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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及同仁大家好： 

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0 年 5 月 19 日公告，因應目

前國內 COVID-19 本土疫情持續嚴峻，雙北地區 (臺北市、新北

市)以外縣市亦持續有本土病例出現，為加強相關防疫措施，自

5 月 19 日起至 5 月 28 日止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本校

防疫小組因應疫情變化，於 5 月 12 日、5 月 17 日及 5 月 18 日

開會討論本校因應措施，相關說明如下：  

高雄醫學大學三級警戒防疫相關措施 (110 年 5 月 19 日 -110 年 5 月 28 日 ) 

項目  措施  

校園出入口

管制  

1. 進入校園一律配戴口罩。 

2. 校園各出入口開放時間 

a. 同盟路大門：全日時段  

(體溫量測在第一教學大樓前；上班日 7：00 - 19：00 ) 

b. 自由路大門：上班日 07：00 - 19：00 (下班時段刷卡進出) 

c. 東側門(僅留單一出入口)：上班日刷卡進出 7：00 - 19：00 (保

全時段) 

3. 教職員工生自以上 3 處出入口進入校園時，

請戴口罩並持教職員工證或學生證刷卡，另

為配合政府疫調，將實施簡訊實聯制掃碼入

校。 

4. 附設醫院人員，請出示證件後逕行前往附院

量測體溫。 

5. 校外洽公人員(請務必持手機進入校園)，請現場以手機掃 QR Code

填寫 TOCC 後，發放簡訊取得進入之憑證並經量測體溫正常，始

可進入校園。另為配合政府疫調，將實施簡訊實聯制掃碼入校。

(兩次掃碼)  

6. 非洽公校外人士及欲進校園運動人士，於防疫期間禁止進入校

園。 

教學  

 

1. 全面實行視訊上課。有調整上課、考試方式及成績評定項目

之課程，請主授課教師於 110 年 5 月 17 日 (一 )起至 5 月 24 日

(一 )上午 8 點止，至 T.2.0.03c 課程評分項目輸入、T.2.0.03 中

英文課程大綱維護、T.2.0.04 課程進度維護。為維護學生權

益，請主授課教師務必將更新後的考試方式及成績評定項目，

公告予學生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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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各位同學務必注意授課教師、課程群組、e-learning 平台、

系上網站等，有關課程上課方式、成績評定調整的公告或訊

息。  

3. 教師因應疫情錄製教學影片或同步非同步視訊時，請先說明

錄製年、月、日及配合防疫上課錄製。如 : ”2021 年 5 月 17 日

配合防疫上課錄製 A 課程……”。  

4. 體育課亦同步遠距上課，相關連結已於體育中心網頁公告。

(https://pec.kmu.edu.tw/index.php) 

5. 數位學習平台，操作說明手冊連結：  

● 教師版操作手冊：教師版手冊  

● 學生版操作手冊：學生版手冊  

6. Google Meet 操作說明 (網址 ) 

7. 研究生學位考試 :研究所學生若於 110 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28 日舉

行研究生學位考試者，得採視訊方式辦理，需事先簽請系所主管核

准，且全程錄影並存查。其餘考試細節，則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

試辦法」、「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8. 學生實習 :各系所將依據政府各項防疫政策及指揮中心相關防疫措

施持續滾動調整實習計畫，提供配套方案，並即時公告予所屬學生

知悉。 

辦公室及會

議  

1. 辦公室及會議室內一律配戴口罩。  

2. 學校停課無停班，同仁仍正常上班，各單位已規劃分艙分流

措施，視需要公布實施。  

3. 校級及各單位之必要會議將調整以視訊或是 5 人以下採梅花

座方式召開。  

學生宿舍  1. 住宿同學仍可留在宿舍，期間請遵守防疫規範，減少外出，

避免群聚。  

2. 增加宿舍消毒頻率，請住宿同學安心。  

3. 為避免跨區及跨縣市往返增加暴露及感染風險，建議目前人

已返家的同學，在此期間先不要返校，請同學儘量留在家中

或賃居處，減少不必要的移動。  

圖書館  除前棟一樓大廳外，其餘館內各樓層 (包含國研大樓 B1 討論室與

學生宿舍 B1 自修室 )自 110 年 5 月 19 日至 31 日暫停開放。  

運動場地  校內網球場、重訓室、體適能中心及桌球室即日起關閉。室外操

場及風雨球場依防疫規定單一時段最多容納人數為十人。  

實驗場所  1. 經由排班或輪流進入實驗室進行實驗操作，以確保室內空間

人員於 5 人以下。  

2. 共同之實驗室空間，有兩個以上的門可通行者，則仍須確保室

內空間人員於 5 人以下或保持 1.5 公尺社交距離。  

https://pec.kmu.edu.tw/index.php
http://wm.kmu.edu.tw/learn/news/news_read.php?node=000000023
http://wm.kmu.edu.tw/learn/news/news_read.php?node=000000024
http://wiki.kmu.edu.tw/index.php/Google_Hangouts_Meet


3 
 

3. 請填報各實驗室或研究室空間之分配人員表，並於 5 月 21 日

前由負責人簽章後擲回環安室。  

4. 實驗工作者，需確實做好戴口罩及勤洗手之行為。  

5. 實驗室或研究室內需保持 1.5 公尺社交距離。  

6. 與實驗單位不相關人員，嚴禁管制出入實驗單位。外人進出實

驗單位 (經實驗室負責人同意者 )，請做好實名制，與人員資料

登記以便後續追蹤。  

7. 以視訊取代實體之討論。  

8. 實驗室負責人需督促實驗室或研究室所屬成員之出入記錄與

體溫。如額溫 37°C 或耳溫 38°C 以上，應立即請假就醫並休

息，不可至校。  

9. 未經報備之實驗室人員不得進入，且進入實驗室之人員應確

實落實人員分流進行實驗 (避免同時段共同進行實驗 )，環安室

將不定期輔導抽查。  

學生餐廳  一律外帶，無內用。  

美食街商場  1. 國研大樓 1F 路易莎咖啡 

   110/5/17-110/5/28 營業時間: 07:00~17:00。  

   110/5/23-110/5/24 暫停營業  

2. 國研大樓 B1F 全家便利商店 

   110/5/17-110/5/28 營業時間: 07:00~18:00。  

3. 國研大樓 B1F 美食街櫃位 

   禾順自助餐、新堂洞、喫果茶、調整營業時間 : 10:00~14:00， 

   例假日暫停營業。 

   烏尼烏麥調整營業時間:07:00~14:00，例假日暫停營業。 

   傳香飯糰、精巧海苔飯卷:暫停營業。 

 

最後，請大家保持警戒及樂觀，遵守防疫相關規定，不必恐

慌，相信很快就能恢復正常的生活模式。  

 

           高雄醫學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   

敬上  

 

 

 



4 
 

防疫期間，若有任何相關問題或需要協助，歡迎與我們聯絡。  

【教務處】  

1. 課務相關：吳彥儒小姐(分機 :2433，skycaca@kmu.edu.tw) 

2. 數位教學授課方式、錄製課程方式與攝影棚借用、 IRS：  

李佳哲先生(分機 :2800， lcc@kmu.edu.tw) 

3. 遠距課程認定相關問題：林芳衣小姐(分機 :2072，

moly@kmu.edu.tw) 

【圖資處】  

1. 數位學習平台問題：陳嫚翎小姐(分機 :2184#18，

tina@kmu.edu.tw) 

2. Google Meet 操作問題：數位資源組(分機 :2184#60-63) 

【防疫健康管理及心理關懷協助】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諮詢窗口： 

劉美怡護理師(分機:2117，bluesea@kmu.edu.tw) 

莊蕙苹護理師(分機：2117，ping@kmu.edu.tw)   

學務處學生心理輔導中心窗口:  

陳怡璇心理師(分機:2121-13，schen@kmu.edu.tw) 

環安室安全衛生組(教職員工)：李宣瑢職業衛生護理師(分機:2278，

vickyli@kmu.edu.tw) 

【防疫小組】 

秘書處窗口：吳欣芳秘書(分機:2102，wsf6782@km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