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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藝大防疫小組核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10年 8月 11日（星期三）下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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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淑芬人事室主任、陳姿蓉

主計室主任、彭譯箴體育室主任、林志隆電算中心主任、藍羚涵藝文中

心主任、鄭曉楓學輔中心主任、張庶疆生涯中心主任、葛記豪原資中心

主任、石美英生保組長、林哲民代理軍輔組長、陳靖霖公關組長、鄭靜

琪國際處秘書、施欣宜公關組小姐 

        

壹、 提案討論 

 
案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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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助學金及租金補貼除已公告校首頁外，6月份第一批申請獲核定人數共

52人，金額 42萬 1,000元，業於 7月 29日撥入學生帳戶，入帳資訊已簡訊、

mail通知核定學生。 

二、 7月份第 2批截至目前申請件數及金額如下表，受理件數目前審核中。 

三、 8月份紓困件數陸續收件中，目前申請緊急紓困 2件，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2

件，截止時間為 8月 31日止。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學生宿舍開學防疫管理措施。（學務處軍輔組） 

月份 申請項目 申請人數 核定人數 待補件人數 不合核 預撥金額 

7月 
緊急紓困 58人 58人 0人 0人 582,000 

校外租金 38人 35人 0人 3人 152,600 

總計 96人 93人 0人 3人 73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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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學生宿舍防疫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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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住當日(9/10-9/12)入住學生填報自我通報健康關懷表，未通過者

一律不得進入宿舍。落實實名制登記，入住舊生進出宿舍確實刷卡，

新生尚未領取學生證掃描宿舍 QRCODE。 

(二) 各棟宿舍均備有二組自動額溫儀、酒精消毒液、貼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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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疑似症狀，立即通報宿服中心及生保組處置，並先安置於隔

離宿舍。 

(三) 開舍協助入住親友亦比照相關防疫措施，協助行李搬遷後立即離舍不

得久留。 

(四) 各棟宿舍備有稀釋漂白水，提供入住學生寢室清潔使用。 

(五) 開舍後全面禁止訪客進入宿舍，包含本校學生非本宿舍住宿生: 

1. 非住宿生禁止進入宿舍。 

2. 住宿生不得進入非本人住宿之他棟宿舍。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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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為管控住宿生狀況，各舍均設立住宿生LINE群組，並於群組內設置體

溫量測表單，要求住宿生每日填報。 

(八) 進出入宿舍公共場域配戴口罩及手部清潔消毒；寢室內保持 1.5公尺

安全社交距離；如無法維持安全社交距離，均應配戴口罩。 

(九) 浴室及廁所分流，依各舍、樓層、寢室人數分配使用，住宿生確實依

分配之浴室及廁所使用。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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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於各棟宿舍公佈欄設立衛教宣導專區，宣導相關防疫資訊。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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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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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別 國內生 境外生 合  計 

女一舍 1 22 23 

女二舍 2 18 20 

男生舍 17 26 43 

研生舍 0 11 11 

總  計 20 77 97 

決  議： 

一、 請生保組持續與衛生局保持聯繫並預備好校外防疫旅館作業。 

二、 請防疫演練小組於開學前召開模擬演習會議。 

 

 

案由三：有關110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典禮現場參與人員超額案，提請審議。（學

務處軍輔組） 

說  明： 

三、 110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典禮將於 110年 9月 7日(二)於教學研究大樓十樓

演講廳舉行，典禮活動採 youtube線上直播方式呈現，現場約計有 83位校

內一級主管、新生班導師及工作人員共同參與。 

四、 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延長第二級疫情警戒規定標準

至 8月 23日。其中，公眾集會辦理指引之通案性原則：集會活動人數上限：

室內 50人，室外 100人，若超額須提報防疫計畫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

實施一點，因本案參與人數超過 50人上限規定，故擬訂防疫計畫書報請本

校防疫因應小組會議審核，防疫計畫及參與名單如附件一。 

五、 前揭提報審議規定經詢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教育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衛

生福利部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回應如下： 

(一)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非學校主管機關，應詢教育部。 

(二) 教育部：非地方主管機關，應詢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或衛生局。 

(三)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只管高中職以下學校，且目前不接受學校提出超

額申請，建議取消辦理或減控人員至 50人以下。 

(四) 衛生福利部：轉洽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五)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取消辦理或減控人員至 50人以下。 

(六) 教育部學特司：建議取消辦理或符合防疫規定減控人員至 50 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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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擬將新生訓練會場分為教研大樓十樓會議廳及演講廳，會場內皆控制為

50人以內，以符合防疫規範。 

 

 

案由四：有關消毒日程及門禁報告。(總務處) 

說  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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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安排於 8 月 11-13 日辦理全校防疫消毒，另 9 月份預定於開

學日前再次辦理全校防疫消毒以維校園環境安全。 
二、 本週五（8 月 13 日）起將回復正常上班，爰調整後門開放時間為：週一至

週五上午 7 時至下午 7 時、週六日仍維持開放午餐與晚餐時間各 2 小時，

管制時間至 8月 31日為止，並隨本校防疫小組會議決議滾動式調整。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有關疫情期間多功能活動中心場館開放營運案，提請討論。(體育室) 

說  明： 

一、 因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三級警戒標準，本校多功能活動中心場館（以下簡

稱為本場館）全面關閉；近期疫情逐漸緩解，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布降

級後，本場館在防疫條件下重新開館營運。 

二、 考量體適能教室各類器械較為複雜，入場人員使用難以確保每次使用後，

每個器械均徹底清潔和消毒，且近日雙北頻傳健身房有確診案例之新聞，

為保護校園安全，體適能教室暫不開放。 

三、 為掌控各場地容留人數以及入場人員實聯制資料，免費時段及長期租借單

位皆採「預約制」。為遵守防疫規定，本場館實施配套措施如下： 

場地名稱 時段 場地管制 

4 樓羽球場

/桌球室 
免費

時段 

1. 校內教職員工、學生免費時段為週一至週四中午 12

時至 2時。 

2. 須於前一天上午 9:00至 12:00 預約隔天場地，另，

週四可預約隔週一。 

3. 入場前請先完成報到手續，並配合量測體溫、酒精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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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名稱 時段 場地管制 

4. 羽球場 6面，每面下限 2人、上限 8人。 

5. 桌球室開放 5 桌，採隔桌開放，每桌下限 2 人、上

限 8人。 

6. 未預約者（含同行人）不得進入球場。 

7. 需全程配戴口罩，並自備球具。 

長期

租借 

1. 校內、校外開放長期租借單位預約，採「電話預約」。 

2. 可預約時段：週一至週四下午 2時至 6時、週五下

午 2時至 10時、週六至周日 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 

3. 羽球場 6面，每面下限 2人、上限 8人。 

4. 桌球室開放 5 桌，採隔桌開放，每桌下限 2 人、上

限 8人。 

5. 團體課程或營隊之教室空間應劃設 2 公尺標線，應

依標線位置上課，以維 1.5公尺社交安全距離。  

6. 入場前請先完成報到手續，並配合量測體溫、酒精

消毒。 

7. 未預約者（含同行人）不得進入球場。 

8. 需全程配戴口罩，並自備球具。 

9. 若有教練同行或指導，其教練須檢附三日內快篩切

結（或 PCR陰性檢驗證明）、或疫苗已接種相關證明。 

室外網球

場 

免費

時段 

1. 採電話預約。 

2. 入場前須掃描 QR code填寫實聯制資料，並配合酒

精消毒等防疫措施。 

3. 需全程配戴口罩，並自備球具。 

長期

租借 

1. 校內、校外開放長期租借單位預約，採「電話預約」。 

2. 球場每面下限 2人、上限 8人。 

3. 團體課程或營隊應劃設 2公尺標線，應依標線位置

上課，以維 1.5公尺社交安全距離。 

4. 入場前請先完成報到手續，並配合量測體溫、酒精

消毒。 

5. 未預約者（含同行人）不得進入球場。 

6. 需全程配戴口罩，並自備球具。 

7. 若有教練同行或指導，其教練須檢附三日內快篩切

結（或 PCR陰性檢驗證明）、或疫苗已接種相關證明。 



6 
 

四、 以上防疫措施將依循教育部體育署及新北市政府防疫規定做滾動式調整。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為配合指揮中心於 110年 8月 6日宣布自 8月 10日起至 8月 23日維持

全國疫情第二級警戒標準，本校自 110 年 8月 10日起職員分區、居家

辦公及彈性上班時間應變措施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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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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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及 8月 9日核准簽辦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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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9日止，又自 8月 3

日起由各單位自行決定是否延續異地分區辦公。 

(二) 居家辦公：自 110年 5月 18日至 110年 5月 23日同單位實施居家辦

公人數最多不超過各一級單位總人數 1/2；自 110年 5月 24日至 110

年 7月 12日調整為 7/10；自 110年 7月 13日至 110年 7月 26日調整

為 1/2；自 110年 7月 27日至 110年 8月 9日調整為 1/3，其餘仍維

持原公告措施規定。 

(三) 彈性上班時間：自 110年 5月 17日至 110年 8月 9日止。 

三、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0年 8月 6日宣布因國內疫情已在可控範圍

內，為兼顧防疫與民眾的生活品質，循序漸進，適度放寬管制措施，維持全

國二級警戒到 8月 23日；且近來部分主管、同仁反映上班時間仍有無法順

利連繫處理業務，造成影響業務推行及為先行準備 110學年度開學工作等事

務，本校調整實施應變措施如下： 

(一) 居家辦公：自 110年 8月 10日起取消居家辦公。 

(二) 異地分區辦公：延長至 110年 8月 23日止，並由各單位自行決定是否

仍延續異地分區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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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彈性上班時間：延長至 110年 8月 23日止，上班時間為早上 7時 30

分至 10時、下班時間為下午 4時 30分至 7時。 

四、 以上未盡事宜，滾動式調整。另指揮中心提醒，防疫不可鬆懈，籲請維持個

人防疫好習慣，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才能降低病毒傳播風險，

共同維護國內社區安全並請遵守相關警戒措施通案性原則規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有關藝文中心提送修正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文中心場館防疫因應計

畫」，提請審議。(藝文中心) 

說  明： 

依據文化部 110 年 7 月 26 日公告之「表演場館防疫管理措施」，修正本防

疫因應計畫(如附件二)，並隨時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滾動調整。 

       

決  議：校外表演團隊及工作人員需提供快篩或 PCR檢測之陰性紀錄，本校同仁

則遵守校內防疫規範。 

 

 

臨時動議： 

一、 110學年度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如會場逾 50人則分為兩個地點，以確實掌

握人數限制，芳療及園藝治療之工作坊採實體辦理。 

二、 為因應疫情調整，開學後如需進行線上教學課程，境外生、港生、陸生擬依

安心就學方案辦理，本國生如遇無法註冊情況，俟教務處會議後決議相關措

施。 

三、 公共事務組擬請案由二及案由四主責單位提供相關資訊，以進行校首頁及本

校臉書公告周知。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0 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典禮 

【校內人員參與室內集會活動超額防疫因應指引計畫書】 

壹、 法 源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流行指揮中心公布「COVID-19(武漢肺炎)」公眾集會

辦理指引。 

二、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為考量國內疫情及參酌其他國家之防疫調整

經驗，並經與各地方政府進行溝通討論後，指揮中心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

第二級，各部會得依指揮中心所發布之通案性原則另訂指引，而各地方政

府亦得在此原則下，視疫情需要而有調整空間，惟相關指引必須規範明確

以利民眾遵循。通案性原則如下： 

1. 除飲食外，外出全程配戴口罩。 

2. 確實執行實聯制登記措施。 

3. 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4. 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人流控管或總量管制：室內空間至少 1.5 米/人

（2.25 平方米/人），室外空間至少 1 米/人（1 平方米/人）。 

5. 集會活動人數上限：室內 50 人，室外 100 人，若超額則提防疫計畫。 

6. 餐飲內用原則依照衛福部規定處理。 

貳、校園集會活動規範 

一、活動前 

1. 完成集會活動場所空間及相關用具（如麥克風、桌椅等）清

潔、消毒作業。 

2. 集會活動場所及活動過程設置充足的洗手或手部消毒設施（如

洗手乳、含酒精乾洗手液等）。 

3. 室內集會活動需確認環境之空氣流通狀態。 

4. 安排簽到處專責人員／體溫測量專責人員／手部消毒專責人

員。 

二、活動期間 

1. 實施「實名制」，確實執行人流管制，請參與活動人員（包含全

體工作人員）落實簽到及完成旅遊／接觸史調查並造冊。另，

個資蒐集僅為防疫目的使用，相關資料於活動後 28 天內銷毀。 

2. 會場入口處提供消毒液體，另安排工作人員協助測量體溫，若



體溫達 37.5-37.9 度，請民眾於隔離區休息，一小時候再進行

體溫檢測；體溫 38 度(含)以上，請該員盡速就醫。 

3. 保持室外 1 公尺、室內 1.5 公尺社交距離，座位採梅花座，活

動參與全程須正確配戴口罩。 

4. 主動關心參加人員健康狀況，由工作人員不定時至會場注意參

加人員是否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若

出現類似症狀，請於隔離區休息或引導其就醫。 

5. 活動期間強化衛生教育宣導，由活動主持人於中場休息時間廣

播加強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保持個人衛生習慣（如：

打噴嚏、咳嗽需掩住口、鼻，擤鼻涕後要洗手）及妥善處理口

鼻分泌物等。 

6. 活動時間遇到用餐時，規劃在空間較寬敞之場所，並以提供「餐

盒」（便當）為原則，進食時避免近距離交談。 

7. 若遇發燒或疑似症狀出現者，請通報生保組、校安中心，或撥

打 1922 防疫專線詢問。 

8. 於集會活動期間持續加強關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疫

情狀況，適時提供資訊給所有參與人員，並視疫情發展適時修

正。 

三、活動後 

1. 恢復場地並務必做清潔消毒，檢視活動場地是否有使用過口罩、

衛生紙未正確丟棄。 

2. 活動結束後，請將所有參加人員健康調查聲明書留在原單位備

查，必學校發現疑似或確診個案時，提供衛生單位疫情調查使

用。 

 

 

 

 

 

 

 

 

 



一、活動名稱：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0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典禮 

二、辦理時間：110年9月7日08時00分至15時00分 

三、參加對象：如典禮程序表內容 

四、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生事務處 

五、執行單位：軍訓與生活輔導組 

六、活動地點：本校研學研究大樓10樓演講廳 

七、活動承辦人：軍輔組林恩宇，分機：1956 

活動時程 序號 檢核項目 完成(v) 

活動前 

1 
確認活動場地通風設施，並進行事前消毒，及座

位規劃安排梅花座。 
 

2 

加強宣導活動參與全程須配戴口罩，如生病請在

家休息不參加集會活動，「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

管理機制」所列人員不得參與聚會活動。 

 

3 

備妥防疫物資 

➢ 口罩、體溫測量器、消毒手部酒精／乾洗手、

衛生紙包、其它防疫所備物資。 

➢ 確認活動場地洗手與衛生設施，是否已提供

洗手用品、擦手紙。 

 

4 
安排簽到處專責人員／體溫測量專責人員／手

部消毒專責人員。 
 

活動中 

1 
活動前 30 分鐘打開所有門窗，保持室內空間通

風；活動開始使用空調須將窗戶開啟 10 公分。 
 

2 
參與活動之全體人員須簽到並完成旅遊及接觸

史調查。 
 

３ 

嚴格落實活動之體溫測量與酒精手部消毒，並隨

時檢視參與人員（含全體工作人員）是否確實全

程配戴口罩。 

 

４ 
若遇發燒或疑似症狀出現者，請通報生保組、校

安中心，或撥打 1922 防疫專線詢問。 
 

活動 

結束 
1 

恢復場地並務必做清潔消毒，檢視活動場地是否

有使用過口罩、衛生紙未正確丟棄。 
 



2 

活動結束後，請將所有參加人員健康調查聲明書

留在原單位備查，必學校發現疑似或確診個案

時，提供衛生單位疫情調查使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0 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典禮 

公眾集會活動防疫措施簽到暨旅遊史及健康調查表 

蒐集機關之名稱：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蒐集之目的：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為代號 012 公共衛生

或傳染病防治之特定目的，且不得為目的外利用。 

蒐集之個人資料項目：姓名、單位、過去 14 天旅遊史及健康狀況。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自蒐集日起 28 日內。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為防堵疫情而有必要時，得提供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

法等規定進行疫情調查及聯繫使用。 

姓 名 單 位 

過去 14 天是否有出現

發燒、咳嗽或呼吸急

促等症狀 

過去 14 天是否有出國 

是 否 是（國家） 否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0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典禮公眾集會活動參加

人員名單 

1 校 長 陳志誠 26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主任 

日間部新生班導師 
楊炫叡 

2 副校長 蔡志孟 27 廣播電視學系主任 邱啟明 

3 教務處教務長 宋璽德 28 電影學系主任 吳秀菁 

4 
學生事務處學務長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曾敏珍 29 戲劇學系主任 張連強 

5 總務處總務長 蔣定富 30 音樂學系主任 孫巧玲 

6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韓豐年 31 中國音樂學系主任 蔡秉衡 

7 國際事務處處長 江易錚 32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

所所長 
殷寶寧 

8 圖書館館長 呂允在 33 

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所

長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賴文堅 

9 有章藝術博物館館長 羅景中 34 
美術學系日間部新生班導

師 
（新聘） 

10 藝文中心主任 藍羚涵 35 
書畫藝術學系日間部新生

班導師 
何堯智 

11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所

長 

林志隆 36 
雕塑學系日間部新生班導

師 
劉千瑋 

12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進修

部新生班導師 

陳昌郎 37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日間部

新生班導師 
范雅婷 

13 體育室主任 彭譯箴 38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日間部

新生班導師 
蘇佩萱 

14 文創處處長 謝文啟 39 
工藝設計學系日間部新生

班導師 
梁家豪 

15 
美術學院院長 

美術學系主任 
陳貺怡 40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日間

部新生班導師 
陳建宏 

16 設計學院院長 鐘世凱 41 
電影學系日間部新生班導

師 
吳麗雪 

17 傳播學院院長 連淑錦 42 
廣播電視學系日間部新生

班導師 
單文婷 

18 
表演藝術學院院長 

舞蹈學系主任 
曾照薰 43 

戲劇學系日間部新生班導

師 
蔡佾玲 



19 人文學院院長 陳嘉成 44 

音樂學系一甲日間部新生

班導師 

音樂學系一乙日間部新生

班導師 

洪幗襄 

20 書畫藝術學系主任 陳炳宏 
45 

中國音樂學系日間部新生

班導師 
林雅琇 

21 雕塑學系主任 賴永興 

22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主任 洪耀輝 46 
舞蹈學系日間部新生班導

師 
杜玉玲 

23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主任 張妃滿 47 
美術學系進修部新生班導

師 
蔡影澂 

24 工藝設計學系主任 劉立偉 48 
書畫學系進修部新生班導

師 
蔡介騰 

25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主

任 
張維忠 49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進修部

新生班導師 
陳光大 

 

50 
工藝設計學系進修部新

生班導師 
李英嘉 81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工作人

員 
王楚雯 

51 
廣播電視學系進修部新

生班導師 
徐進輝 82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工作人

員 
桑榳杼 

52 
電影學系進修部新生班

導師 
何 平 83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工作人

員 
李晨妙 

53 
戲劇學系進修部新生班

導師 
楊景翔 84   

57 
音樂學系進修部新生班

導師 
黃 荻 85   

55 
中國音樂學系進修部新

生班導師 
黃新財 86   

56 
舞蹈學系進修部新生班

導師 
楊桂娟 87   

57 新生訓練典禮主持人 陳謄介 88   

58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 林哲民 89   

59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 林恩宇 90   

60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 楊松江    

61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 徐瓊貞    

62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 吳道源    

63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 
（新

聘） 
   



64 
廣電系直播團隊指導老

師 
廖澺蒼    

65 
廣電系直播團隊工作人

員 
    

66 
廣電系直播團隊工作人

員 
    

67 
廣電系直播團隊工作人

員 
    

68 
廣電系直播團隊工作人

員 
    

69 
廣電系直播團隊工作人

員 
    

70 
廣電系直播團隊工作人

員 
    

71 
廣電系直播團隊工作人

員 
    

72 
廣電系直播團隊工作人

員 
    

73 
廣電系直播團隊工作人

員 
    

74 
廣電系直播團隊工作人

員 
    

75 演講廳副控室工作人員     

76 演講廳副控室工作人員     

77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工作

人員 
陳棋萱    

78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工作

人員 
楊文嘉    

79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工作

人員 
余家卉    

80 
軍訓與生活輔導組工作

人員 
黃芷若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文中心場館防疫因應計畫 

110年8月10日修正   110年5月12日訂定 

一、依據文化部 110 年 7 月 26 日公告之「表演場館防疫管理措施」，修正本防疫因應計畫。疫

情期間表演團隊進入本場館執行工作，皆應遵循「企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疫情持續營運指引」、「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文中心場館防疫因應計畫」辦理，並隨時配合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滾動調整。 

二、本中心主辦之藝文活動針對疫情期間所可能發生的退票情形，同意依下列原則受理退票： 

（一）如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為由，自主隔離 14天者請主動提出證明，並於隔離日期屆

滿後 7日內辦理退票。 

（二）因疫情變化，經政府相關單位公告表演藝術類演出須停止活動者，本中心所製作之節

目票券退款相關方法將另行公告於本校官網、本中心官網、本中心臉書粉絲專頁及

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網。 

 (三) 如因個人因素無法到場者，則按原退票規定辦理：最遲退票期限為演出前十天，且酌

收 10%手續費，若是本中心所製作之節目，請依該單位公告為準。 

三、本中心全力配合本國防疫政策，除尊重申請單位意願外，租借申請單位若在演出前 60天（含

假日）內提出取消需求，不予收取違約金，並全額退費。相關措施將依實際發展隨時進行調

整之原則處理。此外，外租節目的退票方式，將依各租借申請單位公布之方式協助執行，藉

此降低對表演團隊影響與保障購票民眾權益。如遇偶發之緊急事故，本中心亦保留演出活動

當日是否執行之權力。 

四、場館消毒：場館需每日進行公共區域、密閉場所展演空間、電梯、手扶梯、廁所、設備等之

清潔消毒。 

五、臺藝表演廳前廳備有數位溫度感應偵測， 1922 簡訊實聯制 QR Code公告於顯眼處，另準備

有酒精及額溫槍備用，國際會議廳與學術演講廳各備有額溫槍 1把、酒精或消毒水 2瓶及

1922 簡訊實聯制 QR Code公告於顯眼處，以利臨時情況使用，預備口罩 2盒(因防疫物資缺

乏，場館口罩備而待用，不主動發放給團隊工作人員與參加者)。 

六、場館人員值班前將完成自主健康管理檢測。後用酒精乾洗手或肥皂或洗手乳洗手，下班時亦

同，值班時需全程戴口罩以保護自己與他人。 

七、進行人流管理，以維持每人室內 1.5公尺（即 2.25平方公尺/人）之社交距離，設定容留限 

    制，如下表。製作防疫宣導海報並於各場館張貼公告，以落實防疫宣導。 

藝文中心場館防疫期間人流管理一覽表 

場館 面積 容留人數 備考 

臺藝表演廳 1053平方公尺 468人 
舞台區、側臺：736m²、化妝

室：212m²、排練室：105m² 

演講廳 140平方公尺 62人 
舞台區、後台區（含通道、等待

區、廁所） 

會議廳 262.6平方公尺 116人 會議廳總面積計算 

   附註：容留人數以 2.25 平方公尺/人（每人室內 1.5公尺）計算 

八、若是工作人員人數 50(含)人以上，場地租借單位須於進館前 72小時提出新北市衛生局許可

之防疫計畫書，及依照流程表逐日造冊之人員進出名冊，以供身分查驗。 

九、本校臺藝表演廳、演講廳與國際會議廳位於校園內，為避免疫情擴散，並配合本校疫情管理 



      需要，各租用團隊需配合以下事項： 

  （一）觀眾、表演者、工作人員、演出人員、貨車裝卸貨人員與其他需進入場館人員，於進館前

須先進行 1922簡訊實聯制 QR Code 登記，進館時須測量體溫，若體溫超過 37.5度，請該

員至診所或醫院檢查不得進入場館，並請通報本中心辦公室。 

  （二）所有人員進入場館一律須配戴口罩，請演出單位準備足量之口罩，供觀眾、演出人員、工

作人員與其他需進入場館人員配戴使用，本場館不提供口罩，未配戴者口罩不得進入，演

出時亦同。僅表演者於演出當下得不配戴口罩，但須備有 3天以內快篩(陰性)或 3天以內

PCR檢測(陰性)或有疫苗接種紀錄逾 14日之證明。 

  （三）後臺管理： 

      1、所有演職員(含貨車裝卸人員)均需進館於前 72小時內，由場地租借單位依照流程表逐日 

        造冊並提交名冊，該團體指派一位主管人員為「防疫負責人」以利場館人員可隨時抽查核 

        對身分，並一律由演職員出入口進出。 

      2、演出團隊進館當天所有人須出示 3 天以內的快篩(陰性)或 3天以內 PCR檢測(陰性)或有

疫苗接種紀錄逾 14 日之證明，方可進入館廳工作；進館期程超過一週之活動，至少每 7

天實施 1次快篩檢測，通過者方可再進入館廳工作。若有人員勸導不聽，場館將逕行通報

地方政府依法裁罰。 

      3、演出人員、工作人員與其他需進入場館人員，表演團隊進入本場館時，應接受館方人員

於入口處執行身份查核、量測體溫及酒精消毒等防範措施，並完成 1922 簡訊實聯制 QR 

Code 登記。如遇額溫攝氏 37.5 度以上者，或出現連續咳嗽等症狀，本場館將不予進入。，

並請該員至診所或醫院檢查。 

      4、演出單位請自備足量之口罩並提供給工作人員、演出人員與其他需進入場館人員使用及

督促彼此配戴口罩。所有人員進館後請先用乾洗手或用肥皂、洗手乳洗手，並請相互提醒

勤洗手以保持衛生清潔。 

      5、演出團隊用餐請於指定區域裡完成，並於用餐完畢詳盡執行垃圾分類與廚餘回收，避免

交互影響衛生安全。 

      6、演出團隊於演出期間與觀眾分流，禁止與觀眾有任何形式的接觸，例如獻花、獻禮、探

班或是親赴前臺致意等。 

      7、工作中若發現工作人員不舒服情形請主動告知，需立即通報團隊舞臺監督或負責人，並

通報本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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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表演團隊於本場館工作期間若有人員接獲匡列或確診通知，應立即通報本場館，並全力

配合執行後續閉館消毒、盤點人員造冊及相關自主防疫管理作業。至活動結束後七天若有

經查不報之事實，場館將逕行通報地方政府依法裁罰。 

 

  （四）前臺管理： 

      1、演出單位請自行準備額溫槍(備用)，並安排三員（含）以上人員至大廳溫度感應區觀察

測量觀眾體溫與噴灑酒精或消毒水消毒雙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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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議開演前一小時開始測量體溫並完成 1922 簡訊實聯制 QR Code 登記，並請觀眾配戴

口罩方可進館，請演出單位準備足量之口罩，供觀眾與其他需進入場館人員配戴使用，未

配戴者口罩不得進入。 

      3、呼籲進場觀眾可再用酒精乾洗手消毒，或至廁所洗手後再前往觀眾席就坐。 



4、現場請參加者做 1922 簡訊實聯制 QR Code 登記，如無手機之長者與小孩，則改由陪同

者或服務人員協助填寫紙本實聯資料，並於入場前進行測量體溫。如額溫≧37.5℃，則

需請其離場並建議前往診所或醫院檢查，並通報場館人員。 

      5、觀眾若因疫情管控無法出席或額溫超過 37.5度無法進館觀賞演出而需辦理退票、退費

者，由演出單位自行處理；本中心主辦之藝文活動辦理退票、退費者，依本計畫第二項

規定辦理。 

      6、活動結束時將前臺大廳空調送風機延長 1至 2小時，引入外部空氣藉以讓館廳內部空氣

循環換氣。 

  （五）觀眾席管理： 

      1、將觀眾席所有出入口門全部開啟，並開啟空調引入外氣做換氣循環。 

      2、活動結束時將空調送風機延長 1至 2小時，引入外部空氣藉以讓館廳內部空氣循環換

氣。 

3、安排前後左右間隔座位的方式入座，保持參加者之間至少 1.5公尺（含）以上的距離，

活動結束後盡快引導參加者離開場館。 

4、表演區域或演講區域或比賽區域或主持區域最前緣，需與第一排觀眾席或與會人士保持

3公尺以上的距離。 

5、觀眾席區於每日活動結束後進行清潔消毒。 

  （六）其他事項： 

      1、活動中如發現觀眾、表演者或工作人員身體不適，演出團體須主動協助並通報本中心辦

公室。 

      2、自國外返臺 14天內之工作人員、表演者與其他相關人員，請依指揮中心規定辦理，禁止

進入本校園或館廳。 

      3、本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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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本中心因應此次疫情，主動配合政府公告之防疫措施並完善防疫作為，各館廳主辦節目與活

動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之原則，並加強各場館空間消毒與防疫措施，並對民眾宣

導勤洗手戴口罩等個人防疫，與眾人一同打造安心的場館空間，讓觀眾能安心進入場館參

與活動。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其相關管制措施與資訊，請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網站(https://www.cdc.gov.tw)，或撥打疾管署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 

 

 

 

 

 

 

 



國立臺灣大學藝文中心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小組編組表 

110年 8月 5日修訂 

任務編組 

職稱 
姓 名 

聯絡 

電話 
職務內容 

召集人 

(1員) 

藍羚涵 

主任 
1750 

負責指揮、協調、督導校內各項活動武漢肺炎防疫措

施及緊急應變措施  

（一）督導館廳環境衛生消毒工作。 

（二）督導館廳師生疫情通報。 

（三）督導各工作組完成任務。 

發言人 

主任秘書

-公共 

事務組 

1002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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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召集人 
黃新財 

音樂總監 
2538 

（一）協助召集人與督導各組防疫事項。  

（二）奉召集人指示對師生、家長、租用單位等發布館

廳之疫情相關資訊。 

環境衛生組 

組長 

朱雲嵩 

組長 
朱雲嵩組長 

1757 

蔡佾伶組長

1756 

（一）襄助召集人處理一切事務  

（二）了解職員生活動態。 

（三）提供防疫期間居家衛生安全資訊。 

（四）暢通各組緊急聯絡網，暢通防疫期間資訊流通。 

（五）掌握職員防疫期間動態。 

防疫醫務組 

組長 

蔡佾伶 

組長 

環境衛生組 

(演出交流組) 

蔣旺逹 

鍾俊勇 

邱俊瑋 

蔣旺達

1755 

鍾俊勇

1759 

邱俊瑋

1753 

（一）負責有關武漢肺炎防疫醫療工作 

（二）規劃館廳防疫消毒工作。 

（三）追蹤隔離狀況 

（四）疫情通報工作 

（五）負責接聽防疫專線電話，如有疫情應立即依規

定通報相關單位處理。 

（六）協助團隊體溫監測。 

防疫醫務組 

(藝文推廣組) 

洪小琪 

劉志強 

沈佳燕 

洪小琪

1754 

劉志強

1753 

沈佳燕

1751 

（一）協助執行館廳防疫消毒工作。  

（二）購置防疫措施用品（消毒用品、額溫槍、口罩、

酒精、手套等）。  

（三）負責協助聯絡租用團隊各項防疫工作、宣導。 

（四）防疫期間館廳宣傳，製作文宣公告等。 

（五）每日接受各職員健康情形通報。 

（六）提供疫情資訊供防疫小組會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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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流程表  

110年 9月 9日(四) 

 

 

 

 

 

全校導師會議暨輔導知能研習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 地點 

08:30-09:00 報到  

國際會議廳 

09:00-09:20 長官致詞 陳志誠 校長 

09:20-09:30 長官致詞 曾敏珍 學務長 

09:30-10:00 業務報告           鄭曉楓 主任 

10:00-11:00 

(60分鐘) 

專題講座- 

正確的睡眠與身體健康 –  

您對睡眠的認知很可能一直都

是錯的！ 

主持人：曾敏珍 學務長 

主講人：蔡志孟 副校長 

11:00-11:10 休息時間/散會 

紓壓工作坊(自由報名參加) 

11:10-12:30 

(80分鐘) 

工作坊 1 工作坊 2 

主題：芳療工作坊 

地點：國際會議廳 

30人 

講師:詹欣怡 心理師/芳療師 

(NAHA美國芳療師認證) 

主題：園藝治療工作坊 

地點：教研 901 教室 

20人 

講師:李訓維 心理師 

(點亮心燈諮商中心所長/點心語諮商所負

責人/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副理事長) 

12: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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