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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藝大防疫小組核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7月 21日（星期三）上午 10:00 

開會地點：TEAMS線上會議 

主持人：陳志誠校長 

出席者：蔡志孟副校長、蔡明吟主任秘書、宋璽德教務長、曾敏珍學務長、蔣定

富總務長、江易錚國際長、韓豐年研發長、羅景中藝博館長、謝淑芬人

事室主任、林志隆電算中心主任、王菘柏主計室代理主任、鄭曉楓學輔

中心主任（游晴雯行政專員代理）、張庶疆生涯中心主任、葛記豪原資

中心主任、楊珺婷註冊組長、張恭領課指組長（周冠宏行政助理代理）、

石美英生保組長、徐瓊貞軍輔組長、陳靖霖公關組長、楊宜晨藝博館行

政秘書、鄭靜琪國際處秘書、施欣宜公關組小姐 

        

壹、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境外舊生暨新生就學作業相關措施案，提請審

議。(教務處) 

說  明： 

一、 新學期將至，境外新生(含陸生)錄取名單陸續產生，相關報到作業即將展開。 

二、 因疫情不確定性，邊境開放與否將影響境外新、舊生上課方式。 

三、 有關繳費，請總務處協助辦理線上作業，俾利於規定時間前完成註冊手續。 

四、 針對疫情可能發展，研擬境外新、舊生(含陸生)就學作業流程，如附件 1-2。 

五、 併同修正本校安心就學措施，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3-4。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學生因應疫情造成經濟困頓(110年 5-7月)，提供緊急紓困及校外 

租金補貼說明。(學務處生保組) 

說  明： 

一、 教育部為減輕學生因疫情影響所造成之就學及生活衝擊，提供緊急紓困助學

金及校外住宿租金補貼，6月份第 1批已進行核銷作業，資料如下表： 

月份 申請項目 申請人數 核定人數 不符合人數 核撥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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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緊急紓困 27人 27人 0人 310,000 

校外租金 28人 25人 3人 110,000 

總計 55人 52人 3人 421,000 

二、 7月份第 2批截至目前申請緊急紓困 30件，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18件，資料

不齊全待補 2件，已簡訊 E-mail通知同學補件。 
月份 申請項目 申請人數 核定人數 待補件人數 預撥金額 

7月 
緊急紓困 30人 29人 1人 298,000 

校外租金 18人 17人 1人 77,400 

總計 48人 46人 2人 375,400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宿舍防疫管理措施。（學務處軍輔組） 

說  明： 

一、 學生宿舍防疫管理措施: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尚未公布解除第三級警戒

前，仍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轄內大專校院宿舍防

疫參考指引」及教育部「大專校院住宿防疫指引之清潔消毒作業」，訂定本

校宿舍防疫措施，要求住宿生遵守。 
(一) 全面禁止訪客進入宿舍，6月 30日至 9月 2日暑假住宿期間，廠商公

務須進入宿舍，及非暑假期間住宿之原 109-2學期住宿生，須返回宿

舍清舍、取物、換床位等，均須至軍輔組實名制登記並填寫自我健康

調查暨聲明書，審查通過後，始准借用臨時卡刷卡進入宿舍。 

(二) 落實實名制登記，進出宿舍務必確實刷卡。各棟宿舍均備有額溫儀、

酒精消毒液、貼紙。暑假期間住宿生，每日上午及下午各自主量測體

溫乙次，並配合各項宿舍防疫措施，嚴密自我健康監測。 

(三) 暑假僅開放未返國境外生住宿，已返家住宿生如無必要，避免再返回

學校宿舍，可於 110年 9月 2日前，俟疫情趨緩，再返校完成清舍及

床位更換事宜。 

(四) 為防止群聚，女生舍交誼廳關閉使用，女生舍廚房、男生舍交誼廳、

研生舍交誼廳等公共場域，僅限煮食及冰箱取用，嚴禁入內用餐及聚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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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為管控留宿住宿生狀況，設立住宿生LINE群組，並於群組內設置體溫

量測及足跡GOOGLE表單，要求住宿生每日填報，並分配學務處及國際

處同仁每日審查住宿生填報狀況。 

(六) 進出入宿舍公共場域配戴口罩及手部清潔消毒；寢室內二人(含)以上

亦配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七) 留宿住宿生依宿舍現況，分配寢室人數，每寢至多二人，保持安全社

交距離。 

(八) 浴室及廁所分流，依各舍、樓層、寢室留宿人數分配使用，住宿生確

實依分配之浴室及廁所使用。 

(九) 配合總務處消毒期程，定期實施宿舍室內外消毒；另由承包清潔公司

早晚實施打掃暨清潔消毒作業。 

(十) 每日由值班教官及負責宿舍管理教官，至宿舍實施防疫措施抽檢稽

核，要求住宿生配合學校相關宿舍管制及健康管理措施。 

    附註：學生宿舍住宿人數統計表(110.07.16) 

宿舍別 國內生 境外生 合  計 

女一舍 1 23 24 

女二舍 1 21 22 

男生舍 2 23 25 

研生舍 0 12 12 

總  計 4 79 8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消毒日程報告。(總務處) 

說  明：本校每日清潔消毒除要求外包清潔人員持續於公共區域維持日常消毒措

施外，因應疫情升溫已於 7月 7-9日辦理全校防疫消毒，另排定 8月

11-13日辦理全校防疫消毒以維校園環境安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國際學生接種 Covid-19疫苗之說明。(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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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7月 13日起開放 18歲(含)以上民眾於疫苗施打

意願登記與預約系統 http://1922.gov.tw，僑外籍學生只要持健保卡及居留證就

符合登記。 

二、 陸生在臺身分以「停留」非以「居留」，未取得健保卡及居留證，故無法預

約施打疫苗，目前陸委會和教育部研議中。 

三、 國外大學預計 8月起陸續開學，各國 COVID-19疫情持續，不少準備前往海

外求學的臺灣留學(交換)生希望能在出國前接種疫苗，經詢問教育部，留學

(交換)生還是跟一般國民一樣，照著順序來接種。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六：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指揮中心若宣布自 110年 7月 27

日全國疫情降為二級警戒，自即日起本校職員分區、居家辦公及彈性上

班時間應變措施一案，提請討論。(人事室) 

說  明： 

一、 依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升級教職員工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

變措施及 110年 5月 15日、18日、24日、同年 6月 10日、28日及 7月 8

日本校防疫小組核心會議決議暨 110年 5月 19日、20日、21日、27日、6

月 10日、24日及 7月 8日核准簽辦理。 

二、 由於本土疫情趨緩，指揮中心於 19日表示，三級警戒經過 2次延長，在 7

月 26日降級的可能性很大，降級不解封將以循序漸進、妥善規劃、強化預

防、應變能力等 4大原則，逐步放寬防疫規定，仍會沿用戴口罩、保持距離

和勤洗手防疫策略，若有任何疫情爆發可能性，就會重新緊縮，其餘規範基

本上地方政府可依照各別疫情情況不同，做出強度不同的規定；又截至 7月

19日為止，COVID-19疫苗接種人口涵蓋率 21.56%。本校職員工出勤措施為

異地分區辦公、居家辦公及彈性上班時間，原實施期間如下： 

(一) 異地分區辦公：自 110年 5月 17日至 110年 7月 26日止。 

(二) 居家辦公：自 110年 5月 18日至 110年 7月 26日止。 

(三) 彈性上班時間：自 110年 5月 17日起至 110年 7月 26日止。 

http://1922.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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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指揮中心宣布自 110年 7月 27日全國疫情降為二級警戒，本校實施

異地分區辦公、居家辦公及彈性上班時間將自 110年 7月 27日起配合

指揮中心或權責機關規定進行滾動式調整。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中心管理之國際會議廳、演講廳、臺藝表演

廳需添購立式溫測儀、壓克力隔板等防疫器材，提請討論。(藝文中心) 

說  明： 

一、 本中心管理國際會議廳(105席)、演講廳(226席)及臺藝表演廳(1035席)，

為學校辦理大型集會及表演活動的場所。 

二、 上述場館於活動進行時，為確保入場人員的健康情形良好，於進場前須測量

體溫，擬添購 6臺立式溫測儀，以減省執行測量溫度人力及加速入場速度。

器材經詢價需 9,000元。 

三、 國際會議廳為本校舉行各式會議之主要集會場所，擬於桌面放置壓克力隔

板，降低飛沫傳播機率，增添參加者安全性。經計算數量及詢價，共需 85

片隔板，經費為 11萬 1,500元。   

四、 上述器材共需 12萬 0,500元，提請防疫小組核心會議委員審議挹注經費，

經費來源由學務處防疫經費項下支應。 

 

決  議: 學務處及藝文中心擬再協議支應經費來源。 

 

 

案由八：有關有章藝術博物館提送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開放營

運作業要點」(草案)，提請討論。(藝博館) 

說  明：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地方政府政策，於疫情期間開放博物

館、美術館營運指引，訂定本要點(附件 5)。本要點將依本校防疫小組規

定，滾動檢討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公共事務組請教務處、軍輔組、國際處提供案由一、三、五之照片、

文字、負責人分機與聯絡方式，以利於臉書及學校網站公告周知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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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境外新生報到作業             

1100715 版 
序

號 
項目 說  明 

1.  
到校辦理報
到註冊開學 

註冊組繳交下列資料 
1.學歷資料 

(1) 學位證書(非我國學歷者，需經駐外單位驗證) 
(2) 歷年成績證明(非我國學歷者，需經駐外單位驗證；我國學歷者

免交) 
(3) 持非英語系國家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單，需附上中文或英文譯本

並經駐外單位認證加蓋戳章。 
2.護照正本及影本 1份、二吋證件照片 1張。 
3.錄取通知書/海外分發書 
4.領取學生證。 

2.  

因檢疫延遲
到校者，依安
心就學措施
辦理 

1. 本校教務處網站查詢「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就學措施專區」 
網址：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2. 申請者應填寫安心就學措施申請單，由所屬教學單位提出申請。 
3. 教務處註冊組依所屬教學單位申請單內容專案處理後續作業。 

3.  
辦理報到手
續(委託、通
訊、電郵) 

●報到繳交學歷資料 
1.學位證書(非我國學歷證書，需經駐外單位驗證) 
2.學歷成績證明(非我國學歷證書，需經駐外單位驗證；我國學歷證書免
交) 

3.持非英語系國家之學歷證件及成績證明，需附上中文或英文譯本並經駐
外單位認證加蓋章戳。 

4.錄取通知書/海外分發書 
●2021年 9月 13日前選擇下列方式辦理： 
1. 委託在臺親友辦理 
2. 通訊方式辦理 
3. 電子郵件傳送辦理 

(1) 繳交上述規定之學歷證件電子檔。 
(2) 切結書:學歷證件須切結，入學後須繳驗正本連同學歷證件電子

檔一併傳送至本處註冊組信箱：aarc@ntua.edu.tw。 
(3) 詳細內容請至教務處網站新生專區 110境外生新生補繳學歷證

件切結書下載使用。 

4.  

依學則第 6

條規定辦理

保留學籍 

1.學則第 6條第 5項 

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註冊截止日前，向教務處書面申請保留入學

資格，經核准後，始可保留入學資格一年無須繳納學雜費用。 

2.境外學生以書面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期限一年(學士班以學年計，碩博士

班得以學期計。)無須繳納學雜費用。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16&id=551
mailto:aarc@ntua.edu.tw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16&id=551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16&id=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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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學則規定

辦理休學 

依學則 
第 61條  
在學學生得申請休學、退學，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循導師、系主任，教
務長 核准後，向教務處辦理休學手續，休學申請須於當學期第 16 週前
（含第 16 週） 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新生（含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完成註冊手續後，始得申請休學手續。  
 
第 62條 
學生休學以學年計，休學累計以兩學年為原則，期滿無特殊原因不復學
者，以 退學論，屆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應於期滿前
專案提出申請， 經教務處審核，報請校長核准後再予延長，但以一年為
限。 
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須檢具徵集令影本，申請延長休學期限至服
役期 滿為止，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內；服役期滿，應檢具退伍令申
請復學。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休學者，應檢具證明文
件，其休學期間 不計入休學年限內。 
 
第 99條 
研究生得申請休學、退學，應填單申請，經系主任或所長、指導教授、教
務長 核准後，向教務處辦理休學、退學手續，休學申請須於當學期第 18
週前（含第 18週）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研究生休學以學期或學年計均可，但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限，期滿無特殊

原因 不復學者，以退學論，屆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

應於期滿前 提出申請，經教務處審核，報請校長核准得延長之。 

6.  

因疫情需就

醫、隔離、延

遲入境，依安

心就學措施

辦理 

1. 本校教務處網站查詢「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就學措施專區」 
網址：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2. 申請者應填寫安心就學措施申請單，由所屬教學單位提出申請。 
3. 教務處註冊組依所屬教學單位申請單內容專案處理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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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境外新生報到 QA 

1100715 版 
序

號 
問 題 說  明 負責單位 

7.  

我還沒入境
臺灣，無法親
自繳交證件
辦理報到，我
應該如何? 

●報到繳交學歷資料 
1.學位證書(非中華民國學歷者，需經駐外單位驗證) 
2.入學學歷歷年成績證明(非中華民國學歷者，需經駐外單位
驗證；中華民國學歷者免交) 

3.持非英語系國家之學歷(力)證件及歷年成績單，需附上中文
或英文譯本並經駐外單位認證加蓋章戳。 

●你可於 9月 14日前選擇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1. 委託在臺親友辦理 
2. 通訊方式辦理 
3. 電子郵件傳送辦理 

(1) 繳交上述規定之學歷證件電子檔。 
(2) 切結書:學歷證件須切結，入學後須繳驗正本連同學

歷證件電子檔一併傳送至本處註冊組學院承辦人。 
(3) 詳細內容請至教務處網站新生專區 110境外生新生補

繳學歷證件切結書下載使用。 

教務處 

8.  

符合入境資
格，但因個人
因素，是否可
申請延緩入
學? 

可以，境外學生得以書面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期限一年(學士班
以學年計，碩博士班得以學期計。)無須繳納學雜費用。 

教務處 

9.  

因疫情影響
無法準時入
學，我該怎麼
辦? 

1. 未獲准入境來臺的且完成報到新生，可適用本校安心就學
措施。 

2. 因疫情需就醫、隔離、延遲來台學生，可適用本校安心就
學措施。 

3. 相關措施請至學校教務處網站查詢「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就學措施專區」網址：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4. 符合資格須申請者應速聯繫所屬教學單位，並填寫安心就

學措施申請單提出申請。 
5. 申請單由所屬系所或本處註冊組申辦，本處將依所屬教學

單位協商內容並專案處理後續作業。 

教務處 

教學單位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16&id=551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16&id=551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16&id=551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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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境外舊生就學作業          

1100715 版 
序

號 
項目 說  明 

10.  開放入境備
妥資料 

請備妥下列證件 
1.學校公函及入境許可證 
2.護照或大陸地區往來臺灣通行證 
3.簽證、或居留證或入出境許可證 
4.機票證明 

11.  等待入境並
填具切結書 

備妥相關資料，等待入境，並填具切結書 
切結書：視開放時間，最晚必須於學期結束前二週(12月 30日)至校，逾期

依學則規定本學期休、退學辦理。 

12.  
因檢疫延遲
到校者，依安
心就學措施
辦理 

1. 因疫情延期入學或需檢疫延遲到校，可適用本校安心就學措施。 
2. 相關措施請至學校教務處網站查詢「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就學措施
專區」網址：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3. 符合資格須申請者應速聯繫所屬教學單位，並填寫安心就學措施申請
單提出申請。 
4. 申請單由所屬系所或本處註冊組申辦，本處將依所屬教學單位協商內
容並專案處理後續作業。 

13.  
依學則相關
規定辦理
休、退學 

依學則 
第 61條  
在學學生得申請休學、退學，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循導師、系主任，教
務長 核准後，向教務處辦理休學手續，休學申請須於當學期第 16 週前（含
第 16 週） 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新生（含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完成註冊手續後，始得申請休學手續。  
 
第 62條 
學生休學以學年計，休學累計以兩學年為原則，期滿無特殊原因不復學者，
以退學論，屆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應於期滿前專案提
出申請，經教務處審核，報請校長核准後再予延長，但以一年為限。 
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須檢具徵集令影本，申請延長休學期限至服
役期 滿為止，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內；服役期滿，應檢具退伍令申請
復學。學生因懷孕、生產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休學者，應檢具證明文件，
其休學期間 不計入休學年限內。 
 
第 65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休學： 
一、自上課之日起，其缺課時數達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 
二、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決議必須辦理休學者。 
三、超過核准註冊假期限，而未完成註冊程序者。 
四、已註冊但超過加退選時間而未選課或未選足該學期應修學分數者。學
生於休學期間，如有表現優良或違反校規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予以獎
勵 或處分。 
 
第 66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休學或保留學籍期滿未申請復學亦未繼續申請休學者。 
二、逾期未註冊，亦未於規定期間內報准休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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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行成績不及格者或在學期中依照學校"學生獎懲規定"受退學處分者。 
四、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主系應修科目與學分，或未完成學系規定畢業

條件者。 
五、已註冊而逾期未完成選課且未依期限辦理休學手續者。 六、違反校規

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退學者。 七、依規定勒令休學者，經
學校通知，逾期仍未完成手續者。 八、依規定應勒令休學惟其休學年
限已屆滿者。 九、休學年限屆滿未申請復學者。 十、同時在本校其他
學制或系所具有學籍者。 

 
第 99條 
研究生得申請休學、退學，應填單申請，經系主任或所長、指導教授、教
務長 核准後，向教務處辦理休學、退學手續，休學申請須於當學期第 18
週前（含第 18週）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研究生休學以學期或學年計均可，但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限，期滿無特殊
原因 不復學者，以退學論，屆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應
於期滿前 提出申請，經教務處審核，報請校長核准得延長之。 
 
第 100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二、已註冊而逾期未完成選課且未依期限辦理休學手續者。（延修生不在此 

限。） 
三、依規定勒令休學惟其休學年限已屆滿者。 
四、依規定勒令休學者，經學校通知，逾期仍未完成手續者。 
五、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六、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退學者。 
七、訂有資格考之碩、博士班，其學位候選人未依該所之規定通過資格考

者。 
八、學位考試不及格者；若合乎重考規定，以重考一次為限，經重考仍不

及格 者。 
九、修業期限屆滿，而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或未完成系所規定畢業

條件者。 
十、同時在本校其他學制或系所註冊入學者。 

14.  

因疫情邊境
未開放、需就
醫及隔離而
需延遲入
境，依安心就
學措施辦理 

4. 因疫情邊境未開放、需就醫及隔離而需延遲來台學生，可適用本校安心
就學措施。 

5. 相關措施請至學校教務處網站查詢「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就學措施專
區」網址：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6. 符合資格須申請者應速聯繫所屬教學單位，並填寫安心就學措施申請單

提出申請。 
7. 申請單由所屬系所或本處註冊組申辦，本處將依所屬教學單位協商內容

並專案處理後續作業。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https://aca.ntua.edu.tw/article.aspx?ca=262&id=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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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修正對照表）1100721 

修正後措施 修正前措施 說明 

【2. 註冊繳費】 

1. 學生依學則規定辦理註冊繳

費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理相

關作業。 

2. 日間學士班所修科目學分如未

達每學期最低應修學分者，依

所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無須

繳交全額學雜費。 

【2. 註冊繳費】 

1. 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本校教務處

申請延後註冊繳費及檢具相關證

明補辦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理相

關作業。 

2. 日間學士班所修科目學分如未達

每學期最低應修學分者，依所修學

分數繳交學分費，無須繳交全額學

雜費。 

因應繳費作

業順暢，註冊

繳費程序依

學則規定，取

消延後註冊

繳費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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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109年2月3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一次會議決議通過 
109年2月4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二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109年2月6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三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109年2月12日簽奉核准修正通過 
109年2月17日「各教學單位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會議決議及109年2月20簽奉核准

修正通過 
110年2月18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核心小組」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110年3月4簽奉核准修正通過 
110年7月21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核心小組」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109年1月27日教育部「因防疫無法返校學生彈性修業機制」通報、109

年2月5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090015755號函辦理及本校學則第116條辦

理。 

二、依大學法第28條及專科學校法第38條規定，學生修業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

宜，由大學列入學則，報教育部備查，惟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屬影響正常

學習之事件，由學校視個案情形，從寬適用彈性修業機制，協助學生渡過

困難。 

三、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持續延燒，教育主管機關認定屬影響正常學習之就

學事件，為使學生安心就學，避免因無法如期返校而影響就讀權益，得依

本校「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提供彈性修業機制

，專案簽奉校長核准，以即時因應提供協助。【因防疫無法返校學生，請

聯絡各所屬教學單位，並填寫安心就學措施申請單提出申請。】 

四、為提供學生協助，各教學單位依以下安心就學措施辦理相關作業，由教務

處註冊組(聯絡人:楊珺婷，聯絡電話：02-22722181分機1110，E-MAIL：

aarc@ntua.edu.tw)擔任窗口，總整學生詢問彈性修業機制相關事宜，並受理

學生申辦安心就學措施。 

五、因防疫無法返校學生，請填寫安心就學措施申請單申辦，將依個案特殊性

以專案處理後續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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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1100721修訂 

類別 安心就學措施 承辦單位 

1.開學

選課 
1. 加退選期間為開學學期前一周至學期第二周止。 
2. 學生遇有本疫情影響者，選課不受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學

分數限制。 
3. 學生於學期中因故需接受隔離或醫療措施無法繼續修課

者，亦可於學期第六周前辦理課程退選，或於學期第十至

十一周間辦理課程停修，不計入當學期成績。 
4. 其他若有特殊需求者，得由各教學單位協助申請辦理選課

。 

1.教務處 
2.各教學單位 

2.註冊

繳費 
1. 學生依學則規定辦理註冊繳費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理

相關作業。 
2.日間學士班所修科目學分如未達每學期最低應修學分者，依

所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無須繳交全額學雜費。 

1.教務處 
2.總務處 
3.各教學單位 

3.修課

方式 
1.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前提，由教學單位視個案評估施行彈性

機制，如視訊教學、函授、跨校選課、學分彈性認定、

委託畢展、就地展演及暑修或延後修課等方式，並協助

輔導課程進展。 
2.本校得於暑假期間由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室針對因

疫情影響無法修課學生規劃密集班，協助接軌課程進度。 
3.因疫情影響碩博士班學位考試，得由教學單位主管專案提出

彈性認定方式，並由教務處召開會議審議通過後辦理。 
4.因疫情影響碩博士班計畫審查或學士班畢業展演相關事項

，得由教學單位主管專案提出彈性認定方式。 
5.以上教學單位彈性修課機制，需經由各教學單位所屬會議討

論後依行政程序專案簽奉校長核准後辦理。 
 

1.教務處 
2.各教學單位 
 
 
 
 
 
 



附件 4 

16 
 

類別 安心就學措施 承辦單位 

4.考試

成績 
1.學生如因疫情影響，需就醫、居家隔離或延遲來台就學，未能

於規定時間參加相關考試者，得由各教學單位協助考試成績彈

性認定。 
2.由各教學單位依科目性質，調整成績評定方式，以補考或其他

補救措施處理科目成績，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1.教務處 
2.學務處 
3.各教學單位 

5.學生

請假 
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本校學務系統(含各教學單位)請假及

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理相關作業，不受

缺課扣考、勒令休學規定限制。 
 

1.學務處 
2.各教學單位 

6.休退

學及復

學 

1.休學申請：本校學生如遇疫情影響，需就醫、居家隔離或

延遲來台，無法於規定時間內辦理休學者，得以通訊方式向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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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休學得

以學期計；因疫情休學不計入休學期限，休學期限屆滿仍無

法復學者，得予專案延長休學期限。 
2.學雜費退回：本校得退回相關學雜費用，不受學生休退學

時間點限制。 
3.復學後輔導：若學生復學時遇有原肄業系所變更或停辦時，

學校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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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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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專案再延長最多2年修業期限。 
5.本校學生無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規定。 

1.教務處 
2.總務處 
3.各教學單位 

7.畢業

資格 
1.畢業應修科目學分：各教學單位依課程之科目性質，酌情

調整課程(如實習、體育及服務學習)之學習內涵及學習時數

。 
2.其他畢業資格條件：(1)本校得放寬學生畢業資格條件(如英

文檢定、證照考試)，提供學生替代方案。(2)各教學單位

畢業資格條件由各教學單位彈性調整。 
3.因疫情而未完成畢業離校手續者，將視其學生個人意願，彈

性處理(通訊、延後或委託他人)其畢業離校及領取其學位證書

1.教務處 
2.各教學單位 
3.體育室 
4.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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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安心就學措施 承辦單位 

之方式辦理。 

8.資格

權利保

留 

本校相關單位得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協助學生保留

赴境外修讀雙聯學位、研修或交換之資格；參與職訓課程、

建教或產學合作計畫等之資格。 
 

1.國際處 
2.研發處 
3.各教學單位 

9.學校

相關輔

導協助

機制 

1.啟動關懷輔導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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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學單位主管針對學生提出安心就學措

施事項，應依本措施妥善因應與輔導追蹤。 
2.個案追蹤機制：建立專案輔導單一窗口，由學務處追蹤個

案現況及後續修業情形。 
3.維護學生隱私：學校處理學生就學事宜，應依相關規定辦

理，注意個人資料保護事宜。 
 

1.學務處 
2.國際處 
3.各教學單位 
4.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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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有章藝術博物館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開放營運作業要點(草案) 
○年○月○日訂定 

為配合指揮中心及地方政府政策，於疫情期間開放博物館、美術館營運指引，訂定本要

點。本要點將依本校防疫小組規定，滾動檢討修正。 

壹、一般規範： 

一、 進館人員應配合一般防疫措施，包含量測額溫、手部消毒、實聯制、全程戴口罩及

保持 1.5 公尺以上之社交距離等，額溫超過 37.5℃或未配合防疫措施者將謝絕入

場。 

二、 民眾參觀本館採提前預約登記制，並實施分時段、分流方式入館，以每１小時為單

位開放預約民眾入館參觀。 

三、展覽相關研討會及論壇，以線上辦理為原則： 

    (一) 本館活動報名流程中，設定取得參與者聯絡資料，利於活動前發送通知訊息。  

    (二) 線上參與人數應統計及記錄，以利於匯整活動辦理成果。 

四、為維持社交距離，避免造成群聚，於防疫期間暫不提供專人導覽；相關作品導覽及

說明，視作品情形，以雲端連結方式呈現(如 QR CODE)。 

五、互動體驗作品及各項穿戴式、互動式裝置(AR、VR裝置等)皆暫停開放使用。 

  六、 針對展覽區域及各展間之人數，分別予以總量管制，同一時段各展間之人數，不得

超過 5人，全展區不超過 10人，並於大門及各展間入口處公告之。（總量管制數值

視指揮中心規定，隨時調整之)。 

  七、服務台設置透明隔板，以與民眾保持適當區隔。 

  八、工作人員巡檢展區及各展場時，如發現有有群聚活動之情形，應即柔性勸導，如不

聽勸導，應通報本校校安中心處理。 

九、本館依據防疫指揮中心公告措施進行防疫工作，如變更相關執行措施或暫停營運，

所有申請單位、策展人、藝術家等相關工作人員，均須配合，不得異議。 

貳、自辦展覽展場管理： 

一、實施提前預約參觀制，服務人員帶隊看展，落實預約觀眾進場及散場動線分流，服

務人員動線分流管理。 

二、展場備有實聯制 QRcode、酒精及額溫槍，以及預備口罩 1盒(因防疫物資有限，預

備口罩備而待用，不主動發放給工作人員與觀眾)。 

三、工作人員每日早晚 2次於展間、樓梯、門窗、桌椅、地板等易接觸的地方，以消毒

水、酒精擦拭。 

四、工作人員於每日進場前，應掃描本館場所 QR-code，及量測體溫，高於 37.5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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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進場。開始工作前手部需清潔消毒，如配戴手套，應每日更新，工作時應全程

配戴口罩。 

    五、同一工作區域，以不聚集超過 5人為原則，除工作所需之必要情形外，須維持 1.5

公尺以上之社交距離，並避免非必要之交談。 

    六、運抵之展箱或包裝外部，入館前須先以酒精噴灑或擦拭外部包裝，並視佈展情形，

儘量於一般作品/文物溫溼度保存條件下，隔離放置數天，以確保任何材質上無病毒

傳播之可能性。 

    七、貨車裝卸貨人員與其他需進入展間人員，於進館時一律須配戴口罩，於單一出入口

處登記實聯制、測量額溫，若額溫超過 37.5 度，請該員至診所或醫院檢查；卸、裝

貨完畢將關閉裝卸貨出入口，以維持單一出入口。 

八、工作中若發現工作人員不舒服情形請主動告知，立即通報本館辦公室與本校校安中

心，若經測量額溫超過 37.5度，請該員至診所或醫院檢查。 

九、工作人力安排以精簡為原則；自國外返台 21天內之工作人員、藝術家與其他相關人

員，請依指揮中心規定辦理，禁止進入本校園或館廳。本館依據政府公告措施進行

防疫工作，如變更相關執行措施，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參、申請展覽場地管理： 

    本館展廳空間分散於校園內，為避免疫情擴散，並配合本校疫情管理需要，展場申請單

位需配合以下事項： 

一、 展覽主辦單位請自行準備酒精及額溫槍，預備足量口罩，供觀眾與其他需進入

展場人員配戴使用，本館不主動提供口罩，未配戴者口罩不得進入。 

二、 主辦單位須安排 2名（含）以上人員測量觀眾體溫、進行實聯制登記與手部消

毒，額溫若超過 37.5度，則請其離場並建議前往診所或醫院檢查。實聯制登記如遇

無智慧型手機之長者與小孩，則改由陪同者或服務人員協助填寫。 

三、 現場工作人員須引導觀眾分時段、分流方式進入與離開展場，規劃清場時間，

並提醒參觀觀眾之間需保持至少 1.5公尺（含）以上的距離。 

四、 佈展與展覽期間須遵循展間參觀人數總量管制，將展場所有出入口門全部開

啟，將空調引入外氣做換氣循環。 

五、 佈展期間，貨車裝卸貨人員與其他需進入展間人員，於進館時一律須配戴口罩，

於單一出入口處登記實聯制、測量額溫，若額溫超過 37.5度，請該員至診所或醫院

檢查；卸、裝貨完畢將關閉裝卸貨出入口，以維持單一出入口。 

六、 如發現觀眾、藝術家或工作人員身體不適，請展覽主辦單位主動通報本館辦公

室與本校校安中心，若經測量額溫超過 37.5度，請該員至診所或醫院檢查。 

七、 自國外返台 21天內之工作人員、藝術家與其他相關人員，請依指揮中心規定辦

理，禁止進入本校園或館廳。本館依據政府公告措施進行防疫工作，如變更相關執

行措施，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肆、緊急應變： 

一、現場服務人員若遇觀眾有突現發燒或其他呼吸道症狀時，應通報本校校安中心協助

就醫，並通報地方衛生單位，就後送醫院及後送流程詳實告知地方衛生單位。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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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對於患者所經處所，進行環境清消作業，事件人、事、時、地及接觸者資料應

予以紀錄，以配合後續疫調。 

二、館內同仁或展場工作人員如有確診情形，或確診民眾與場館有直接關聯，應即通報

本校校安中心，並即協調相關單位或廠商進行全面消毒，必要時應予閉館，並視疫

調情形再予評估後續開放。 

國立臺灣大學有章藝術博物館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小組編組表 

110年 5月 13日 

任務編組 
姓 名 

職 稱 

聯絡 

電話 
職務內容 

有章藝術博物館 

防疫統籌 

召集人 
羅景中館長 1400 

負責指揮、協調、督導校內各項活動新冠肺炎防疫

措施及緊急應變措施  

（一）督導環境衛生消毒工作。 

（二）督導疫情通報。 

（三）督導各組完成任務。 

（四）針對媒體記者採訪時接受訪問。（訪問內容

需經防疫小組討論並經校長核定後發布） 

防疫統籌 

副召集 

陳彥伶 

典藏研究組組長 
1411 

（一）協助召集人與督導各組防疫事項。 

（二）協助疫情期間藝博館發展策略擬定。 

（三）協助向師生、藝術家、策展人等藝術社群溝

通、協調疫情影響下的博物館措施與發展。 

資訊流通 
楊宜晨 

行政秘書 
1422 

（一）防疫措施規劃。 

（二）防疫訊息彙整與回覆窗口。 

（三）接聽防疫專線電話，如有疫情應立即依規定

通報相關單位處理。 

（四）暢通緊急聯絡網，暢通防疫期間資訊流通。 

（五）協助場所管理維護。 

執行管理 
張家珩 

行政幹事 
1425 

（一） 防疫執行管理。 

（二） 掌握工作人員防疫期間動態。 

（三）場所維護管理：藝博館、九單藝術實踐空間、

藝術聚落、藝術家居展場管理。 

環境控管 

莊哲瑋 

行政專員 
1410 

（一）場所維護管理。 

（二）規劃防疫環境與消毒工作。。 

（三）負責展場疫情通報。 

（四）聯絡展覽申請單位各項防疫工作、宣導。 

（五）防疫期間製作文宣公告。 

（六）協助實聯制與體溫監測。 

王睿瑋 

行政幹事 
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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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維護 

張和凱 

臨時工 
 

（一）場所維護。 

（二）環境消毒工作。。 

（三）展場疫情通報工作。 

（四）落實實聯制與體溫監測。 
薛玉淳 

臨時工 

資源控管 
梁月玲 

工友 
1429 

（一） 物資維護管理 

（二） 辦理物資購置。 

（三） 環境消毒工作。 

（四）聯絡展覽申請單位各項防疫工作。  

（五）協助實聯制與體溫監測。 

資源維護 
陳思圻 

臨時工 
 

（一） 物資維護管理 

（二） 環境消毒工作。 

（三）展場疫情通報工作。 

（四）協助實聯制與體溫監測。 

文物維護研究中心 

防疫管理：文

物維護研究

中心 

邵慶旺 230 

（一）中心防疫措施規劃。 

（二）防疫訊息彙整與回覆召集人。 

（三）協助場所管理維護。 

防疫執行 陳郁文 232 

（一）防疫執行。 

（二）掌握工作人員防疫期間動態。 

（三）場所維護管理。 

科技藝術實驗中心暨聲響藝術實驗中心 

防疫管理：科

技藝術實驗

中心 

李俊逸 2161 

（一）中心防疫措施規劃。 

（二）防疫訊息彙整與回覆召集人。 

（三）協助場所管理維護。 

防疫管理：聲

響藝術實驗

中心 

江易錚 1920 

（一）中心防疫措施規劃。 

（二）防疫訊息彙整與回覆召集人。 

（三）協助場所管理維護。 

防疫執行 專案助理 262 

（一）防疫執行。 

（二）掌握工作人員防疫期間動態。 

（三）場所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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