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防疫說明

學務長顏世慧



社區監測之因應措施

提醒有任何國家旅遊史，或有接觸

具症狀外國人之師生，應主動告知

學校尋求協助

校園疫情通報專線~07-6158024

參嵐樓居家檢疫的同學需要您或同

學們的關心



教職員工生不宜至中國大陸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嚴重地
區旅遊、出差。《旅遊建議 :
2/24韓國提升至第三級警告、
日本及新加坡提升至第二級警
示；伊朗及義大利2/23起為第
一級注意》

疾管署最新公告資訊



各系所單位備妥防疫物資，如消毒物資、

洗手相關物品、口罩、額 (耳)溫槍等。

加強宣導勤洗手、減少觸摸眼口鼻、注意

咳嗽禮節等。

系所應保持環境通風、定期消毒，主動關

心師生健康。

 宣導若出現類流感如發燒、頭痛、喉嚨

痛、咳嗽等症狀，應戴上口罩就醫，鼓勵

生病了就不上班上課。



現階段防疫措施：

1.防疫動員及物資整備。

2.學校首頁已建置防疫專網。
3.定時提供防疫資訊之宣導。
4.落實自主健康管理及通報機制。
5.環境清潔及消毒、室內空間通風。
6.校內外居家檢疫師生之管理、關懷與輔導。
7.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學校防疫措施

已成立防疫
應變小組



開學後防疫措施：

1.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等主管機關之防疫措施。

2.啟動各棟大樓監測入校人員之體溫量測。(相關措施將另行公告)

3.必要時停止各項中大型活動。

4.持續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

5.維持室內通風以及持續環境消毒作業。

6.請導師關懷學生狀況，尤以國內外校外實習學生之輔導關懷。



口罩

1. 109.01.31已提供各單位50個，必要時提供發燒或急
性呼吸道症狀之師生。

2. 提供防疫第一線人員，如國際生接機人員，居家檢
疫相關工作人員等。

3. 因政府管控，健康個人使用請自備。

4. 防疫小組將視疫情狀況調整各單位口罩發送數量。

防疫物資



75%酒精噴瓶

1. 109.01.31已提供各單位1瓶。

2. 用罄請持空噴瓶至健康促進中心填充。

酒精棉片(僅提供校內居家檢疫之防疫包)

額溫槍

1. 於98~107學年度移轉列為各系財產。

2. 各棟大樓入口處設置定時定點體溫量測站。

3. 各行政單位長駐體溫量測站。



配合防疫措施請導師協助事項

請務必依人事室公告完成寒假期間旅遊史及接觸史問卷調查。

健康促進中心已於109年2月17日將尚未填報疫情調查表之
學生名單提供各系所協處，請導師協助稽催未完成之導生於
109年2月24日前完成填報。

隨時注意學生請假狀況，適時予以關懷及協助。

各系所皆已備有防疫物資(口罩、75%酒精、額溫槍)

請主動關心中港澳學生後續選課、補課以及修課協助。



配合防疫措施請導師協助事項

全面實施校園量測體溫措施
各系所：所在樓層入口自行設置體溫量測站，提供當日(含進
修部及假日專班)尚未量測體溫之師生進行量測。
週一至週五定點定時(07:45～09:30、12:50～14:00)量測：

行政大樓1樓、
圖資大樓1樓、
設計大樓1樓、
管理大樓4樓、
橫山創意基地1樓。



配合防疫措施請導師協助事項

全面實施校園量測體溫措施
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長駐量測：
行政大樓生輔組、進修部、文薈館課服組、壹軒樓健康促進中心。

週一至週日長駐量測：警衛室(針對校外人士或廠商)。
學生宿舍：每日晚上進行體溫量測。

老師於授課前檢查學生是否已完成量測體溫並於前臂有蓋章，未量測
者請其就近前往各體溫量測站完成量測。
若量測結果額溫為37℃以上，請帶上口罩就醫，不上班不上課。



體溫測量
位置圖

1.壹軒樓-健促中心

2.文薈館B1樓課服組

4.行政大樓1樓入口
5.進修部辦公室
6.生輔組辦公室

3.橫山基地1樓入口

7.管理大樓4樓入口

8.圖資大樓1樓入口

9.設計大樓1樓入口

10.警衛室



遠離感染源

避免前往人潮密集或空氣不流通場所

注意個人衛生

量體溫、以肥皂勤洗手

減少觸摸眼鼻口

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

有類似流感症狀，戴上口罩盡速就醫

個人防疫措施



開學後防疫措施
 各系若有大型集會或活動，請主

動聯繫健促中心:分機2109

 發生疑似新冠肺炎個案環境消毒

作業聯繫總務處:分機2204

 通報專線:校安中心 6158024

 停課、復課相關措施聯繫教務處:

分機2007

 有1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
確診病例，該師生所授/修課課程均停課。

 有2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列為確診病例，該校（區）停課。



教室整潔競賽活動
108學年度第1學期競賽成績：

第一名 應用外語系

第二名 金融管理系

第三名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因應疫情，暫停公開表揚頒獎儀式，獎狀及獎
品(環保衛生紙、抗菌洗手乳)將另行送達系上，
請繼續保持喔!

防疫首重個人衛生，環境清潔亦不可忽視!



暫緩來台學生人數統計

108學年第2學期，截至目前(2月19日)為止，暫
緩來台之學生身分及人數如下，請導師協助關懷
學生後續彈性修業相關事宜。

請導師協助並主動關懷 身分 人數
陸生 95

港生 54

澳門生 4

 僑外生持居留證明文件者參加健
保等相關規定得從寬認定

 聯繫分機:住服組2132



目前進行居家檢疫學生人數如

下，請導師協助並主動關懷

居家檢疫學生關懷

校內居家檢疫 校外居家檢疫

港生 澳門生 港生 澳門生

9 2 14 0



居家檢疫住宿生之安置與協助

提供居家檢疫同學個人寢具1組、
簡易盥洗用具1組
個人防疫包:(含口罩、酒精、漂白
水、洗手乳、酒精棉片、體溫計等)
電梯管制、洗衣間上鎖、關閉冷氣
以及浴室抽風排氣設備
舍監每日協助訂餐、送三餐
每日收送垃圾，並安排定期宿舍清
潔及消毒
諮商中心溫馨關懷



諮商與特教資源中心因應疫情輔導措施

♥諮商中心空間管理

• 本中心多為密閉空間，為保
護彼此，進入時配戴口罩，
全程使用，入口處皆提供酒
精，進入諮商室或特教中心
時請用酒精洗手。

• 本中心早、晚將進行空間及
設備之酒精或漂白水消毒，
確保大家的安全。



諮商與特教資源中心因應疫情輔導措施

♥心理諮商

• 原則上個別諮商以視訊或電話進行，
若有特殊或緊急狀況才開放面談。

• 個別諮商預約方式如下(三者選其一):

校務資訊系統線上預約諮商。

電話諮詢專線：07-6158000轉2131

暖心信箱：ccdc@stu.edu.tw。

♥特教學生輔導

• 統一由資源教室辦公室進出。

• 課業輔導：師生全程配戴口罩，打
開研討室門窗，使空氣流通。每次
使用完畢後以酒精消毒。

• 室內輔導活動：視疫情狀況於「向
日葵家族」臉書社團公告。

mailto:ccdc@stu.edu.tw


學生安心輔導措施

居家檢疫學生
1 一日三餐系列：互動式輔導文宣

2 心理師、社工師主動打電話關懷適應狀況

1 自製安心文宣不定期放送

2 辦理促進同理與關懷的友善校園活動

全校學生

223 若有疑似或確診個案，啟動安心輔導機制



祈願大家以平安祝福取代譴責、歧視和排擠
共度此一非常時期，諮商中心與您同在！



職涯輔導演講防疫規定

 單場參加人數下修為150-200人/場

 活動進場前提供酒精進行手部清潔，額溫槍量測。

 參加活動學生額溫超過37度，立即通知學生前往
健促中心。

 活動前一周公告提醒學生攜帶口罩，當天需額溫
不超過37度方可進場，並依活動現場狀況，協助
引導學生座位距離間格1-2位。



學生社團活動因應措施 108-2大型社團活動盤點
3/18社團旺春瘋
(約350人)

5/21學生自治組織三合一選舉
(約2000人)

3/9期初社團負責人會
議(約100人)

*社團研修<一>
(約100人)
*社團研修<二>
(約100人)

5/4期中社團負責人會議(約100
人)
5/6原勢力金音盃歌唱大賽(約
100人)
5/16新生領航營-行政組工作人
員訓練(約150人)
5/27樹德大使選拔活動(約120
人)
5/30 108-2校內社團評鑑(約
300人)

*社團研修<三>(約100人)

6/1期末社團負責人會議
(約100人)
6/10-6/12 109級畢業典禮
彩排(約250人)
6/13 109級畢業典禮(約
3500人)
6/14新生領航營-隊輔組訓
練(約150人)
6/18 社團交接典禮(約200
人)
6/29-7/1 社團菁英領袖研
習營(約100人)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戶
外

室
內

＊為未確定時間之活動



1. 社團辦公室：

 進入社團辦公室前應進行手部清潔消毒，並開啟所有門
窗以保持空氣流通。

 若因聲響過大造成干擾可關閉門窗，每隔30分鐘應開
啟門窗讓空氣對流。

2. 校內其他場地：

依管理單位規範辦理。

學生社團活動因應措施



學生社團活動因應措施

1. 少於100人之社團活動：可照常辦理。

2. 100人以上之戶外活動：可照常辦理。

3. 100人以上之室內活動：建議延期或取消辦理。

若有其辦理之必要，應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因應指引：公
眾集會」規劃，於活動日14天前向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提出
申請與防疫機制說明，經核准後始得辦理。

4. 與校外單位合作、跨校連結之活動：建議延期或取消辦理。



ROTC招募相關規定
依國防部來文，鑑於109年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第
一梯次招生成效良好，已逾年度招生目標，108學
年度下學期不再辦理第二梯次招生作業。

有志參加ROTC甄選的一年級同學，仍可於109學
年度上學期依110年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甄選(招生)
簡章報名甄選，相關報考資格條件及福利待遇歡迎
洽學務處生輔組或來電校內分機2114張教官洽詢。

(預計110年將開放碩士班一年級學生亦可報考；28歲以下)

※實際辦理仍以110年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甄選(招生)簡章為準



性平會宣導事宜
• 學生發生的(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都可
能是校園性別事件，請務必於知悉後24小時內通報至
校安人員，違者罰則3-15萬，如因未通報以致再發生，
可能會丟工作。

 學生懷孕、中止懷孕，請連絡性平會，可於導師訪談
系統註記。

• 特別提醒學生校外實習，如遇性騷擾，請務必積極處
理，通知老師或學校性平會，可提供協助處理。

• 性平會聯絡方式分機2145陸怡青《lu17@stu.edu.tw》

• 夜間或假日請聯絡值班校安人員07-6158024

mailto:lu17@stu.edu.tw


性別友善教學氛圍
教師使用教材請謹慎使用跟性或性別有關的內容，
務必顧及到不同特質學生的感受。

上課用語、互動寒暄，請注意勿有性別刻板印象、
性別歧視或對多元性別負面評價的內容。

不友善發言例如：

車開成這樣(爛)，一定是女的、整個教室都是臭男生。
這個需要很好的邏輯能力，女生很難了解。
這個工作要很細心我看男生閃一邊。
同志是一種治不好的病。不男不女的把社會都搞得亂七八糟!



大學有責任保護全校教職員生
免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感染之威脅

多一分準備 少一分損失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Slide Number 4
	Slide Number 5
	Slide Number 6
	Slide Number 7
	Slide Number 8
	Slide Number 9
	Slide Number 10
	Slide Number 11
	Slide Number 12
	Slide Number 13
	Slide Number 14
	Slide Number 15
	Slide Number 16
	Slide Number 17
	Slide Number 18
	諮商與特教資源中心因應疫情輔導措施
	諮商與特教資源中心因應疫情輔導措施
	學生安心輔導措施
	Slide Number 22
	Slide Number 23
	Slide Number 24
	Slide Number 25
	Slide Number 26
	Slide Number 27
	Slide Number 28
	Slide Number 29
	Slide Number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