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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藝大防疫小組核心會議紀錄 

 

開會事由: 臺藝大防疫小組核心會議 

時間: 110年 12月 3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地點: 行政大樓 4樓研發會議室         紀錄：鄭宜峯 

主持人：蔡志孟副校長 

出席者：蔡明吟主任秘書(公出開會)、宋璽德教務長(請假，由陳鏇光組長代

理)、曾敏珍學務長、蔣定富總務長、國際處江易錚處長(請假，由劉

千瑋組長代理)、軍輔組何堯智組長、生保組石美英組長、學輔中心鄭

曉楓主任(請假，由林易叡輔導老師代理)、公共事務組施欣宜行政幹

事 

 

壹、 主席指示與說明 

為因應 COVID-19之 Omicron變異株在國際流行有擴大趨勢，國內疫情警戒

未來有提高至三級的可能性，本校各單位應該未雨綢繆，就其權責事項，

預先規劃妥善各層面之因應措施與方案，俾利及時順利啟動。 

 

貳、 提案討論 

 
案由一：教務處報告。(教務處) 

說  明： 

一、 教務會議預定 12月 16日(星期四)召開，視疫情分別採「正常 A案」或

「遠距分區 B案」或「線上 C案」舉行。 

方案 參加人員 地點 防疫措施 

A案 全校專任教

師、相關單位

行政主管、教

務助教及學生

代表 

教研 10 樓

國際演講

廳 

1. 採實聯制、固定座位、固定成員

方式進行。 

2. 體溫量測、全程佩戴口罩、活動

過程中禁止飲食。 

B案 全校專任教

師、相關單位

行政主管及學

生代表 

教研 10 樓

國際演講

廳及會議

廳 

1. 採實聯制、分區固定梅花座位、

固定成員方式進行。 

2. 體溫量測、全程佩戴口罩、活動

過程中禁止飲食。 

C案 線上 Teams 會議另案簽核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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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召開屆時將視實際疫情影響程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及規

劃因應措施辦理。 

二、課程專區 

本校自 11月 8日起課程全面實體授課(含大班課程)。 

授課教師進行授課時，若能保持社交距離(至少 1.5 公尺/人)或有適當阻隔

設備，可以不戴口罩，但課前及結束後仍應配戴口罩；學生應全程配戴口

罩。 

表演藝術課程除歌唱、舞蹈或吹奏樂器外，學生均需全程佩戴口罩，考量

歌唱、舞蹈或吹奏排練需要，無法全程佩戴口罩，得於演唱、跳舞或演奏

時暫時脫下，但應隨身攜帶口罩，並以使用個人器材為原則，應使用專屬

樂器(吹嘴等)，不得共用；戲劇類使用之麥克風以專人專用為原則。 

上述事項皆須遵守教育部之防疫管理指引，室內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方

式進行，落實課堂點名，如無法採固定座位，請任課教師拍照留存，以便

後續疫調。 

課程授課方式依教育部規範滾動調整。 

110-1各開課單位已於開學前建置線上教學課程代碼，本學期可因應疫情

啟動調整線上授課作業。 

三、選課專區 

本校學生應於 110年 12月 27日 14:00起填寫教學評量內容以利選課。 

學習評量開放時間：110 年 12月 27日 14:00 至 111 年 1月 17日 17:00

止。 

本校學生 110-2課程選課注意事項： 

線上預選課程時間：111 年 1月 3日 14:00至 1月 17日 17:00止。 

線上預選結果查詢：111 年 1月 28日 14:00 起。 

 
決  議：照案通過。有關教務會議應事先擬定參與人員名單，視疫情發展於必

要時得及時通知因應。 

 
案由二：學務處生保組防疫措施及物資準備報告。（學務處） 

說  明： 

一、防疫措施作業及物資 

1.繼 COVID-19、Delta 到最近 Omicron變異株疫情變化，在防疫工作上，

生保組除配合教育部即時滾動修正防疫措施訊息，並遵照中央疫情指揮

中心規定指示，如有任何異狀即時通報學校校安及生保組或與 1922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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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聯繫。 

2.教育部核撥本校所請 110年「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

擊補助『防疫物資或防疫相關經費』新臺幣 100 萬元。(補助期間自 110

年 7月 1日至 111年 6月 30日)其中總務處校園消毒、量測體溫委外勞

務共計 671,000 國際處境外生入境相關費用 90,200元，防疫物資經費

203,800元。 

3.生保組目前庫存防疫物資如下： 

     學務處生保組防疫物資暨數量           (110.12.02) 

序號 項目 數量 備註 

1 簡易面罩 101 個  

2 快篩劑 200 支  

3 口罩 9501片 教育部提供 

4 酒精 294 瓶 以 500ML計算 

5 額溫槍 9支  

6 電子體溫計 48支  

7 防護衣 50件  

 

二、 健康關懷：生保組自 7月以來針對本校境外生(迄今共計 90人)，於衛生

福利部防疫追蹤系統進行 14天居家檢疫及 7天自主管理追蹤關懷，持續

追蹤中。 
 

決  議：照案通過。 

一、 值 COVID-19 之 Omicron變異株在國際流行有擴大趨勢，請公告提醒全校

師生不應鬆懈防疫措施。 

二、 因應疫情可能升溫，應即時簽辦採購相關防疫物資，俾令物資充足無虞。 

三、 針對招生作業需求，若相關工作同仁口罩不足，由生保組協助供應。 

 

案由三：針對疫情升溫，有關學生宿舍因應措施報告。（學務處） 

說  明： 

一、 寒假宿舍不清舍；學期中若提升為第三級防疫教學，宿舍將鼓勵同學回家

進行遠距學習。 

二、 留宿學生將建立群組，進行每日定時量溫，並遵行宿舍防疫措施。 

 
決  議：照案通過。由軍輔組透過各系所調查統計學生接踵疫苗(第一、二劑)

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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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教學研究大樓及行政大樓電梯按鈕上之護貝膠膜一案，提請討論。（學

務處） 

說  明： 

一、 先前因疫情嚴峻，經防疫小組會議通過，決議於教學研究大樓、行政大樓

電梯按鈕上覆蓋護貝膠膜，以減少病菌附著，降低染疫風險。 

二、 因資源教室視障生有觸摸電梯按鈕點字指示需求，護貝膠膜不利其觸摸電

梯按鈕點字之反饋，因而提請討論是否有其他調整空間或替代方案，以利

囊括視障生之點字需求。 

 

決  議：疫情尚未歇息，故防疫護貝膠膜仍然有設置之必要性。針對視障生搭

電梯之不便，可以加強宣導全校師生，以主動詢問方式協助視障生按

鈕。 

 

案由五：因應寒假期間校門門禁管制是否調整，提請討論。（總務處） 

說  明：因寒假期間學生返家，校門門禁比照暑假期間執行，由寒假開始日（1

月 17日）至 110-2開學前(2 月 20日前)調整如下： 

(一)前門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日 7時到 19時（19時以後，除住宿生外，只出不進，

至 24時止關閉出入口）。 

(二)後門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為 7時至 19時（非開放時間不出不進），週六至週日

僅開放時段 11時到 13 時及 17時至 19時（午餐與晚餐時間各開

放 2 小時）以便利住宿同學外出用餐。 

請學務處務必轉知住宿同學於非開放時間盡量勿任意進出校門。 

(三)其餘側門於寒假期間均不開放進出。 

(四)住宿生之搬遷進出須配合本校門禁管制措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有關本校校園防疫消毒，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降級前，維持每個

月 1次之防疫消毒。（總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每個月消毒時間由總務處本於權責調控。 

 

 
案由七：110 學年度第 1學期國際學位生返臺接待事宜報告。(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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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學期國際學生已入境 90人，僅剩 1人(表博班陸生蘇杭同學，預計 12月

12日入境)、另 14人申請專案不入境。 

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考量國人春節返國檢疫及旅館安置等量能，教育

部指示本學期最後入境日為 110 年 12月 15日，第 2學期可以入境時間為

111年 2月 12 日。 

三、尚未開放非持有我國居留證者入境(包含交換、交流研修生)，就學仍以專

案核准入境。 

四、建議國際學生寒假期間非不必要請不要返國，以減少感染風險，如有返國

情事，務必填寫出境申報表，經系所導師/指導教授同意，始可離境，以利

掌握動向。 
 

決  議：照案通過。應提醒學生務必遵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有關入境管制

措施之規定。 

 

 

貳、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