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校院防疫相關注意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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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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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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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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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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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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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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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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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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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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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