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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因應武漢肺炎防疫小組｣第四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3月 3日（星期二）10：30 

地    點：八甲校區圖書館大樓 1樓第一會議室                                 紀錄：涂麗月 

主    席：蔡東湖  校長 

諮詢專家：苗栗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廖秀慧科長 

苗栗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熊賢雅技佐 

出 席 者：簽到單如后。 

列 席 者：全校各系主任、各系院助理、資訊處陳明慧小姐。 

 

壹、主席致詞：略  

貳、防疫工作單位業務報告 

一、健康追蹤單位：學生衛生保健組(附件一) 

教職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附件二) 

二、執行單位：高危險對象住宿學務處軍訓室暨生活輔導組(附件三)        

              安心就學措施教務處(附件四) 

              境外生掌握研發處(附件五) 

三、資源單位：餐廳管理與消毒作業總務處(附件六) 

四、行政支援單位：人事室(附件七) 

 

叁、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請討論本校人員出入密集地點出入口規劃量體溫案。 

說明:依教育部 2月 26日通報建議學校於人員出入密集地點，如校園大門、出入頻繁之側門、停

車場、行政大樓、教學大樓、圖書館、宿舍及餐廳等規劃單一出入口並設置防疫站，於每

日人員進入校園開放時間，安排人力進行體溫測量，俾監測高風險人員，在其進入校園前

予以掌握。 

建議：一、方案 A： 

建議於每天 9:50-10:10 啟動各大樓出入口人員出入密集地點規劃量體溫時段，

學術單位以系負責所在位置大樓之出入口，行政單位以所在單位負責所在位置大樓之

出入口，跨單位需協商負責分工天數，包括：1.產研大樓由學務處、進修教育組、研

發處產推與產創中心、語文中心等負責。2.資訊處大樓由資訊處與總務處負責。3.圖

書館由圖書館負責。 

二、方案 B： 

建議於每天 8am-17:00 啟動校園各出入口規劃量體溫，以二校區的入口（二坪校

區大門口，好漢坡，淑女坡，好客坡等，八甲校區大門，南側門，中側門等）,由全校

各單位星期一到星期五，排班量體溫。此方案需要總務處配合封鎖其他校園出入口以

及學生機車停車場之人流方向改變。 

三、宿舍由生輔組宿舍幹部於每天晚點名時詢問調查有無體溫異常住宿生。 

四、餐廳從業人員於進入學校餐廳工作前，進行體溫量測並記錄，衛保組檢核。 

 

決議：一、採取方案 B，以二坪校區設 2站、八甲校區設 4站。 

二、由張副校長統合各單位體溫量測站的同仁輪值排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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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總務處負責體溫量測站的硬體設置，包括：帳篷、桌椅、告示牌等。 

四、由衛保組提供體溫量測站的駐點。 

五、量測體溫時間：星期一至五 8AM-19:00(二坪校區)、 8AM-13:30(八甲校區)。 

六、體溫量測站以不同顏色貼紙標示量測體溫日期。 

 

第二案 

案由：請討論本校備用口罩是否每位教職員工配發一只的發放方式? 

說明:一、本校於 2 月 4 日防疫會議通過本校備用口罩配發原則，依序為有發燒等類流感症狀之

教職員工生、住進宿舍管制區隔離寢室之學生以及執行消毒工作的同仁。 

二、本校目前備用口罩原有 7771只+4900只(教育部於 2月 25日發放)，共計 12,671只。 

三、本校學生 7,421人，教職員 308人。 

四、目前提出申請以生輔組隔離寢室送餐與宿舍幹部、校安中心每日值勤用、兩岸與國際

事務組外籍生事務以及教務處各類考試為大宗。 

建議：維持提申請領用，以備疫情升溫之後口罩庫存吃緊。 

決議：維持提申請領用，以備疫情升溫之後口罩庫存吃緊。 

 

第三案 

案由：推動全校教職員生若篩檢或自覺有發燒者，於本校建置「非 14天健康監測者有發燒或其

它症狀自主回報系統」(雲端)系統登錄，以利後續相關協助與關懷。 

說明 :依教育部通報建置「非 14 天健康監測者有發燒或其它症狀自主回報系統」

( https://stua05.nuu.edu.tw/p/423-1066-110.php)，若篩檢或自覺有發燒者可於此系統

登錄，以利後續相關協助與關懷，衛保組並於每日中午 12時向教育部回報。 

建議：一、於本校網頁最新消息已及防疫專區公告。 

二、寄發全校教職員通知信。 

三、導師、各系所助理若知悉學生有發燒者，協助登錄，以利後續相關協助與關懷。 

決議：照案通過 

 

肆、專家講評：對於本校各單位工作報告講評。 

一、建議開會場地選擇有開窗，不啟動中央空調與冷氣機。 

二、宣達教育部「武漢肺炎停課標準」對於大專校院：(一)有 1位師生為確定病例，該師

生所修／授課程均停課。（二）有 2位以上師生為確定病例，該校（區）停課。 

三、若有學生發燒，請學生戴上口罩、立即就醫，落實生並不上課；依就醫單據或診斷證

明申請病假。 

 

伍、主席裁示：請張副校長(防疫副指揮長)規劃人力及防疫站設立調配。 

 

陸、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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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務處防疫工作報告 

一、衛生保健組： 

(一) 2/12日召開因應武漢肺炎緊急防疫小組第三次會議，邀請校外防疫專家苗栗政府陳淑珠科

長、廖秀慧科長蒞臨，就本校各單位防疫工作進行指導，會議審議通過學生宿舍檢疫隔離

空間的規劃、有中港澳旅遊史學生之調查進度及檢疫及關懷等。  

(二) 2/14日起每日中午 12:00前回報教育部本校居家檢疫人數。  

(三)2/17日起每日中午 12:00前回報地方政府窗口苗栗市公所黃美惠專員本校居家檢疫人數。 

(四)2/18日起每日根據地方政府窗口移交本校每位港澳生及僑外生之「健康關懷紀錄表」，校護

進行 14天居家檢疫健康關懷。 

(五)2/19日於導師會議報告武漢肺炎防疫宣導及本校相關措施。 

(六)2/20日與會餐廳防疫會議，提供餐飲從業人員防疫注意事項與本校防疫相關措施。 

(七)2/20日製作「武漢肺炎防疫宣導 Q&A」(教師版)與(系院所版)，email寄送全校教職員工。 

(八)2/21日依教育部通報學校外住宿學生主動配合賃居處之地方政府民政局/里長或里幹事回報

每日健康狀況，函文苗栗市公所提供苗栗市里長里幹事聯繫資料。 

(九) 2/23-28日因應教育部將訪視大專校院因應武漢肺炎防疫相關作為，彙整各處室防疫資料。 

(十)2/24日始落實餐廳從業人員每天進餐廳工作前先量體溫的措施並記錄，營養師與衛管師教導

執行方式並定時督察。 

(十一)截至 3月 1日問卷調查本校有中港澳旅遊史學生共計有 54位，已去電聯繫到目前已結案

共計 44位，其他都已確知學生情況、聯繫到學生本人或其家長。 

自主健康管理 

或居家檢疫 

港生 

(未入台) 

陸生 

(未入台) 

澳生 

(未入台) 

交換生 

(台生至國外) 

台生 

(赴陸未返台) 

已去電聯繫到， 

目前已結案。 

1.化工二甲 

陳 

2.資工二甲 

文 

 

 

1.經管二甲 

劉 

2.材料二甲 

付 

3.資管一甲 

黃 

4.華文三甲 

張 

5.機械四甲 

鄢 

1.語傳四甲

陳 

1.經管四丙 

許 

(在法國 6月回國) 

1.經管三甲 

易 

(學生高中以後

才從大陸來台就

讀 ， 沒 有 身 分

證 ， 是 拿 居 留

證。但不屬於學

校陸生名單而歸

於臺生，因親人

在大陸探親待疫

情 解 禁 後 再 返

台。) 

44位 2位 5位 1位 1位 1位 

 

(十二)共有 4位學生居家檢疫期滿，14天期滿，學生經護理人員確認無發燒情形，始可離開指定

宿舍；目前 1位仍在宿舍檢疫。 

序

號 

班級系所 姓名 性別 身份別 居家檢疫 檢疫期間 結案 

校內宿舍

隔離寢室     

校外租屋 

居家檢疫 

1 建築五甲 李 男 港生   2/1-14  

2 語傳三甲 陳 男 港生   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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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傳三甲 李 女 港生   2/9-22  

4 資管五甲 張 男 澳生   2/10-23  

5  安 女 交換生   3/1-14  

(十三)2/24日於兩校區大門口、校園、餐廳與便利商店張貼防疫海報，並列印分發 20個系所與

宿舍張貼。 

(十四)2/24日召開｢因應武漢肺炎防疫小組｣消毒作業示範會議，審議通過開學期間防疫消毒工作

分工與推動方式。 

( 十 五 )2/27 日 建 置 「 非 14 天 健 康 監 測 者 有 發 燒 或 其 它 症 狀 自 主 回 報 系 統 」

(https://stua05.nuu.edu.tw/p/423-1066-110.php)，若篩檢發燒者可於此系統登錄，以

利協助、關懷，並於每日中午 12時向教育部回報。  

 

附件二：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防疫工作報告 

一、更新「國立聯合大學各處室緊急防疫物資現存量調查表(截至 109.02.27)」。 

二、港生 2/21於水雲樓結束居家檢疫 14天後，身體無發現任何異狀，期間所產生之垃圾依一 

    般廢棄物清除。 

 

附件三：學務處軍訓室暨生活輔導組 

一、軍訓室： 

(一)校安中心每日持續依教育部規定通報事項實施通報(含境外人員入境調查、回報)，點閱並接收教

育部校安中心公告訊息，保持通報管道暢通。 

(二)定期連繫校外居家檢疫港生，就體溫管控及生活安全以關懷，並與衛保組及當地里長保持通聯。 

(三)2/7起彙整中港澳入境教職員工管理紀錄表回報教育部高教司溫專員並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校

安即時通，截至 3/2共計 61人。 

(四)2/14日~2/24校安中心每日中午 12:00前回報教育部高教司溫專員本校居家檢疫人數。 

(五)定期連繫校外居家檢疫港生，就體溫管控及生活安全以關懷、掌握學生宿舍及校外租屋處居家檢

疫學生狀況，目前 4人已解除居家檢疫，1人仍在管制期限內(管制於水雲樓 1101室)。 

(六)配合 108-1友善校園週，3/2~3/6於學務處前空中花園辦理宣導活動，加強學生體溫測量管控及

防疫宣導。 

二、生輔組： 

(一)2/22、23宿舍實施單一出入口管控，全面實施量額溫，F106-*何生體溫有過高情形。 

(二)2/24接獲宿舍管理員反映外籍生｢安娜｣預到韓國簽證，29日返回。 

(三)2/25聯繫國際組告知外籍生安娜預至韓國辦簽證情事。 

(四)2/25持續追蹤 F106-*何生體溫，經測量體溫為 36.7度。 

(五)2/26住宿中心繪製自主檢疫簡單說明書(中英文版)供管理員、隔離同學、志工同學及國際組了

解需配合事宜。 

(六)2/27中午和志工黃同學討論｢安娜｣14天自主隔離檢需協助事宜，晚上六點與女三舍舍長(也國際

志工團的成員)討論住宿細節，確保每一環節都有納入，降低管理員與學生接觸機會，也避免因

語言不通衍生其他枝節。 

(七)2/27住宿中心完成自主隔離檢疫物資箱(酒精、抗菌消毒液、訂餐、送餐說明、體溫紀錄、自主

隔離檢疫規定與罰則等)，供外籍生｢安娜｣對照使用。 

(八)2/27採購防疫物品供宿舍使用：洗手乳、洗手壓瓶、抗菌消毒液、噴霧器。 

(九)2/28請服務志工聯繫｢安娜｣確認自韓國返回班機時間，並要求全程戴口罩，專車(已安排)立即



5 
 

返回學校。  

(十)2/29宿舍管理員、服務志工引導｢安娜｣至水雲樓自主隔離，入住後｢安娜｣反映沒電腦，無法對

外聯絡，立即購買 WIFI機供其使用。 

(十一)3/1宿舍個大門口放置酒精、次氯酸水、洗手乳(廁所)供住宿生手部消毒。 

 

附件四：教務處防疫工作報告 

一、訂定本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補課及復課原則，業於 109年 2月 25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主管會議修正後通過，刻正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二、針對因防疫措施無法返校之陸港澳生 19位及臺生 1位，於開學 4週內，每日提供前述學生之加

退選資料 email各開課單位轉知授課老師於「聯合數位學園」公佈欄公告課程授課方式，並進行

(退選則可取消)遠距教學。學生端則請國際組同仁協助告知學生至本校圖書館網頁之「聯合數位

學園」查詢上課方式。 

三、統計至 3月 2日，因防疫無法返校而申請延期註冊共計有 6名同學。 

四、二坪校區 K2、K3綜合教學大樓及八甲校區共同教室 G1大樓於數位講桌皆貼上防疫文宣。並在每

間廁所洗手台配置肥皂及張貼宣導洗手之文宣。另於教學大樓教授休息室洗手台張貼文宣及提供

洗手乳。 

 

附件五：研發處防疫工作報告 

一、中港澳學生人數及現況: 

本校共計 26名中港澳學生(14名陸生、7名港生、5名澳生)。其中 3名寒假未離開臺灣(2位港

生、1位澳生)，19名中港澳學生未返台(14位陸生、2位港生、3位澳生)，4名返台港澳學生(3

位港生、1位澳生)居家檢疫皆已完成，全數健康。 

二、僑外生(非中港澳籍)旅遊史及轉機調查: 

本校僑外生(非中港澳籍)共有 49位，49位皆無中港澳旅遊史也未曾經過當地轉機。 

三、108-2至本校交流之外籍生現況 

原計有 7名外籍生將至本校交流，2名法生已抵達本校，1名上學期接續交流之哥倫比亞生因簽

證問題於 2/24(一)前往南韓並於 2/29(六)返台，搭乘計程車返校後即刻有校方人員協助該生至

水雲樓進行居家隔離，隔離期間為 3/1(日)-3/14(六)。其餘 1名就讀印尼總統大學之中國籍學

生以及 3名韓國生皆暫緩本學期交換。 

四、未返校之非僑外生之學生現況 

本處於 2/24接獲本校經管三甲易夢琪同學來電，該生敘述他因寒假前往中國旅遊，導致困

在當地無法返台，經查易同學國籍雖為中國籍，但由學測管道入學，視同一般生，已協助轉達

經管系及學校有關處室，並告知易同學有關安心就學措施等學校資訊。 

 

附件六：總務處防疫工作報告 

一、 事務營繕組： 

    (一)開學前本校兩校區各棟建築物已完成消毒。 

    (二)每日 7時 30分以次氯酸鈉及自來水以 1比 200調配消毒各共同教室門把、電燈開關、講台

麥克風等，每週 1排定各共同教室課桌、椅等消毒或擇空堂時間實施。 

    (三)共同教室消毒完後，實施公共區域之地板、扶手、電梯按鈕、公共區域桌子、椅子、櫃台、

門把等消毒。 

(四)兩校區接駁公車，消毒時間以每行駛 4小時及司機空班實施消毒，消毒項目包含車內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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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拉環、刷卡機、下車鈕等；另 518之區間公車，亦通知苗栗客運於學校與高鐵區間

運載加強消毒。 

(五) 2月份向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購得 20箱 0.6公升，濃度為 75%之酒精，採有登記需求單

位平均分配，如再有需求，或下次所需購買數量，請以電子郵件通知劉文龍先生，分機 1302，

俾利下次請購。 

(六)庫存防疫物資，次氯酸鈉八甲校區倉庫 3桶；二坪山校區 15桶；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

司捐贈未領 60桶；藥皂 60塊；另再次請購 600cc，75%酒精 20箱，共 240瓶。 

二、 採購保管組： 

    (一)依第三次防疫小組會議決議：水雲樓移住之 6位重度障礙生及 1位管理員，本處提供教職員

宿舍一樓單人房間供暫住，已於 2/21完成入住。 
    (二)本校招待所自 2/17開始對校外入住人員實施量測額溫，目前入住情形正常。 

    (三)2/20召開全體餐商防疫措施會議，請各委外經營廠商依各經營屬性，務必落實每日用稀釋

後漂白水於三餐供餐前擦拭餐桌椅，且清潔地面、環境設施至少 1次之防疫措施，並於完

成防疫消毒後，每日營業前於入門口告示「每日進行消毒，敬請安心用餐(選購)」，以提供

師生安全消費環境。 

    (四)2/21完成餐廳洗手台及廠商營業場所周邊洗手間，設置掛網肥皂並張貼「用餐前請洗手」

標語，提醒勤洗手衛教宣導。 

    (五)2/21依教育部 2/20來函先行通知委外經營廠商務必自 2月 24日(一)起，每日執行體溫量

測及填寫「附錄十-學校餐廳工作人員每日體溫及健康狀況紀錄表」。 

    (六)2/24發文販賣機及提款機等廠商加強消毒擦拭該所屬機器之按鍵及取物處事宜。 

    (七)2/24~2/27開始稽查八甲、二坪山校區學生餐廳從業人員於進入學校餐廳工作前，均已進行

體溫量測及健康狀況評估，且三餐供餐前已完成用稀釋後漂白水擦拭餐桌椅、門把等處，

並於營業前在入門口告示「每日進行消毒，敬請安心用餐(選購)」，以提供師生安全消費環

境。 

    (八)2/25開始兩校區學生餐廳因應防疫配合彈性調整供餐如下： 

        1.餐廳廠商提供餐盒訂購及當場包便當服務。 

        2.師生如有感冒症狀避免進入餐廳用餐，可請同仁（學）代包便當。 

        3.鼓勵師生多以訂便當或當場包便當外帶方式用餐。 

        4.如在餐廳內用餐儘量錯開就坐，避免用餐中交談。 

        5.請各學系協助宣導。 

    (九)2/27通知餐商以透明帆布增加自助餐點餐檯玻璃長度，防止點餐時飛沫傳播。經查二坪校

區(茗祥)已完成，八甲校區(蓮莊)預計 3/5前完成。 

附件七：人事室防疫工作報告 

一、 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因應嚴重特殊性肺炎疫情，請各機關學校預為規劃實施人力

運用及辦公場所應變措施依據人事處「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人力運用及辦公場

所應變措施檢核表」辦理。 

二、 旨揭本校分工擬請下列單位配合辦理： 

       (一)學務處：成立應變小組及建立即時通訊群組。(按本校已成立) 

       (二)總務處：盤點確認可替代辦公場所。 

       (三)資訊處： 

        1.規劃整備替代辦公場所硬體設施(如電話、傳真等)及資訊設備(如網路、電腦等)。 

        2.規劃居家辦公資訊化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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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校各單位：規劃人力運用(如排定備援人力調配表)、各單位公文及文書資料保管

及適 時備份資料等。 

  單位 核心業務 

人力遞補順序 

 備註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以下自行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