(學生)及環安中

心(教職員工)，以利個案追蹤及通報校安中心。 

(三)宣導事項： 

1.上課前讓學生至最近的洗手枱進行手部徹底清潔。 

2.咳嗽或打噴嚏時，使用紙巾或衣袖遮住口鼻。 

3.注意營養、均衡飲食、適度運動、充足睡眠，增強個人免疫力。 

4.落實肥皂勤洗手、咳嗽戴口罩等個人防護措施。 

5.避免接觸活體動物及動物屍體、避免食用生肉或生蛋。 

(四)維持教室通風：打開教室窗戶、氣窗，使空氣流通；維持通風設備的良好性能，並經常清

洗防塵網。沒有必要，盡可能不使用冷氣空調。 

 

 

 

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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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體育場館及運動專業教室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應變措施 

為減少學生可能被「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感染或成為傳染源之

機率，體育室即日起將實施下列措施，以保障到體育場館及運動專業教室學生健

康。 

 實施方式： 

一、  運動場館定期環境消毒清潔工作，特別針對入館學生手部易接觸之範圍，加

強清潔工作及頻率；並使用 1:100 (500ppm)漂白水稀釋液或 75%酒精消毒液，

擦拭場館各處把手、電燈開關、桌椅。 

二、  維持室內空氣流通，打開教室窗戶、氣窗，檢查通風設備有無問題。  

三、  進入場館上課的師生均請先至鄰近洗手台以洗手乳或肥皂洗手才進入室內上課。 

四、 進入體適能教室一律均需量測額溫並使用酒精進行手部消毒。若有發燒(≧37.5℃)及

呼吸道不適之狀況請勿進入使用，並轉介至衛保組。 

五、 體適能教室暫不開放校友進入使用。 

六、 上課器材每日進行酒精消毒(羽球拍、桌球拍、撞球桿、體適能器材等)。 

七、 體育專業教室除上課外不對外開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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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環境清潔暨消毒作業計畫 

第一版 109/02/25 

第二版 109/03/12 

一、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中有關通風與消毒作業原則規範，

訂定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環境清潔暨消毒作業計畫。 

二、開學前校園環境清潔週 

（一）全校性消毒作業：於開學前 3日完成全校性大型消毒作業，消毒範圍包含校內各棟建築

物各樓層公共區域空間及教學空間。 

（二）公共區域易及觸摸處消毒作業：開學前，由總務處事務組完成每日一次公共區域空間易

及觸摸處消毒擦拭作業。易及觸摸範圍包括門把、樓梯扶手、開關按鍵、電梯面板及按

鍵、教室內麥克風等處，完成後紀錄備查（檢核表如附件一所示、工作人員分配表如附

件二所示）。 

（三）辦公室空間易及觸摸處消毒作業：開學前，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督導各單位辦公室完成

每日一次辦公室空間易及觸摸處消毒擦拭作業。易及觸摸範圍包括門把、開關按鍵、工

作桌面、櫃檯桌面、話機及聽筒、通用文件櫃或夾、常用文具用品、鍵盤及滑鼠等處，

完成後紀錄備查（檢核表如附件三所示）。 

（四）消毒通風宣導：開學前，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透過電子郵件向各單位及教職員工宣導保

持辦公室及教學環境通風，另提供校內消毒物資領取原則等各項資訊。 

三、開學後校園環境清潔消毒作業 

（一）全校性消毒作業：每月月底執行一次全校性大型消毒作業，消毒範圍包含校內各棟建築

物各樓層公共區域空間及教學空間。 

（二）公共區域易及觸摸處消毒作業：開學後，由總務處事務組完成每日三次公共區域空間易

及觸摸處消毒擦拭作業。易及觸摸範圍包括門把、樓梯扶手、開關按鍵、電梯面板及按

鍵、教室內麥克風等處，完成後紀錄備查（檢核表如附件一所示、工作人員分配表如附

件二所示）。 

（三）辦公室空間易及觸摸處消毒作業：開學後，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督導各單位辦公室完成

每日至少一次辦公室空間易及觸摸處消毒擦拭作業。易及觸摸範圍包括門把、開關按鍵、

工作桌面、櫃檯桌面、話機及聽筒、通用文件櫃或夾、常用文具用品、鍵盤及滑鼠等處，

完成後紀錄備查（自主檢核表如附件三所示、自主檢核表雲端系統如附件四所示）。 

（四）消毒通風宣導：開學後，持續依疫情發展提醒各單位相關注意事項及消毒物資領取事宜。 

四、居家檢疫學生宿舍清潔消毒 

（一）第一階段：居家檢疫同學隔離期滿後，清潔消毒人員著個人防護裝備，並用 75%酒精擦拭

房間設施（床、書桌、椅子、衣櫃等）及 0.06%漂白水清潔地板、浴廁等。 

（二）第二階段：清潔消毒人員著個人防護裝備使用承裝消毒殺菌藥劑之噴灑器，將居家檢疫

房間全部噴灑藥劑後，關閉門窗靜置 3天。 

（三）第三階段：用清水清潔房間並開窗通風。 

五、各項環境清潔消毒作業持續執行至疫情結束為止。 

附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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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僑光科技大學各樓棟防疫消毒工作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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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僑光科技大學各樓棟防疫消毒工作人員分配表 

 

序 負責人 樓別 區域範圍 

1 王清林 弼臣樓 
弼臣樓、設計大樓手扶梯(共計 4 面) 

弼臣樓、設計大樓電梯 

2 黃淑貞 立信樓 
立信樓(共計 4 面) 

立信樓電梯 

3 劉速美 清源樓 清源樓手扶梯(共計 4 面) 

4 羅淑錦 僑光館 
僑光館手扶梯(共計 4 面) 

僑光館電梯 

5 薛娟娟 
仲玉樓、

人文書院 

仲玉樓、人文書院手扶梯(共計 4 面) 

6 廖阿春 明誠樓 

明誠樓手扶梯(共計 2 面) 

明誠樓電梯  

041、042、043、044、045、046、047、

048、052、053、054、055 

7 吳玉娟 弼臣樓 

314(大教室)、341、342、343、344(大教

室)、 

雁閣樓會議廳、音鑑廳(使用後消毒清理) 

8 廖淑萍 立信樓 

141、142、143、144、145、151、152、

153、154  (每間教室四個門扇) 

僑光館國際會議廳(使用後消毒清理) 

9 賴素琴 清源樓 

224、225、231、232、234、235、241、

242、243  (每間教室四個門扇) 

圖資東側電梯(兩台) 

10 詹清景 清源樓 

244、245、251、252、253、254、255 

(每間教室四個門扇) 

圖資西側電梯(四台) 

11 廖秀緞 明誠樓 

021、022、023、024、025、026、027、

028、031、032、033、034、035、036、

037、038 積中堂會議室(使用後消毒清理) 

12 張瑞展 圖資樓 圖資西側 12F~B2 手扶梯(下午 1 點時起) 

13 廖福順 圖資樓 圖資東側 12F~B2 手扶梯(下午 1 點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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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僑光科技大學環境清潔消毒自主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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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僑光科技大學環境清潔消毒自主檢核表雲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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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校內公眾集會管理措施 

第一版 109/02/25 

第二版 109/03/12 

第三版 109/03/25 

第四版 109/04/09 

六、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中有關公眾集會指引規範，訂定本

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校內公眾集會管理措施。 

七、集會活動適用範圍及主要原則 

依據我國「集會遊行法」第 2 條，「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

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考量集會活動通常人潮擁擠，長時間且近距離接觸，具有高度傳播

風險，一旦出現疑似或群聚事件，將提高防疫難度。依我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說明，

室內超過 100 人以上、室外超過 500 人以上的公眾集會活動建議停辦，以減低社區感染的

風險。 

八、集會活動辦理前 

(一)集會活動辦理前（室內 100人、室外 500人以下之公眾集會）請各主辦單位依國內外疫

情現況、集會性質與參加者特性進行相關風險評估，決定活動是否如期舉辦或延期辦理。

若確定辦理活動，活動持續時間請儘量縮短，活動辦理場所則以戶外場地空間或環境通

風良好之室內空間為主。 

(二)為保障全體活動參與人員健康，主辦單位需宣導參與者生病應在家休息不得參加集會活

動，另請參與者無隱匿填寫健康聲明書（參考範本如附表一所示）後，始得參與活動。

對於有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代謝疾病者（含糖

尿病）、血紅素病變、免疫不全需長期治療者、孕婦等，於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流行期間，建議其避免參加活動。 

(三)於活動會場出入口應張貼宣導有關「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手部清潔、呼吸道衛生、

咳嗽禮節、有呼吸道症狀之參與人員應配戴口罩及與他人保持室內 1.5 公尺及室外 1 公

尺以上之社交距離等訊息。 

(四)確認活動現場空間大小及參與人數，若活動現場不能維持室外 1公尺及室內 1.5公尺之

社交距離規範，就應要求參與活動者全面配戴口罩；若確認可維持室內外社交距離規範，

事先應宣導參與活動者一旦須近距離接觸或交談，應立即配戴口罩，且參與活動者應設

置有固定座位。 

(五)主辦單位活動辦理前應自行或協調校內負責消毒工作同仁，完成活動會場及公共區域易

及觸摸處環境清潔消毒作業。 

(六)入口處設置檢疫站及準備相關防疫物資(消毒酒精、口罩及監測體溫儀器等)，適切安排

人力，另應預先設置適當的隔離或安置空間。防疫物資請領依校內公告為原則。 

(七)各項準備作業之最終檢核與確認由活動主辦單位指派專責人員填寫集會活動整備自主

檢核表（參考範本如附表二所示）。 

九、集會活動當天 

1. 導引活動參與者先行至檢疫站量測體溫（額溫槍量測皮膚表面溫度以 37.5度以上，

耳溫槍則以 38 度以上為發燒標準）及補繳交或填寫健康聲明書，如有發燒者

主辦單位應立即拒絕該員參與活動，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請其先行至適當

附錄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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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隔離或安置空間）及引導其就醫治療。 

2. 室內活動現場打開門窗、氣窗及前後門，使空氣流通，維持通風設備的良好性能。非必

要，盡可能不使用冷氣空調。 

3. 活動期間工作人員需注意活動參加者彼此是否維持室外 1公尺及室內 1.5公尺之社交距

離規範、近距離接觸或交談是否配戴口罩、是否就坐於其固定座位等事項。 

4. 將所有參與人員(含工作人員)簽名造冊（參考範本如附表三所示），以利後續追蹤。 

十、集會活動辦理後 

活動辦理後應再次進行活動會場及公共區域易及觸摸處環境清潔消毒作業，並恢復場地佈

置。 

十一、相關防疫管理措施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與本校防疫作業規定，隨時調整並公告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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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冠肺炎」健康聲明書（範本） 

 

您好，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僑光科技大學十分關心您的健

康，多一分準備，就能多一分安心。為了提供您最好的後續照顧，請協助我們填寫下列資料，

並詳細閱讀注意事項，敬祝您身體健康，事事順心。 

 

姓名：                         出生：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所屬(或受邀來訪)之系所/單位：                                                  

校外單位/公司名稱：                                                            

前來本校參與之活動(公務)名稱：                                                 

於本校參與活動(公務)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手機：                       

 

1. 最近14天內是否自國外返台： 

□是，國家名稱：                                                           

□否 

2. 最近14天內是否出入人潮擁擠處： 

□是，地點名稱：                                                           

□否 

3. 最近14天內是否出現以下症狀： 

□發燒(≧38℃) □咳嗽 □喉嚨痛 □呼吸道窘迫症狀(呼吸急促、呼吸困難)  

□流鼻水 □肌肉酸痛 □關節酸痛 □腹瀉 □其他症狀                            

□無 

4. 您是否曾為衛生主管機關列管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居家檢疫或自我健康管

理個案? 

□否□是，居家檢疫或自我健康管理日期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請詳細閱讀以下注意事項，於校內活動期間配合防疫措施，並請簽名 
1. 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可使用肥皂和清水或酒精性乾洗手液進行手部衛生

清潔，且儘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2. 維持室外1公尺及室內1.5公尺之社交距離規範，一旦須與他人近距離接觸或交談，應立

即配戴口罩。 

3. 倘若於校內活動期間內有發燒（≧38℃）、咳嗽、喉嚨痛、呼吸道窘迫症狀、流鼻水、

肌肉酸痛或關節酸痛等不適症狀，應立即配戴口罩並主動通報主辦單位後，由主辦單位

通報衛保組/環安中心以協助您就醫。 

 

本人所填資料無誤，且已詳閱以上之說明並願意配合防護措施 
 

簽名：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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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集會活動整備自主檢核表（範本） 

主辦單位/班級社團： ；單位主管/指導老師： 

填表人： ；聯絡電話：   

集會活動名稱：     

檢核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項次 檢查項目 
自主檢核 

備註 
是 否 

1 是否已預先設置適當隔離或安置空間？    

2 是否為戶外空間或環境通風良好之室內空間

辦理？ 

   

3 是否已張貼相關防疫宣導告示？ 
   

4 是否可維持室內外社交距離規範？ 
   

5 是否已要求活動參與者填寫健康聲明書？ 
   

6 
是否已備妥防疫物資？（如口罩、手套、額

（耳）溫槍、消毒酒精、次氯酸水等） 

  目前備有物資： 

※口罩           個 

（所有參加者請自備） 

※額(耳)溫槍   支 

※酒精    罐、次氯酸水    罐、或

其他                

（至少擇一消毒用品即可） 

7 是否供應足夠洗手乳、肥皂等手部清潔用品？ 
   

8 
是否已完成活動會場及公共區域易及觸摸處

環境清潔消毒作業？ 

   

9 其他                          
   

註：本表各單位可依照實際需求增減項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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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僑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集會活動簽名表（範本） 

主辦單位/班級社團： ；單位主管/指導老師： 

集會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類別 
(工作人員/參與

人員/教師等) 

單位/班級 姓名 學號 連絡電話 
體溫 

(發燒:額溫37.5度或

耳溫 38度以上) 

備註 
(處理措施:就醫/返

家/停止集會活動等) 

       

       

       

       

       

       

       

       

       

       

       

       

註：一、本表可延伸使用且各欄位請各單位依實際需求調整； 
二、表格內容請正楷並詳實填寫； 
三、本表請主辦單位保留 30日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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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宿舍防疫措施 

一、依據中央疫情流行指揮中心發佈之相關規定，本校啟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及配合教育部學生安心就學措施，已安排本校觀餐大樓實習旅館安置管理(並非本校學

生宿舍)，採一人一間一衛，進行嚴格隔離檢疫措施。 

二、住宿生入住報到時執行項目： 

(一)、填寫旅遊史暨自主健康調查表，未填寫者不得入住，並造冊記錄追蹤學生健康狀況。 

(二)、入住時測量體溫如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寒假期間曾有中港澳轉機、旅遊或接觸史者： 

1、本國籍學生：不得住宿，請同學自行就醫並返家進行「居家自主健康管理」14天後方可

返校。若違反防疫規定，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辦理。 

2、非本國籍學生（含外籍生、港澳生與僑生）：於校內觀餐大樓實習旅館進行「居家檢疫」

14天後方可回宿；集中管理期間，由學校協助提供三餐及健康追蹤管理。若違反防疫

規定，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實施住宿生體溫量測記錄，以掌握住宿生健康狀況及避免群聚感染風險。 

四、如發現疑似或確診個案，立即通報衛生保健組及校安中心，通知家長學生健康狀況，

並對個案寢室完成消毒工作。 

五、執行宣導同學個人應當勤洗手並留意自身狀況及體溫，如有發燒或身體不適等異常情

況，請配戴口罩並立即通知值班輔導員或校安中心教官協助就醫。 

六、本防疫應變措施原則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疫情狀況隨時調整，如有未盡事宜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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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社團防疫與活動應變措施 

壹、本校社團為加強新冠肺炎防疫措施，以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社

團防疫與活動應變措施」。 

貳、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 109 年 1 月 22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90013442 號辦理。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法」辦理。 

  三，依據 109 年 1 月 31 日「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辦理。 

參、應變措施內容 

  一、掌握學生社團活動大樓(仲玉樓)社室/會議室/練習室之使用及防疫宣導與通報 

1. 落實自我健康管理：有身體不適、咳嗽、發燒等症狀之社員禁止進入社團大樓。 

      2. 進大樓前後應將手洗淨，或使用消毒酒精或乾洗手消毒手部。 

      3. 開啟窗戶與社室/會議室/練習室大門，並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建議全程配戴口罩，盡量

縮短使用時間，離開社室前要記得關閉門窗。 

      4. 進大樓後如發現人員之體溫超過 37.5 度請立即停止使用社室/會議室/練習室。 

      5. 身體有類流感不適，應自主健康管理暫停參加課外活動，並告知其他成員，提醒注意

防範感染。 

      6. 不得強迫社員參加非自願性之活動。 

      7. 居家自主健康管理者，不能參加活動。 

   二、學生社團對活動辦理之防疫因應措施 

     (一)活動辦理規範 

      1.社團辦公室及社團教室應縮短使用時間。  

      2.社團規劃各項活動，限本校師生，並採取預先報名方式，活動企畫書中必須提出相關防

疫措施，最遲於活動日前 14 日將活動申請與企畫書送至課指組，經課指組與本校校安

中心審核通過後，使可辦理。活動辦理務必要確實執行防疫計畫，注意環境清潔及個

人衛生，活動前務必確認參與人員身體狀況，如有類流感、呼吸道症狀或發燒等情形

等請務必暫停參與活動，立即至本校衛保組、就醫或返家自主健康管理，活動結束需

立即繳交活動參與人員班級、學號、姓名之資料至課指組。 

       3.一般社團社課活動、社團會議、社團幹訓，建議改為線上辦理，或依照本活動規範第

2 點申請辦理。  

       4.室內活動：依照本「活動辦理規範」第 2 點及第 3 點辦理，60 人以上暫停辦理。 

       5.室外活動：依照本「活動辦理規範」第 2 點及第 3 點辦理，500 人以上暫停辦理。 

附錄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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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若須搭乘租用之遊覽車，除須依活動申請規定辦理外，遊覽車駕駛須檢附公司出具之

健康聲明切結，參與全員應全程配戴口罩。  

       7.校外活動之班遊、社遊、聯誼、外校聯合活動，請暫停辦理，待疫情緩和後再來考量。 

     (二)活動期間防疫作為： 

       1.室內： 

         (1)入場時確實進行體温量測(可向學生會借用額溫槍)及消毒(活動單位須自備)，發燒

人員暫停參與活動，返家自主健康管理。  

         (2)各活動須採預先報名或現場詳實簽到班級、學號、姓名等資料，以建立參與人員名

冊。  

         (3)參與活動人員需自備口罩，並由承辦人員視狀況規定活動是否全程戴口罩。  

         (4)各社團辦公室進行之活動盡量減少，保持空氣流通，視個人需要全程配戴口罩，並

盡量縮短實施時間。  

         (5)大型公共室內空間(如學生活動大樓、大小型會議室、玻璃屋、合氣道等)，應保持

空氣流通，並盡量縮短實施時間，有身體不適、咳嗽、發燒等症狀之社員，請勿進入

大樓。 

         (6)校外室內場域聚會應暫停辦理。 

         (7)前列活動前務必詢問參與人員有無類流感狀況，若然則請暫停參與活動，返家自主

健康管理。 

      2.室外：  

        (1)團康型活動盡量選擇陽光充足、空氣流通場所，視個人需要配戴口罩。  

        (2)運動型活動，運動前後需洗手，並於運動後將身體擦拭乾淨，運動全程依個人需要

配戴口罩。  

        (3)校外場域應盡量避免或減少，若為必要(如棒球場、籃球場等)請依該場域防疫管理做

法，應自主評估需要配戴口罩，活動前後要勤洗手及身體擦拭乾淨。  

        (4)前列活動前務必詢問參與人員有無類流感狀況，若有則請暫停參與活動，返家自主

健康管理。 

   三、考量集會活動形式、參與人數與疫情狀況，活動人數眾多或有安全虞慮，皆應與社團指

導老師及相關活動輔導人討論是否調整、延期或取消。 

   四、承辦活動單位應規劃防疫措施及備妥相關防護用品，環境消毒建議使用 1：100 的稀釋

漂白水（500 ppm），室內須維持良好的通風。 

   五、基於防疫及安全管理，活動應視急迫性及必要性為優先辦理順序，承辦單位須將活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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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法順利借用場地及申請核可之不確定性，列入活動辦理考量。 

   六、社團辦理活動期間，若有身體不適、呼吸道症狀或發燒等，應立即戴上口罩，至本校衛

保組，並立即停止參與活動。若 30 日內曾有出入境記錄或相關接觸史者，不得參與活

動。 

   七、其他未盡事項依照中央防疫機關及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校園防疫應變小組之措

施辦理。 

   八、相關防疫注意事項，公告學校首頁「新冠肺炎防疫專區」、「衛保組傳染病防治專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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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課外活動辦理原則 

修訂日期：109年3月31日 

一、依據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校園防疫應變計畫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適用對象為本校學生會、系學會、社團及班級課外活動等。  

三、辦理原則：  

(一)、自主管理：  

1.防疫期間應適時配戴口罩、勤洗手、注意飲食衛生、作息正常、勿熬夜，保持體力與抵抗

力。  

2.減少多人於密閉空間聚會，避免密閉空間活動。  

3.身體有類流感不適，應自主健康管理暫停參加課外活動，並告知其他成員，提醒注意防範

感染。  

4.不得強迫社員參加非自願性之活動。  

5.30日內曾有出入境記錄，不得參與活動。  

(二)活動辦理規範：  

1.社團應縮短社團辦公室及社團教室的使用時間。  

2.社團規劃各項活動，限本校師生，活動中不可飲食，並採取預先報名方式，活動企畫書中

必須提出相關防疫措施並填寫【僑光科技大學防疫期間辦理活動聲明(防疫_課外_附件一)】

及【僑光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風險評估檢核表(防疫_課

外_附件二)】，最遲於活動日前14日，連同「活動申請表」及「活動企畫書」送至課指組，

經課指組與本校校安中心審核通過後，使可辦理。 

3.活動辦理務必要確實執行防疫計畫，注意環境清潔及個人衛生，活動前務必確認參與人員

身體狀況，如有類流感、呼吸道症狀或發燒等情形等請務必暫停參與活動，立即至本校衛

保組、就醫或返家自主健康管理，所有參與人員須填寫【僑光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健康

聲明及管理同意書(防疫_課外_附件三)】與【僑光科技大學防疫期間社團活動簽到表(防

疫_課外_附件四)】，並請檢附活動防疫實施照片2張（電子檔），於活動結束立即繳交予課

指組輔導老師。 

4.一般社團社課活動、社團會議、社團幹訓等，建議改為線上辦理，或依照本「活動規範」

第2點及第3點申請辦理。  

5.室內活動：依照本「活動辦理規範」第2點及第3點辦理，60人以上暫停辦理。  

6.室外活動：依照本「活動辦理規範」第2點及第3點辦理，500人以上暫停辦理。 

7.若須搭乘租用之遊覽車，除須依活動申請規定辦理外，遊覽車駕駛須檢附公司出具之健康

聲明切結，參與全員應全程配戴口罩，。  

8.校外活動之班遊、社遊、聯誼、外校聯合活動，請暫停辦理，待疫情緩和後再考量。  

(三)活動期間防疫作為： 

1.室內： 

(1).入場時確實進行體温量測(可向本校衛保組借用額溫槍)及消毒(活動單位須自備)，發

燒人員暫停參與活動，返家自主健康管理。  

(2).各活動須採預先報名方式填寫【僑光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健康聲明及管理同意書】，

並現場以【僑光科技大學社團活動簽到表】詳實簽到，以建立參與人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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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與活動人員需自備口罩，活動中請全部人員全程戴口罩。  

(4) .各社團辦公室進行之活動盡量減少，保持空氣流通，須全程配戴口罩，並盡量縮短實

施時間。  

(5).大型公共室內空間(如學生活動大樓、大小型會議室、玻璃屋、合氣道練習室等)，應

保持空氣流通，須全程配戴口罩，並盡量縮短實施時間，有身體不適、咳嗽、發燒等

症狀之社員，請勿進入大樓。 

(6).校外室內場域聚會應暫停辦理。 

(7).前列活動前務必詢問參與人員有無類流感狀況，若然則請暫停參與活動，返家自主健

康管理。 

2.室外：  

(1).團康型活動盡量選擇陽光充足、空氣流通場所，建議全程配戴口罩。  

(2).運動型活動，運動前後需洗手，並於運動後將身體擦拭乾淨，建議配戴口罩。  

(3).校外場域應盡量避免或減少，若為必要(如棒球場、籃球場等)請依該場域防疫管理做

法，建議配戴口罩，活動前後要勤洗手及身體擦拭乾淨。  

(4) 前列活動前務必詢問參與人員有無類流感狀況，若然則請暫停參與活動，返家自主健

康管理。  

四、 考量集會活動形式、參與人數與疫情狀況，活動人數眾多亦或有安全虞慮，皆應與社團指

導老師及相關活動輔導人討論是否調整、延期或取消。 

五、 承辦活動單位應規劃防疫措施及備妥相關防護用品，環境消毒建議使用 1：100 的稀釋漂白

水（500 ppm），室內須維持良好的通風。 

六、 基於防疫及安全管理，活動應視急迫性及必要性為優先辦理順序，承辦單位須將活動存在

無法順利借用場地及申請核可之不確定性，列入活動辦理考量。 

七、 社團辦理活動期間，若有身體不適、呼吸道症狀或發燒等，應立即戴上口罩，至本校衛保

組，並立即停止參與活動。若 30日內曾有出入境記錄或相關接觸史者，不得參與活動。 

八、 本校課指組登記之社團校外指導老師需填報以下問卷，經課指組審核確認後，發給本校自

主健康管理卡，始可持卡進入校園：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0fkmIr3yC1REmYEYbQwzrEA_LtPFfmYCz3g

URD5HITbuF5A/viewform  

九、 社團活動單次講師或洽公人士，皆須活動日 1週前，進行填報以下問卷，經課指組審核確

認後，持課指組核發之通行證電子檔(防疫_課外_附件五)於檢疫站檢查，始可進入校園。

https://forms.gle/iZV5nDLP9JrUnWHdA 

十、 其他未盡事項依照中央防疫機關及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校園防疫應變小組之措施

辦理。 

十一、本原則陳請學務長核示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0fkmIr3yC1REmYEYbQwzrEA_LtPFfmYCz3gURD5HITbuF5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0fkmIr3yC1REmYEYbQwzrEA_LtPFfmYCz3gURD5HITbuF5A/viewform
https://forms.gle/iZV5nDLP9JrUnWH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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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防疫期間辦理活動聲明書 

一、 衛教宣導(活動前) 

(一) 活動前請宣導活動期間戴口罩，注意個人衛生。 

(二) 活動前請確認參加人員身體健康狀況，30日內曾有出入境記

錄、相關接觸史、或有感冒症狀者，皆不得參與本次活動。 

(三) 活動結束時，請大家勤於洗手。 

二、場地及人員管理(活動中) 

(一)室內場地空調儘量避免使用，以窗戶打開自然通風為宜。 

(二)填寫以下二份附件，於活動結束立即繳交資料至課指組。 

1. 「僑光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健康聲明及管理同意書  

(防疫_課外_附件二)」 

2. 「僑光科技大學疫情防疫社團活動簽到表           

(防疫_課外_附件三)」 

三、未盡事宜請依「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附錄

十一「【配合新冠肺炎防疫】學生課外活動辦理原則」辦理。 

活動申請單位(社團)： 

負責同學：                       連絡電話： 

指導老師或系主任： 

  

防疫_課外_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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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活動 
風險評估檢核表 

社團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年＿＿月＿＿日＿＿時＿＿分起至 ＿＿月＿＿日  ＿＿時＿＿分 

活動地點：＿＿＿＿＿＿＿＿＿＿＿＿＿＿     活動所屬：□室外空間  □室內空間 

※為保障師生健康與安全，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

引：公眾集會」訂定本表；防疫期間辦理活動，請確實評估活動風險。 

項目 檢核內容 是否具備 備註 

1. 活動前，能否事先掌

握參加者資訊 

(1)活動總人數 

(室內少於 60人、室外少於 100人)  
□是  □否 

室內     人 
室外     人 

(2)確認參加者姓名及聯絡電話 □是  □否  

(3)確認參加者旅遊史、確診病例接觸史 □是  □否  

(4)活動前進行症狀評估及體溫量測 □是  □否  

2. 活動空間之通風換氣

情況 

(1)室外活動 □是  □否 

 (2)室內活動，但通風換氣良好 

（以 60人為上限） 
□是  □否 

3. 參加者位置是否固定 

(1)參加者配有固定座位及製作座位圖 □是  □否 

 (2)參加者未配有固定座位及製作座位圖，

但為室外活動。 
□是  □否 

4. 參加者之間的距離 活動期間彼此間隔 1.5公尺以上 □是  □否  

5. 活動持續時間 原則上活動時間越長，風險越高 ____ 小時  

6. 可否落實手部衛生及

戴口罩 

(1)備妥防疫用品 □是  □否 

 (2)消毒雙手 □是  □否 

(3)配戴口罩 □是  □否 

活動負責人親簽：           社團負責人親簽：           社團指導老師親簽： 

備註： 

1. 為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社團辦理多人聚集之集會活動前須完成本表，並隨同活動申請表，最遲於

活動日前 14 日，一併送至課指組。未檢附者，所申請之活動將不予審核。 

2. 活動經確實評估風險後未具備前述檢核內容之任一項標準，則不得辦理。 

3. 本風險評估表僅作為學生社團辦理活動之參考，非絕對風險評估。學生社團辦理活動仍應落實相關防疫準備與

確實做好防疫措施。 

防疫_課外_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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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健康聲明及管理同意書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為保障全體活動參與人員的健康，依據傳染病防治法，敬請您確認下

列事項，保證您確實了解相關事項，無隱匿病情，並簽署同意書配合自主健康管理。 

一、本人未有類流感、流感或新冠肺炎。 

二、本人未持有衛生主管機關或檢疫人員開立之居家隔離通知書、居家檢疫通知書、健康

關懷通知書或自我健康管理通知書。 

三、本人未與疑似或確診病患直接或間接接觸。 

四、本人於活動開始日(2020年    月    日)前30日未有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

第三級警告國家旅遊史者（含轉機）或須實施14日居家隔離者。 

五、本人於活動開始日(2020年    月    日)前14日無下列症狀 

(一)上呼吸道症狀、胸悶胸痛、肺炎症狀。 

(二)發燒、畏寒、肢冷、關節痠痛等疑似流感或冠狀病毒之症狀。 

(三)其他高傳染性疾病之常見症狀。 

(四)自我評估健康狀況欠佳。 

六、活動期間將配合進行健康監測，於每日早/晚各量體溫一次、詳實記錄體溫及任何不適

症狀、遵守團體行動、落實衛生清潔。 

七、活動期間若有任何不適症狀將立即主動通報工作人員及戴口罩，依工作人員指示即刻

就醫治療，且不提供相關費用退費。 

八、若有隱匿病情情事或不配合防疫之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將依法處理。 

※請參加活動者親自於下表簽名，請勿代簽。 

班級 學號 姓名 班級 學號 姓名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防疫_課外_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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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防疫期間社團活動簽到表    

一、 活動時間：109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至     時   分 

二、 活動名稱： 

三、 活動地點： 

四、 活動簽到： 
1. 請各社團於進行各項活動時(含迎新送舊、社課、成果發表、社辦聚會等活動)，請參與同學及師

長務必簽到，請勿代簽，活動中請配戴口罩，不得於活動場所內飲食。 
2. 活動負責人請於活動當天結束後，利用拍照或掃描「簽到表」之方式，並檢附活動防疫實施照片

2張（電子檔），回傳給各社團輔導老師。 
3. 活動簽到表正本，請各社團務必留存，以備不時之需。 

 

編號 班級 學號 性別 簽到 

1   □男  □女  

2   □男  □女  

3   □男  □女  

4   □男  □女  

5   □男  □女  

6   □男  □女  

7   □男  □女  

8   □男  □女  

9   □男  □女  

10   □男  □女  

11   □男  □女  

12   □男  □女  

13   □男  □女  

14   □男  □女  

15   □男  □女  

 
【小計：男生：    人   女生：    人】  

 

 

防疫_課外_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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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_課外_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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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餐廳防疫應變措施 

一、餐廳員工開學前填寫「旅遊史暨自主健康調查表」，請近期有往返港、澳、中國

大陸的人員，務必自行居家隔離二週，並提供名單給業者以利後續追蹤。 

二、已請廠商配合要求員工近期有感冒、發燒、乾咳、呼吸困難等疑似症狀，請勿

安排該名工作人員上班，以防二次的感染，並請該員工先自行居家隔離，必要

時就醫。 

三、所有的工作人員上班前皆要進行體溫量測，均要配戴口罩，並用酒精消毒手部。 

四、學生餐廳定期以漂白水擦拭桌面及清潔地面。 

五、餐具取用區準備消毒用酒精供師生使用。 

六、保持門窗開啟，讓餐廳內部新鮮空氣流通。 

七、餐廳出入口將張貼相關防疫及勸導公告配合事項： 

(一)請進出餐廳師生務必配戴口罩，用餐前請先洗手。 

(二)疫情期間鼓勵師生自帶環保餐具使用。  

(三)疫情期間避免交談，用餐完後盡快離開餐廳。 

(四)請教職員生夾菜時要配戴口罩，勿交談，避免飛沫傳染，無配置口罩人員予以勸

導。 

(五)進入餐廳用餐者一律均需量測額溫並使用酒精進行手部消毒。若有發燒(≧37.5

℃)及呼吸道不適之狀況請勿進入，並轉介至衛保組。 

 

附錄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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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諮商輔導中心防疫應變措施 

壹、依據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校園防疫應變計畫訂定。 

貳、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諮商輔導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特訂定本應變措施，使

防疫期間得推展中心業務，維護校園師生身心健康。 

參、本中心業務採雙軌並行，以下分行政業務及輔導業務列述： 

一、 行政業務： 

(1)例行會議依參與人數選擇可間隔座位之地點辦理，開啟室內門窗，注意環境通風，並

於簽到處備酒精消毒。 

(2)大型會議依內容彈性辦理，降低群聚風險，例：導師會議，以紙本及電子雲端方式傳

遞校內重要訊息。 

(3)各項待辦活動，配合學校防疫措施彈性辦理。 

二、 輔導業務： 

(1)心理衛生活動視疫情發展及學校防疫措施保持彈性調整，原則須注意人數及辦理空間，

要求參與者全程配戴口罩。 

(2)輔導教師值班時間，每時段最多2人，並依個別輔導需求，鼓勵以電話追蹤取代面談

關懷，詳實填寫聯繫紀錄。 

(3)若導師欲轉介受疫情影響之學生，皆可先電話聯繫院個管（紙本資料候補），由院個

管即時評估輔導需求進行輔導。 

(4)由專兼任團隊主責，增加定期轉發文宣頻率，協助導師於班會時間宣導，以減緩師生

焦慮情緒，學習自我照顧。 

 

肆、本中心包含三個組織，依業務特性需加強留意： 

一、 諮商中心： 

(1)個別諮商室空間盡量不連續使用，使用前需消毒門把及座位；無人使用時，保持大門

開啟，電扇運轉，維持空間通風；每日清潔空間垃圾（多為拭淚的衛生紙）。 

(2)師生進入諮商室前，皆須檢查自主健康管理卡，並確實洗手及配戴口罩(不限材質)。 

(3)若學生體溫過高，得要求至檢疫站重新測量，並依學校規定就醫或返家休養。當次諮

商得暫定一次，並與心理師電話討論，最多可保留原時段2-4週。 

(4)團體諮商減少參與人次，並調整辦理時間，選擇團體諮商室周圍較無人走動的時段，

維持前後門開啟，兼顧防疫需求及保密原則。 

二、 資源教室： 

(1)學生進入資源教室前，皆須檢查自主健康管理卡並以酒精消毒雙手，未蓋當日印章須

至檢測站蓋章後始可進入。 

(2)學生共用電腦區使用前後需消毒，並將座位調整間隔1公尺以上。 

(3)除了用餐時間，鼓勵同學於資源教室內盡可能配戴口罩，降低傳染風險。 

三、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1)本學期原定活動調整於戶外或空曠空間辦理。 

(2)若原民生有個別輔導需求，可將學生引導至原資中心，避免於辦公室聚集。 

附錄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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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學期起與生輔及服學組合作，增加原民生服學人力，防疫期間將協助打掃環境，營

造安心友善活動空間。 

伍、各項應變措施，配合學校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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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設計與資訊學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本院為加強院內防疫措施，以維護

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設計與資訊學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以

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 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院長擔任召集

人，召集各系主任及各系助理。 

（二）各單位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 

單位 
負責人姓名/辦公室位置／分機 工作內容 

院長 
設資院 程榮祥院長/  

清源樓 1F R213 / 分機 2771 

1.指揮疫情緊急應變之策略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宣達各項校級相關防疫事項。 

系主任 

工設系 林昱呈主任/  

清源樓 2F R221 / 分機 2231 

1.統籌對系內訊息之公佈。 

2.協助指揮協調各系投入防疫工作。 

3.各系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人制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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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設系 陳建良主任/  

立信樓 2F R125 /分機 2291 

多遊系 劉育良主任/  

立信樓 2F R123 /分機 2301 

資科系 程榮祥主任/ 

圖資大樓 9F R8928 /分機 2251 

系助理 

工設系 系助理/  

清源樓 2F R221 / 分機 2232 

1.統籌各系防疫物資。 

2.協助進行各系辦公室及周圍環境消毒工作。 

3.統計每日各科目任課教師統計學生出缺席

與健康狀況。 

創設系系助理/  

立信樓 2F R125 /分機 2292 

多遊系系助理/  

立信樓 2F R123 /分機 2302 

資科系系助理/ 

圖資大樓 9F R8928 /分機 2252 

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隨時注意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發佈之疫情資訊，並與校內防疫小組實施各項防疫

管制作為。 

（二）各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級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三）整備防疫物資。 

（四）於班級教室張貼海報並發放衛教宣導單。 

 

附錄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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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監測及通報 

（一）院內各級主管或導師應主動關心班級學生、教職員工健康狀況並瞭解原因。 

（二）若班級學生、教職員工出現身體不適、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立即協助請假休息，

各系應主動彙整疫情相關資訊並通報衛生保健組與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三）主動配合校內防疫小組、醫療機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輔導。 

四、環境清潔消毒 

(一) 針對設計與資訊學院內各級公共區域含辦公室、會議室、一般教室、專業教室應每

日針對各項經常接觸之設施(含辦公物品及接觸人員之手部清潔)進行常態性消毒，頻

率依各單位物品接觸情況調整，消毒作業持續執行至疫情結束為止。 

(二) 公共區域均應保持通風換氣，並定期清潔、檢查通風設備以維持良好性能。 

五、學生心理輔導 

(一) 協助心理衛生宣導，減少院內教職員工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二) 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三) 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四) 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六、上課、停課相關規定 

(一) 除前述規範外，教職員工與學生在進入校內教學環境前都必須通過「測量體溫」、「標

記識別章」等檢疫程序才可進入教室上課。 

(二) 請所有老師準備網路教學教材，網路教學實施標準如下： 

(1) 一人確診，相關上課班級停課，實施網路教學。 

(2) 二人確診，全校停課，實施網路教學。 

(三) 上課前，請任課老師督導檢查全班是否通過檢疫程序；若否，則立即要求未通過人

員到測溫站進行檢疫，通過後才能進教室上課。 

(四) 下課前請任課老師督導全班完成教室清潔消毒，任課老師另需填寫「環境清潔消毒

自主檢核表」以示負責。 

(五) 導師須填寫「班級每日健康狀況回報」以利回報學生健康監測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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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設計與資訊學院           系 

使用消毒記錄表 

教室編號：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使用目的) 

消毒項目 消毒者簽名 教師簽名 特殊狀況回報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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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設計與資訊學院           系 

 每日消毒記錄表 

教室編號：                管理人員： 
日期 

時間 

消毒項目 消毒者 

簽名 

負責教師 

簽名 

特殊狀況回報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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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設計與資訊學院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且鄰近國家接連出現自武漢移入之

確診個案，已有明顯社區傳播及疫情蔓延情形。本系為配合校定計畫並加強系內防範措施，以

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設計與資訊學院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系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系主任擔任召集

人。 

(二)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召集人 

系主任 

1.指揮工設系疫情緊急應變。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宣達各項校院級相關防疫事項。 

電腦教室與

專業教室 

負責教師 

1.每日進行電腦教室與專業教室消毒工作，並填寫每日消毒記錄表。 

2.針對異常狀況進行通報。 

班級導師 

1.統籌對班級內訊息之公佈。 

2.協助指揮協調班級幹部協助防疫工作。 

3.定期宣導防疫資訊。 

4.建立班級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導師制度。 

5.掌握所屬學生與家長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疫情之追蹤與通報。 

6.提報協助防疫工作的學生，進行敘獎。 

任課老師 

1.指揮授課班級之使用前後消毒工作。 

2.授課前提醒學生防疫。 

3.觀察學生之健康狀況，遇有疑似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立即通報衛

保組及系辦，並請學生到衛保組量測體溫。 

系助理 

1.統籌系防疫物資。 

2.協助系辦公室、會議室之消毒工作。 

3.協助督導電腦教室與專業教室之消毒工作。。 

4.彙整本系學生健康狀況與回報工作。 

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訂定之疫情分級情況，校內各行政及教學單位應與防疫小組密

切協調聯繫，掌握狀況，並配合實施各項因應管制作為。 

(二)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及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三)系防疫物資之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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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辦公室及各專業教室環境防疫作業。 

場所 防疫相關作業 

辦公室 1.公共區域每日以稀釋漂白水、酒精、次氯酸水或其它消毒物品進行消毒。 

2.入口設置酒精消毒。 

3.開啟所有窗戶，加強室內通風。 

4.系助理需填寫「每日消毒記錄表」。 

會議室 1.開會前後以稀釋漂白水、酒精、次氯酸水或其它消毒物品進行消毒。 

2.開啟所有窗戶及前後門，維持室內通風。 

3.使用者需填寫「使用消毒記錄表」。 

電腦教室 1.上課前由各任課教師指定學生協助以稀釋漂白水、酒精、次氯酸水或其它

消毒物品進行鍵盤、滑鼠消毒。 

2.提供洗手乳及肥皂，提供師生上課前後清潔之用。 

3.開啟所有窗戶及前後門，維持室內通風。 

4.若環境為密閉空間或地下空間，建議增設排風扇，營造動力排風，強迫與

外界氣體交換，加強通風以降低二氧化碳濃度。非必要，盡可能不使用冷

氣空調。 

5.任課教師需填寫「使用消毒記錄表」，負責教師需填寫「每日消毒記錄表」。 

專業教室 1.上課前由各任課教室指定學生協助以稀釋漂白水、酒精、次氯酸水或其它

消毒物品進行相關設備消毒。 

2.提供洗手乳及肥皂，提供師生上課前後清潔之用。 

3.開啟所有窗戶及前後門，維持室內通風。 

4.若環境為密閉空間或地下空間，建議增設排風扇，營造動力排風，強迫與

外界氣體交換，加強通風以降低二氧化碳濃度。非必要，盡可能不使用冷氣

空調。 

5.任課教師需填寫「使用消毒記錄表」，負責教師需填寫「每日消毒記錄表」。 

 

(五)落實疫情監測及通報機制 

1、本系教職員生應落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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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若班級學生出國，返國入境後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請班級導師通報系上彙整後通報

衛生保健組；若教職員工返國入境後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通報人事室及環境安全衛生

中心。 

3、請各班級導師關心與注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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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接觸或疑似個案、確定個案教職員工生之追蹤輔導:如經確診，依據傳染病之通報追蹤

流程，通報政府衛生機構，學校之追蹤輔導將主動配合醫療機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輔導(包

括相關之請假、保險、補課等)。 

 

(六)學生心理輔導 

1、協助心理衛生宣導(FB)，減少院內教職員工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2、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3、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4、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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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且鄰近國家接連出現自武漢移入之

確診個案，已有明顯社區傳播及疫情蔓延情形。本系為配合校定計畫並加強院內防範措施，以

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設計與資訊學院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 

(二)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召集人 

系主任 

1.指揮工設系疫情緊急應變。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宣達各項校院級相關防疫事項。 

專業教室 

負責教師 

1.每日進行電腦教室與專業教室進行查核督導。 

2.針對異常狀況進行通報。 

班級導師 

1.統籌對班級內訊息之公佈。 

2.協助指揮協調班級幹部協助防疫工作。 

3.定期宣導防疫資訊。 

3.建立班級內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導師制度。 

4.掌握所屬學生與家長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疫情之追蹤與通報。 

5.提報協助防疫工作的學生，進行敘獎。 

任課老師 

1.指揮授課班級之使用前後消毒工作。 

(上午/下午/晚上各專業教室使用第一節課之授課老師) 

2.授課前提醒學生防疫。 

3.觀察學生之健康狀況，遇有疑似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立即通報

衛保組及系辦，並請學生到衛保組量測體溫。 

系助理 

1.統籌系防疫物資。 

2.協助系辦公室、會議室之消毒工作。 

3.協助督導電腦教室與專業教室之消毒工作。 

4.彙整本系學生健康狀況與回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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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訂定之疫情分級情況，校內各行政及教學單位應與防疫小組

密切協調聯繫，掌握狀況，並配合實施各項因應管制作為。 

(二)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級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三)系防疫物資之整備。 

(四)系辦公室及各專業教室環境防疫作業。 

場所 防疫相關作業 

辦公室 

1.公共區域每日以稀釋漂白水、酒精、次氯酸水或其他消毒物品進行消毒。 

2.入口設置酒精消毒。 

3.開啟所有窗戶，加強室內通風。 

4.系助理需填寫「每日消毒記錄表」。 

專業教室 

(電腦教室) 

1.上課前由各任課教室指定學生協助以稀釋漂白水、酒精、次氯酸水或其

他消毒物品進行相關設備消毒。 

2.請提醒學生勤洗手。 

3.開啟所有窗戶及前後門，維持室內通風。 

4.若環境為密閉空間或地下空間，建議增設排風扇，營造動力排風，強迫

與外界氣體交換，加強通風以降低二氧化碳濃度。非必要，盡可能不使

用冷氣空調。 

5.任課教師需填寫「使用消毒記錄表」，負責教師協助查核督導。 

(五)落實疫情監測及通報機制 

1.本系教職員生應落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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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若班級學生出國，返國入境後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請班級導師通報系上彙整後通報衛

生保健組；若教職員工返國入境後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通報人事室及環境安全衛生中

心。 

3.請各班級導師關心與注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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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接觸或疑似個案、確定個案教職員工生之追蹤輔導：如經確診，依據傳染病之通報追蹤流

程，通報政府衛生機構，學校之追蹤輔導將主動配合醫療機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輔導(包括

相關之請假、保險、補課等)。 

(六)學生心理輔導 

1.協助心理衛生宣導(FB)，減少院內教職員工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2.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3.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4.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七)防疫消毒說明 

1.消毒時間：上午/下午/晚上 該教室使用之第一節課。 

2.消毒方式： 

 (1)請上午/下午/晚上各專業教室使用第一節課之授課老師，至系辦領鑰匙時，一同領取消毒

液、抺布、水桶、手套等，並於下課後歸還系辦。 

 (2)請學生協助就記錄表消毒項目進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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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設計與資訊學院 生活創意設計系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且鄰近國家接連出現自武漢移入之

確診個案，已有明顯社區傳播及疫情蔓延情形。本系為配合校定計畫並加強院內防範措施，

以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設計與資訊學院生活創意設計系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系主任擔任召

集人。 

(二)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召集人 系主任 

1.指揮工設系疫情緊急應變。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宣達各項校院級相關防疫事項。 

電腦教室與專業教室 

負責教師 

1.每日進行電腦教室與專業教室消毒工作，並填寫每日消毒記錄表。 

2.針對異常狀況進行通報。 

班級導師 

1.統籌對班級內訊息之公佈。 

2.協助指揮協調班級幹部協助防疫工作。 

3.定期宣導防疫資訊。 

3.建立班級內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導師制度。 

4.掌握所屬學生與家長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疫情之追蹤與通報。 

5.提報協助防疫工作的學生，進行敘獎。 

任課老師 

1.指揮授課班級之使用前後消毒工作。 

2.授課前提醒學生防疫。 

3.觀察學生之健康狀況，遇有疑似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立即通報

衛保組及系辦，並請學生到衛保組量測體溫。 

系助理 

1.統籌系防疫物資。 

2.協助系辦公室、會議室之消毒工作。 

3.協助督導電腦教室與專業教室之消毒工作。 

4.彙整本系學生健康狀況與回報工作。 

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訂定之疫情分級情況，校內各行政及教學單位應與防疫小

組密切協調聯繫，掌握狀況，並配合實施各項因應管制作為。 

(二)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級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三)系防疫物資之整備。 

(四)系辦公室及各專業教室環境防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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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 防疫相關作業 

辦公室 

1.公共區域每日以稀釋漂白水、酒精、次氯酸水或其它消毒物品進行消毒。 

2.入口設置酒精消毒。 

3.開啟所有窗戶，加強室內通風。 

4.系助理需填寫「每日消毒記錄表」。 

會議室 

1.開會前後以稀釋漂白水、酒精、次氯酸水或其它消毒物品進行消毒。 

2.開啟所有窗戶及前後門，維持室內通風。 

3.使用者需填寫「使用消毒記錄表」。 

電腦教室 

1.上課前由各任課教師指定學生協助以稀釋漂白水、酒精、次氯酸水或其它消

毒物品進行鍵盤、滑鼠消毒。 

2.提供洗手乳及肥皂，提供師生上課前後清潔之用。 

3.開啟所有窗戶及前後門，維持室內通風。 

4.若環境為密閉空間或地下空間，建議增設排風扇，營造動力排風，強迫與外

界氣體交換，加強通風以降低二氧化碳濃度。非必要，盡可能不使用冷氣空

調。 

5.任課教師需填寫「使用消毒記錄表」，負責教師需填寫「每日消毒記錄表」。 

專業教室 

1.上課前由各任課教室指定學生協助以稀釋漂白水、酒精、次氯酸水或其它消

毒物品進行相關設備消毒。 

2.提供洗手乳及肥皂，提供師生上課前後清潔之用。 

3.開啟所有窗戶及前後門，維持室內通風。 

4.若環境為密閉空間或地下空間，建議增設排風扇，營造動力排風，強迫與外

界氣體交換，加強通風以降低二氧化碳濃度。非必要，盡可能不使用冷氣空調。 

5.任課教師需填寫「使用消毒記錄表」，負責教師需填寫「每日消毒記錄表」。 

(五)落實疫情監測及通報機制 

1、本系教職員生應落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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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若班級學生出國，返國入境後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請班級導師通報系上彙整後通

報衛生保健組；若教職員工返國入境後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通報人事室及環境安

全衛生中心。 

3、請各班級導師關心與注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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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接觸或疑似個案、確定個案教職員工生之追蹤輔導:如經確診，依據傳染病之通報追

蹤流程，通報政府衛生機構，學校之追蹤輔導將主動配合醫療機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

輔導(包括相關之請假、保險、補課等)。 

 

(六)學生心理輔導 

1、協助心理衛生宣導(FB)，減少院內教職員工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2、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3、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4、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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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本系為強化防疫措施，以維護校園

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

計畫。 

貳、依據 

一、 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系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系主任擔任

召集人。 

（二）各單位分工執掌如下： 

1.系主任 

(1)統籌各項防疫指揮工作。 

(2)掌握所屬教職員及參與活動人員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疫情之追蹤與通報。 

2.系助理 

(1)統籌各項防疫物資。 

(2)協助進行各教學空間及周圍環境消毒工作。 

(3)統計每日各科目任課教師統計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 

3.班級導師 

(1)統籌對班級內訊息之公佈。 

(2)協助指揮協調班級幹部協助防疫工作。 

(3)定期宣導防疫資訊。 

(4)建立班級緊急聯絡網與代理導師制度。 

(5)掌握所屬學生與家長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疫情之追蹤與通報。 

4.授課講師 

(1)指揮授課班級之使用前後消毒工作。 

(2)授課前提醒學生防疫。 

(3)觀察學生之健康狀況，遇有疑似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立即通報衛保組及系辦，

並請學生到衛保組量測體溫。 

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隨時注意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發佈之疫情資訊，並與校內防疫小組實施各項

防疫管制作為。 

（二）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級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三）整備防疫物資。 

（四）於班級教室張貼海報並發放衛教宣導單。 

三、疫情監測及通報 

（一）本系教職員工應主動關心班級學生健康狀況並注意各項防疫措施。 

（二）若班級學生、教職員工出現身體不適、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立即協助請假休

息，教職員工應主動彙整疫情相關資訊並通報衛生保健組與環境安全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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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三）主動配合校內防疫小組、醫療機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輔導。 

四、環境清潔消毒 

（一）針對資訊科技系內各級公共區域含辦公室、會議室、一般教室、專業教室應每

日針對各項經常接觸之設施(含辦公物品)進行常態性消毒並填寫使用消毒記錄

表(http://dis.ocu.edu.tw/files/87-1012-1894.php?Lang=zh-tw)，頻率依各單位物品

接觸情況調整，消毒作業持續執行至疫情結束為止。 

（二）公共區域均應保持通風換氣並定期清潔、檢查通風設備以維持良好性能。 

五、學生心理輔導 

（一）協助心理衛生宣導，減少學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二）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三）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四）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六、上課、停課相關規定 

（一）除前述規範外，院內各系須強化檢疫措施、提升防疫規格，教職員工與學生在

進入校內教學環境前都必須通過「測量體溫」、「標記識別章」等檢疫程序才可

進入教室上課。 

（二）請所有老師準備網路教學教材，網路教學實施標準如下： 

1.一人確診，相關上課班級停課，實施網路教學。 

2.二人確診，全校停課，實施網路教學。 

（三）上課前，請任課老師督導檢查全班是否通過檢疫程序；若否，則立即要求未通

過人員到測溫站進行檢疫，通過後才能進教室上課。 

（四）下課前請任課老師督導全班完成教室清潔消毒，任課老師另需填寫「環境清潔

消毒自主檢核表」以示負責。 

（五）導師須填寫「班級每日健康狀況回報」以利回報學生健康監測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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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學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民國 109 年 02 月 27 日 院務會議通過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CORONAVIRUS)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本院

為加強院內防疫措施，以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學院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院長擔任召

集人，召集各系主任及各系助理。 

（二）各單位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負責人姓名 

辦公室位置/分機 
工作內容 

院長 
王冠閔院長 

圖資大樓五樓 R8520B/分機 8511 

1.指揮疫情緊急應變之策略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宣達各項校級相關防疫事項。 

系主任 

財金系 葉金標主任 

圖資大樓六樓 R8624/分機 8501 

1.統籌對系內訊息之公佈。 

2.協助指揮協調各系投入防疫工作。 

3.各系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人制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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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系 李淑芳主任 

圖資大樓七樓 R8720A /分機 2141 

國貿系 王冠閔主任 

圖資大樓五樓 R8520B/分機 8511 

行流系 李國良主任 

圖資大樓五樓 R8521/分機 2191 

財法系 翁志宗主任 

人文書院二樓 R922/分機 2201 

系助理 

財金系 系助理 

圖資大樓六樓 R8624/分機 8502 

1.統籌各系防疫物資。 

2.協助進行各系辦公室及周圍環境消毒

工作。 

3.每日各科目任課教師關心學生出缺席

與健康狀況，有相關問題應回報給助

理。 

企管系 系助理 

圖資大樓七樓 R8720A/分機 2142 

國貿系 系助理 

圖資大樓五樓 R8520A/分機 2102 

行流系 系助理 

圖資大樓五樓 R8521/分機 2192 

財法系 系助理 

人文書院二樓 R922/分機 2202 

附錄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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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1.隨時注意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發佈之疫情資訊，並與校內防疫小組實施各項防

疫管制作為。 

2.各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級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3.整備防疫物資。 

4.於班級教室張貼海報並發放衛教宣導單。 

三、疫情監測及通報 

1.院內各級主管或導師應主動關心班級學生、教職員工健康狀況並瞭解原因。 

2.若班級學生、教職員工出現身體不適、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立即協助請假休息，

各系應主動彙整疫情相關資訊並通報衛生保健組與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3.主動配合校內防疫小組、醫療機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輔導。 

四、環境清潔消毒 

1.針對商學與管理學院內各級公共區域含辦公室、會議室、一般教室、專業教室應

每日針對各項經常接觸之設施(含辦公物品)進行常態性消毒，頻率依各單位物品接

觸情況調整，消毒作業持續執行至疫情結束為止。 

2.公共區域均應保持通風換氣，並定期清潔、檢查通風設備以維持良好性能。 

五、學生心理輔導 

1.協助心理衛生宣導，減少院內教職員工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2.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3.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4.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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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民國 109 年 02 月 25 日系務會議通過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CORONAVIRUS)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本系為

加強系內防疫措施，以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 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 本系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系主任擔任

召集人，召集助理及各班導師。 

（二）各單位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系主任 

1.指揮疫情緊急應變之策略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宣達各項校院級相關防疫事項。 

班導師 

1.統籌對系內訊息之公佈。 

2.協助指揮協調各班投入防疫工作。 

3.各班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人制度。 

4.掌握班級所屬學生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疫情之追蹤與通報。 

任課老師 

1.任課老師上課前打開窗戶確保空氣流通，叮嚀同學勤洗手，生病務必

戴口罩。 

系助理 

1.統籌各班防疫物資。 

2.協助進行辦公室、專業教室及周圍環境消毒工作。 

3.每日各科目任課教師關心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有相關問題應回報

給助理。 

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隨時注意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發佈之疫情資訊，並與校內防疫小組實施各項防

疫管制作為。 

(二)各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級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三)整備防疫物資。 

(四)於班級教室張貼海報並發放衛教宣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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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監測及通報 

(一)各班導師應主動關心班級學生健康狀況並瞭解原因。 

(二)若班級學生出現身體不適、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立即協助請假休息，導師主動

彙整疫情相關資訊並通報衛生保健組與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三)主動配合校內防疫小組、醫療機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輔導。 

四、環境清潔消毒 

(一)針對系內各級公共區域含辦公室、會議室、一般教室、專業教室應每日針對各項

經常接觸之設施(含辦公物品)進行常態性消毒，頻率依各單位物品接觸情況調整，

消毒作業持續執行至疫情結束為止。 

(二)公共區域均應保持通風換氣，並定期清潔、檢查通風設備以維持良好性能。 

五、學生心理輔導 

(一)協助心理衛生宣導，減少學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二)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三)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四)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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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CORONAVIRUS)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本系為

加強系內防疫措施，以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 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系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系主任擔

任召集人，召集助理及各班導師。 

（二）各單位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系主任 

1.指揮疫情緊急應變之策略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宣達各項校院級相關防疫事項。 

班導師 

1.統籌對系內訊息之公佈。 

2.協助指揮協調各班投入防疫工作。 

3.各班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人制度。 

4.掌握班級所屬學生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疫情之追蹤與通報。 

系助理 

1.統籌各班防疫物資。 

2.協助進行辦公室、實驗室及周圍環境消毒工作。 

3.每日各科目任課教師關心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有相關問題應回報

給助理。 

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隨時注意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發佈之疫情資訊，並與校內防疫小組實施各項防

疫管制作為。 

(二)各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三)整備防疫物資。 

(四)於班級教室張貼海報並發放衛教宣導單。 

三、疫情監測及通報 

(一)各班導師應主動關心班級學生健康狀況並瞭解原因。 

(二)若班級學生出現身體不適、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立即協助請假休息，導師主動

彙整疫情相關資訊並通報衛生保健組與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三)主動配合校內防疫小組、醫療機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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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清潔消毒 

(一)針對系內各級公共區域含辦公室、會議室、一般教室、專業教室應每日針對各項

經常接觸之設施(含辦公物品)進行常態性消毒，頻率依各單位物品接觸情況調整，

消毒作業持續執行至疫情結束為止。 

(二)公共區域均應保持通風換氣，並定期清潔、檢查通風設備以維持良好性能。 

五、學生心理輔導 

(一)協助心理衛生宣導，減少學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二)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三)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四)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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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CORONAVIRUS)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

本系為加強系內防疫措施，以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國際貿易

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 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系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系主任擔

任召集人，召集助理及各班導師。 

（二）各單位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系主任 

1.指揮疫情緊急應變之策略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宣達各項校院級相關防疫事項。 

班導師 

1.統籌對系內訊息之公佈。 

2.協助指揮協調各班投入防疫工作。 

3.各班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人制度。 

4.掌握班級所屬學生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疫情之追蹤與通報。 

系助理 

1.統籌各班防疫物資。 

2.協助進行辦公室、專業教室及周圍環境消毒工作。 

3.統計每日各科目任課教師統計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 

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隨時注意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發佈之疫情資訊，並與校內防疫小組實施各項

防疫管制作為。 

（二）各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級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三）整備防疫物資。 

（四）於班級教室張貼海報並發放衛教宣導單。 

三、疫情監測及通報 

（一）各班導師應主動關心班級學生健康狀況並瞭解原因。 

（二）若班級學生出現身體不適、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立即協助請假休息，導師主

動彙整疫情相關資訊並通報衛生保健組與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三）主動配合校內防疫小組、醫療機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輔導。 

四、環境清潔消毒 

（一）針對系內各級公共區域含辦公室、會議室、一般教室、專業教室應每日針對各

項經常接觸之設施(含辦公物品)進行常態性消毒，頻率依各單位物品接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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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消毒作業持續執行至疫情結束為止。 

（二）公共區域均應保持通風換氣，並定期清潔、檢查通風設備以維持良好性能。 

五、學生心理輔導 

（一）協助心理衛生宣導，減少學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二）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三）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四）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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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CORONAVIRUS)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本系

為加強系內防疫措施，以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 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系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系主任擔任

召集人，召集助理及各班導師。 

（二）各單位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系主任 

1.指揮疫情緊急應變之策略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宣達各項校院級相關防疫事項。 

班導師 

1.統籌對系內訊息之公佈。 

2.協助指揮協調各班投入防疫工作。 

3.各班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人制度。 

4.掌握班級所屬學生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疫情之追蹤與通報。 

系助理 

1.統籌各班防疫物資。 

2.協助進行辦公室、賓驗室及周圍環境消毒工作。 

3.每日各科目任課教師關心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有相關問題應回報

給助理。 

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隨時注意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發佈之疫情資訊，並與校內防疫小組實施各項防

疫管制作為。 

（二）各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級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三）整備防疫物資。 

（四）於班級教室張貼海報並發放衛教宣導單。 

三、疫情監測及通報 

（一）各班導師應主動關心班級學生健康狀況並瞭解原因。 

（二）若班級學生出現身體不適、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立即協助請假休息，導師主動

彙整疫情相關資訊並通報衛生保健組與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三）主動配合校內防疫小組、醫療機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輔導。 

四、環境清潔消毒 

（一）針對系內各級公共區域含辦公室、會議室、一般教室、專業教室應每日針對各項

經常接觸之設施(含辦公物品)進行常態性消毒，頻率依各單位物品接觸情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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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作業持續執行至疫情結束為止。 

（二）公共區域均應保持通風換氣，並定期清潔、檢查通風設備以維持良好性能。 

五、學生心理輔導 

（一）協助心理衛生宣導，減少學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二）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三）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四）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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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CORONAVIRUS)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本系

為加強系內防疫措施，以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 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系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系主任擔任

召集人，召集各班導師、任課老師及助理。 

（二）各單位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系主任 

1.指揮疫情緊急應變之策略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宣達各項校院級相關防疫事項。 

班導師 

1.統籌對系內訊息之公佈。 

2.協助指揮協調各班投入防疫工作。 

3.各班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人制度。 

4.掌握班級所屬學生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疫情之追蹤與通報。 

任課老師 

1.每日各科目任課老師使用專業教室(實驗室)上課前，需安排值日生消毒

專業教室(實驗室)。 

2.每日各科目任課教師關心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有任何狀回報系應

變小組。 

系助理 

1.統籌各班防疫物資。 

2.協助進行辦公室、實驗室及周圍環境消毒工作。 

3.各科目任課教師回報學生狀況，統計回報院應變小組。 

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隨時注意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發佈之疫情資訊，並與校內防疫小組實施各項防

疫管制作為。 

（二）各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級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三）整備防疫物資。 

（四）於班級教室張貼海報並發放衛教宣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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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監測及通報 

（一）各班導師應主動關心班級學生健康狀況並瞭解原因。 

（二）若班級學生出現身體不適、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立即協助請假休息，導師主動

彙整疫情相關資訊並通報衛生保健組與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三）主動配合校內防疫小組、醫療機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輔導。 

四、環境清潔消毒 

（一）針對系內各級公共區域含辦公室、會議室、一般教室、專業教室應每日針對各項

經常接觸之設施(含辦公物品)進行常態性消毒，頻率依各單位物品接觸情況調整，

消毒作業持續執行至疫情結束為止。 

（二）公共區域均應保持通風換氣，並定期清潔、檢查通風設備以維持良好性能。 

五、學生心理輔導 

（一）協助心理衛生宣導，減少學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二）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三）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四）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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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本院為加強院內防疫措施，以維

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院長擔任召集

人，召集各系主任及各系助理。 

(二)各單位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負責人姓名 

辦公室位置／分機 
工作內容 

院長 
劉國成院長 

僑光館二樓 724 室／分機 2762 

1.指揮疫情緊急應變之策略。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宣達各項校級相關防疫事項。 

系主任 

觀光系 張文賢主任 

僑光館二樓 721 室／分機 2211 
1.統籌對系內訊息之公佈。 

2.協助指揮協調各系投入防疫工作。 

3.各系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人制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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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管系 王昭雄主任 

觀光餐旅大樓 B1 第二辦公室／

分機 6524 

旅展系 屈妃容主任 

僑光館二樓 723 室／分機 2281 

應英系 吳季達主任 

僑光館一樓 716 室／分機 2161 

系助理 

觀光系 系助理 

僑光館二樓 721 室／分機 2212 

1.協助進行各系辦公室及周圍環境

消毒工作。 

2.協助公告訊息給系所屬專兼任教

師。 

餐管系 系助理 

觀光餐旅大樓 B1 第二辦公室／

分機 6523 

旅展系 系助理 

僑光館二樓 723 室／分機 2282 

應英系 系助理 

僑光館一樓 716 室／分機 2162 

 

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隨時注意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發佈之疫情資訊，並與校內防疫小組實施各項防

疫管制作為。 

（二）院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附錄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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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於專業教室張貼海報。 

三、疫情監測及通報 

（一）院內各級主管或導師應主動關心班級學生、教職員工健康狀況並瞭解原因。 

（二）若班級學生、教職員工出現身體不適、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立即協助請假休息，

各系應主動彙整疫情相關資訊並通報衛生保健組與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三）主動配合校內防疫小組、醫療機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輔導。 

 
四、環境清潔消毒 

（一）針對觀光與餐旅學院內各級公共區域含辦公室、會議室、一般教室、專業教室應

每日針對各項經常接觸之設施(含辦公物品)進行常態性消毒，頻率依各單位物品接

觸情況調整，消毒作業持續執行至疫情結束為止。 

（二）公共區域均應保持通風換氣，並定期清潔、檢查通風設備以維持良好性能。 

 

五、學生心理輔導 

（一）協助心理衛生宣導，減少院內教職員工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二）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三）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四）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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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旅學院           系 

消毒記錄表 

教室編號：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使用目的) 
消毒項目 消毒者簽名 教師簽名 特殊狀況回報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月   日 

    時   分 

 
□教室環境 □課桌椅 □門把  

□教師教學設備 □學生操作設備 

□其他                     

1. 

2. 

3. 

 

□無 

□有。請敘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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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本系為配合校定計畫並加強系內

防範措施，以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觀光與休閒事

業管理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系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系主任擔任召

集人。 

(二)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負責人姓名 

辦公室位置／分機 
工作內容 

系主任 

張文賢系主任 

僑光館二樓 721 室／ 

分機 2211 

1.指揮系內疫情緊急應變。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宣達各項校院級相關防疫事項。 

專業教室 

負責教師 

僑光館二樓 726-729

室 

／分機 2212 

1.每日進行專業教室查核督導。 

2.針對異常狀況進行通報。 

班級導師 分機 2212 

1.統籌對班級內訊息之公佈。 

2.協助指揮協調班級幹部協助防疫工作。 

3.定期宣導防疫資訊。 

3.建立班級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導師制度。 

4.掌握所屬學生與家長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疫

情之追蹤與通報。 

5.提報協助防疫工作的學生，進行敘獎。 

任課老師 分機 2212 

1.指揮授課班級之使用前後消毒工作。 

(每天各專業教室使用最後一節課之授課老師) 

2.授課前提醒學生防疫。 

3.觀察學生之健康狀況，遇有疑似發燒或類流感症

狀者，立即通報衛保組及系辦，並請學生到衛保

組量測體溫。 

系助理 

鄭惠月 

僑光館二樓 721 室／ 

分機 2212 

1.統籌系防疫物資。 

2.協助系辦公室、會議室之消毒工作。 

3.協助督導專業教室之消毒工作。 

4.彙整本系學生健康狀況與回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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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訂定之疫情分級情況，校內各行政及教學單位應與防

疫小組密切協調聯繫，掌握狀況，並配合實施各項因應管制作為。 

(二)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及疾病管制署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三)系防疫物資之整備。 

(四)系辦公室及各專業教室環境防疫作業。 

場所 防疫相關作業 

辦公室 

1.公共區域每日以稀釋漂白水、次氯酸水或其他消毒物品進行消毒。 

2.入口設置酒精消毒，供師生使用。 

3.開啟所有窗戶，加強室內通風。 

4.系助理需上網填寫「環境清潔消毒自主檢核表」。 

  (http://iao.ocu.edu.tw/files/87-1017-1918.php?Lang=zh-tw) 

專業教室 

1.每天各專業教室使用最後一節課之授課老師指定學生協助以稀釋漂白

水、次氯酸水或其他消毒物品進行相關設備消毒。 

2.請提醒學生勤洗手。 

3.開啟所有窗戶及前後門，維持室內通風。 

4.任課教師需填寫「消毒記錄表」，負責教師協助查核督導。 

 

(五)落實疫情監測及通報機制 

1.本系教職員生應落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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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若班級學生出國，返國入境後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請班級導師通報系

上彙整後通報衛保組；若教職員工返國入境後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通報

人事室及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3.請各班級導師關心與注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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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接觸或疑似個案、確定個案教職員工生之追蹤輔導：如經確診，依據傳染

病之通報追蹤流程，通報政府衛生機構，學校之追蹤輔導將主動配合醫療機

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輔導(包括相關之請假、保險、補課等)。 

 

(六)學生心理輔導 

1.協助心理衛生宣導(FB)，減少系內教職員工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2.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3.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4.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http://iao.ocu.edu.tw/files/87-1017-191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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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本系為加強系內防疫措施，以維

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餐飲管理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系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系主任擔任

召集人。 

(二)各單位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負責人姓名 

辦公室位置／分機 
工作內容 

系主任 

辦公室主任 

王昭雄系主任 

僑光館二樓 722 室／
分機 2271 

陳小倩辦公室主任 

觀光餐旅大學 B1  

／分機 6533 

1.指揮疫情緊急應變之策略。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宣達各項校級相關防疫事項。 

4.系務大型活動統籌及規劃。 

專業教室 

負責教師 

觀光餐旅大學 B1  

／分機 6523 

1.每日進行專業教室查核督導。 

2.針對異常狀況進行通報。 

3.每周進行環境清潔及消毒。 

班級導師 分機 2272 

1.統籌對班級內訊息之公佈。 

2.回覆衛生保健組各項疫情調查通報。 

3.協助指揮協調班級幹部協助防疫工作。 

4.定期宣導防疫資訊。 

5.建立班級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導師制度。 

6.掌握所屬學生與家長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疫

情之追蹤與通報。 

7.提報協助防疫工作的學生，進行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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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單位 
負責人姓名 

辦公室位置／分機 
工作內容 

任課老師 分機 2272 

1.指揮授課班級之學生進教室前噴酒精消毒。 (上

午/下午/晚上各專業教室使用第一節課之授課老

師) 

2.授課前提醒學生防疫並檢查當日『自主健康管理

卡』。 

3.觀察學生之健康狀況，遇有疑似發燒或類流感症

狀者，立即通報衛保組及系辦，並請學生到衛保

組量測體溫。 

系助理 

廖妙凰 

僑光館二樓 722 室／
分機 2272 

王焜森 

觀光餐旅大樓 B1/分
機 6523 

1.統籌系防疫物資。 

2.協助進行各系辦公室及周圍環境消毒工作。 

3.協助督導專業教室之消毒工作。 

4.彙整本系學生健康狀況與回報工作。 

5.協助公告訊息給系所屬專/兼任教師。 

 

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訂定之疫情分級情況，校內各行政及教學單位應與防

疫小組密切協調聯繫，掌握狀況，並配合實施各項因應管制作為。 

(二)系網頁連結學校首頁及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三)系防疫物資之整備。 

(四)系辦公室及各專業教室環境防疫作業及張貼防疫海報。 

場所 防疫相關作業 

辦公室 

1.公共區域每日以稀釋漂白水、次氯酸水或其他消毒物品進行消毒。 

2.入口設置酒精消毒，供師生使用。 

3.開啟所有窗戶，加強室內通風。 

4.系助理需上網填寫「環境清潔消毒自主檢核表」。 

  (http://iao.ocu.edu.tw/files/87-1017-1918.php?Lang=zh-tw) 

專業教室 

1.上課前由各任課教師指定學生協助以稀釋漂白水、次氯酸水或其他消毒物

品進行相關設備消毒。 

2.專業教室入口設置酒精消毒，師生進教室時務必先行消毒，並提醒學生勤

洗手，建議配戴口罩。 

3.開啟所有窗戶及前後門，維持室內通風。 

4.任課教師需填寫「消毒記錄表」，負責教師協助查核督導。 

      

三、落實疫情監測及通報機制 

(一)本系教職員生應落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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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ao.ocu.edu.tw/files/87-1017-191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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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班級學生出國，返國入境後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請班級導師通報系上

彙整後通報衛生保健組；若教職員工返國入境後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通報人

事室及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三)請各班級導師關心與注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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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有接觸或疑似個案、確定個案教職員工生之追蹤輔導：如經確診，依據傳染病

之通報追蹤流程，通報政府衛生機構，學校之追蹤輔導將主動配合醫療機構與衛

生單位之追蹤輔導(包括相關之請假、保險、補課等)。 

 

四、環境清潔消毒 

(一)針對觀光與餐旅學院餐飲管理系內各級公共區域含辦公室、會議室、一般教室、

專業教室應每日針對各項經常接觸之設施(含辦公物品)進行常態性消毒，頻率依

各單位物品接觸情況調整，消毒作業持續執行至疫情結束為止。 

(二)公共區域均應保持通風換氣，並定期清潔、檢查通風設備以維持良好性能。 

 

五、學生心理輔導 

(一)協助心理衛生宣導(FB)，減少系內教職員工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二)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三)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四)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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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應用英語系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本系為配合校定計畫並加強系內

防範措施，以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觀光與休閒事

業管理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系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系主任擔任召

集人。 

(二)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負責人姓名 

辦公室位置/分機 
工作內容 

系主任 

吳季達系主任 

僑光館一樓 716 室 

/分機 2161 

1. 指揮系內疫情緊急應變。 

2. 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 宣達各項校院級相關防疫事項。 

班級導師 分機 2162 

1. 統籌對班級內訊息之公佈。 

2. 協助指揮協調班級幹部協助防疫工作。 

3. 定期宣導防疫資訊。 

4. 建立班級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導師制度。 

5. 掌握所屬學生與家長之緊急聯絡方式，並協助

疫情之追蹤與通報。 

6. 提報協助防疫工作的學生，進行敘獎。 

任課老師 分機 2162 

1. 指揮並督導授課班級使用後消毒工作。 

2. 授課前提醒學生防疫。 

3. 觀察學生之健康狀況，遇有疑似發燒或類流感

症狀者，立即通報衛保組及系辦，並請學生到

衛保組量測體溫。 

系助理 

邱麗美 

僑光館一樓 716 室 

/分機 2212 

1. 統籌系防疫物資。 

2. 協助系辦公室、會議室之消毒工作。 

3. 協助督導專業教室之消毒工作。 

4. 彙整本系學生健康狀況與回報工作。 

 

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七)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訂定之疫情分級情況，校內各行政及教學單位應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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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小組密切協調聯繫，掌握狀況，並配合實施各項因應管制作為。 

(八)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及疾病管制署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九)系防疫物資之整備。 

(十)系辦公室及各專業教室環境防疫作業。 

場所 防疫相關作業 

辦公室 

1. 公共區域每日以稀釋漂白水、次氯酸水或其他消毒物品進行消毒。 

2. 入口設置酒精消毒，供師生使用。 

3. 開啟所有窗戶，加強室內通風。 

4. 系 助 理 需 上 網 填 寫 「 環 境 清 潔 消 毒 自 主 檢 核 表 」。

(http://iao.ocu.edu.tw/files/87-1017-1918.php?Lang=zh-tw) 

專業教室 

1. 各專業教室使用最後一節課之授課老師指定學生協助以稀釋漂白水、

次氯酸水或其他消毒物品進行相關設備消毒。 

2. 請提醒學生勤洗手。 

3. 開啟所有窗戶及前後門，維持室內通風。 

4. 任課教師需填寫「消毒記錄表」，系主任協助查核督導。 

 

(十一)落實疫情監測及通報機制 

1. 本系教職員生應落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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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班級學生出國，返國入境後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請班級導師通報系

上彙整後通報衛保組；若教職員工返國入境後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通報

人事室及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3. 請各班級導師關心與注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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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接觸或疑似個案、確定個案教職員工生之追蹤輔導：如經確診，依據傳染

病之通報追蹤流程，通報政府衛生機構，學校之追蹤輔導將主動配合醫療機

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輔導(包括相關之請假、保險、補課等)。 

(十二)學生心理輔導 

1. 協助心理衛生宣導(FB)，減少系內教職員工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2. 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3. 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4. 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http://iao.ocu.edu.tw/files/87-1017-191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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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之肺炎疫情擴大，本系為配合校定計畫並加強系內

防範措施，以維護校園之健康與安全，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旅館與會展管

理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僑光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 

二、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 

 

參、計畫內容 

一、防疫應變小組之成立與分工： 

(一)本系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由系主任擔任召

集人。 

(二)分工執掌如下： 

負責單位 
負責人姓名 

辦公室位置／分機 
工作內容 

系主任 

屈妃容主任 

僑光館 2 樓 723 室 

分機 2281 

1.指揮系內疫情緊急應變。 

2.召集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宣達各項校院級相關防疫事項。 

專業教室 

負責教師 

1.博奕專業教室 7211 室／分機 7700 

2.會展模擬教室 725 室／分機 7558 

3.會展設備教室 705 室／分機 7651 

4.餐服專業教室(I)(II)CB101、CB137

／分機 6503 

5.實習旅館／分機 2284 

6.會展實作教室 C401 室／分機 7614 

1.每日進行專業教室查核督導。 

2.針對異常狀況進行通報。 

班級導師 分機 2282 

1.統籌對班級內訊息之公佈。 

2.協助指揮協調班級幹部協助防疫

工作。 

3.定期宣導防疫資訊。 

4.建立班級內緊急聯絡網與代理導

師制度。 

5.掌握所屬學生與家長之緊急聯絡

方式，並協助疫情之追蹤與通報。 

6.提報協助防疫工作的學生，進行敘

獎。 

任課老師 分機 2282 

1.指揮授課班級之使用前後消毒工

作。(上午/下午/晚上各專業教室使

用第一節課之授課老師) 

2.授課前提醒學生防疫。 

3.觀察學生之健康狀況，遇有疑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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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單位 
負責人姓名 

辦公室位置／分機 
工作內容 

燒或類流感症狀者，立即通報衛保

組及系辦，並請學生到衛保組量測

體溫。 

系助理 
僑光館 2 樓 723 室 

分機 2282 

1.統籌系防疫物資。 

2.協助系辦公室、會議室之消毒工

作。 

3.協助督導專業教室之消毒工作。 

4.彙整本系學生健康狀況與回報工

作。 

 

二、危機應變作業流程規劃與宣導 

(一)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訂定之疫情分級情況，校內各行政及教學單位應與防

疫小組密切協調聯繫，掌握狀況，並配合實施各項因應管制作為。 

(二)系首頁連結學校首頁級疾管局網站提供最新疫情訊息及衛教宣導。 

(三)系防疫物資之整備。 

(四)系辦公室及各專業教室環境防疫作業。 

場所 防疫相關作業 

辦公室 

1.公共區域每日以稀釋漂白水、次氯酸水或其他消毒物品進行消毒。 

2.入口設置酒精消毒，供師生使用。 

3.開啟所有窗戶，加強室內通風。 

4.系助理需上網填寫「環境清潔消毒自主檢核表」。 

  (http://iao.ocu.edu.tw/files/87-1017-1918.php?Lang=zh-tw) 

專業教室 

1.上課前由各任課教師指定學生協助以稀釋漂白水、次氯酸水或其他消毒

物品進行相關設備消毒。 

2.請提醒學生勤洗手。 

3.開啟所有窗戶及前後門，維持室內通風。 

4.任課教師需填寫「消毒記錄表」，負責教師協助查核督導。 

 

(五)落實疫情監測及通報機制 

1.本系教職員生應落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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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若班級學生出國，返國入境後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請班級導師通報系

上彙整後通報衛生保健組；若教職員工返國入境後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

通報人事室及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3.請各班級導師關心與注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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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接觸或疑似個案、確定個案教職員工生之追蹤輔導：如經確診，依據傳染

病之通報追蹤流程，通報政府衛生機構，學校之追蹤輔導將主動配合醫療機

構與衛生單位之追蹤輔導(包括相關之請假、保險、補課等)。 

 

(六)學生心理輔導 

1.協助心理衛生宣導(FB)，減少系內教職員工生及家長恐慌心理。 

http://iao.ocu.edu.tw/files/87-1017-191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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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任課教師及導師，協助加強宣導，加強情緒管理及同儕互助支持。 

3.適切輔導受疫情影響相關師生之心理諮詢。 

4.協助推動各項防疫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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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