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三次防疫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 年 2 月 17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育成中心會議室 

三、主席：翁進坪校長                         紀錄：高惠娟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五、主席致詞： 

(一)教育部即將於 2/20~2/21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召開全國大專校院副校長層級以上之說 

明會，疫情整備要謹慎。 

 (二)因應開學後之大量學生返校，請採購單位盡速採購個人隨身噴瓶已提供消毒手部使 

     用。 

 (三)開學前全校環境應消毒一遍，環境消毒用稀釋漂白水，若爆發社區感染則啟動進出 

     校門口、宿舍測量體溫。 

六、 上次決議事項報告及執行 

 (一) 第二次防疫會議會議記錄確認。 

     (二) 修訂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計畫報部，新增通報及處理流程，如附 

件一。 

     (三) 持續以多管道公告相關防疫訊息。 

 

七、業務單位報告： 

(一)、調查校內教職員工生中港澳出入境統計結果，健康自主管理之教職員 2人、列管 

學生 8人(完成健康自主管理學生 3人、管理中 3人、新竹香港僑生居家檢疫 1 人、

又返回上海 1人)。 

     (二)、防疫物資盤點 

防疫物品 數量 備註 

醫用口罩 健康中心:1200個 

總務處:100個 

總務處已訂購，但到貨時間未確定。預計:追

訂 1萬個，到貨時間未確定 

N95口罩 健康中心 50個 於防潮箱內保存但已過期 

酒精 健康中心 12瓶 75%

總務處 28瓶 95% 

 



防護衣 1 套 健康中心 

護目鏡 2 個 健康中心 

耳溫槍 6 支 健康中心 

額溫槍 30 支 98年、92年採購仍堪用 

乳膠手套 350 支 健康中心 

漂白水 10 瓶 總務處 

 

 

 

學生宿舍防疫用品 

防疫用品 數量 備註 

醫用口罩 30個  

75%酒精 3瓶/4000ml 102年 

漂白水 48瓶/3.5公升  

洗手乳 6瓶/2000ml  

噴瓶 230個/500ml  

裝水神容器 12個/20L  

 

(三)、因應 109年 2月 12日教育部來文配合事項 

配合事項 執行單位及情

形 

   自109年2月11日零時起暫緩港澳居民來臺；為維護學生就學

權益，請各校就港澳學生啟動安心就學措施。 

１、為避免陸生（2月3日已宣布暫緩來臺）、港澳學生因 

無法如期返校而影響其就學權益，請大專校院修正2月 

7日報部的「學生安心就學措施」，納入就港澳生之開 

學選課、註冊繳費、修課方式、成績考核、請假休復 

學、輔導協助等事宜，以協助學生如期完成課業。 

２、修正後之安心就學措施經專案簽奉校長核准後據以執 

行。 

教務處、各

系、學務處配

合辦理 

   針對109年2月7日至10日間入境之港澳學生： 

１、 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感

染區入境者居家檢疫通知書」及「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

機制」相關規範進行居家檢疫。 

２、 通報「大專校院學生居家檢疫注意事項及回報事宜」，

針對校內、外住宿學生居家檢疫注意事項及回報事宜」通報

內容，就居家檢疫學生抵臺前置、檢疫期間及居家檢疫期滿

1、 本校僅有

一名 

符合個案，於

新竹友人家居

家檢疫，已通

報校安中心、

澎 湖 縣 衛 生



 

 

 

七、各單位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 

     針對於海外實習、返回僑居地即將返國的學生，學校應該要盡量協助，搭配安心就 

       學措施，該自主管理、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的，讓學生能安心返校。     

  （二) 餐旅系：  

        本系目前有 12 位學生於海外實習，日本 3位、新加坡 2位、澳洲 3位上海 4位(3 

 人已回到台灣終止上海實習、1人簽署切結書留上海)，定期保持與學生的聯繫。 

相關事項，確實分工辦理以達防疫效果；學校應明確告知居

家檢疫學生如有違反居家檢疫規定逕自外出或搭乘大眾運

輸工具之學生，將依「傳染病防治58條、及同法第69條處新

臺幣1萬元至15萬元罰款 

３、 針對2月10日起經中港澳轉機入境之僑外生，為確實掌

握其動向，學校應每日與所在地轄區分局員警聯繫，確認需

居家檢疫學生名單及合作事宜。 

４、 如為校內住宿生，學校應即安排居家檢疫；如為校外 

賃居生，學校應持續關心其自身居家檢疫情形，予以 

必要協助。 

局、澎湖外事

科警察，每天

由 職 保 持 聯

繫，並提供相

關罰則宣導。

該生配合度良

好。三餐由友

人送餐或自己

烹煮。 

   主動聯繫僑外生應避免從中港澳轉機入境： 

１、依指揮中心 109 年 2月 7日指示，自 2月 10日起經中 

港澳轉機的入境臺灣者，一律居家檢疫 14 天；爰請學校務必

主動聯繫尚未返臺之僑外生，應避免由中港澳轉機 

入境。 

２、如渠等學生未調整航班行程仍經中港澳入境，入境後 

即需接受居家檢疫 14日，學校亦應依本部日前通報通 

函規定，進行獨棟居家檢疫措施，落實防疫工作。 

請研發處、觀

休 系 、 餐 旅

系、電機系、

應外系、養殖

系等有外籍生

支系所協助轉

知外籍生勿於

中港澳轉機，

否則入境需居

家 檢 疫 14

天。目前調查

結果無人預定

於 中 港 澳 轉

機。 

    為因應可能自中港澳轉機或突發居家檢疫之個案，須提供獨

棟居家檢疫措施，落實防疫工作。 

提請討論 

    學校辦理防疫工作及學生安心就學措施所衍生之相關費

用，由本部視直轄市、縣（市）政府、學校辦理情形予以補助。

學校如未依法落實居家檢疫工作，造成防疫破口， 

本部將追究學校及相關人員責任。 

提請討論，由

健康中心彙整 



（三) 進修部： 

         依教育部來文，本校自行開課的進修推廣課程暫緩辦理，延至下學期開課，費用    

將全額退費。另勞動部開設之課程目前則保留，視疫情再做調整。 

  （四) 物流系 

        有關學生因應防疫健康自主管理或居家檢疫請假延後返校之假別有何規定。 

   (五) 航管系 

        下學期教學觀摩是不是因應疫情暫緩辦理? 

  (六) 總務處 

        全校性消毒將於開學前再執行一次，各專業教室請各單位自行清潔消毒。 

  (七)秘書室 

        教室消毒建議由總務處及各單位依管理教室分工完成，照消毒方法消毒環境，再 

登記於紀錄表備查，或於疫情期間每周繳交紀錄予健康中心。 

   (八)研發處 

   1、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目前新加坡之旅遊疫情提升至第二級『警告』(Warning)。經 

洽詢教育部相關業務承辦人表示，有關各校校外實習學生因應疫情各項處置由各校自

行決定，惟為保障學生實習權益，針對已在國外實習的學生是否比照餐旅系上海實習

學生方式辦理。 

   2、各系請自行聯絡並審視實習單位簽定之合約，由家長、學生決定是否繼續留海外疫 

區實習，目前訂定海外實習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二。 

   3、為因應國內可能之社區感染，目前仍在國外澳洲、日本、新加坡等地之海外實習將 

視疫情因應。 

(九)總務處 

      總務處採購噴瓶發予各單位，行政學術單位共 48支噴瓶、每班各 1支噴瓶共 76 

   支,各系、中心、推廣部各 1個 10L水桶,共 15個,預計本星期通知領取。  

 

   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護措施，

如附件三，提請討論。 

說明：109年 2月 11 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90018618號函，針對推廣教育課辦理及退

費流程等因應措施。 

擬辦：通過後俾憑辦理。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教育部補助學校辦理防疫工作及學生安心就學措施所衍生之相關費用。 

說明：109年 2月 11 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0395號函。 

擬辦：通過後申請。 

    決議：由健康中心彙整後申請。 

 

提案(三) 

案由：因應指揮中心加強社區監測方案，擬建議本校學生於 14天內有出國旅遊史或接觸國

外旅遊史之親友，建議在家健康自主管理再行返校。 

說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16)日表示，因應全球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擴大，為

及早發現疑似個案及防堵病毒於社區及醫療院所傳播，於今日啟動加強社區監測方

案，監測對象如下︰ 

     1、 14天內有國外旅遊史(包含新加坡、泰國及日本及其他國家)或曾接觸來自國外

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人士接觸史，且醫師高度懷疑 COVID-19 感染之發燒或呼吸道

症狀個案。 

     2、 發燒/呼吸道症狀群聚現象者。 

     3、「抗生素治療 3日未好轉且無明確病因」、「群聚事件個案」或「醫護人員」之肺炎 

個案。 

擬辦:通過後辦理。 

決議:  

１、 本校學生於 14天內有出國旅遊史或接觸國外旅遊史之親友，建議在家健康自主

管理再行返校。境外生校外居住者自行健康自主管理 14天，住宿者由宿舍協助先

予隔離樓層健康自主管理 14天。 

２、 由各系協助傳達並統計名單，依中港澳回國調查名冊格式回報生輔組。 

３、 學生因防疫需求延緩返校上課者，須提出機票、身分等證明文件，以公假申請。 

 

九、主席裁示 

   （一)、本校學生於 14 天內有出國旅遊史或接觸國外旅遊史之親友，建議在家健康自主管 

理再行返校，檢附證明以公假申請。 



（二)、總務處、宿舍務必在開學前完成環境上的消毒，開學後會給予每班班代、各系辦 

      次氯酸水消毒液噴瓶，各系應準備水桶裝次氯酸水消毒液，供學生每次上課前之教 

      室及手部環境消毒用；教職員工同仁可以自行準備噴瓶分裝。 

     (三)、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觀摩暫緩辦理。 

 (四)、進修推廣部自開非學分課程將暫緩，視疫情延至下學期開設，費用部分全額退費。 

       勞動部辦理之課程目前維持辦理。 

 (五)、宿舍應盡速規劃空間以提供境外生返國或學生突發需健康自主管理宿舍。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是日上午 11時 15分 

 

 

 

 

 

 

 

 

 

 

 

 

 

 

 

 

 

 

 

 

 

 

 

 

 

 

 



 

 

 

 

 

 

 

 

 

 

 

 

 

 

 

 

 

 

 

 

 

 

 

 

 

 

 

 

 

 

 

 

 

 

 

 

 

 

附件一 
國立湖科技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通報處理流程 

是 

否 

1.校安中心 24 小專線
0932483123 

2.校安中心進行教育部校安通
報 

發現疑似個案:由各系調查、請假系統、健康中心或校安接獲教職員工生自主發現通報 
近期曾至境外病例地區交流或旅遊之學校教職員工生(或有接觸上述個案)發生急性

呼吸道感染，具有下列症狀之一：發燒（大於38℃）或呼吸道症狀(流鼻涕、喉嚨痛、咳
嗽) 、頭痛、肌肉痛、疲倦等或符合衛服部公告通報條件。 

排除流感個案 

 

身心健康中心（學務處） 

1、有疑似症狀採取必要之防護及隔離措
施 

2、聯絡 1922 或衛生單位依指示就醫 

1.醫院向衛生
單位辦理通
報 

2.個案住院治
療 

3.個案出院後
為衛生單位
追蹤管理，學
校協助關懷 

是否符合採檢條件、疑似個案、確診個案、群聚感染等

（係由醫院、衛生機關判定） 

1 視疫情召開防疫小組會
議，啟動應變措施，各單位
依任務分工執行各項防疫
措施。  

2.配合衛生單位進行接觸者
調查、疫情調查。 

3.擬定並執行宿舍檢疫、居家
檢疫等隔離措施。。  

4.校區進行必要的清潔與消
毒。  

5. 各單位、系所配合進行健
康自主管理體溫量測、紀
錄、回報及追蹤。  

6.依據教育部與衛生機關停
課標準停課。 

結案 
1.個案痊癒 
2.衛生機關解除管理 
3.休學或離職 

相關單位配合處理事項 
1. 系所通知學生家

長、安排後續照顧課
業及請假事宜 

2. 學務處、總務處安排
提供接觸者隔離檢
疫住所。 

3. 學務處協助檢疫學
生之生活照護事
宜，如送餐。 

4. 總務處及各單位立
即實施環境消毒工
作。 

5. 系所及教務處協助
安心學措施 



附件二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外實習同意切結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 月 28 日宣布，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提升中國大陸(不含

港澳)之旅遊疫情建議至第三級『警告』(Warning)，民眾如非必要應避免前往。惟

為保障學生實習權益，本校仍須盡到告知責任，實習學生及其家長請審慎評估是否

繼續留至大陸實習。 

□實習學生及其家長同意繼續留至大陸地區實習, 則請依實習公司相關防疫措施

及規定辦理。 

□實習學生及其家長同意終止返陸實習,請輔導老師協助學生申請轉換國內實習公 

司，但須配合各實習公司職缺狀況。 

□實習學生及其家長同意先行返台避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請實習機構同意學生繼續 

請假至 3 月底，期間不支薪不扣考勤，待疫情警報解除後再返回待疫情減緩並經 

家長同意後再讓實習學生返陸述職。 

 

 

 

 

此致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實習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科系： 與實習學生關係： 

學號： 連絡電話(手機) 

日期： 日期： 

 

 

備註： 

1. 本切結書請簽名或蓋章後，於 109 年 2月    日(週  )下午 3 時前拍照掃描傳送至 

julie069@gms.npu.edu.tw。 

2. 為求審慎，研發處於收到切結書後將再次電話確認。 

 

 

 

 

 

 



附件三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護措施 

（一）協助本部學籍生(含選讀生)感染或疑似病例者，進行通報、關懷及追蹤。 

（二）配合教育部及衛福部訂定之停課標準，進行停課、復(補)課及相關考試等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三）本部配合學校防疫計畫，於全校啟動體溫測量時，協助夜間學生體溫測量。 

（四）本部於開學日當天提供進四技班級及碩士在職專班共計 12 班，一班一瓶水神次氯酸防

疫抗菌水，由各班代當天至本部領取，下課後歸還於本部，確實進行各班學生手部消毒工作。 

（五）告知學生上課前以洗手乳搓洗雙手至少 30秒。 

（六）保持教室內空氣之流通。 

（七）以水神次氯酸防疫抗菌水進行教室環境清潔及消毒工作。 

（八）本部官方網站首頁： 

經由本部網站最新消息，及時公告課程調動及防疫等相關訊息。 

（九）電子郵件及 Line群組課程管理： 

1. 針對課程延期等訊息，利用電子郵件及 line群組通知。 

2. 短期課程開訓前以電子郵件傳送課程通知書：上課須知（如量體溫事宜、身體不適

請勿到校等）及旅遊史調查，以利進行追蹤及配合學校整體防疫作業。 

（十）進修推廣部-防疫調查表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5LJGPzbbcqW3p1oIi4ePzjs1cwJ-w03D92ePSf4kzGc/edit 

（十一）承辦人員受理窗口： 

1. 學士班(夜)/碩士在職專班：顏妙真小姐 06-9264115轉 1402 

  電子郵件：jolin4513@gms.npu.edu.tw 

2.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吳念恩小姐 06-9264115轉 1405 

電子郵件：book0809@gms.npu.edu.tw 

（十二）防疫工作： 

1. 於本部門口張貼防疫宣傳海報，並於本部門口放置水神次氯酸防疫抗菌水，供短期參

訓學員進行手部消毒。 

2. 安排工作人員針對短期參訓學員進行體溫測量，如額溫超過 37.5 度者謝絕入內，並

請返家自主管理確實在家按日自主測量體溫。另告知短期參訓學員於學校廁所內備有

洗手乳，請學員上課前以洗手乳搓洗雙手至少 30秒，並保持教室內空氣之流通。 

3. 若開辦課程之授課教室為料理教室，請參訓學員務必帶口罩上課。 

4.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之規定：中港澳入境者，無湖北省、廣東省、浙江

省（溫州市）旅遊史且屬於健康追蹤或自我健康觀察、自主健康管理措施之對象，又

無相關症狀者可以上班上課，但應全程配戴口罩，同時請避免不需要之外出，外出時

亦應配戴口罩。 

（十三）退費機制： 

1. 本部學籍生(含選讀生)退費機制依照學校規範辦理；下列規範僅適用本部推廣教育非學分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5LJGPzbbcqW3p1oIi4ePzjs1cwJ-w03D92ePSf4kzGc/edit


班。 

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課程須依勞動部提供之規範辦理。 

3. 本部自辦課程： 

退費方式比照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二條退費規定，因配合學校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益處

理原則，推廣教育非學分班學員退費方式如下： 

(1) 若老師、工作人員、學員成為「居家檢疫者/居家隔離者/確診者」，課程先以延後至

疫情穩定為主，若學員無法配合異動時間，則依剩餘為上課程時數占總時數比例退費。 

(2) 若為「居家檢疫者/居家隔離者/確診者」，可使用電話、電子郵件等不必本人親自到

場與本部聯絡，並填寫「學員退費憑證」及「安心就學措施申請單」，以及檢附存摺

影本、證明文件，本部依照符合者方式辦理退費程序。 

4. 社區感染：若澎湖地區出現社區感染，則依照學校規定辦理。 

（十四）請假規範 

若因身體不適須請病假者，依照原訂課程請假之規範，恕無法補課。 

※ 建請學校增加肥皂或於教學大樓入口處放置移動式洗手台。 



 

附件：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安心就學措施申請單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安心就學措施申請單 

學制 

□碩士(日間/進修/選讀生) 

□學士(日間/進修/選讀生) 

□副學士(五專)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 

申請日期 

  

系所班級 
  

中文姓名 

  
英 文 姓 名

(境外生填

寫) 

  

學號 

  

身分證字號

/居留證號 

  

聯絡電話 

(住家/手機) 

  

E-mail 信

箱 

  



簡述申請緣由及欲申請之安心就學措施(證明文件請附於後)： 

1.  ( 日 ) 學 分 班 學 生 ， 本 表 填 寫 後 請 寄 教 務 處 註 冊 組 ( 電 子 信

箱:pch@gms.npu.edu.tw；傳真:06-9264265)，將依個案特殊性以專案處理後續相關

作業。諮詢電話:06-9264115#1122 黃小姐 

2.  (夜 )學分班學生 (含選讀生 )，本表填寫後請寄進修推廣部 (電子信

箱:jolin4513@gms.npu.edu.tw；傳真:06-9260042)，將依個案特殊性以專案處理後

續相關作業。諮詢電話:06-9264115#1402 顏小姐 

3.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學員，本表填寫後請寄進修推廣部 (電子信



箱:book0809@gms.npu.edu.tw；傳真:06-9260042)，將依個案特殊性以專案處理後續

相關作業。諮詢電話:06-9264115#1405 吳小姐 

附件：推廣教育非學分班學員退費憑證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推廣教育非學分班學員退費憑證 

學員姓名:  退費原因: □ 學員個人因素（依退訓時間退費） 

□ 課程異動學員無法配合 (依學員剩餘

未上課程時數佔總時數比例退費) 

□ 未能開班或遭撤銷核定(全額退回) 

□ 誤入款 (全額退回)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址:  

課程名稱:  退訓時間: □ 開課前 

□ 已上課   小時 

（佔訓練總時數之   /   ） 開結訓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實繳金額: $ 退費方式:  匯款（檢附銀行存簿封面影本） 

退費金額: $ 銀行名稱:   分行 

退費日期:  帳    號：  

備 註: 
 

退 費 須 知 

壹、 退費辦法：依「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二條規定：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應依下方式辦理： 

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期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自開班

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

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二、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三、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貳、 退費處理期間，依據各訓練單位處理退費手續所需實際完整工作天數，將退款金額匯

入學員帳戶。 



參、 連絡方式:        訓練單位承辦人:  吳念恩           連絡電話:06-9264115＃

1405 

學員簽名 

訓練單位承辦人  訓練單位主管  

訓練單位章戳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 進 修 推 廣 部 - 防 疫 調 查 表 單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5LJGPzbbcqW3p1oIi4ePzjs1cwJ-w03D92ePSf4kzGc/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5LJGPzbbcqW3p1oIi4ePzjs1cwJ-w03D92ePSf4kzGc/edit




 



參考資料：臺大進修推廣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