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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第 4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年 4月 29日(星期五)下午 3時 30分 
開會地點：採 GOOGLE MEET視訊會議 
          (會議連結網址：https://meet.google.com/ada-zsuo-dvz； 
           會議代碼 ada-zsuo-dvz)  
主持人：林召集人俊良                                     
出 席 者：林金賢副召集人、鄧文玲防疫窗口、張照勤防疫專家教授、梁振儒教務長(陳建榮

副教務長代)、蔡岡廷總務長、張嘉玲國際長、人事室鄭中堅主任(蘇靜娟專門委員
代)、主計室許秀鳳主任(張桂枝專門委員代)、圖書館溫志煜館長(蔡宗憲副館長
代)、體育室黃憲鐘主任、計中陳育毅主任(吳賢明副主任代)、環安中心洪俊雄主任 

列 席 者：(如附截圖) 
紀錄：葉淑錦聘僱護理師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一、本校防疫主軸宣導(如附件一)。 
二、截至 4月 28日統計，本校共有 26例確診個案，感謝防疫專家張照勤教授提供本校

確診者流行病學分析： 
(一)整體而言，在傳播特性上，基本上是以個別感染的形式為主，尚無形成重大的

傳播鏈，因此早期警覺與即時通知校方是重要關鍵。 
(二)不明感染源之確診者而言，皆伴隨身體不適，且相當高的比例有喉嚨痛症狀。 
(三)有清楚感染源之確診者而言（為確診者之密切接觸者），較多為無症狀表現，

歸納主要危險因子如下： 
1. 聚餐： 

(1) 包括了過程中與校內或校外的確診者接觸。 
(2) 提醒身體有任何不適症狀時，需主動避免和同學或同仁間有聚餐的行

為，以降低傳播風險。 
2. 同住室友或是同研究室的同儕：因互動時間較長，無法有效避免風險。但

研究室部分可加強下列策略，減少研究室內的互相傳播。 
(1) 佩戴口罩預防傳播； 
(2) 用餐時，減少互相交談，以先用餐完再佩戴口罩聊天的方式，並拉開彼

此之間的用餐距離。 
三、依據上開分析，校園防疫重點提醒： 

(一) 本校確診案例特性主要為跟友人用餐、運動、聊天等未佩戴口罩所造成；為緩

和流行趨勢，教師上課時務必佩戴口罩，研究生於研究室或實驗室請儘量戴口

罩，以維護師生健康安全。 
(二)面對 Omicron 病毒流行特性，「預防性的全面暫停實體課程效果非常有限」，

唯有保持衛生好習慣及落實自我健康監測，才是正確防疫認知。 
四、本校已建立疫情通報機制，若 PCR 採檢或快篩結果陽性，請立即通報健諮中心(04-

22840241 轉分機 11~13)或學安室 24 小時專線(04-22870885)，以利校方即時採取校

園防疫作為。 
五、面對 Omicron 的染疫人數大量增加，建議符合接種 COVID-19 疫苗條件者，請儘快

完成接種三劑 COVID-19 疫苗，以獲得保護力。 
參、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 

      案  由：有關本校學生宿舍 COVID-19住宿生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處理作業流程草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有關學生宿舍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的相關處理流程為依據教育部來文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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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則、政府輕重症分流照護的原則、重點匡列、本校宿舍不同之特性，做相
關標準程序之擬定，使宿舍空間數量在有限的資源下，做最有效的利用。 

二、本校學生宿舍預計規劃「居隔宿舍」(係提供快篩陰性之密切接觸者使用)、
「居護宿舍」(係提供確診者與快篩陽性之密切接觸者使用)數量如下，居隔/
居護宿舍預計請原住宿生 5/1(日)以前搬遷完畢，俾利清空使用。 
(一)居隔宿舍： 

1. 男宿仁義禮智齋共 8間雅房及、3間套房。 
2. 男宿興大二村東西南棟共 8間套房。 
3. 女宿樸軒共 20間套房。 

(二)居護宿舍：男宿信齋 156間雅房。 
三、前述住宿生配合防疫政策搬遷宿舍有宿費價差者，以有利於學生之方式辦理。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依本校學生宿舍 C0VID-19住宿生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處理
作業流程執行，並通知居隔/居護宿舍之原住宿生搬遷。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二)。 
 
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近期 COVID-19本土疫情嚴峻，每日確診人數激增，為降低學生宿舍群聚、交
叉感染的機會，宿舍公共空間、公用設施如：閱覽室、交誼廳、運動室、休閒
區、冰箱..等，擬暫時關閉，請討論。 

說  明：於疫情嚴峻當下，學生宿舍公共空間及公用設施原則上暫時關閉，惟考量外生
及部分學生有烹煮需求，仍開放小廚房供住宿生使用，並禁止於小廚房飲食，
烹飪完畢須依規定清消。 

      決  議：宿舍公共空間及設施暫停關閉；宿舍閱覽區可適度開放,唯須落實戴口罩及定
時清消。 

 
第三案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擬請同意居住校外之境外生如為確診或密切接觸者，得申請入住學校之居護/
居隔宿舍，並自行負擔相關費用，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所訂大專校院防疫相關注意事項說明，有關隔離及檢疫宿舍整備與

安置部分，摘錄略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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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查前揭所述例外留校情形(由學校視個案衡酌)舉例如: 
(一)在外無住所之境外生。 
(二)返家路程遠且無同住家人可接送。 
(三)家中無符合指揮中心規定之居家照顧或隔離場所。 

三、境外生無論是否居住校內宿舍，一旦確診或需居家隔離，均可能面臨需另覓住
所卻尋無住所，為妥適照顧遠道來台又無其他資源之境外生，建請同意如外宿
境外生為確診或密切接觸者且符合說明二得例外留校之情形，入住學校之居護
/居隔宿舍。 

      辦 法：依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會議通過後請納入中興大學學生確診及密切接觸者
相關指引或流程，提供適當之居護/居隔宿舍予以照護。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借住本校職務宿舍之教職員工，可否同意該教職員工於本校借住之職務宿舍內
居家照護、3+4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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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疫情確診人數不斷升高，依此方向推估教職員確診或被匡列人數亦會增
加。若借住本校職務宿舍之教職員工確診或被匡列，可能提出於宿舍內居家照
護、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 

二、職務宿舍屬借住性質，非屬該教職員工之住家，且作為居家照護、居家隔離及
自主防疫易造成隔壁周邊教職員工反彈及恐慌。 

三、建議借住本校職務宿舍教職員工確診或被匡列，應返回住家進行居家照護、居
家隔離及自主防疫。多房間宿舍借住人若另無住家，應至防疫旅館進行居家照
護、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 

      決  議：入住本校職務宿舍之教職員工，可就地實施居家隔離、居家照護及自主防疫，
惟不可進行居家檢疫。 

 
第五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  由：有關 5月 28日舉辦本校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相關防疫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考量每日確診人數遽增，為降低畢業生及與會貴賓、師長感染風險，校級畢典
若採實體方式辦理，建議不開放家長入場，改以線上直播方式觀禮，典禮結束
可另依系所規劃參加系級畢業歡送活動。至於系級畢典活動是否開放家長與
會，或限縮參與人數，則由系所自行決定，以利防疫管控。 

二、歷年畢典邀請函內容僅說明辦理時間及程序，今年考量疫情因素改變作法，擬
於內文詳註說明，以利各單位參考運用，如下： 
(一)本屆校級畢業典禮因應疫情不開放家長入場，僅由師生參加，並提供網路

線上直播觀禮，敬請點選學校首頁連結或輸入畢業典禮直播網址
http://nchu.cc/3MWbi 觀看，另請家長依系所公告，參加各系所辦理之
畢業歡送活動。 

(二)當天全面開放校園停車，進出校內各場域時，請配合全程配戴口罩、體溫
量測及使用台灣社交距離 APP等防疫措施，以維護自身健康安全。 

三、目前校級畢典雖暫以實體方式辦理，後續若因疫情快速變化，導致本校確診人
數暴增，將於典禮前兩週再提防疫會議討論，是否縮小規模，僅由博士畢業生
(計有 38人)、碩學士生代表(各院推薦計有 18人)、優秀畢業生(計有 103人)
及畢業生致詞代表等，共計 160位領證、授獎人員參加，此提議參考其他學校
的作法，中區國立大學已有暨南大學、臺體大校級畢典確定僅開放貴賓及畢業
生代表參加，中教大現正提案中。 

      辦 法：依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會議決議辦理，另函文各學院、系所、學士學位學
程配合相關規劃。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擬新增本校抗原快篩試劑領用標準，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健諮中心現有庫存抗原快篩試劑約 180劑，考量目前供貨量不足，經 111年度
「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第 3次會議通過本校抗原快篩試劑優先提供下列
對象： 
(一)確診者之密切接觸者。 
(二)若有發燒等症狀，持有醫生診斷證明且醫療院所未給予快篩試劑之中高風

險對象。 
二、除前開條件外，考量宿舍屬性，建議將確診住宿生與同寢室之密切接觸者領用

快篩試劑之優先順序提至第一位。 
三、不符上開優先提供對象者，下列方式提供參考： 

(一)與確診個案有接觸史或與公告確診個案足跡有同時重疊者，且認為自己有

篩檢必要者，可至臺中市設立之社區快篩站(查詢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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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Wr3m3k)。 

(二)如有出現呼吸道症狀，則可至發放公費 COVID-19家用快篩試劑社區定點

診所(查詢網址：https://reurl.cc/o1gMxl)，由醫師評估發放試劑後自

行居家檢驗及回報快篩結果。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 5月份防疫措施建議調整方案對照表，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1年 4月 27日發布之相關防疫規定，調整校園
防疫作為。 

二、因 4月 27日起中央取消簡訊實聯制規定，鼓勵民眾下載及使用「臺灣社交距
離 APP」，健諮中心已接獲多位師生詢問可否撤除各大樓系館初篩站及取消過卡
等程序？經洽詢教育部相關承辦人表示將修正「大專校院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擬待教育部來文後再行修正相關規範。 

決  議：緩議，俟教育部來文後再予以修正。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17 時 20 分) 
 
 
 
 
 
 
 
 
 
 
 
 
 
 
 
 
 
 
 
 
 
 
 
 
 
 
 
 
 
 
 
 
 

https://reurl.cc/Wr3m3k
https://reurl.cc/o1gM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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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校防疫主軸宣導 

一、 Omicron的特性主要以輕症或無症狀表現且具高傳播力，尤其在大學與研究所的族群更是

如此。因此在各位可自律加上有疫苗施打保護下，需擺脫過去沒有疫苗時面對 Delta或

Alpha病毒的恐懼，以平常心但謹慎態度正常生活。若意外感染，了解只是一個歷程，協

助即時通報與限制行動使疫情不要擴散，而不應再把焦點放在確診數，而是注意警覺，做

好身體照護。不要因輕症或沒有症狀而過度恐懼，損失正常受教機會。 

二、 自我警覺、即時通報(知)的重要：對曾去過高風險場合或得知有確診者接觸史之後的警

覺，若有疑慮或症狀進行篩檢，陽性者立即通報學安室及通知近期內相關接觸者。 

三、 全面性僵硬的停課方式不如以有需要時進行部分課程的彈性教學方式判斷：由於 Omicron

的特性是以輕症或無症狀表現且具高傳播力為主，雖對健康威脅不高但防不慎防，因此沒

有彈性的全面停課是無法有效減低確診數字，且同時損失良好受教品質。因應狀況由教師

依課堂性質、與因規定無法入校之上課人數等因素整體考量，來給予彈性決定課程是否需

暫時進行遠距上課或實體及遠距混合上課方式，才會在兼顧良好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受教

權及防疫最適方法下，達到最佳的具標的性防疫管制效果。 

四、 宿舍管理也為本校防疫重要環節，並已對有限資源及空間下做出相關標準程序處置流程，

以及配合若發生隱性傳播鏈時的管理方式，大家須以以上原則安心面對。但請同學發揮同

理心與關懷心配合教育部的相關返家居家照護（或居家隔離）指引原則，主動與家人溝

通，把學校有限空間留給在台灣沒有親友可依靠或是家境清寒無法返家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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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本校學生宿舍 C0VID-19住宿生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處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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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列席者截圖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