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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 

『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暨學校防疫說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年 4月 7日（星期二）12：00～13：00 

開會地點：國研大樓 9樓會議室、CS302、CS311、CS312 教室（濟世大樓 3F） 

會議主席：鐘育志校長 

出席人員：許博翔副校長、楊俊毓副校長、余明隆副校長(請假)、洪文俊副校長、賴秋蓮教務長

(葉竹來副校務長代理)、周汎澔學務長、黃耀斌總務長、鄭添祿研發長(石啟仁組長

代)、王國禎圖資長、陳桂敏國際長(陳宜芳組長代)、吳文正產學長、戴嘉言主任秘

書、田英俊院長、李澤民院長(請假)、黃耀斌院長、李碧娥院長、黃友利院長、張學

偉院長、呂佩穎院長、許芳益主任、蔡宜玲主任、通識教育中心凌儀玲主任、陳義

龍主任、曾櫻花組長、陳以德組長、徐淑倩組長、體育教學中心莊宜達主任、陳信

福組長、陸文德組長、陳朝政副學務長、張松山主任、黃博瑞組長、學生會代表、

宿自會代表、僑生代表、陸生代表、外籍生代表及 71位參與同學 

記錄人員：林季瑤小姐 

壹、 主席報告： 

校長致詞：各位同學及參與人員大家好，今天是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暨學校防疫說明會，

首先請各單位報告。 

貳、 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暨學校防疫說明會，各單位防疫工作說明（各單位簡報如附件）： 

一、 學務處報告。 

二、 秘書處報告。 

三、 教務處報告：補充說明通識課程下周開始全面遠距教學。 

四、 總務處報告：補充說明出入口管制，消毒規劃，宿舍的規劃及設置，防疫期間進入教

室上課請全程配戴口罩，用餐區間距加大。東側門配合同學需求開放，防疫期間謝絕

訪客，相關會議記錄會公告給同學做了解。 

五、 國際處報告。 

六、 人資室報告。 

七、 環安室報告：補充說明廢棄物桶請不要當作一般垃圾桶來做使用。 

參、 會前建議事項處理情形討論：(如附件)  

※案號 2—額溫槍準確率的相關問題 

衛保組補充說明：關於額溫槍準確率的問題，我們有提供量測人員教育訊息。另外，我們

也考慮到量測人員要保護自己及保護大家，也呼應環安室在感染性廢棄物垃圾桶設置上，

是不是可以在量測站也設置感染性廢棄物垃圾桶，量測人員於值班中戴過的手套可以在現

場丟棄，避免後續汙染問題。另外是不是也可以針對量測值班人員做事前教育訓練，測量

前後要進行相關物品的消毒。 

總務處補充說明：是否可以請量測站人員就最近的感染性廢棄物垃圾桶去做丟棄，避免設

置過多的感感染性廢棄物垃圾桶，於管控上可能會有反效果，如果可以的話請將相關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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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丟到最近的感染性廢棄物垃圾桶。 

  

※案號 3、5、6—宿舍拆除相關問題 

總務處補充說明：關於拆除造成較大噪音的部份，我們這兩天已經將 1樓完成拆除工作了，

接下來應該比較沒有敲除跟打擊工程，會開始進行後續清除，請同學見諒。 

同學補充：針對學校的回覆，看了之後覺得學校沒有規劃關於噪音防治方面的工程，因為

其實學校目前是說 4月中的拆除工程結束，這點我們也知道，但未來之後會有新的建設，

未來建設可能會是更長期的影響，若沒有辦法進行噪音排除工程，學校這邊是不是能有其

他安排，像我是醫放系的同學，我們都是在濟世大樓 2樓，像是 CS208、209上課，不知道

未來建設期間可不可以將會受噪音影響的教室不要排成固定上課教室，先避開這些容易受

到噪音影響的教室，改到其他教室去上課。 

總務長：謝謝同學建議，教室排課會再跟教務處做一個考量，可能不只是 2樓，在濟世大

樓週邊幾間會受噪音影響的教室都會一併做評估，看看能不能做一些後續的調整，謝謝同

學。 

※案號 4—自修室相關問題 

圖資處補充說明：感謝總務處協助開學至今的消毒工作，我們會請清潔人員多做加強。 

※案號 7—東側車棚廢棄腳踏車相關問題 

學生補充說明：目前東側門舊的腳踏車一直都沒有清除。 

總務處補充說明：每年有兩次舊的腳踏車的清除作業，舊的腳踏車我們每學期都會做公告

與清除。 

學生補充說明：在車棚中有注意到一些腳踏車，標籤都是去年 108年 10月 20日的日期但

尚未清運，所謂一年兩次是哪兩次? 

總務處補充說明：目前是在每學期結束之前會做公告並進行清除，我們今天下午會再去確

認一次，若有如同學所說，今天就會清除。 

※案號 11—課程相關提案 

教務處補充說明：關於鼓勵學校老師改採線上課程的部分，目前我們都有在防疫會議做討

論，也配合教育部的指示跟規範來辦理，從 3月 23日起，選課人數達 100 人以上之課程(不

含實習、實驗、PBL、TBL 課程)，將改採線上授課方式。下周一開始，修課學生人數若超

過教室一半容納額度，會改採線上同步或非同步教學。 

※案號 13—烹飪社相關提案 

課外組補充說明：提醒烹飪社同學在社課時間使用場地時要注意用火，以及社交安全距離

的規定，要記得戴口罩，並注意安全。 

※案號 16—轉系相關提案 

教務處補充說明：同學是希望能夠取消轉系次數的規定，我們調查其他學校陽明、北醫、

中山醫及長庚大學，他們轉系限一次且轉學生不得申請轉系，本校有比較放寬規定，轉學

生可申請轉系。為什麼各校僅限一次，就是因為考量學生轉到新的系所後，要去學習基本

課程，所以在課程學習方面需要去做調適，另外有些系所是有實習的，所以可能在課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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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銜接有些困擾，所以一般而言都會只限定一次，像我們在學則規定，轉系一次畢業年

限可以多增加兩年，如果再放寬多一次可能會導致在修業年限內無法完成學業，會導致學

生無法畢業，所以一般學校都只同意轉系一次。 

 

肆、 主席結論： 

謝謝各位同學的提問和各單位的回答，如果還有不滿意的地方，可以隨時提出回應，學校

一定會盡最大努力來做，我想校長的責任就是保護同學和教職員工的身心靈健康，針對這

次春假期間，昨天開始做TOCC，針對政府公告的11個景點的旅遊史調查與填答，希望大家

可以在明天(4/8)下午5點前務必填答完畢。 

保持安全社交距離，室內1.5公尺、室外1公尺，避免群聚，勤洗手、戴口罩，在這個疫情緊

張的時刻，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希望我們師生共同努力，我們未來將會戰勝病毒，期待

大家都很平安，若同學這段期間有不舒服情形，要做好自主健康管理，並記得通報教官或

老師，醫院就在附近，若同學有必要的需求，都可以協助，相關症狀包含上呼吸道的症狀，

喉嚨痛、咳嗽、發燒，和不明原因發燒、腹瀉，味覺或嗅覺喪失，希望大家隨時提高警覺，

一起共同努力。 

 

伍、 散會：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3：00 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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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暨學校防疫說明會」座談會滿意度調查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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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次活動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1. 可以回饋問題予學生 

2. what must do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3. the covid-19 

4. 看到學校對疫情的積極措施 

5. 還行 

6. 上課、防疫、要如何與興建宿舍達平衡 

7. 防疫說明 

8. 可以聽取學校對現況的回應 

9. 防疫問題 

10.到底有沒有要全面實施遠距教學 

 

9.希望本座談會 ，可以再增加的內容是 

1. Materials Provided 

2. 相當完整 

3. 設備的改善 

4. 防疫說明應更清楚 

 

11. 其他意見:  

5. 視訊聲音不清楚 

6. 直播品質待加強 

7. 視訊聽不太清楚 

8. Great 

9. 在 CS302 聽不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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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聲音模糊，聽不太清楚 

11. 想知道最近辦活動的配套措施 

12. 聲音聽不到 

13. 收音不佳，講者應注意語速和音量，若是線上上課也希望能提醒老師們注意此狀

況 

14. 學生臨時動議的時間莫名被刪除 

15. 希望直播聲音能更穩定，會後能將會議內容放在網路上供大家參閱 

16. 視訊效果差 

17. 視訊聲音需加強，宿舍噪音不能只叫學生忍耐，PPT 字太小 

18. 音質差、雜音太多、聲音太小，PPT 內容太雜，希望能重點說明就好 

19. 對問題 8的回覆能在正面一點，拿 12 月的數據來對比實在不妥 

20. 收音很差，聽不懂在講什麼，這樣開會沒意義 

21. 聲音模糊，校方官腔，線上開會無法看見學生反應 

22. 音質不太好 

23. 音質太差 

24. 直播不夠清晰 

25. 某些師長聲音過小，聽不清楚 

26. 直播效果不佳，既然已有大教室，為何不現場說明？其餘無法到場同學再以線上

方式參加 

27. 是否硬體設備不足導致師長聲音過小？ 

28. 雖有告知會以線上方式進行，但並未說明在 CS302 現場的同學也是以線上方式聽

說明會，失去了到場的意義，希望往後能清楚告知，謝謝辛苦了 

29. 音質差 

30. 直播不知道在聽什麼，非常不清楚，白來了很誇張超傻眼。要求現場提問同學用

手機加入會議，造成手機和現場同時撥音的情形。現場都梅花座了，校長不能到

場嗎？都聽不到在說甚麼，這樣校長有約有意義嗎？各處室報告就把時間用完了

阿，聽不清楚，又沒與學生互動，變相成防疫會議，根本不知道在宣達什麼。 

31. 音質太差聽不懂在講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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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學務處負責的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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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疫情發生後學務處防疫作為(1)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防範，作為如下：

【2月25日開學前】
 自1月22日起，緊急召開防疫會議，研議相關應變措施及計畫。
 防疫計畫書撰寫

撰寫防疫計畫並於2月7日依教育部規定繳交計畫書。
 調查與通報

1. 完成本校具感染風險需健康管理學生人數調查與教育部等相關單位通報。
2. 完成TOCC調查，請學生填報校務系統「T.1.0.010b.旅遊與接觸史」。

 協助居家檢疫學生
1. 協助中港澳居家檢疫住宿生入住並免費提供三餐。
2. 協助提供中港澳居家檢疫非住宿生飲水及其他生活協助。
3. 提供所有居家檢疫學生防疫包、生活手冊、安心支持輔導。
4. 每日關懷追蹤學生體溫與健康情形。
5. 藉由敦親睦鄰拜訪相關里長並推展衛教宣導。

 解除檢疫
針對解除居家檢疫學生健康叮嚀及衛教宣導。

 線上防疫課程
宣導學生完成線上防疫課程，提升學生防疫知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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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疫情發生後學務處防疫作為(2)
【2/25開學後】

 防疫措施

1. 3月2日起設置體溫測量服務點(溫馨小站)-濟世大樓1樓、國研大樓1樓東側、
第一教學大樓穿堂及A館宿舍1樓等。

2. 自3月5日起配合全校因應校園防疫規劃入口管制暨體溫量測作業。

3. 住宿生健康關懷與協助。
4. 持續關懷追蹤需健康管理者。
5. 制定社團及宿舍的防疫相關規範。
6. 自3月26日起，推動全校學生上網填寫「防疫日誌」。

 調查與通報

1. 持續進行本校具感染風險需健康管理學生人數調查與教育部等相關單位通報。

2. 3月19日啟動第二次TOCC調查，請學生填報校務系統「T.1.0.010b.旅遊與接
觸史」。

3. 4月6日針對清明連假11個旅遊警示地啟動第三次TOCC調查，請學生填報校務
系統「D.2.8.14.學生TOCC3調查」。

4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疫情發生後學務處防疫作為(3)
 防疫宣導

1. 持續經由社群媒體(LINE及Facebook)及e-mail宣導防疫相關事宜。
2. 宣導全校教職員工生自主量體溫。
3. 宣導防範疫情相關假訊息，並遵守國家法令。
4. 於4月1日宣導連續假期防疫注意事項。

 防疫物資
1. 持續防疫物資盤點及儲備。
2. 額溫槍及耳溫槍分配與運用。

 其他
1. 提供並協助因疫情造成家庭經濟變故之學生緊急紓困申請。
2. 提供僑外生讀卡機，協助其預購買口罩。
3. 與學生代表討論並達成共識，訂定防疫期間學生社團集會措施。
4. 規劃畢業典禮方案，學校將視疫情於4月20日前確定。

 經驗分享
2月21日教育部辦理之大專校院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南區說明會中，分享本校
防疫工作經驗。

 防疫會議：自1月22日啟動防疫相關會議，迄今共約31場次，如下：
1. 學務處處內及跨處室與總務處、圖資處及學生會等共召開約16次會議。
2. 召開全校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共15次。 5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配合全校體溫量測-宿舍A館

6

入口出口

暫時封閉此出入口

平日 07:00~17:30 職員量體溫

平日 17:30~22:00 宿舍幹部監督及提醒

假日 09:00~22:00 宿舍幹部監督及提醒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A館以刷卡判別是否住宿生、是否已填報體溫

7

感謝宿舍幹部葉品誠同學(醫管資
系3年級)發揮所學撰寫程式，讓
刷卡系統結合語音，判別進入宿
舍者是否為住宿生(非住宿生只能
進自修室)、住宿生是否已填報體
溫：
 住宿生、已填報體溫：刷卡時

電腦不會發出聲音
 住宿生、未填報體溫：刷卡時

電腦會發出「喔喔」聲提醒。
填報完成才可進宿舍。

 非住宿生：刷卡時電腦會發出
「非住宿生」語音。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配合全校入口管制-東側門體溫量測

8

3/5上午尖峰時間
東側門口進出人員眾多，
已增加人力及調整動線

規劃東側門
雨備方案，
經3/10驗證
具體可行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學生健康關懷

9

有發燒或身體不適(發現
管道：資訊系統異常通
知、學生主動尋求協助)

衛保組進行體溫量測
及TOCC詢問

給予口罩、協助就醫

追蹤與關懷

發現 檢查 協助 追蹤

衛生保健組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10

居家檢疫學生之安置與協助

幫住宿生將其日常需用品搬運
至檢疫宿舍，包括床墊、盥洗
衣物、防疫包、桶裝水、洗衣
精及垃圾袋等。

另配有酒精、額溫計、
水、衛生紙及乾糧等備
品。

專人接應引導學生至檢
疫宿舍。

基本環境介紹、檢疫住宿
守則及注意事項提醒後，
環安人員解說廢棄物處理。

除每日(免費)三餐親送外，學
生亦可隨時聯繫學務處，依需
求不定時遞送所需物資。

不定期給予信心喊話、
溫馨小卡與關懷。

衛生保健組、生活
輔導組、高醫書院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提供居家檢疫學生安心支持輔導
安心支持輔導
 製作安心支持文宣，協助本校學生

因疫情影響其在學身心適應。
 協助居家隔離或檢疫之學生，於此

期間視需求提供遠距之安心諮商/
詢服務，緩解其因居家隔離或檢疫
狀況產生的心理恐懼及焦慮，以及
適當的心理支持。

 透過三級預防輔導工作機制，協同
系所、導師及相關輔導人員，提供
本校學生安心輔導關懷，以協助受
影響學生之身心及在學適應。

11

學生心理
輔導中心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12

本校居家檢疫學生生活手冊(摘錄)

生活輔導組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13

居家檢疫學生獨處指南

生活輔導組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14

居家檢疫學生回饋

學生手繪
感謝卡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連續假期之防疫宣導

15

4/1已寄發電子郵件及公告網頁等多元方式宣導，謝謝學生會於FB協助公告，一同為
校園防疫工作努力！連假後請各位同學持續勤洗手，若未填寫防疫日誌則請補填。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連假後請各位同學配合事項

連假結束返校的14天內，務必提高對自身健康
狀況的警覺並每天量測體溫。如發現身體不適
，請即配戴口罩立即就醫或在家休息，並即時
通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住宿生若有呼吸道、失去嗅覺味覺等症狀者，
應立即配戴口罩就醫並通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進行自主健康監測。

社團活動若不能維持室外1公尺、室內1.5公尺，
就須全面配戴口罩。

16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學生防疫日誌
 依3/23防疫會議決議，學務

處與圖資處及學生會代表討
論防疫日誌內容(如右圖)。

 已於3/26以電子郵件方式通
知學生每日上網填寫。

 3/27教育部通告：「建議教
職員工生開啟手機定位功能
，並盡可能紀錄放假期間活
動足跡日誌。」

衛生保健組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疑似群聚感染事件時之宿舍處置方式

18

宿舍
規劃

隔離宿舍
：規劃為校外E館

安居宿舍
：規劃為校外H館

當校內確診2例時，需徵用校外H館，原H館住宿

生73名（12女60男；28名境外生，45名本國生

）協請總務處安排規劃住宿空間及搬遷，目前A

館男生床位不足。

若校內確診1例

1. 需居家隔離之本國學生、
境外生(依附在臺親友)：
依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

頒布之交通運送規格返家
隔離。

2. 需居家隔離之境外生(校

外賃居、未依附在臺親友
)：入住隔離宿舍。

若校內確診2例

1. 無須進行居家隔離之本國學生、境
外生(校外賃居、依附在臺親友)自
行返家；境外生(未校外賃居、未

依附在臺親友)，入住安居宿舍。
2. 須進行居家隔離之本國學生、境外

生(依附在臺親友)，依中央流行疫

情指揮中心頒布之交通運送規格返
家隔離；境外生(校外賃居、未依
附在臺親友)：入住隔離宿舍。

疑似群
聚感染
事件發
生時

生活輔導組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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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造成家庭經濟變故，可申請緊急紓困

19

符
合
要
件

應
備
附
件

申
辦
流
程

學生或父母（含養父母或繼父母），逢受急難狀況如：
1. 感染COVID-19肺炎確診或因疫情相關原因傷病住院。
2. 因疫情影響失業或配合公司請領無薪假期。
3. 因配合國家防疫政策需求，居家或集中隔離檢疫致影響家庭收入。

請由導師訪談敘明家庭因疫情急難狀況受影響程度，並檢附
1. 醫院診斷證明書
2. 非自願離職證明書或公司受影響以致無薪假或減班證明文件
3. 受隔離檢疫等相關證明文件

請參閱本校學務處生輔組—緊急紓困金網頁
依規定填具申請表、導師訪談表，並同所需附件繳交至聯合服務中心—
李小姐，由長官核定後通知後續請領款項事宜。
如有疑問請電學校總機轉2823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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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突遭變故
之學生

至職涯組提出
申請並填寫學
生生活需求表

經社工訪談並
評估給予建議

進入『特殊個
案審查小組』
進行覆核

覆核通過：

進入深耕計畫
協助學生，接
受輔導及申請
獎助學金。

覆核不通過：

視同學意願轉
介校內其他單
位，提供其他
協助。

• 學生本人或家人如家庭經濟受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

響，可透過深耕計畫「家庭突遭變故」機制，藉由輔導及獎助學金，

協助其於就學期間兼顧課業及生活所需。

• 申請流程及協助機制

高教深耕計畫亦可協助受疫情影響之學生本人或家人

職涯發展組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學生社團集會防疫措施
 經學務處與學生會共同討論達成共識，3/30第十四次防疫小

組會議通過，學生社團集會防疫措施如下：

1. 4/30前維持防疫小組第十二次
會議決議(詳如右圖)

2. 5月開始採用中華學生社團教
育學會建議，使用「風險評估
表」作為學生社團集會是否正
常辦理之依據。室內活動低風
險指標數達4項(含)以上、室外
活動低風險指標數達2項(含)以
上，活動可辦理，但須落實防
疫措施。未達前述可辦理之標
準或有1項以上高風險，活動
不得辦理。

課外活動組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其他社團相關因應措施

考量許多社團因防疫取消活動，屬不可抗力之
因素，故本學期活動紀錄不列於109學年度社團
評鑑評分標準。

若全校因兩例確診而停課，將全面嚴格禁止社
團活動。

22

課外活動組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108學年度畢業典禮建議方案

 依據109.03.16第5次重大慶典委員會主席指示，由學務處
研擬方案，防疫會議討論。草擬建議方案如下：

23

甲案 疫情解除時，依表訂實施計畫照常舉行。
乙案 疫情趨嚴，停止全校聯合畢典，由各學院自行辦理。並

依防疫規定，簡化規模(如線上直播；或僅學生參加，家
長親友不參加)。

丙案 如疫情擴大，依教育部規定或宣布停辦。

將於109年4月20日寄發貴賓與家長邀請卡前決定。

軍訓室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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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聆聽，敬請指導



戴嘉言主任秘書
109年4月7日

國研大樓9樓會議室

高雄醫學大學
校長與學生有約-防疫說明

秘書處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學校防疫小組-固定每周一9:30開會
109.01.27校長與體系醫院啟動第一次防系小組會議

學校防疫小組會議
(校長、副校長、學院院長、系所主任、學生代表、幼兒園園長、一二級主管、感管專家)

109.2.3 第一次防疫小組會議 109.2.5 第二次防疫小組會議
109.2.10 第三次防疫小組會議 109.2.13 第四次防疫小組會議
109.2.17 第五次防疫小組會議 109.2.24 第六次防疫小組會議
109.2.27第七次防疫小組會議 109.3.3 第八次防疫小組會議

109.3.6第九次防疫小組會議 109.3.11第十次防疫小組會議
109.3.16第十一次防疫小組會議 109.3.18第十二次防疫小組會議

109.3.23 第十三次防疫小組會議 109.3.30 第十四次防疫校組會議
109.04.06 第十五次防疫小組會議

學校防疫小組會議
校院防疫小組會議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教育部指定本校與成功大學為
大專校院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南區防疫諮詢學校

109年2月21日
至成功大學進行15分
鐘防疫策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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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 109.02.20 上午10:00-校院研究團隊

新型冠狀病毒COVID-19研究會議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2020-3-12 Pandemic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全球疫情-109.04.07

6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台灣確診病例分布



• 本校防疫計畫書於109.2.7送交教育部,並因應疫情進行滾動式修正

• 學校首頁防疫專區https://www.kmu.edu.tw/index.php/COVID-19

• 各處室防疫注意事項公告

所有防疫訊息公告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所有學校同仁(每日87人次)每星期排班1-2次協助門口
管制與體溫量測(感謝學生代表參與)

9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 全面體溫監測與出入口管制

• KMU安心通行證

• 提升校區清潔消毒

• TOCC與旅遊史調查(擴及本人、眷屬及同住者)

• 師生健康關懷與追蹤(含港澳陸生及外籍生)

• 100人以上課程線上課程啟動(含教育訓練)

• 啟動全校各單位分組、分艙、分流辦公室試行

• 大型集會及活動規範

• 餐廳及校級會議空間拉大距離(視訊會議)與更換場地

• 招生因應(隔離試場與備援試場)

• 防疫期間教職員生差勤相關規範

• 配合教育部進行各項回報

• 防疫物資的準備

重要防疫措施因應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學生防疫日誌紀錄

 依3/23防疫會議決議，會後與圖

資處及學生會代表討論防疫日誌

內容(如右圖)。
 感謝圖資處協助建置「D.2.8.13.

學生防疫日誌」快速連結。

 已於3/26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學

生每日上網填寫。

 3/27教育部通告：「建議教職員

工生開啟手機定位功能，並盡

可能紀錄放假期間活動足跡日

誌。」

 請學生會協助宣導，共同為校

園防疫努力。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防疫至上--活動延期或暫緩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展現醫學大學的水準與價值

鼓勵提前畢業抗疫

《紐約郵報》（New York Post）報導，一名符合資格的醫學院應屆
畢業生收到紐約大學的電子郵件，內容詢問該生是否自願同意
提前畢業，並於4月開始在紐約大學朗格尼醫學中心（NYU 
Langone Health）內科或急診部門擔任有薪實習生。

該電子郵件提到，「隨著新型冠狀病毒擴散，我們醫院已經人滿為患，
而我們身在前線的同事已經超時工作，我們的急診和內科依然人手短缺
」。

NYU's med school is letting students graduate early so they 
could jo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https://t.co/3rF88nuS3Y
— New York Daily News (@NYDailyNews) March 25, 2020

根據《紐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報導，紐約大學醫學院
在聲明中表示，這項美國史無前例的計畫「是為了因應紐約州長科莫（
Andrew Cuomo）的指令，讓更多醫師更快投入醫療體系」。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身為宿舍樓長的醫務管理暨醫療資訊學系同學葉品
誠看到學生排隊量體溫的狀況，主動發揮所長，在
原本的系統架構上，增設了可以判別住宿生身份的
功能，已量測體溫的住宿生可憑「過關」音效快速
通關，提升同學排隊等侯時間。獲各家媒體報導讚
揚，校方也為了表揚葉同學對校園防疫的貢獻，特
別在109年3月30日的防疫會議中，頒發感謝狀以資
鼓勵。

14

表現高雄醫學大學的素養

因應防疫東側門管制後。同學們履次

冒險翻牆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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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假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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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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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連假屏東墾丁、花蓮、台東等地景點湧
入大量人潮，《蘋果新聞網》觀察，墾丁遊
客約有2成都未戴口罩，室外也未保持1公尺
社交距離，完全將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日
前宣布的「社交距離」（室外1公尺，室內
1.5公尺社交安全距離）拋諸腦後，恐成防
疫破口。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祥說，今會盡
快發布相關防疫措施，上午11時55分已發布
兩則細胞廣播訊息告警，特別說明「墾丁附
近景點人潮擁擠，請暫勿前往」。

11個風景區包括 屏東縣南州鄉以南（
含墾丁觀光景點） 、 阿里山森林遊樂
區 、 花蓮東大門夜市 、 嘉義文化
路 、 台南關子嶺 、 虎頭埤 、 烏山
頭水庫 及 湖境度假會館等埤塘風景
區 、 高雄興達港 、 旗山老街 、 雲
林北港朝天宮 。

國家級旅遊警報1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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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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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4月5日

• 4月6日起各大專校院師生將陸續返校上課，為降低因連假期間部分師生掃墓、出遊致返校後造成防
疫破口之風險，請各校除依本部訂頒「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制工作綱要」、「大專校院連續
假期之防疫注意事項」及相關通報，持續辦理各項防疫工作外，並應於師生返校第一時間加強辦理下列
事項：

• 一、連假結束前，學校應進行全校性消毒清潔，尤其教室、宿舍、餐廳、圖書館、廁所、實驗室
等人員使用頻率較高之場所，以避免因連假期間人員進出造成感染源進入校園。另學校為提高校園消毒
頻率、維持良好通風，如有購置相關器材或委託廠商進行，後續均可從本部已函知各校申請之教學訓輔
及防疫應變補助經費中勻支。

• 二、學校應於師生返校或返回宿舍的第一時間，嚴格執行師生健康監測，並詢問了解其身體
健康狀況。學校除量測體溫、注意師生是否有發燒情形之外，針對遇有呼吸道、失去嗅覺味覺等症狀者
，應立即請當事人配戴口罩立即就醫或在家休息，進行自主健康監測。

• 三、請學校於連假結束後，再進行全校性衛教宣導，並提高師生落實手部衛生、勤洗手頻率；
同時蒐集師生於連假期間旅遊、聚會與其他集會活動等軌跡與健康紀錄，以利日後可能須配合疫情調查
之用，如因隱匿而造成日後校園防疫破口，將依校內獎懲規定追究其責任。

• 四、請學校提醒師生，在連假結束返校的14天內，務必提高對自身健康狀況的警覺並每天
量測體溫。如發現身體不適，請即配戴口罩立即就醫或在家休息，並即時通報學校。

• 五、學校應嚴格執行社交距離規範，除遇有校內「特定人聚集場合」外，若不能維持室外1公尺、室內

1.5公尺，就須全面配戴口罩；實驗室、研討室因較密閉、近距離接觸，應要求配戴口罩。而遇有
學校內的「特定人聚集場合」也請從嚴認定，須是參與師生有固定座位，並能保留出席記錄的場合，一
旦近距離接觸或交談，仍應立即配戴口罩。

• 六、學校如規劃進行授課方式調整，依日前通報各校的注意事項，原則上由學校督導辦理，無須
報部；若為無確診病例且超過三天以上的全校防疫演練，在對師生公布前請先通報本部，通報後即可實
施。但學校仍應確實檢視防疫演練是否納入注意事項的辦理原則，尤其務必要落實監督學生自主健康管
理，並避免旅遊聚會等活動。

•

教育部通報
(大專校院於連假結束師生返校之防疫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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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進入教室一律採取梅花座並且戴口罩，參與師生有固定座位，
並能保留出席記錄的場合

• 2. 避免非必要之群聚活動

• 3. 注意旅遊史與接觸史，填寫最新TOCC 調查表(教育部要求4月8
日下午5點回傳教職員生旅遊史)

• 4. 注意咳嗽或其他上、下呼吸道、不明原因之腹瀉、失去嗅覺味
覺等症狀

• 5. 安全距離室內1.5公尺、室外1公尺 ，無法確保或需要交談請
佩戴口罩

• 6.落實手部衛生、勤洗手頻率

• 7. 每人每天必須

• 1）登錄體溫

• 2）撰寫防疫日誌，蒐集於連假期間旅遊、聚會與其他集會活動等
軌跡與健康紀錄

連假後須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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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4/5清明連續假期，如果曾經前往政府部門於4/4細胞簡訊
所載的11個熱門風景區/景點（無論是當天往返或是過夜），需特
別注意

01.旗山老街

02.屏東縣南州鄉以南(含墾丁觀光景點)

03.台南虎頭埤

04.台南關仔嶺

05.雲林北港朝天宮

06.花蓮東大門夜市

07.嘉義市文化路

08.阿里山森林遊樂園

09.烏山頭水庫

10.湖境渡假會館等埤塘風景區

11.高雄興達港

4月6日熱門景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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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有前往者(含同住親友)務必自
主健康管理、蒐集出遊軌跡、提
高自我健康警覺、戴口罩上班上
課、避免出入公共場所、鼓勵在
家遠距上課

• 每日監測體溫-注意咳嗽或其他
上、下呼吸道、不明原因之腹瀉
、失去嗅覺味覺等症狀，請務必
立即就醫，勿到校並通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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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3月6號台灣時間凌晨1時30分至3時30分本校、哈佛醫學院、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就「我們從2003年
SARS全球大爆發所學到的教訓–臺灣面對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的快速因應」展開一場隔空挑燈對談。

本次對談是由哈佛大學臺灣同學會、波士頓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全球臺灣醫衛總會、新英格蘭大波士頓
臺灣商會、高醫大校友會新英格蘭分會等單位所舉辦，這也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爆發以來，臺、美三所
名校的首場視訊論壇，與會人士包括美國聯邦眾議員喬伊．甘迺迪辦公室代表泰勒．亞斯朋-史旺、我國駐波
士頓辦事處處長徐祐典、本校校長、主任祕書、環境醫學研究中心主任、附設中和紀念醫院院長侯明鋒、副院
長吳登強、感染管制中心主任林俊祐，以及臺大公衛學院院長詹長權、林先和教授暨臺大保健中心程劭儀主任
等人，皆徹夜未眠，展開為時2小時的防疫交流。

臺灣防疫成果舉世注目
本校、哈佛、國立臺灣大學跨海視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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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攜手李榮化公益捐贈異丙醇清潔液

本校成立跨領域衛教
團隊，在開學前夕召集鄰近小
學代表，請專家現場傳授開學
防疫攻略，並示範正確有效的
防護步驟，分享【123消毒口
訣】和【學童版防疫教戰守
則】；另外也和李長榮化工共
同合作，將電子級異丙醇稀釋
至75%的濃度後，捐贈給社區
和鄰近學校作為環境清潔液。
鐘校長致詞時表示，本校被教
育部指定為大專校院防範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區域中心學校，
除了提供大專校院防疫諮詢服
務，也很樂意參與守護兒童們
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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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普生公司攜手
開發新冠肺炎全自動快篩試劑

本校與普生公司董事長於
109年3月11日簽署合作備忘錄，
約定攜手開發LISA快速篩檢試
劑檢測新冠肺炎病毒，鐘校長
表示，這項研發案的目的是希
望能與中研院及學研單位共組
「抗疫國家隊」，加速研發量
產進度，成為國家的防疫後盾。

本次合作研發新冠肺炎
（COVID-19）快篩試劑，透過
自動化儀器達到大量快速篩檢
功效，一天可望篩檢達1440分
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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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項目 單位

10:10 致贈感謝狀、異丙醇、合影
10:15 高醫大團隊參觀自動化工廠

10:45 莊弘毅教授提供防疫建議
公衛系莊弘毅教授

11:00 防疫心理健康‐五感六覺防疫

護理學院李碧娥院
長
顏焰貞護理師
歐素妃護理師

11:10 破解藥補迷思
天然藥物研究所
王惠君所長

11:20 提供食補建議
醫學系黃孟娟教授

11:30
示範增強免疫力之「辦公室
單椅運動」

運醫系朱奕華副教
授

11:40
乾洗手.漂白水稀釋DIY教學
說明酒精.漂白水.異丙醇使用
時機

醫化系林韋佑副教
授

本校與南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防疫交流座談
109年3月12日本校公衛、護理天然藥物、醫化以及運醫系等團隊至合作

企業南六公司(國內口罩不織布供應大廠)，協助南六全面檢視廠區防疫，給
予營養、運動與消毒等適當的防疫策略和建議，以高醫醫療相關專業，守護
防疫物資供應商的員工健康共同為台灣防疫貢獻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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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長庚紀念醫院醫療團隊參訪本校

109年3月17日高雄長庚紀念醫院王植熙院長率
領院內主管赴本校交流，就共同研究發展、學生實習
及新型冠狀病毒（COVID-19）等議題進行交流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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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陳建仁副總統-瘟疫中的我



團結一致
以專業跟同理面對疫情
以預防跟支持因應疫情

承擔醫學大學的使命與責任



謝謝聆聽、敬請指正

Build KMU Gre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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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安心就學】

報告單位：教務處
中華民國109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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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教務因應

貳、學生修課因應

參、學生見實習因應

肆、國家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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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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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0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1次會議
 訂定因應疫情無法返校學生彈性修業機制
 研議因疫情延後實習時程及配套方案
 研議108學年度第2學期延後開學日期及相關配套方案

 109/02/05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2次會議
 依據教育部109年2月3日公告開學日延後2月25日

 2月24日課程需由授課教師與學生討論另行補課時間
 期末考壓縮為4天考試

 109/02/10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3次會議
 延後開學學生註冊、繳費、選課期程
 因應疫情無法返校配套

 辦理延緩註冊程序
 學生補課、上課方式
 教師因疫情請假之授課配套

 學生見實習因應
 見習生完成防疫課程自我學習及測驗
 延後見實習時程及配套方案

 推廣教育課程-樂齡大學及非學分班開班因應

教務因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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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1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4次會議
 訂定安心就學措施
 研議高醫科學營執行方案
 見習行前訓練課程( 2月25日上午8-9時舉辦)
 推廣教育課程-樂齡大學、非學分班及市民學苑開班措施

 109/02/18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5次會議
 因應疫情停課、復(補)課規劃
 因疫情無法於108學年度第2學期選課暑期開課之替代方案
 高醫科學營線上課程規劃
 其他招生考試因應策略
 推廣教育課程防疫因應措施

 109/02/2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6次會議
 因應疫情停課、復(補)課措施
 學期考試因應措施
 國家考試異動
 高醫科學營上午專題課程改為數位課程，下午體驗課程取消
 推廣教育因疫情暫停開課課程及相關退費規定

教務因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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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27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7次會議
 見實習生相關檢疫原則
 訂定因疫情無法返校上課學生出席情形，不予扣分之規定
 招生考試防疫措施及面試替代方案
 推廣教育課程停課標準
 教師相關活動配套方案

 109/03/0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8次會議
 學生實習因應策略
 規劃及處理彈性實習課程流程及相關審議程序

 訂定教師落實防疫點名，且勿將學生出席情形納入平時成績評分之規定
 招生考試防疫措施及面試替代方案
 招生面試考生，陪考家屬限1人，並請配合相關防疫規定

 109/03/06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9次會議
 學生實習因應策略
 學生實習場域因疫情緣故，以學系轉換實習場域為優先，惟學生因未來職涯規劃或其他因素，留於原

實習場域實習者，則學生及家長需填寫同意書
 防疫點名執行方案(包含IRS、線上打卡、紙本點名等)
 推廣教育-樂齡學員及假日非學分班學員防疫因應

教務因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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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27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7次會議
 見實習生相關檢疫原則
 因疫情無法返校上課學生出席情形，不予扣分
 招生考試防疫措施及面試替代方案
 推廣教育課程停課標準
 教師相關活動配套方案

 109/03/0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8次會議
 學生實習因應策略
 規劃及處理彈性實習課程流程及相關審議程序

 教師落實防疫點名，且勿將學生出席情形納入平時成績
 招生考試防疫措施及面試替代方案
 招生面試考生，陪考家屬限1人，並請配合相關防疫規定

 109/03/06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9次會議
 學生實習因應策略
 因疫情緣故，學生以轉換實習場域為優先，留於原實習場域實習者，則學生及家長需填寫同意書

 防疫點名執行方案(包含IRS、線上打卡、紙本點名等)
 每門課程皆須落實防疫點名機制，記錄到課學生名單，紀錄至少保留1個月
 授課教師確實掌握選課學生之出勤、生病或隔離情況，但在執行點名標準上，對學生請假從寬認定

 推廣教育-樂齡學員及假日非學分班學員防疫因應

教務因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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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1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10次會議
 招生考試應變機制及流程
 109年4月12日舉辦衛福部原住民及離島地區養成公費生計畫，採考生報到分流動線，招生組實際模擬

演練錄製影像供學系作為個人申請面試參考
 「個人申請」入學因應疫情應變機制，招生組會彙整各系所需防疫物資(酒精、額溫槍等)
 各系所之考試日期及時間列表提供總務處及人資室，以利安排各門口測量體溫人力
 提醒至本校考試之考生，考試當天需進行體溫量測，請提早出門，陪考人員之管制仍以一名為原則

 標準病人及OSCE考試因應
 標準病人需填寫TOCC問卷，具旅遊史者皆無聘用
 OSCE醫學臨床技能測驗國考日期：4月24-26日、5月2-4日

 109/03/16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11次會議
 防疫點名線上打卡系統
 彈性修課機制，放寬遠距課程認列標準
 各系所進行遠距課程演練

 109/03/18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12次會議
 線上課程規劃
 3月底前校內每門課完成一次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演練
 100人以上的課程，自3月23日起，改全面線上教學

教務因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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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2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13次會議
 線上課程規劃策略
 100人以上及醫護背景之課程，全面線上教學
 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採遠距教學注意事項研擬計畫書函報教育部
 課程改為線上遠距教學，請授課老師將評分標準(期中考方式等)更新於課程大綱中

 招生考試因應
 隔離考生應試規劃
 隔離試場相關安排

 109/03/30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14次會議
 線上課程規劃策略
 學校針對100人以上大班授課，採遠距教學
 調查遠距上課情形，通知教師公告考試及成績分數計算方式
 各學院系所協助通知各課程主負責老師置資訊系統修改課程大綱
 實驗課程、TBL、PBL課程替代方式，建議以小組/班方式教學授課，如全校停課時，以彈性學習(調整

課程內涵、方式)，實作課程往後調移，必要時再採取實體面授
 招生考試因應
 個人申請入學，陪同家長以1名為原則，並不開放陪同考生進入各大樓學系試場
 招生考試作業防護措施作業流程

教務因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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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4/6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15次會議
 學生實習因應策略
 校外實習轉換實習場域情形

 線上課程規劃策略
 室內外均應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室內1.5公尺、室外1公尺)，如無法維持則應全面配戴口罩
 針對100人以上大班授課，採遠距教學，達成率97.06%
 上課人數佔教室座位 50%以上課程，4月13日起，採部分學生到校面授、部分學生同步遠距上課方式

進行，學生分組方式由課程主負責教師與學生自行協調
 學生參與面授課程或以同步遠距方式上課，授課教師應落實防疫點名

 招生考試因應
 個人申請入學，陪同家長以1名為原則，並不開放陪同考生進入各大樓學系試場，活動範圍統一限綜合

球場
 招生考試防疫動線

教務因應(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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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109年2月3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一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2月10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三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2月13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四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2月18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五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2月24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六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2月27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七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3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八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6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九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16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一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18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二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23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三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30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四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4月6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五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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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人以上遠距，真的有效嗎？

學院 同步教學課程數 非同步教學課程數 其他方式授課(註1) 100人以上課程數 比例
醫學院 8 12 4 26 92.31%(註2)

口腔醫學院 3 3 1 7 100.00%
藥學院 14 5 0 19 100.00%
護理學院 0 2 0 2 100.00%
健康科學院 1 9 0 10 100.00%
生命科學院 0 2 0 2 100.00%
人文社會科學院 1 0 0 1 100.00%
通識教育中心 1 0 0 1 100.00%

合計 28 33 5 68 97.06%

100人以上課程調整為遠距課程

註1：其他教學方式係指面授及非同步教學併用，醫學院100人以上課程共計26門，其中醫學系2門block課程(呼吸系統、生殖醫學)已於3/23結
束課程

註2：醫學系兩門block課程(預防、社區與老人醫學 ，消化系統)為5月中上課課程，將再視疫情發展調整授課方式。

 依據109年3月18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二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23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三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30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四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4月1日校長室臨時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4月6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五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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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學生公平嗎？
學校有評估過教室大小和學生數量的比例嗎？

 3月底前校內每門課完成一次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演練
 採部分線上授課，分為兩階段

 階段一：自3月23日起，選課人數達100人以上之課程(不含實習、實驗、PBL、TBL課程)，將改採線上授課
方式。(主開+合開課程，共68門)

 階段二 ： 上課人數佔教室座位 50%以上課程及通識課程，4月13日起，採部分學生到校面授、部分學生同
步遠距上課方式進行，學生分組方式由課程主負責教師與學生自行協調

 108學年度第2學期上課人數佔教室座位50%以上
 本學期總開設數為1457門，上課人數佔教室座位50%以上共計

734門課程

學院 課程數
醫學院 106
口腔醫學院 59
藥學院 71
護理學院 34
健康科學院 139
生命科學院 105
人文社會科學院 50
通識教育中心 170
總計 734

註1：不包含100人以上課程、見實習、戶外體育等課程
註2：包含各系所專業教室及系統未安排教室之課程

 依據109年3月18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二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23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三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30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四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4月1日校長室臨時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4月6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五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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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學生公平嗎？
學校有評估過教室大小和學生數量的比例嗎？

 108學年度第2學期如因疫情調整上課、考試評分統計

 依據109年4月1日校長室臨時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4月6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五次會議討論

學院 108-2開設
課程數(A)

已回報課
程數(B)

上課方式有調
整課程數( C )

上課方式調整調整
佔已回報課程數比

例(C/B)

考試比率有
調整課程數

(D)

考試比率有調
整課程佔已回
報課程數比例

(D/B)

考試方式有
調整課程數

( E )

考試方式有調整
課程佔已回報課
程數比例(E/B)

醫學院 311 259 143 55.21% 54 37.76% 46 17.76%
口腔醫學院 148 110 73 66.36% 54 73.97% 48 43.64%
藥學院 131 101 68 67.33% 22 32.35% 16 15.84%
護理學院 67 60 34 56.67% 13 38.24% 2 3.33%
健康科學院 279 204 111 54.41% 48 43.24% 59 28.92%
生命科學院 169 136 91 66.91% 36 39.56% 55 40.44%
人文社會科
學院 99 97 51 52.58% 18 35.29% 23 23.71%

通識教育中
心 254 205 180 87.80% 105 58.33% 138 67.32%

全校合計 1457 1172 751 64.08% 350 46.60% 387 33.02%

截至109.04.01調查結果，8成課程已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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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學生公平嗎？
學校有評估過教室大小和學生數量的比例嗎？

 108學年度第2學期因疫情調整上課、考試評分統計

 依據109年4月1日校長室臨時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4月6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五次會議討論

截至109.04.01調查結果

• 線上課程(92.67%)：利用
google meet、Eevrcam、
power cam、IRS、zoom、其
他視訊軟體進行上課、網路影片

• 座位間隔拉大、拆班上課
(1.07%)

• 書面報告、實作改為口試
(2.13%)

• 其他(4.13%)：
 課堂操作改成計算模擬
 工廠參訪改為案例討論
 取消特別演講
 服務學習及實習課依相關規定

辦理

上課方式調整

• 維持紙筆測驗(28.42%)：將以拆
班、換大教室、加大座位間距方
式進行

• 書面報告(36.44%)
• 線上方式(31.52%):線上考試、利

用各種視訊軟體進行、e-mail、
拍影片等

• take home、open book
(2.84%)

• 延後考試(0.78%)

考試方式調整

• 取消實驗，改影片教學
• 改為計算模擬
• 實驗教室夠大，請學生戴口罩
• 拆班上課、採分時段輪流上課的

分式
• 改用雲端電腦教室進行實驗
• 實驗室準備酒精，實驗前後每位

同學手部及實驗設備消毒
• 上課開窗， 增加學生間組距

實驗課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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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點名
 每門課程皆須落實防疫點名機制，記錄到課學生名單，授課教師於課堂上宣導，並請學生登入校務資訊系統

D.1.23.點名簽到系統，進行簽到
 紀錄學生上線觀課狀況，掌握學生出席參與情形，並保留點名資料
 授課教師確實掌握選課學生出勤、生病或隔離情況，對學生請假從寬認定
 學生撰寫每日防疫日誌

 線上系統教育訓練
 圖資處於3月19日及25日舉辦兩場教育訓練活動，兩場活動皆會錄影並提供影片連結，協助線上課程進行
 選課人數達100人以上之課程採線上授課配置TA或ATA者共26門課
 3月25日完成「同步與非同步之線上視訊授課軟體操作講解」課程培訓之教學型兼任助理共63名

學校擔心全面遠距會發生的問題：
1.學生不會好好待在家 可能在外被感染
2.教授不會用線上教學的系統

 依據109年3月3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八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6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九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18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二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23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三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30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四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4月6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五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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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考試實施方式
 維持紙筆測驗(28.42%)：將以拆班、換大教室、加大座位間距方式進行
 書面報告(36.44%)
 線上方式(31.52%) ：線上考試、利用各種視訊軟體進行、e-mail、拍影片等
 take home、open book (2.84%)
 延後考試(0.78%)

 期中考試實施方式，依各課程教師公告為主

 學生請假與補考
 考試期間若需請假，至校務資訊系統「D.1.3.03n學生考試期間請假維護」進行申請
 因疫情因素考試請假者，成績依實際成績計算；其餘請假原因之成績計算方式，依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學校擔心全面遠距會發生的問題：
3.期中期末考不知道該如何進行

 依據109年2月24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六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4月6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五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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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教育部109年3月19日通報「教育部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採遠距教學注意事項」
 兼顧授課學習品質：
 學校調整實體課程為遠距教學，依「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
 須符合授課品質、學分採計、教學設備與師資等相關規定，如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已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

一定比例，
須報本部審查後辦理

 為確保學生學習成效，進行遠距教學時應注意學生線上出席狀況、觀課與討論情形、評量方式等各面向情形
，並保留
相關紀錄，以利未來稽考

 各系所改為非同步、同步遠距教學課程依據本校「遠距教學辦法」規定申請，經系、院課程委員會、

遠距教學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追認，並於下學期填具成果報告書，經系、院課程委員會、遠距教學

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學校擔心全面遠距會發生的問題：
4.線上教學的成效

 依據109年3月23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三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30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四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4月6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五次會議討論



學生修課
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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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109年2月3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一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2月10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三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2月18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五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2月24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六次會議討論



 停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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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標準」及教育部109年2月20日臺教社(二)字
第1090027106號「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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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位以上師生被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列為確定病例，全校停課

 停課期程以14天為原則，停課情形仍視實際疫調情形依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指示
做適當之調整。

 醫事類科學系實習，依教育部109年2月10日臺教高(五)字第 1090016538號函「醫、牙、
護理、藥學及醫事檢驗復健相關科系學生實習場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作業原
則」辦理。

停課因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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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課處理配套措施

 教務處及各系所公告停課訊息，由各系所協助告知所屬師生停課期間相關訊息

 因疫情停課者，導師應每日主動與學生保持聯繫，瞭解學生身心健康及居家學習情形

 全班停課期間，授課教師需將課程學習教材公告於本校數位網路學園

 各學系與實習單位評估實習場域之安全性，必要時得暫停至發生群聚感染單位實習，
由各系所協助聯繫所屬學系師生暫停實習訊息

停課因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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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課補課及處理措施

 教務處及各系所公告復課補課訊息，由各系所協助告知所屬師生停課期間相關訊息

 補課方式：由各課程主負責教師與學生討論後進行補課，採1學分18小時時彈性修課(
週間或線上課程等補課方式)，惟仍應兼顧教學品質及學習效果，若遇全校停課時，將
由校級會議統一彈性調整補課日程

 考試期間學生因疑似或確診請假，由主負責老師辦理補考事宜、採線上測驗與其他替
代方案進行評量，評量成績應依實際成績計算。若遇全校停課時，將由校級會議統一
彈性調整期中、期末考試日程

 各學系與實習單位評估實習場域之安全性，必要時得延後實習時間或暫停實習，並由
學系協助學生延長實習時程規劃或轉換至其他實習場域完成實習課程

停課因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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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見實習
因應

23
 依據109年3月3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八次會議討論
 依據109年3月6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九次會議討論



學生實習因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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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因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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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實習於其他的體系醫院實習

 補實習方式
 由各學科安排補課，並由實習委員會認可（有疫

情時期，因時效性，可由系主任簽核）。
 必要時可以核心課程等改為線上課程，臨床實習

時數由學科主負責老師調整。
 可以排夜間學習、週末補實習等，由學科認定為

適合的學習方式。

體系A醫院遇院內感染
 學生無法繼續外院實習，以回附設醫院實習為原

則，實習科別為其申請外院實習學科為主。

 「轉換實習單位」，依各系所「學生實習要點」

辦理，由系主任簽請院長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

後辦理。

 無疫情時，召開實習委員會審議。

 有疫情時，由系主任經系所相關會議討論後，簽

核更換實習單位，請附院臨教部協助後續辦理。

 由外放醫院回本院實習時，是否需要檢疫，由系

與臨教部依個案狀況處理。

外放醫院遇院內感染



國家考試

26 依據109年3月11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小組第十次會議討論



 OSCE醫學臨床技能測驗國考日期：4月24-26日、5月2-4日

 考選部因應疫情調整109年7至8月國家考試日期

國家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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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名稱 預定報名日期 原訂考試日期 調整後考試日期
109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二階段考試)

109.03.31(二) –
04.09(四)

109.06.20(六) –
06.21(日) -

109年第二次專技人員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
（第一階段考試）、牙醫師、藥師考試分階
段考試、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
療師、職能治療師、呼吸治療師、獸醫師考
試、109年專技人員助產師考試

109.04.14(二) –
04.23(四)

109.07.17(五) –
07.19(日)

109.07.25(六) –
07.27(一)

109年第二次專技人員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
試、營養師、心理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
考試、109年專技人員法醫師、語言治療師、
聽力師、牙體技術師考試、驗光人員考試

109.04.14(二) –
04.23(四)

109.07.25(六) –
07.27(一)

109.08.01(六) –
08.03(一)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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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
~總務處配合事項報告

總務處
109/04/07

高雄醫學大學 總務處
KMU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因應校園防疫總務處配合執行事項
自109/02/0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1次會議
啟動後續業務執行重點
• 彙整防疫物資及配合管控作業
• 環境清潔及消毒/出入口管制

• 工程人員請包商進行額溫監控及戴口罩

• 學校公共區域包括各棟大樓/廁所消毒與清潔規劃

• 配合學務處防疫建議事項

• 配合「居家檢疫」規劃校內住宿學生居家檢疫宿舍

• 總務處外包人員、廠商等防疫教育、宣導及TOCC調查登錄

• 配合執行【入口管制暨體溫量測專案】，訂定校門出入口管制
流程

2
高雄醫學大學 總務處
KMU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因應校園防疫總務處配合執行事項
依教育部109/03/31函文，
已於教室門口張貼以下公告

學校室內空間教室、實驗室
等，已於4/3完成滅菌消毒
• 室內外消毒調整為每二週1次

教室內座椅按照梅花座規劃，
間隔座位貼上綠點
• 全家用餐區及路易莎座位間距
加大

各電梯口標出1公尺之排隊距離

3
高雄醫學大學 總務處
KMU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會議
第15次會議報告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校園出入口管制作業

警衛室

校園出入口
同盟路大門
地下停車場開放1處(另2處關閉/1處刷卡)
自由路大門(待改善)
東側門

警衛室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會議
第1次會議報告/第8次會議修訂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星期一至星期五校園全日出入口管制作業
種類

時段 同盟路大門 地下停車場 自由路大門 東側門

00:00-07:00  進入車輛及人員均由警衛/保全
進行攔檢、量測體溫

關閉
 附院同仁刷卡
進出

關閉

07:00-19:00

 於第一教學大樓前，入校人員由
輪班同仁進行量測體溫

 附院同仁若於地下停車場靠近史
懷哲大道處到1F出口，出示識別
證後，由輪班同仁引導經操場至
自由路大門到附院

 進入車輛由警
衛/保全進行
攔檢量測體溫

 入校人員由輪
班同仁進行量

測體溫

 入校人員由輪
班同仁進行量
測體溫

19:00-24:00
 進入車輛由警
衛/保全進行
攔檢、量溫

 入校人員由警
衛/保全進行
量溫

關閉
 附院同仁刷卡
進出

19:00-21:00
由保全人員控管

關閉

 請附院同仁自地下停車場儘量從自由路方向刷卡進出
 請醫研大樓師生同仁務必先至第一教學大樓量溫後再進入醫研大樓

B C D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會議
第13次會議報告/第14次會議修訂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例假日校園全日出入口管制作業
種類

時段 同盟路大門 地下停車場 自由路大門 東側門

00:00-07:00  進入車輛及人員均由警衛/保全
進行攔檢、量測體溫

關閉
 附院同仁刷卡
進出

關閉

07:00-19:00

 外車及自大門入校人員（須持證件）
均由警衛/保全進行攔檢、量測體溫

 於地下停車場出口，入校人員由保全
進行量測體溫

 附院同仁若於地下停車場靠近史懷哲
大道處到1F出口，出示識別證後，由
輪班同仁引導經操場至自由路大門到
附院

關閉
 附院同仁刷卡
進出

關閉

19:00-24:00
 進入車輛由警
衛/保全進行
攔檢、量溫

 入校人員由警
衛/保全進行
量溫

關閉
 附院同仁刷卡
進出

關閉

 請附院同仁自地下停車場儘量從自由路方向刷卡進出
 請醫研大樓師生同仁務必先至第一教學大樓量溫後再進入醫研大樓

B C D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會議
第13次會議報告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防疫期間，謝絕訪客，校外人士一律不准進入校園。
• 若欲入校洽公，必須有申請並須出示申請文件；未申請者，請校內邀請單位
派人至門口接人。職眷部分需同仁陪同，不得自行入校。

暫停民眾進入郵局及體適能中心
外校選課生及外校至本校老師實驗室之學生，請出示學生證並配
合門口體溫量測及填寫資料方能入校。

樂齡大學及推廣教育學員入校須出示學員證，配合門口體溫量測
方可入校。

防疫期間，外送一律送至門口，不得入校。
計程車禁止開進校內。
醫研廣場機車停車區開放時間為早上9:00至晚上7:00。
同盟路校門凌晨2時後關閉，例假日提前至晚上10時關閉，由警
衛人員控管。

執行出入口管制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會議
第13次會議報告/第15次會議修訂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附院同仁從自由路大門進入校園
• 若要前往地停便直接由警衛室旁左轉前往地下停車場
• 若要經杜聰明大道請一律量溫，或出示安心通行證

東側門出入口
• 於19:00-21:00由保全人員控管
• 持安心通行證或已有蓋章師生進出

• 自東側門進入校園的附院同仁，請都要量測額溫

醫學研究大樓東面出口大門
• 自04/06起，於17:30起採門禁刷卡管制，以避免外人進出

其餘各棟大樓
• 自04/06起，電梯及樓梯於22:00比照年假期間管控模式

執行出入口管制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會議
第14次會議報告/第15次會議修訂



疫情升溫配套處理模式
校園內師生有一名確診案例發生
•學校住宿生配合教育部規定與學務處公告方案處理

校園內師生有二名確診案例發生
•學校住宿生配合教育部規定與學務處公告方案處理

當高雄市公布有社區感染發生時~
•將依疫情發展及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範及校內感染管
制專家建議將出入口管制升級

•限縮出入口，僅開放同盟路大門

9
高雄醫學大學 總務處
KMU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為全校師生同仁健康

我們一起努力!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
暨

學校防疫說明會

人力資源室 報告

109.04.07

1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人資室防疫工作說明

教職員工TOCC旅遊史、接觸史調查

防疫衛教線上課程上課通知及追蹤

制定並依疫情滾動修正教職員工防疫期間差勤管理因
應措施

制定並依疫情滾動修正教職員工檢疫原則

配合入口管制暨體溫量測作業進行防疫排班

各單位分組、分艙辦公人力安排調查及配合異地辦公
演練

2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教職員工TOCC旅遊史、接觸史調查

3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教職員工TOCC旅遊史、接觸史調查

教職員工
TOCC管理

機制

春假期間
主管回報
所屬同仁
旅遊史及
接觸史

全校TOCC
問卷普查

教職員工、
同住者旅
遊史及接
觸史即時

填報

教職員工
出國管控
及返國追

蹤

4

持續依據TOCC調
查結果：
1.配合校安中心
進行報育部通
報
2.通知相關同仁
採取對應之差
勤措施

3.提供環安室職
護進行後續關
懷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超前部署

5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108.02.0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普查:

 108.02.11「本人旅遊及接觸史篩檢調查」:

6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108.02.19「本人第二次旅遊及接觸史篩檢調查」:

7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108.03.18「同住家人旅遊史調查」:

8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108.04.06「國內11個特定熱門景點或其他人潮聚集
景點之旅遊、接觸史調查」:

9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防疫課程自我學習執行機制

10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108.02.07「防疫課程自我學習」:

11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12

新進人員TOCC填報
及防疫課程自我學習執行機制

身分 TOCC調查 防疫課程

教職員工
於報到前一
日完成

報到當日
於人資室完成

計畫人員
報到後

三日內(起聘
日前)完成

報到後三日內(起
聘日前)完成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新進計畫人員防疫通知

13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制定並依疫情滾動修正教職員工防
疫期間差勤管理因應措施

14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108.02.10「防疫期間差勤管理因應措施」:

15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108.03.17「防疫期間差勤管理因應措施升級公告」:

16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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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教職員工返國追蹤管理機制

Monitor返國
名單

填寫TOCC
名單轉知環
安室關懷與

追蹤

18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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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20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配合入口管制暨體溫量測作業進行
防疫排班

21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職員工輪值排班

‧主管輪值排班

22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制定並依疫情滾動修正
教職員工檢疫原則

23



本校教職員工檢疫（quarantine）原則 適用期間：2020.03.21起

狀態 教 職 員 工 (必要時配合校方調查)

教
職
員
工
本
身

確診病例接觸者 居家隔離14天

從國外入境(3/21起)返國14天內
第三級警示地區 (請參閱下表)

返國後居家檢疫14天

從日本(2/22-3/18)、新加坡(2/11-3/18)、義大利(2/25-27)、泰國
(2/11-3/18)、韓國(2/25、26)、伊朗(2/26-2/29) 、巴林、科威特
(3/11-3/16)、埃及(3/15-3/16) 返國14天內

第二級警示地區
自主健康管理(在家上班)
/有任何症狀請儘速就醫

同

住

者

從國外入境返國14天內
自主健康管理(在家上班)
/有任何症狀請儘速就醫＋關心同住者

註一：兼具呼吸道症狀及旅遊史者，本於利他精神，請立即至附院急診進行採檢。

註三：本檢疫原則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滾動調整。
註二：本校加、合聘至附屬機構教師及工作場域在附屬機構之助理，檢疫原則須依附屬機構規定辦理。

洲別 國家 行政區 旅遊地區警示等級 最新發佈日期

全球 (自2020//3/21起) 全球 第三級:警告(Warning) 2020/3/20



本校教職員工檢疫（quarantine）原則 適用期間：2020.03.19起

狀態 教 職 員 工 (必要時配合校方調查)

教
職
員
工
本
身

確診病例接觸者 居家隔離14天

從中港澳、韓國(2/27起)、義大利(2/28起)、伊朗(3/1起)、申根國家、
英國、愛爾蘭共27國及杜拜(杜拜含轉機) (3/17起) 、埃及(3/17起)、
巴林、科威特(3/17起)、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含轉機) (3/19
起) 、摩爾多瓦(3/19起) 、日本、新加坡、北韓、泰國、馬來西亞、菲
律賓、印尼、汶萊、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東帝汶、孟加拉、
不丹、尼泊爾、斯里蘭卡、印度及馬爾地夫(3/19起) 返國14天內

第三級警告地區(可參考次頁)
返國後居家檢疫14天

從日本(2/22-3/18)、新加坡(2/11-3/18)、義大利(2/25-27)、泰國
(2/11-3/18)、韓國(2/25、26)、伊朗(2/26-2/29) 、巴林、科威特
(3/11-3/16)、埃及(3/15-3/16) 返國14天內

第二級警示地區
自主健康管理(在家上班)
/有任何症狀請儘速就醫

從第二、三級國家以外其他國家返國14天內 自主健康管理(在家上班)
/有任何症狀請儘速就醫

同

住

者

從第二、三級警告地區 返國14天內
自主健康管理(在家上班)

/有任何症狀請儘速就醫＋關心同住者

從第二、三級國家以外其他國家返國14天內
自主健康管理(在家上班)

/有任何症狀請儘速就醫＋關心同住者

註一：兼具呼吸道症狀及旅遊史者，本於利他精神，請立即至附院急診進行採檢。

註三：本檢疫原則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滾動調整。
註二：本校加、合聘至附屬機構教師及工作場域在附屬機構之助理，檢疫原則須依附屬機構規定辦理。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26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各單位分組、分艙辦公人力安排調
查及配合異地辦公演練

27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異地辦公演練單位

28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29

各單位分組分艙調查



Service‧Efficiency‧Innovation‧Quality

高雄醫學大學人力資源室
HUMAN RESOURCES OFFICE, KMU

30

共同維護健康校園

攜手共度疫情難關



109年4月7日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室
防疫期間之

重要事項報告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2

環安室防疫期間之業務
一. 教職員工身心狀況，衛教、關懷與宣導：

1.校務資訊自主健管理系統登錄有症狀或體溫異常之教職員工。
2.具感染風險之教職員工。（自主健康管理與居家檢疫)

二. 感染性廢棄物收集與清運：

環安室於各大樓一樓 (目前有濟世大樓、國研大樓、綜合實驗大樓、第一教學大樓、勵學大樓及、

醫研大樓及學生宿舍)共七處，設置感染性廢棄物收集桶，由環安室人員每日巡視一次，經噴灑漂白水

消毒 滅菌後綑綁收集，並將廢棄物收集放置於環安室之廢棄物貯存與清運。

三 教育部防疫物資領取與發放（依教育部公佈及防疫會議決議之人員）
1.學校護理人員及司機。
2.實習場所未提供口罩之醫護實習生。
3.防疫工作第一線人員：（如宿舍管理人員、護理人員、教官、校安人員、校工及保全人員等。
4.學校臨時性發現學生及教職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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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依防疫指揮中心規定，應自主健康管理人員，包含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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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生
全天候健康諮詢服務

與衛教宣導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高醫大教職員工生
全天候健康諮詢服務

居家隔離/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

出現發燒或
呼吸道相關症狀

發燒或
呼吸道相關症狀

非

所有身心不適

通報專線 1922
高雄市衛生局(TEL：07-7230250)

24 hr

校
內
關
懷
健
康
諮
詢
小
組

同時 知會

上班時間
(平日8:00-17:30)

下班時間

學生/家長 衛保組
(分機2117) 校安中心

(07)-3220809
教職員工 環安室

(分機2278)

( 依109/2/24第六次全校防疫會議決議辦理)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5

職員工自主健康管理、居家或隔離關懷事宜

介入措施 對象
職員工

追蹤個案 結案 小計

A.居家隔離 確診病例之接觸者 0 0 0

B.居家檢疫
(主動監測每天1~2
次)

B-1.具中港澳旅遊史者 0 0 0

B-2.2/10後經中港澳轉機者 0 0 0

B-3.具國際疫情等級第三級國家旅
遊史者

1 1 2

C.自主健康管理
14天
(每日早/晚各量體溫一

次)

C-1.申請港澳獲准者
(含2/7前有中港澳旅遊史者)

0 6 6

C-2.通報個案但以檢疫陰性且符合
解除隔離條件者

0 0 0

C-3.中港澳入境無症狀者(2/5入境者) 0 11 11

C-4.自「國際旅遊疫情建議等級」
第一級及第二級國家返國者

0 34 34

小計 1 52 53

109.04.05更新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6

職員工自主健康管理、居家或隔離關懷事宜
109.04.05更新

旅遊史
職員工

追蹤個案 結案 小計

中港澳旅遊史者 0 11 11

中港澳轉機者 0 6 6

日韓旅遊史 0 22 22

東南亞旅遊史 0 8 8

歐美旅遊史 1 4 5

其他地區 0 1 1

總計 1 52 53

以人資室提供之資料為主，每日更新

英國：1人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日期 聯絡情形 本人旅遊史(同住人)旅遊史

3/30
（一）

目前身體無任何不適，訂4/1二
篩，提醒體溫量測並上網登錄數
據。

法國/德國/英國/荷蘭/泰國 居家檢疫

3/31
（二）

詢問二篩醫院及時間，同仁表示
昨天下午衛生單即已派專車接送
前往完成二篩，報告尚未出來
(17:15登錄體溫有告知二篩為陰
性)

法國/德國/英國/荷蘭/泰國 居家檢疫

4/1（三）

提醒自主健康管理仍要每天量測
體溫症狀，防疫期間連假還是在
家中休息比較好，若有需要出門
務必要戴口罩。

法國/德國/英國/荷蘭/泰國 居家自主健康管理

4/2-4/5 系統登錄體溫無異常，無不適症
狀。

法國/德國/英國/荷蘭/泰國 居家自主健康管理

7

范員 關懷與處置- （同仁本人有旅遊史者）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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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體溫測量情形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9

關懷與處置- （系統填報有症狀之同仁）

日期
3/30（一） 4/1(三)

A員 B員

系統
登錄
症狀

頭昏不適 眩暈

聯絡
狀況

量測血壓較為偏高(163/90mmHg), 自述有
些感冒的症狀，早上血壓藥也還沒有吃，提
醒藥物要按時服用，若有感冒症狀要前往就
醫，(已有預約門診就醫)。

本身有美尼爾氏症，休息一下症狀就有些
改善。

備註 4/1追踪已有前往就 醫，症狀已有改善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教職員工衛教宣導
10

環安室已利用電子佈告欄，活動看板與洗手間張貼各式的衛教宣導



11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全校定點設置
感染性廢棄物收集桶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港澳生返台住宿檢疫狀況
宿舍H館
狀況：從2/10日至2/24日，共入住6人

生安組措施
設置感染性垃圾桶及一般性垃圾桶並進行分類
●感染性廢棄物定義：指沾染有眼、口、鼻等分泌物的物品，如口

罩、衛生紙等。

●感染性廢棄物處理方式先以小型塑膠袋收集，噴灑稀釋漂白水消
毒後綑綁，集中放置於有標示「感染性廢棄物收集袋」中，環安
室人員會每周(視垃圾量而定)綑綁，原地封存14天後，再由環安
室依感染性廢棄物處理原則清運處理。

12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港澳生返台住宿檢疫狀況
●一般性廢棄物定義：除感染性廢棄物外其他垃圾
●一般性廢棄物處理方式：仍須以小型塑膠袋收集以防濺漏，再

噴灑稀釋漂白水消毒後綑綁，集中放置於一般垃圾桶內，以一
般垃圾處理，環安室人員會每日(周一至周五)下午四點前往清
運處理。

宿舍H館實際情形

13

一
樓
洗
手
台

一
樓
簽
到
處

一
樓
垃
圾
桶

未來若疫情升溫，住宿生使用H館隔離將比照此方式處理清運感染性廢棄物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校內目前防疫情形
基本概念
大部分的人類冠狀病毒以直接接觸帶有病毒的分泌物或飛

沫傳染為主。最有效降低感染風險的措施，就是阻斷傳染
途徑，也就是將感染性廢棄物收集密封起來。

目前狀況
於各大樓一樓及學生宿舍設置感染性廢棄物收集桶，由環

安室人員每日巡視一次，經噴灑漂白水消毒滅菌後綑綁收
集，並將廢棄物收集放置於環安室之廢棄物貯存場。

清運處理
依據校內實驗廢棄物清理辦法辦理，交由簽約合格之環保

清運業者清運處理。

14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校內目前防疫情形
15

濟
世
大
樓

國
研
大
樓

第
一
教
學
大
樓

勵
學
大
樓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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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樓

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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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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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學
生
宿
舍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因應未來疫情升溫之作為
當疫情升級至加強防疫防護期間(疑似發生群聚
感染現象) 

當校內出現確診案例時，屆時於各大樓一樓電梯
口、大門口之體溫站所設置的感染性廢棄物收集
桶，會增加收集次數以避免感染風險，將由環安
室人員每兩小時巡視一次並將廢棄物收集放置於
環安室之廢棄物貯存場。

16



17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全校口罩發放規則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教職員工口罩領用流程表
18

口罩領用符合資格者(一日1片/人)

2/6前已被衛生
單位通知須自
主健康管理之

教職員工

校內請領單位(數量/天)
警衛隊(依執勤需求，含周六、日；15片/天)
附設幼兒園職員工(11片/天)
校安中心值勤人員(含周六、日；4片/天)
衛保組(校護、營養師、衛保組長；4片/天)
心輔組(心理師、職員及主任；9片/天)
教務處前台工作人員(2片/天)
人資室新進人員報到服務(2片/天)
國際處外籍學生服務人員(1片/天)
環安室(職護；1片/天)
圖書館(職員；含周六、日; 5片/天)
生輔組(職員 ; 7片/天)

於校內出現發
燒、呼吸道症
狀之職員工

人資室提供名單
環安室通知該員
至環安室領用

實名登錄於
請領名冊

實名登錄於請領名冊，
由單位派員領取

依教職員工自主
健康管理通報流
程給予口罩1片

並協助就醫

附註：不足時將依可調度之口罩總量，適時調整。

實名登錄於
請領名冊

(依全校防疫會議決議辦理)

固定需求 352片 /周



高雄醫學大學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教職員工口罩數量表
19

★ 若值班人員發現無口罩可使用 請立刻尋求環安室支援!!!

• 4月份護理人員及司機依工作日分配口罩，本校護理人員
(衛保組3位、環安室1位)及司機1位，共發放110片。

• 本周(4/3-4/9)因4/3休假，單位固定發放數量：309片/週。
• 門口量測體溫每日依照消耗量補充：上周耗用218片/週

剩餘數量 3496

日期 進貨數量 庫存量 領用數量 當日結餘數量 備 註

3月30日 0 4133 76 4057 門口量體溫
3月31日 0 4057 65 3992 門口量體溫
3月31日 0 3992 60 3932 護理人員4月份-衛保組3位
3月31日 0 3932 20 3912 護理人員4月份-環安室1位
3月31日 0 3912 30 3882 司機4月份-總務處1位
4月1日 0 3882 68 3814 門口量體溫
4月1日 0 3814 309 3505 每周固定發放
4月1日 0 3505 9 3496 門口量體溫

截至4月1日共領用數量 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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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二氧化碳濃度監測室內通風狀況：

1. 室內二氧化碳濃度於任何時間均不得超過1000 ppm。

(二) 防疫期間教室環境已自然通風為主，機械換氣為輔。

(三) 防疫期間不得使用吊扇(吸頂扇)做為室內通風設備，以免附著其上的病毒

塵埃飛揚。

(四) 使用空調系統的室內環境，應維持門窗適當開啟以確保空氣對流。

(五) 視使用狀況，每日清洗與消毒室內冷氣主機濾網一次，並注意個人自我防護。

(六) 視使用狀況，每日清洗與消毒中央空調系統得進風口與出風口一次，並注意

個人自我防護。

20

教室及學習場域環境通風須知

教育部3月20號之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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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聽聆謝

~ 環安室 關心您 ~

濟世大樓 1 樓 CS-102
電話：07-312-1101 分機 2278、2003
https://safe.kmu.edu.tw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 

「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暨學校防疫說明會」程序表 

項次 時間 會議內容 備考 

1 12：10 - 12：12 校長致詞  

2 12：12 - 12：33 

各單位防疫工作說明：
1.秘書處 

2.學務處 

3.教務處 

4.總務處 

5.國際事務 

6.人資室 

7.環安室 

3 分鐘

/單位 

3 12：33 - 12：43 建議事項處理情形說明  

4 12：43 - 12：53 問題討論與解答  

5 12：53 - 12：58 臨時動議  

6 12：58 - 13：00 主席結論  

7 13：00 散會  

※各單位防疫工作說明規則： 

各單位報告限時 3分鐘，2分鐘到按鈴 1 聲提醒，3分鐘時間到鈴聲長音響起請

立即結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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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暨學校防疫說明會」會前建議事項彙辦單 

案號 案  由 會辦單位說明 備考 

1 為什麼學校假日沒有控管？ 

 

（醫社系 許同學） 

總務處： 

本校於 109/03/18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疫小組第 12 次會議確認/第 13

次會議決議，自 3/23 起加派人力，

例假日及夜間時段於同盟路大門及

地停出口實施全面量測體溫。第 14

次會議修訂增加東側門開放時段。 

校園全日出入口管制作業如下附件

一。 

總務處 

2 學校自由路口、東側門的額溫槍是

否仍可正常運作？常常量測到 35.0

以下的低溫，不只是我，身邊的朋

友也常被量到不符合人體溫的數值

(且都是很低)。重複測量也一樣的

低溫。這樣量體溫的動作，是不是

有實質意義？希望校方能選用正常

的額溫槍，保護師生，謝謝。 

 

（牙醫系 潘同學） 

總務處： 

自 109/03/05 開始執行入校額溫量測

後，於 109/03/06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疫小組第 9 次會議納入「入口管

制暨體溫量測專案」進行量測措施之

檢討與改善，學校各量測站除學生宿

舍 A 館外均為室外空間，量測額溫

時易受外在溫度影響，如量測溫度異

常，會請同仁換另一支額溫槍再量

測。若因正午時段額溫偏高，將再以

耳溫槍量溫確認。 

提醒保管單位對使用之額溫槍進行

校正及維護。 

 

學務處（衛保組）： 

若額溫量測異常，建議可改用耳溫再

次確認。額溫量測易受室外環境因素

影響，因天氣冷/熱易導致額溫量值

偏低/偏高，建議同學可稍作休息後

再用量測。 

目前學校使用的額溫槍有 3 月新購

置耳額溫槍、教育部提供及體系醫院

支援額溫槍輪流使用中。護理師不定

時至各量測站查看使用狀況。 

總務處、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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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想請問學校總務處，由於校內一連

串的拆除施工工程，及未來校內宿

舍的興建計畫，其工程噪音已嚴重

影響濟世大樓教學環境，多次反應

仍未有積極措施，目前是否有計劃

提升隔音設備？或有相關因應辦

法？ 

 

（醫放系 陳同學） 

總務處： 

為因應學校發展，致力提升學生住宿

品質爭取新建學生宿舍，目前校內拆

除工程為前置施工，因緊隣濟世大樓

造成較大影響，為此已提前於寒假期

間施作，該拆除工程預計於 4 月中旬

完成。 

現有的各大樓建設都是之前全校師

生們的配合，才有今天的規模，本校

仍須持續進步，請各位同學體諒及配

合。 

總務處 

4 新館自修室蚊子一堆，從未獲得改

善。 

 

（醫學系 蔡同學） 

總務處： 

開學至今已實施 3 次消毒，因季節變

換，蚊蟲易滋生，總務處會持續觀察

並繼續消毒防治。 

 

圖資處： 

已請總務處事務組於 109 年 3 月 17

日派人前往噴灑滅蚊殺蟲劑，並定期

更換捕蚊盒；此外也請負責清潔的人

員加強環境清潔。 

總務處、

圖資處 

5 學校宿舍施工噪音對上課品質頗有

影響，是否可以在教室窗戶加裝隔

音或吸音設備？ 

 

（運醫系 邵同學） 

總務處： 

目前校內拆除工程為前置施工，因緊

隣宿舍 A 館、第一教學大樓及濟世

大樓，對上課會造成較大影響，為此

已提前於寒假期間施作，該拆除工程

會產生噪音及振動工作預計於 4 月

中旬前完成。 

加裝隔音設備須於外牆及外窗施

作，無法短期內完成。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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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後醫系上課教室位於 CS210 與

CS211，正好位於宿舍拆除施工區

旁邊，工程的巨大聲響，影響同學

上課，根本聽不到老師在上什麼，

即使將窗戶關閉，現在的普通窗戶

無隔音功能，根本無法杜絕噪音。

調大麥克風音量後，教室音響設備

不佳時常發出尖銳噪音。再加上新

冠肺炎疫情，校方倡導上課時開窗

開門保持空氣流通，嚴重的噪音問

題讓學生無法集中注意力上課，連

臨床醫師來上課都覺得雙重噪音難

以忍受，學生長時間待在噪音之

下，對人體健康有嚴重影響。向系

辦反映之後卻因為這兩間教室已經

為了後醫系保留一整學期，沒有其

他教室能夠使用為由，拒絕為學生

更換教室。希望校長與相關處室能

協助更換教室或者增加隔音設備，

保障學生的學習品質。 

 

（後醫系 鄭同學） 

總務處： 

目前校內拆除工程為前置施工，因緊

隣宿舍 A 館、第一教學大樓及濟世

大樓，對上課會造成較大影響，為此

已提前於寒假期間施作，該拆除工程

會產生噪音及振動工作預計於 4 月

中旬前完成。 

加裝隔音設備須於外牆及外窗施

作，無法短期內完成。 

至於是否可以更換教室，將可再與教

務處協調，若不要求一定要在同一間

教室上課，可安排的彈性較大，也請

同學們體諒。 

總務處 

7 東側門靠近濟世大樓的腳踏車車棚

有很多放置很久的車子，而且有一

邊不知道是管線工程還是什麼的把

一邊的車棚整個擋住了無法使用，

覺得整體這樣很不方便。 

 

（醫學系 高同學） 

總務處： 

該處為濟世大樓用自來水表，因配合

宿舍拆遷作業，從原來宿舍 S 館東南

角遷移至目前位置，大約會影響 6 輛

腳踏車位。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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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想請問蓋新宿舍的這段期間，機車

位不足的狀況，該如何改善？ 

 

（醫放系 楊同學） 

總務處： 

於此拆除及新建宿舍工程之非常時

期，基於進出安全考量暫關閉宿舍 A

館 B2F 機車停車場（約 244 個機車

位），經評估校內現有之機車位(含地

停 1795、醫研廣場 276 及綜合臨停

251)共 2322 格，依前一學期各時段

之使用率推估，當尖峰時段運動場地

停及醫研大樓停車場之空位數仍可

容納原停放於 A 館宿舍之機車數

量。(詳附件二) 

停車位不足之狀況，需要大家共同改

善，學校方面提供空車位之資訊方便

師生們使用，也請師生們能儘量減少

汽機車的使用，建議盡量搭乘大眾交

通工具如公車、捷運等，以舒緩停車

之問題。 

總務處 

9 為什麼不換新的操場？ 

 

（運醫系 呂同學） 

總務處： 

此一問題已說明多年，學校也有明確

的決策，本校紅土跑道操場屬自然的

建材，可避免運動跑者的膝關節及腳

踝的傷害，以運醫的專業角度應更符

合使用者。惟須定時灑水維護及定期

維修，將可保持操場良好狀況及避免

塵土飛揚現象。 

曾有學生建議更換 PU 跑道，然 PU

屬化學性材質，於炎熱的南部天氣容

易產生質變，長久對健康會產生不良

影響，且相關之修繕維護費亦相當可

觀。 

總務處 



5 
 

10 要不要因應跨領域的時代增設可以

跟醫學大學特色連結的系所？ 

如將生命科學院提升為理學院或理

工學院，再引進專業學院制度，在

理學院之下下設生命科學專業學

院；另外增設分子科學系、環境科

學系、統計學系、生醫科學與工程

學系。 

也在人社院增設外文系、科技法律

學系、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人文

社會科學學士班；亦可以結合醫學

院醫研所藥理學科與藥學院毒理學

學程成立藥理暨毒理學研究所，發

展學校特色。 

 

（醫學系 吳同學） 

教務處： 

為因應社會人才需求趨勢，本校每年

參考教育部彙整各政府部會建議增

設領域作為參考依據。同時，應依教

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

資源條件標準」所明訂各校系應遵循

師資與招生員額（生師比）、師資結

構、學術條件、招生名額管控及校舍

建築面積等基準，經由教學單位與行

政單位共同評估增設或調整系所應

考量的師資、課程、設備及培育發展

重點系所等多項因素，再經校內審議

程序通過申請報部。 

本校現行由七個學院三十多個系所

與碩、博士學位學程組成紮實的師生

團隊，各系所學位學程除發展專業領

域外，亦因應社會社會及產業發展之

多元趨勢，滾動式拓展跨領域範疇，

以及本校設有跨院系之校級研究中

心，整合全校研究資源及附屬醫療機

構之臨床能量，延攬國內外一流研究

學者與團隊，持續發展跨領域之議題

導向研究。 

再者，基於紮實的學用合一跨領域健

康專業人才培育基礎，現已建置 14

個主題式學分學程，24 個微學程，

其中包含 2 個與中山大學合辦之跨

校學分學程，提供學生多樣化的跨領

域學習管道與產業實習訓練。 

教務處 

11 校方於 3/17 公布防疫點名機制，但

因應疫情避免群聚，學校是否應該

考慮鼓勵教師改採線上課程? 

 

（醫學系 廖同學） 

教務處： 

依據 109 年 3 月 16 日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防疫小組(2019-nCoV)第十一

次會議及 109 年 3 月 18 日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2019-nCoV)第

十二次會議決議辦理。 

自 109 年 3 月 23 日起，選課人數達

100 人以上之課程(不含實習、實驗、

PBL、TBL 課程)，將改採線上授課

方式。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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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僑生住宿問題： 

1. 根據優先順序，清寒境外生列為

第四優先住宿，但是申請宿舍表單

沒有「清寒境外生」這個選項，請

問系統如何分辨「境外生」及「清

寒境外生」的申請者？ 

2. 請問能不能提早舊生申請宿舍

的日期呢？希望可以提早公布舊生

住宿錄取名單，讓沒有抽中宿舍的

能提早知道，就能提早找房子，否

則太遲公布就找不到房子，那住宿

就成很大的問題，特別是境外生。 

 

（醫學系 蔡同學） 

學務處（生輔組）： 

依宿舍輔導及管理辦法第 10 條申請

資格及宿舍分配之優先順序第四項

為公費僑生或清寒僑生，系統目前已

修改身分選項，若您符合此項，請您

於公告資料繳交期限內繳交僑委會

認可之證明文件以利查驗身分。 

109學年度宿舍床位數量已與全校各

需求單位協調中，於協調完畢後，依

照本校宿舍輔導及管理辦法第 10 條

分配其各項名額，並儘快公布舊生床

位申請期程，預計於 4 月中左右公告

申請，謝謝。 

學務處 

13 請問學校針對烹飪社課的處理方式

為何？可不可以開放營養學教室作

為特例為求之後烹飪社正常營運？ 

 

（口衛系 吳同學） 

學務處（課外組）： 

經 109 年 3 月 25 日與護理學院及烹

飪社 3位幹部討論，108學年度下學

期擬借用至多 3次(2次正式社課及 1

次試做)營養學教室，每次使用皆須

有社團老師程陪同，並由老師協助借

用鑰匙及檢查場地，詳細日期將另行

約定。 

護理學院： 

本學院營養學教室為本學院重要的

特別教室，因疫情關係，配合校方規

定，烹飪社不能外借校外場地，在不

影響本學院師生使用下，本學期特別

外借給烹飪社使用。因烹飪社活動時

間為晚上，基於安全考量，請每次使

用時，須有老師全程在場及負責鑰匙

之保管，並請使用者善盡環境之清潔

與維護。 

護理系、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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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請問近期疫情緊張，畢業典禮還會

舉行嗎？ 

什麼時候可以確定有沒有舉辦呢？ 

 

一些國外學生的家長會有一些機票

上的事情需要處理，希望學校可以

盡快公布， 謝謝！ 

 

（牙醫系 許同學） 

學務處（軍訓室）： 

1.本校 108 學年度畢業典禮依表定

預於 109年 06月 06日舉行。 

2.考量今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目前疫情變化快速，為防

範傳播與感染風險，並考量留給畢業

生美好回憶，本校已擬好在疫情變化

情況下之因應措施方案。 

3.經本校 109 年 03 月 23 日第 13 次

防疫小組會議決議「今年畢業典禮是

否如期舉行，學校將視疫情變化於 4

月 20 日前做最後決定舉辦之方式或

停辦」。 

4.是否舉辦或停辦畢業典禮活動將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與教育

部之防疫規定辦理。  

學務處 

15 前陣子濟世大樓 b1 的社辦看到老

鼠的情形就相當嚴重，最近在

csb101 上課時，又有老鼠在教室有

人且燈光充足下大搖大擺的走(不

怕人的那種)，可以顯現現在濟世大

樓老鼠的數量應該有點多，想請問

校方能不能針對此問題進行處理。 

 

（職治系 陳同學） 

總務處： 

環境的維護有賴使用者共同努力，學

校一再宣導勿將食物留放於辦公室

及教室內，環境清潔及消毒也持續進

行。 

另將委請消毒廠商進行勘察並佈置

捕鼠板滅鼠。 

總務處 

16 可否將校內轉系上限為一次改為兩

次或是取消該規定。 

 

（心理系 程同學） 

教務處： 

為鼓勵學生適性學習，若因就讀學系

志趣不符，藉由申請轉系管道以輔導

其轉換學習路徑及提升生涯規劃功

能，期能引導學生適才適性學習發

展。 

參考他校陽明、北醫、中山醫及長庚

大學：轉系限 1 次且轉學生不得申請

轉系，本校轉系限 1 次，但轉學生可

申請轉系。 

本校亦提供跨領域學習、輔系及雙主

修等管道協助學生適性學習發展。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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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案 1）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會議

第13次會議報告/第14次會議修訂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會議

第13次會議報告/第14次會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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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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