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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制應變計畫書 

中華民國 109年 2月 3 日防疫小組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2月 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為有效落實「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宣導、整備、應變與輔導等相

關措施，避免疫情擴大，妥善照顧師生健康，減少師生與家長疑慮，依據教

育部109年1月30日臺教綜(五)字第1090014248A號函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說明，特訂定「遠東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制應

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壹、成立防疫小組 

一、防疫小組：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由召集人指定由主任秘書擔任新聞聯繫發布集發

言人，及相關業務單位同仁組成。 

二、防疫小組組織職掌及工作內容：小組分指揮組、人員清查組、整備消

毒組、疫情監控組及支援業務組。各組成員依工作職掌主責各工作項

目，防疫小組職掌及連絡表如附件一。 

三、疫情通報作業流程：建立遠東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通報

處理流程如附件二。 

三、訂定停課、補課及復課措施：遠東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請假停課實施計畫如附件三 

四、為教職員工生在校期間進行防護及健康管理，各單位任務分工如下： 

（一）秘書室： 

1.協助督導執行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因應事宜。 

2.成立防疫小組統籌相關防疫事項。 

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校園防疫措施之新聞聯繫與發布。 

（二）教務處： 

1.依據教育部制定之停課標準，先期完成學校停、補課及復課規

劃。 

2.學生相關考試之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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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務處： 

1.督導學校防疫宣導、疫情通報作業及醫護因應措施。 

2.學生宿舍管制、相關防疫措施；停、復(補)課住宿生之安排。 

3.密切與衛生單位協調聯繫，掌握疫情狀況提供秘書室配合各項

因應防治措施。 

4.協助學校加強生命教育、心理輔導，適切輔導受隔離學生及因

疫情管制無法順利上課或參加考試之學生。 

5.訂定有關學生宿舍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應變計畫。 

6.落實疫情通報作業，提供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專業資訊及

媒體相關報導給本校相關單位。 

7.配合衛生單位，預先準備消毒劑及防護等器材，必要時協助實

施消毒作業或護送就醫。 

8.密切關心師生健康加強衛生教育宣導(勤洗手、多運動、增強免

疫系統功能、少進出公共場所等)。 

9.隨時聯繫衛生單位掌握最新資訊，發現疑似病例立即稟報應變

小組，通知校安人員，同時請總務處進行消毒、諮商輔導中心

進行班級輔導、生活輔導組通知家長。 

10.善用簡訊、Line群組等網路管道，持續進行健康管理宣導。 

11.妥善彙整學生出缺席狀況，以利掌握與追蹤相關事宜。 

（四）總務處： 

1.各類應急物品採購、所需物資之支援，配合執行小組決議的人

員管制措施。 

2.當本校所屬單位有疑似病例發生時，立即實施消毒作業。 

3.配合衛生單位，進行消毒劑及防護等器材之採購。 

4.校園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環境衛生督導及消毒作業。 

（五）人事室： 

1.規劃教職員工符合採檢條件者、疑似病例或確定病例之請假規

定、停止上班規定及辦理學校教職員工因符合採檢條件者、疑

似病例或確定病例之請假手續。 

2.排定各單位同仁代理名冊，以及單位同仁被列為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疑似病例時之因應作為。 

（六）各系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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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學生出席狀況與身體狀況適時通報、研擬居家隔離學生課業

輔導方案、建立各班學生聯絡網、停課時協助師生聯絡家長帶回

等相關事宜。 

（七）進修部：處理通報進修部師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制相關事宜。 

 

貳、協調事項： 

ㄧ、依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訂定之疫情分級情況，校內各行政及教

學單位應與防疫小組密切協調聯繫，掌握狀況，並配合實施各項因

應管制作為。 

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疫情請假停課規定，由教務處、進修

部及人事室依規定實施。 

三、本校學生宿舍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疫情應變計畫，如附件

四。 

四、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疫情心理輔導注意

事項，如附件五。 

五、總務處統籌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環境衛生督導及消毒作

業，消毒作業原則，如附件六。 

七、各項應變措施、作業規定、程序等，由各單位依疫情發展適時修訂

與發佈（知會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軍訓室及人事室）。 

八、學校應依需要召集相關處室舉行會議，協調疫情防治工作執行措施。 

九、協調教務處及資圖中心於學校電子報及學校首頁公告相關資訊。 

十、請各單位瞭解單位內成員，若有感冒及其他呼吸道症狀者，務請其

戴上口罩以避免呼吸道疾病傳染。 

 

參、防疫小組得視疫情發展隨時召開會議，本計畫並得依行政院衛生署疾病

管制局、教育部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訊息，並

就本校疫情隨時進行相關調整編修。 

 

肆、實施日期： 

本計畫經 109年 2月 3日防疫小組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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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參照表 
 
編號 附件名稱 

一 遠東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小組職掌及連絡表 

二 遠東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通報處理流程圖 

三 遠東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請假停課實施計畫 

四 遠東科技大學學生宿舍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計畫 

五 遠東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學校心理輔導注意事項 

六 遠東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消毒作業原則 

七 遠東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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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遠東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小組職掌及連絡表 

組別 職 稱 人 員 工 作 職 掌 分機 

指

揮

組 

召集人/校長 王元仁 指揮督導學校防疫之全般事宜 7187 

副召集人 
/副校長 

鐘明吉 
襄助召集人指揮督導學校防疫之
全般事宜 

7271 

新聞聯繫發布
及發言人 
/主任秘書 

何嘉惠 
承召集人之命負責學校防疫事件
指導、管制及處理事宜 

7189 

人

員

清

查

組 

組長/人事室主
任 

吳祥祺 
清查中港澳入境的教職員工並建
立管制名冊及自主管理請假事宜 

7089 

組員/推廣教育
中心主任 

詹惠君 
清查短期研修陸生並建立管制名
冊 

7245 

組員/國際交流
中心主任 

張彥輝 
清查外籍生(不含陸生)並建立管
制名冊 

7482 

組員/生活輔導
組組長 

陳德海 
清查陸生並建立管制名冊及學生
請假事宜 

7386 

組員/教務處綜
合業務組組長 

陳湘怡 
清查中港澳入境的實習學生並建
立管制名冊 

7009 

整
備
消
毒
組 

組長/總務處總
務長 

吳仰 
執行防疫物資購買(含宿舍隔離
所需增購物資(如屏風等))、清潔
消毒用品採購及整備事宜 

7069 

組員/總務處事
務組組長 

吳明政 執行防疫消毒工作 7065 

疫

情

監

控

組 

組長/學務處學
務長 

蔡文彬 
負責學生疫情監控通報暨隔離規
畫 

7343 

組員/學務處衛
保組組長 

王美淑 
執行學生法定傳染病衛生宣導、
就醫及相關防疫監控事宜 

7027 

組員/學務處住
宿服務組組長 

吳明哲 執行宿舍隔離規劃事宜 7310 

組員/軍訓室 呂致中 執行法定傳染病通報作業 7306 

支

援 

業

務

組 

學務處諮商輔
導中心主任 

邱兆宏 
協助學校加強生命教育、心理輔
導 

7313 

教務處課務組
主任 

任秋菊 訂定停課、補課及復課措施 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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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遠東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通報處理流程圖 

 

 

 

 

 

 

 

 

發現疑似個案 

（咳嗽、發燒、喉

嚨痛、鼻塞、流鼻

水等） 

醫療証明極可能

病例或確定病例 

1. 健康中心建檔 

2. 立即轉介就醫 

3. 通知導師、家長 

1.啟動校內應變小組，

並進行疫情調查 

2.依衛生署法規及醫囑

採取隔離措施 

3.通報衛生單位並隔離

就醫 

4.進行密切接觸者居家    

  隔離事宜 

5.通報校安中心 

6.通知諮商中心班級輔  

導 

7.加強衛生教育宣導 

8.環境消毒 

9.依規定通知停課及復    

  課事宜 

 

 

1.建議定期回診 

2.戴口罩在家休養 

3.追蹤 7天 

一般流感 

痊癒結案 

返校就讀 

落實追蹤輔導 

Yes 

No 

1、立即電話通報校安中心。---------呂主任致中（分機：7036） 

2、訂定新聞稿，統一對外發言。--------何主秘嘉惠（分機：7189） 

3、教務處妥研學生補課、補考措施。----------任組長秋菊（分機：7016） 

4、教務處安排停課學生（遭隔離學生）之課業輔導。----------任組長秋菊（分機：7016） 

5、導師及輔導教官應與學生密切聯繫掌握狀況，予以課業輔導及居家生活之照應。-------

導師及系科輔導教官 

6、依衛生單位意見協請實施防疫消毒工作。-------吳組長明政(分機：7065) 
7、依衛生單位規定進行個案疫情調查及接觸者隔離事宜並進行相關衛教宣導-------王組長   
   美淑(分機：7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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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遠東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請假停課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31日 

防疫應變小組會議通過 

一、依據： 

依教育部台體(二)字第 0980083295-B號函「教育部因應流感大流行應變計畫」，訂定

本預備計畫。 

二、目的： 

(一)藉防疫措施之實施，督促本校師生加強提防、避免感染，並訂定請假預備方案。 

(二)遇學生有大規模疑似感染病例時，本校將如何配合政府措施，進行不同規模之停

課。 

三、適用對象： 

本校日間部、進修學制及所屬各系科師生與教職員。 

四、疫情定義： 

新型流感傳染途徑與季節性流感類似，主要是透過飛沫傳染與接觸傳染，一般成人在

症狀出現前 1天到發病後 7天均有傳染性，但對於病程較長之病患，亦不能排除其發

病期間繼續散播病毒。另兒童病例的可傳染期通常較成人病例為長。 

人類感染新型流感症狀與季節性流感類似，包括發燒、咳嗽、喉嚨痛、全身酸痛、頭

痛、寒顫與疲勞，有些病例出現腹瀉、嘔吐症狀。 

五、請假： 

（一）依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訂定之疫情分級，各分級

請假之規定如下： 

1.第一級：應配合各級衛生單位相關規定於必要時實施自主健康管理。 

2.第二、三級： 

（1）學生應儘量避免前往國內外新型流感流行地區。 

（2）學生配合國內外疫情狀況及各級衛生單位各項管制措施，有感冒症狀或發燒

者，應實施自主健康管理並儘速就醫，如需請假，以病假辦理；如經認定應

強制隔離或檢疫者，應給予病假。但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而罹病者，不在此

限。 

3.第四級： 

（1）學生應避免前往國內外新型流感流行地區或疫區，如因特殊情況前往，需報

經負責單位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同意。 

（2）學生應減少集會活動及召開非必要性集會，如有必要應儘量以視訊或數位學

習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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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配合國內外疫情狀況及各級衛生單位各項管制措施，有感冒症狀或發燒

者，應實施自主健康管理並儘速就醫，如需請假，以病假辦理；如經認定應

強制隔離或檢疫者，應給予病假。但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而罹病者，不在此

限。 

4.第五、六級：依政府頒佈法令規定辦理。 

（二）學生請假規定 

1.因疫情所致之請假紀錄於辦理學生操行成績、全勤獎時，得予從寬考量。 

2.接受與疫情相關各類實習課程之學生，其實習（訓練）課程之請假規定依教育部

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3.學生請假假期未滿而返校上課者，可向生活輔導組銷假，其請假紀錄按實際日數

節計算。如請假假期已滿而無法返校上課者，須再辦理請假手續。 

 

（二）教職員工請假規定 

1.因疫情所致之請假紀錄於辦理教職員工年終考績（成績考核）時，得予從寬考量。

另因家庭照顧假依兩性工作平等法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年終考績（成績考核）。 

2.各校擔任與疫情相關實習課程之指導人員不得因恐懼傳染病而拒絕實習教學。 

3.各縣（市）政府得依本作業規定自訂所屬學校教職員工請假規定，各級私立學校

應比照辦理。 

六、停課標準：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及教育部律定之標準，發布學校停止上課訊息。 

(一 )自大陸返臺或在臺灣內部與確診者接觸過之學生，依政府規定請假，

居家隔離 14 天；確診者，依本校請假辦法。  
(二 )自大陸返臺或在臺灣內部與確診者接觸過之老師，依政府規定請假，

居家隔離 14 天；請假期間課程由系科安排代課老師進行教學。  
(三 )開學後確診者，其所修課程停課，師生居家隔離 14 天，課務組另行安

排補課事宜。  
 

七、復 (補 )課處理配套措施  

(一 )教師個人居家隔離：其所授課程由所屬系科（含通識教育中心、語言中

心）安排代課老師進行教學，或由教師於返校後二個月內完成補課。  
(二 )學生個人居家隔離：  

本校學生如遇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需就醫、居家隔離或

延遲來台就學者，將請授課教師錄製課程隨錄教材，並上課講義等相

關資料上傳至本校數位學習平台，授課教師可利用同步或非同步之遠

距教學方式協助學生修讀課程。  
(三 )班級停課： 

以班級導師時間、空堂時段及週六例假日進行補課為原則。各科目補
課時段，統一由班級導師與授課教師協調安排後，將補課計畫送教務
處課務組核可後實施。  



 10 

(四 )全校停課：  

由於全校停課導致學期上課週數未達十八週時，將由學校統一安排補

課，必要時得延後期中、期末考試日期，並彈性調整寒暑假期。 

八、考試：  

(一 )學生個人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因素居家隔離期間如遇期中、期末

考試（含畢業考），經核准請假者，俟其復課返校後由課務組安排補考。 
(二 )班級停課期間如遇期中、期末考試（含畢業考），該班考試時間依實際

補課情況，授權任課教師自行安排。  
(三 )全校停課時，期中、期末考試（含畢業考）時間一併順延並由學校另

行統一公告。  

九、輔導措施： 

(一)課業輔導：由學校各系科視情況安排教師進行課業輔導。 

(二)心理輔導：由本校學生諮商中心負責安排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避免學生過度反

應。 

(三)其他：如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因素之特殊個案，由教務處與各處室系科

會商後專案簽報處理。 

 



 11 

附件四 

 
遠東科技大學學生宿舍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訂定「教育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計畫」辦理。 

貳、目的： 

輔導學生宿舍管理，防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傳播，配合衛保組相關防制作業規

定。 

參、應變原則： 
一、宿舍有一名疑似病例者：依規定通報外，該名學生應儘速送醫診療，宿舍加強清

潔及消毒工作。 
二、宿舍寢室有一名可能病例者：依規定通報外，該名學生實施住院隔離，同一間寢

室住宿學生報請當地衛生局防疫管控實施隔離，非經衛生單位同意，禁止學生返

家，並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三、同一層有二間寢室(含以上)可能病例者：依規定通報外，患病學生實施住院隔離，

同一層樓學生宿舍報請當地衛生局防疫管控實施隔離，非經衛生單位同意，禁止學

生返家觀察，並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其餘樓層學生由家長帶回或學校負責其住宿事

宜。 
四、同棟大樓有二層樓(含以上)須實施隔離時：依規定通報外，患病學生實施住院隔離，

同棟大樓學生宿舍報請當地衛生局防疫管控實施隔離，非經衛生單位同意，禁止學

生返家，並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五、學校停課期間，住宿同學進出宿舍一律量體溫，以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感染。 
六、宿舍發現疑似病例之處理： 

先請個案留置原宿舍，患者及協助送醫者一律帶上口罩。 
車輛：協調救護車護送。 
醫院：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奇美醫院。 
護送人員：上班時間由衛保組人員、下班由值班校安護送。 
就醫返校後，送醫人員先至門口警衛室沖洗，沐浴後將門上鎖，並通知總務處

消毒。 
七、停課後學生返家之處理： 

住宿學生無法回家，需有相關證明，並接受學校相關隔離措施，不得隨意進出

宿舍，以維安全。 
肆、一般規定：   

一、學生宿舍隔離區域：第二宿舍隔離房。 
二、總務處事務組請加強環境整理及消毒工作。 
三、賃居在校外學生請各系(所)主動關懷及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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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軍訓室、衛保組及住服組請加強相關防治及宣導工作。 
五、各棟學生宿舍進出口放置耳溫槍提供同學量測體溫。 
六、學生宿舍每間寢室內大門中間處，張貼『預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保護措施』

宣導資料。 
七、本校疫情通報單位衛保組 08:00～17:00 連絡專線：5978310；軍訓室 17:00~08:00

連絡專線：597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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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遠東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學校心理輔導注意事項 
 
一、主旨 

為維護校園心理健康，諮商輔導中心進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學校心理輔

導」任務編組，推動、執行校內心理輔導工作。 
二、具體編組與做法 

1.心理衛教宣導暨諮詢組 
※目標：提供師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正確心理健康概念與求助管道資

訊。 
※任務內容： 

(1)彙總、編撰心理衛教相關文宣。 
(2)透過 INARK 網站、LINE@推播心理衛教資訊。 
(3)提供師生心理健康諮詢。 

※主責窗口：林吟芸 
2.個案專案管理與輔導組 
※目標：個案管理，提供個別、專案性輔導介入。 
※任務內容： 

(1)進行個案瀏覽，視情況需要，追蹤、提供相關輔導資源介入。 
(2)接受校內心理困擾主動求助與轉介，進入個案管理機制提供相關協助。 

※主責窗口：沈庭庭 
3.導師資源調查與聯繫組 
※目標：運用相關平台，協助諮商輔導中心連結導師資源。 
※任務內容： 

(1)管理導師 LINE 群組，協助公告、推播心理衛教資訊，並敦請導師將相關訊息轉

發至學生 LINE 群組。 
(2)協助諮商輔導中心其他需連結導師資源事宜。 

※主責窗口：蔡卉蔆 
4.身心障礙照護與管理組 
※目標：提升校內身心障礙學生自我照顧能力與提供輔導關懷。 
※任務內容： 

(1)發送合適之心理衛教資訊給校內身心障礙學生。 
(2)各主負責輔導人員視情況需要，關懷所屬身心障礙學生，提供、連結相關資源。 

※主責窗口：陳麗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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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遠東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消毒作業原則 

新型冠狀病毒的主要傳染方式為在密閉空間內飛沫傳播或接觸傳染，故美國公共衛生協會

及我國的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皆無規定相關消毒工作，雖然新型冠狀病毒在寒冷乾燥的環

境中可能生存數小時，直接接觸病人分泌物的傳染方式亦可能發生，但只要保持避免觸摸

眼口鼻的個人衛生習慣及維持環境的適當通風，應可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如懷疑環境

在數小時前曾遭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之分泌物污染，且無法控制現住於該環境人群的

衛生習慣，可參考下列建議進行消毒工作。 
（一）消毒時機 

當「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等級進入第三級，即「發生人傳人之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確定病例」之狀況，各學校館所若發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似病例，

即應請教當地衛生單位依上述原則評估是否需進行環境消毒工作。 
（二）消毒範圍及對象 

消毒範圍為發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患之學校館所，發病期間經常接觸、活動之

場所及空間（室內及其周圍之相關公共設施及場所）。消毒對象，以個案（包括其

接觸者）之血液、分泌物、體液及可能受其污染之場所及物品等為主。 
（三）選用之消毒劑 

使用「75%酒精」及「含氯消毒劑」對病毒可達到去活性化的作用。環境表面清潔可

以中性清潔劑清潔乾淨後，選用前述之75%酒精及含氯消毒劑進行消毒工作。 
（四）消毒人員及工作區分 

1.消毒人員應依消毒範圍作區分，學校館所內之消毒可指導教職員工生自行實施。 
2.除個案所處學校館所室內空間外，樓梯間、電梯及其他經常出入之場所也應一併消

毒。 
（五）消毒程序及方法 

1.室內及室外環境表面 
（1）將室內表面或地面上可見之垃圾清除乾淨。 
（2）個案經常碰觸之室內及室外環境表面（如桌面、門把、電燈開關及電梯、樓

梯間等公共區域），以500ppm（0.05%）之漂白水溶液（以市售含氯約5%漂

白水加水稀釋100倍）進行消毒。 
（3）個案使用過之浴室、廁所，以 5,000ppm（0.5%）之漂白水溶液（以市售含氯

約 5%漂白水加水稀釋 10 倍）進行消毒。 
（4）平滑金屬表面、桌面及其他無法使用漂白水溶液消毒之表面，可以75%酒精

進行消毒。 
2.個案之血液、分泌物及排泄物 
（1）清潔明顯可見之血液、分泌物、體液及其他可能潛在之感染物品。 
（2）集中於容器之嘔吐物、排泄物，以10,000ppm（1%）之漂白水溶液（以市售

含氯約5%漂白水加水稀釋5倍）充分混合，放置30分鐘以上，倒入沖水式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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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排掉。 
（3）清潔濺落之血液、嘔吐物、分泌物時，應穿戴手套，並用拋棄式紙巾或抹布

吸收主要濺落物，然後用500ppm（0.05%）之漂白水溶液消毒淨化光滑之表

面。如濺落物含有大量之血液、嘔吐物、排泄物時，可於清潔前使用5,000ppm
（0.5%）之漂白水溶液作為初步之消毒使用。 

3.個案用過之食具 
以清潔劑及清水清潔後，放入水中煮沸5分鐘以上，或以200ppm（0.02%）漂白水

溶液浸泡30分鐘以上，然後用清水沖洗乾淨。 
4.個案之衣服及被褥 
（1）個案使用過之衣服及被褥，應先以清潔劑及清水清潔後，耐熱物品可放入水

中煮沸5分鐘以上，或以200ppm（0.02%）漂白水浸泡30分鐘以上，然後用清

水沖洗乾淨。 
（2）無用之衣物及被褥，或衣服及被褥沾有明顯可見之血液、分泌物及排泄物時，

應另以垃圾袋包裝後丟棄。 
（六）消毒劑之配製 

配製及稀釋漂白水時，應考慮所使用漂白水之有效氯濃度及需要水量。 
漂白水（次氯酸鈉）溶液之配製，可以下式計算：Q=（V×D）／（10×A） 
Q：漂白水溶液之需要量（毫升）  V：欲配製之溶液體積（公升） 
D：欲配製溶液之有效氯濃度（ppm）A：所使用未稀釋漂白水溶液之濃度（%） 

稀釋溶液參考換算表 

稀釋溶液總量  
配製之溶液濃度  

200ppm 500ppm 1000ppm 5000ppm 
10公升 40mL 100mL 200mL 1000mL 
30公升 120mL 300mL 600mL 3000mL 
50公升 200mL 500mL 1000mL 5000mL 

100公升 400mL 1000mL 2000mL 10000mL 

      註：本表次氯酸鈉溶液之有效氯濃度以5％計算。  

例:以有效氯濃度5%之次氯酸鈉溶液，配製10公升200pm之漂白水溶液。 
Q=[V（10L）×D（200ppm）]/[10×A（5）] 

=40（mL）即需要漂白水溶液40mL 
（七）注意事項 

1.進行消毒工作時應保持空氣流通。 
2.應於現場調製稀釋漂白水溶液，工作時應戴口罩及手套，儘量避免接觸漂白水；攪

拌時，應使用棍棒勿用手。 
3.漂白水避免與酸性溶液混合，以免產生氯氣等毒性氣體。 
4.漂白水會腐蝕金屬器具表面，使用時應特別注意。 
5.應避免將酒精作為室內外環境噴霧消毒使用。 
6.清洗物品時，應將物品置於水面下清洗，避免將物品直接於水面上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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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使用拖把時，避免直接用手扭乾拖把，以避免產生水霧微粒或氣懸膠（aerosol）。 
8.在執行消毒區域內及工作時，避免直接觸摸眼睛、口及鼻等部位並嚴禁取下相關防

護設備。 
9.高濃度漂白水直接接觸皮膚會有刺痛之感覺，若不小心濺到眼睛應馬上用清水沖

洗，並立即送醫院作適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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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遠東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行政會議 (109.02.12)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持續延燒，為讓本校學生安心就學，避免因防

疫措施屆時無法返校而影響就讀權益，依據政府相關命令及行政規則訂定本

安心就學措施，提供學生彈性修業機制。 

二、實施對象：本校陸生、港澳學生及其他學生因防疫措施無法返校就學者。 

三、安心就學措施 
類別 安心就學措施 承辦單位 

1.開學選課 一、本校網路選課時間於 109 年 2 月 3 日至 2 月 7 日，開學第

一週特殊情形人工加退選時程為 109 年 3 月 2 日至 3 月 6 日；

退選週時程為 3 月 9 日至 3 月 11 日為無條件退選，3 月 12 日至

3 月 13 日為無條件加選，如學生遇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之影響，需就醫、居家隔離或延遲來台就學者，均可利用上列

時間辦理課程加(退)選。 
二、延修生選課於 2/17 至開學後一週內完成選課並繳費手續。 

課務組 

2.註冊繳費 一、 學生請持繳費單繳費，可依需求選擇下列繳費方式： 

(1)臨櫃繳款：攜帶繳費單至土地銀行全省分行以現金繳費。 

(2)自動櫃員機轉帳：請持金融卡及繳費單至各地 ATM 自動櫃

員機轉帳繳費。(銀行代碼：005，戶名：遠東科技大學，

帳號：繳費單上之繳款帳號)。 

(3)匯款：攜帶繳費單至各金融機構或郵局辦理跨行匯款繳費

（轉入銀行：土地銀行新營分行）。(銀行代碼：005，戶名：

遠東科技大學，帳號：繳費單上之繳款帳號)。 

(4)跨行轉帳或匯款手續費需依各金融機構或郵局收費標準自

付。 

(5)信用卡繳費：請進入網址 www.27608818.com 進行線上繳

費。(入帳約需五個工作天)(學校代碼：8814600458，帳號：

繳費單上之繳款帳號)。 

(6)便利商店（7-11、全家、萊爾富、OK）繳款:手續費需依各

便利商店收費標準自付。 

二、 學生得以通訊或委託他人方式，檢具相關證明向學校（教

務處）申請延後註冊繳費。 

三、 學士班延畢生如所修科目未達 10學分者(不含 10學分)，

得依所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另研究生第 5 學期起僅須繳

交學分費。 
※如遇有特殊情形者，學生得檢附證明文件由導師送簽，經校

長同意後辦理相關繳費事宜。 

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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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安心就學措施 承辦單位 
3.修課方式 本校學生如遇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需就醫、居家

隔離或延遲來台就學者，將請授課教師錄製課程隨錄教材，並

上課講義等相關資料上傳至本校數位學習平台，授課教師可利

用同步或非同步之遠距教學方式協助學生修讀課程。 

教學資源

中心 

4.考試成績 本校學生如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需就醫、居家隔

離或延遲來台就學，而不能於規定時間參加期中或期末考試

者，必須請假。考試請假須持有證明文件，並以補考或其他補

救措施(依授課教師規定)處理科目成績，補考成績依照實際成績

計算。 

註冊組 
課務組 

5.學生請假 一、依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訂定

之疫情分級，各分級請假之規定如下： 
1.第一級：應配合各級衛生單位相關規定於必要時實施自主健

康管理。 
2.第二、三級： 
(1)學生應儘量避免前往國內外新型流感流行地區。 
(2)學生配合國內外疫情狀況及各級衛生單位各項管制措施，

有感冒症狀或發燒者，應實施自主健康管理並儘速就醫，

如需請假，以病假辦理；如經認定應強制隔離或檢疫者，

應給予病假。但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而罹病者，不在此限。 
3.第四級： 
(1)學生應避免前往國內外新型流感流行地區或疫區，如因特

殊情況前往，需報經負責單位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同意。 
(2)學生應減少集會活動及召開非必要性集會，如有必要應儘

量以視訊或數位學習方式進行。 
(3)學生配合國內外疫情狀況及各級衛生單位各項管制措施，

有感冒症狀或發燒者，應實施自主健康管理並儘速就醫，

如需請假，以病假辦理；如經認定應強制隔離或檢疫者，

應給予病假。但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而罹病者，不在此限。 
(4)第五、六級：依政府頒佈法令規定辦理。 

二、學生請假規定 
(1)因疫情所致之請假紀錄於辦理學生操行成績、全勤獎時，

得予從寬考量。 
(2)接受與疫情相關各類實習課程之學生，其實習（訓練）課

程之請假規定依教育部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3)學生請假假期未滿而返校上課者，可向生活輔導組銷假，

其請假紀錄按實際日數節計算。如請假假期已滿而無法返

校上課者，須再辦理請假手續。 
(4)因疫情所致之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及家長相關證明(家長通

生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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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醫院所開的疫情證明、居家隔離通知書相關證明)，向

學校教務處及生活輔導組請假及檢具相關證明(委託他人

辦理相關作業)，不受勒令休學規定限制。 
6.休退學及

復學 
一、 休學申請：本校學生如遇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

響，需就醫、居家隔離或延遲來台就學者，無法於規定時

間辦理休學程序者，第一次休學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教務

處註冊組申請休學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或委託他人

辦理相關作業，毋須註冊及繳納相關學雜費用，不受期末

考試開始後不得申請休學規定之限制；休學期限屆滿仍無

法復學者，得予專案延長休學期限。 

二、 學雜費退回：學生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須辦理

退學者，本校將退回相關學雜費用，不受學生退學時間點

限制。 

三、 放寬退學規定：學生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並持

有證明文件者，本校將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使

學生不受退學規定限制。 

四、 復學後輔導：若學生復學時遇有原肄業系所變更或停辦

時，本校將輔導學生至適當學系所修業，且系所應對學生

進行選課輔導。 

延長修業期限：若學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應修科目學分

者，學校得專案延長其修業期限。 

註冊組 
各系所 

7.畢業資格 一、 畢業應修科目學分：本校可依各系所課程之科目性質，酌

情調整課程之學習內涵及學習時數，並應經教務會議通過

實施 

二、 其他畢業資格門檻分為語文能力與專業能力二類： 

(1)專業能力：包含專業證照、專業實習、專業競賽、專題製

作或其他項目，相關內容及標準由各系自行訂定。 

(2)英語能力：依「遠東科技大學輔導學生取得英檢證照實施

辦法」實施。 

註冊組 

課務組 

各系所 

8.資格權利 保留本校學生如遇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需就醫、

居家隔離或延遲來台就學者，學校相關承辦單位得審酌學生身

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協助學生保留研修或交換之資格。 

學務處 
推廣教育

中心 
9.學校相關 
輔導協助機

制 

一、個案追蹤機制：陸生由「陸生輔導組陳德海組長」、港澳生

由「國際交流中心張彥輝主任」建立專案輔導單一窗口追蹤個

案現況及後續修業情形。 
二、啟動關懷輔導機制：透過單一窗口瞭解學生身心狀況、課

業學習、職涯輔導之實際需求，適時轉介相關單位，以提供所

需資源，協助學生渡過困難。  

學務處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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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護學生隱私：各單位處理學生相關事宜，均須依規定辦 
理，並注意個人資料保護事宜。 

四、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修訂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