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通報 
(大專校院在確保管理調度能夠落
實防疫配套措施的原則下，得評

估適度開放部分校園場域) 
110年7月8日 

一、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7月8日表示，國內疫情

已在控制中，惟仍有部分感染事件發生，參酌世界各國

管制作為及經驗，防疫措施鬆綁須逐步執行，才可穩定

掌握疫情狀況，為確保國人健康，指揮中心經評估後決

定，延長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至7月26日止，並自7月13

日起至7月26日止適度鬆綁部分措施。 

二、依指揮中心110年7月8日公布之延長警戒措施，各級學校

仍維持現行機制。但大專校院在確保校園管理、人員調

度能夠落實相關防疫配套措施的原則下，得評估適度開

放部分校園場域： 

(一)進入校園應量體溫（額溫<37.5℃；耳溫<38℃)、全

程佩戴口罩、實聯制、不群聚（禁止室內5人、室外

10人以上聚會）、保持社交距離（室內1.5公尺、室

外1公尺），並且配合酒精消毒、人流管制等配套措

施，學校得評估後適度開放以下場域： 

1.戶外操場 

(1)開放區域：學校於配合所在地地方政府防疫措施

前提下，得適度開放學校戶外操場，僅供社區民

眾運動使用；並得開放鄰近操場之1間廁所供使用，

並加強清消。 

(2)禁止事項：禁止飲食。  

(3)暫停開放：以下區域不開放 

甲、行政教學區域、室內場所(館)。 



乙、戶外運動設施設備：如遊具設施、單槓等健身

器材，以及籃球場、網球場、棒球場、羽球場、

游泳池等。 

丙、對外營運(不含地下停車場)、租用、臨時車

輛停放、團體活動、競賽(技)、聚會等。 

2.圖書館 

(1)借閱服務：以讀者不入館為原則，得開放單一

窗口讀者借閱相關服務。 

(2)暫停開放：不開放全區公共區域。 

(二)其餘校園防疫管制措施，仍請依本部110年5月21日臺

教高通字第1100069231號函、5月26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074113號函、6月8日臺教高通字第1100076983

號函及6月25日臺教高通字第1100082666號函（諒

達），請學校持續落實校園防疫相關措施，以降低校

園染疫風險、維護師生健康安全。 

三、本案如有疑問請洽以下窗口： 

（一）高教司：邱淑貞小姐      

         (02)77366304/susan201907@mail.moe.gov.tw 

（二）技職司：王孟禎小姐 

        (02)77366165/meng@mail.moe.gov.tw。 

 



受文者：各公私立大專校院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年5月21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通字第110006923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因應全國COVID-19疫情升到三級警戒，請大專校院配合強

化防疫措施及停止到校上課配套措施，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110年5月19日起至5月28

日提升全國COVID-19疫情到三級警戒，為降低校園群聚感

染之風險，請學校強化並落實防疫及相關配套措施重點如

下：

(一)進入學校全程佩戴口罩：教職員工生進入學校以全程佩

戴口罩為原則，如用餐、體育課及學生有特殊情況者等

例外。

(二)校園停止對外開放：

１、學校校園自110年5月19日起停止對外開放至5月28日止。

２、學校所屬下列場館，亦應關閉：

(１)觀展觀賽場所：展覽場、電影片映演場所（戲院、

電影院）、集會堂、體育館、活動中心、展演場所

（音樂廳、表演廳、博物館、美術館、陳列館、史

蹟資料館、紀念館）、室內溜冰場、室內游泳池、

遊樂園、專營兒童遊戲場及其他類似場所。

(２)教育學習場域：社區大學、樂齡學習中心、訓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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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書中心、社會教育機構（社會教育館、科學教育館、

圖書館）及老人共餐活動中心等其他類似場所。

(三)線上學習相關措施：

１、學校盤點校內資訊設備並備妥線上學習所需相關資訊

設備，協助教師所需之線上學習設備、網路及學習課

程資源。

２、學校盤點校內資訊設備並備妥相關所需設備，提供缺

乏資訊設備（如平板、筆電、行動網卡）的師生借用，

並以弱勢家庭學生為優先。

３、學校可評估網路頻寬及設備等資源情形，安排教師到

校或居家線上教學，可採同步、非同步或混成線上教

學方式，並善用各項數位學習工具及影片等資源。有

下列情形者，應以居家線上教學為優先考量：

(１)自主健康管理期間，或有同住家人實施居家隔離或

居家檢疫者。

(２)居住疫情警戒第三級區域。

(３)需於不同之疫情警戒區域間通勤者。

(４)懷孕者或有12歲以下小孩需照顧者。

４、為降低上班移動之感染風險，請學校考量維持校務運

作及線上學習之需要，適度提高教職員工居家上班人

數。

５、課程、教學與評量方式，授權學校以彈性多元方式處

理，適時給予輔導和協助，並採從寬認定為原則。

６、學生如有特殊學習需求，無法透過遠端學習時，經學

校評估課程的必要性、學生的防疫安全下，得提供學

生到校學習之協助，並學校應妥適調整學生班級，並

依「『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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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落實安全室內社交距離（如採梅花座），保持

通風良好，以及提高環境清潔消毒頻率等各項防疫措

施，並全程佩戴口罩。

７、5月29日以後，學校如因應疫情規劃調整授課方式，包

括停止實體課程調整為線上教學，得依本部109年4月

28日臺教高通字第1090061444號規定，由學校督導辦

理，即可實施，無須報送本部同意。

(四)實習/課程相關措施：

１、實驗課程：實驗課原則改採線上/遠距教學方式或其他

替代教學方式，但如實務上如無法用線上授課方式進

行，個別學生基於學習需求需進行實驗，經學校評估

課程的必要性、學生的防疫安全、該實驗場域防疫管

理等情形並有完善規劃，得尊重學生意願下予以協助。

２、一般實習課程：校內外各類實習課程原則改採線上或

其他替代教學方式。但如實務上無法用線上授課方式

進行，個別學生基於學習需求擬繼續實習，仍希望續

留實習場所實習，經學校與實習場所評估實習課程的

必要性、實習學生的防疫安全、該實習場所環境安全

等情形，並有完善規劃，得尊重學生意願繼續實習。

３、醫事類實習課程：

(１)醫學生：經徵詢各醫學系表示，實習醫學生即將成

為正式醫師，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仍應到院實習

（於照顧病人中學習）。若有院內感染疑慮之實習

醫院，應彈性調整實習地點或實習方式，其餘實習

醫院如均已進行院區保全之篩檢，仍可正常進行臨

床實習。另醫院應給予足夠的個人防護物資，並給

予足夠指導，不得安排到風險單位實習（例如：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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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確診病人的單位、急診室、室內室外篩檢站等）」。

(２)其他醫事類科學生：其他各醫事類科的實習課程原

則改採虛擬或其他方式替代。但如個別學生基於學

習需求仍希望續留實習場所實習，經學校與實習場

所評估實習課程的必要性、實習學生的防疫安全、

該實習場所的醫療量能等情形並有完善規劃，得尊

重學生意願。

(３)另依109年12月本部與考選部、各醫事相關校系及學

會共同商定的「大專校院醫事類科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應變機制」，當教學醫院

停止實習時，實習課程授課方式宜有彈性的處理方

式，得以一定比率內採虛擬（線上、視訊、直播）

或其他（模擬教室、業師或臨床教師到校）等方式，

替代實體臨床授課。

(五)招生考試相關措施：

１、學校於6月底前辦理之進修學士班、碩博班、轉學、學

士後等班別招生考試，評量項目若採實體面試、筆試

或實作者，建議可調整評量方式（如實體面試改為視

訊面試）、變更評量項目（如筆試或面試改為書審）

或延後至7月以後擇期辦理等替代作法，以降低考生群

聚染疫風險，並減少區域間的非必要移動。

２、學校經評估改採替代作法進行招生考試者，務請重新

公告及修正簡章，並確實通知已報名考生，以確保考

生應試權益；已報名考生如因故無法參加者，請審酌

辦理作業成本，退還全部或部分費用。

(六)注意學生健康狀況及動向：

１、學校啟動遠距教學後，仍需關懷學生身心健康，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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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每日要量測體溫；同時掌握學生動向，向學生宣

導避免出入人多擁擠場所、聚會、旅遊或其他集會活

動，並減少區域間的非必要移動，一旦外出就需誠實

記錄，以利日後可能需配合疫調使用，以免造成校園

或社區防疫破口。

２、以通訊軟體向師生宣導防疫措施：請學校提醒師生避

免不必要移動、活動或集會；停止室內5人以上、室外

10人以上之家庭聚會（同住者不計）和社交聚會，並

進行自我健康監測（有症狀應就醫）。

(七)減少學生不必要的移動及校園防疫措施：

１、將實體課程調整為線上教學，並非全面停課，因此，

為減少區域間的非必要移動，校內住宿學生如仍想住

宿舍，不應強制其返家，並請依本部109年4月22日通

函「大專校院住宿防疫指引」規定，落實門禁管制、

體溫測量、專人關懷、衛教宣導、防疫物資補充、定

期消毒、維持通風、保持社交距離或配戴口罩等相關

健康管理措施。

２、如發現校內住宿學生有通報、疑似或待採檢個案，請

學校依本部「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

綱要」及校內防疫計畫，並請示地方衛政單位確認後，

啟動學校備用的隔離宿舍提供入住或等待採檢結果，

不能混居或入班上課，做好課程教學、宿舍管理等相

關校園分流。

(八)畢業典禮、畢業旅行、校外教學等活動辦理原則：前述

活動應延後或暫停辦理；畢業典禮若需辦理，建議採線

上轉播方式辦理。

二、另請學校仍應持續依據指揮中心所發布最新防疫等級及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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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辦理。

三、本案如有疑問請洽以下窗口：

(一)一般大學：

１、課程學習：公立大學洽溫雅嵐小姐（02）7736-5901、

私立大學洽賴鵬聖先生（02）7736-5891。

２、醫事類實習：周君儀小姐（02）7736-5790。

３、校園防疫及住宿：邱淑貞小姐（02）7736-6304。

(二)技專校院：

１、課程學習：高秋香小姐（02）7736-5862。

２、醫事類實習：林宸宇小姐（02）7736-6797。

３、校園防疫及住宿：王孟禎小姐（02）7736-6165。

(三)遠距資訊設備：資訊及科技教育司（02）7712-9038。

正本：各公私立大專校院
副本：本部綜合規劃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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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各公私立大專校院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年5月26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通字第110007411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為避免學生不必要移動，請貴校於停止到校上課或實施遠

距教學期間，不得強制學生離宿返鄉，請查照。

說明：

一、因應指揮中心宣布自110年5月19日起提升全國COVID-19疫

情到三級警戒，及110年5月25日宣布延長全國疫情三級警

戒至110年6月14日，並指揮中心指示，在全國COVID-19疫

情三級警戒期間，應避免不必要移動、活動或集會。

二、為降低社區感染之風險，請各級學校配合強化防疫措施及

停止到校上課配套措施，並為避免學生不必要移動，要求

學校不得強制學生離宿返鄉；倘學生已返鄉，則也避免再

返回學校宿舍。

三、另請學校確依教育部109年4月22日通函「大專校院住宿防

疫指引」、109年4月27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住宿防疫指

引」規定，落實宿舍門禁管制、體溫測量、專人關懷、衛

教宣導、防疫物資補充、定期消毒、維持通風、保持社交

距離或配戴口罩等相關健康管理措施。

四、本案如有相關疑問請洽以下窗口：

(一)一般大學：高等教育司邱淑貞小姐02- 77366304，

susan201907@mail.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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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專校院：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王孟禎小姐02-77366165，

meng@mail.moe.gov.tw。

(三)國教署學務校安組：吳岳隆科員04-37061316，e-3253@

mail.k12ea.gov.tw。

正本：各公私立大專校院、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國立暨私立(不含北高
新北臺中桃園五市)高級中等學校、各國立國民小學、國立臺灣戲曲學院高職部
、台北美國學校

副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本部綜合規劃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國際及兩岸教
育司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行

第2頁 共2頁



受文者：各公私立大專校院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年6月8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通字第110007698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為降低社區傳播風險，請貴校於COVID-19疫情三級警戒期

間，避免學生不必要移動，詳如說明，請查照。

說明：

一、本部前配合指揮中心宣布提升COVID-19疫情到全國三級警

戒，及三級警戒期間應避免不必要移動、活動或集會，業

以110年5月26日臺教高通字第1100074113號函（諒達）規

定，學校不得強制學生離宿返鄉；倘學生已返鄉，也避免

再返回學校宿舍。

二、配合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於110年6月7日宣布三級警戒延

長至6月28日，爰學校仍不得強制學生離宿返鄉；倘學生已

返鄉，也避免再返回學校宿舍。學校亦不得強制學生返宿

整理或清空宿舍。如放暑假時，疫情仍在全國三級警戒期

間，學校仍不得強制學生離宿返鄉；倘學生已返鄉，也避

免再返回學校宿舍，如搬清物品。同時請學校針對住宿學

生提供相關協助。

三、另住宿學生亦應完全配合學校相關宿舍管制及健康管理措

施，共同落實校園防疫。

四、本案如有相關疑問請洽以下窗口：

(一)一般大學：高等教育司邱淑貞小姐02- 7736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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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201907@mail.moe.gov.tw。

(二)技專校院：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王孟禎小姐02-77366165，

meng@mail.moe.gov.tw。

(三)國教署學務校安組：吳岳隆科員04-37061316，e-3253@

mail.k12ea.gov.tw。

正本：各公私立大專校院、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國立暨私立(不含北高
新北臺中桃園五市)高級中等學校、各國立國民小學、國立臺灣戲曲學院高職部
、台北美國學校

副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本部綜合規劃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國際及兩岸教
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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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各公私立大專校院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年6月25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通字第110008266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因應全國COVID-19疫情持續嚴峻，大專校院如於暑假期間

辦理相關活動（含暑期課程、社團活動、轉學考及其他各

項招生考試等），請強化並落實相關防疫措施，請查照。

說明：

一、因應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全國COVID-19疫情到三級

警戒，本部前以110年5月21日臺教高通字第1100069231號

函、5月26日臺教高通字第1100074113號函及6月8日臺教高

通字第1100076983號函（諒達），請學校強化校園防疫相

關措施，以降低校園染疫風險、維護師生健康安全。

二、學校如於暑假期間辦理相關活動，如各項暑期課程、社團

活動、轉學考及其他各項招生考試等活動，請確依本部上

開通函規定，並遵循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的各項指引，

落實校園防疫工作。

三、學校於暑假期間辦理之進修學士班、碩博班、轉學、學士

後等班別招生考試之評量項目，若採實體面試、筆試或實

作者，建議可調整評量方式、變更評量項目或延後擇期辦

理等替代作法，以降低考生群聚染疫風險，並減少考生非

必要移動。

(一)倘學校經評估改採替代作法進行招生考試者，務請重新

公告及修正簡章，並確實通知已報名考生，以確保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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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權益；已報名考生如因故無法參加者，請審酌辦理

作業成本，退還全部或部分費用。

(二)倘學校經評估後仍維持採用實體筆試者，請以最高防疫

規格進行試務規劃（可參考110學年度大學指定科目考試，

每間試場人數不得逾20人，確保考生間距達1.5公尺以上

等作法），並應將試場具體的防疫準備措施及注意事項，

報經學校所在縣市之衛生單位核准後，方據以執行。

四、本案如有疑問請洽以下窗口：

(一)一般大學：

１、招生考試：賴姿諭小姐（02）7736-5884。

２、課程學習：公立大學洽溫雅嵐小姐（02）7736-5901、

私立大學洽賴鵬聖先生（02）7736-5891。

３、醫事類實習：周君儀小姐（02）7736-5790。

４、校園防疫及住宿：邱淑貞小姐（02）7736-6304。

(二)技專校院：

１、招生考試：張家淇小姐（02）7736-6198。

２、課程學習：高秋香小姐（02）7736-5862。

３、醫事類實習：林宸宇小姐（02）7736-6797。

４、校園防疫及住宿：王孟禎小姐（02）7736-6165。

正本：各公私立大專校院
副本：本部綜合規劃司、國際及兩岸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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