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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課程
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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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教育部110年9月7日臺教高通字第1100121132號「大專校院110學年度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理指引」辦理
 教學及授課方式：學校如採實體授課，應符合下列辦理原則，否則採線上授課：

 室內維持安全社交距離(2.25 平方米/人)且人數上限 80 人

 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方式進行，並落實實聯制

 上課時師生應全程佩戴口罩且落實手部消毒，上課期間禁止飲食

 教室應保持通風良好及定時清消，並上課如有操作設備機具須妥善消毒

體育、游泳、實習課程：
 體育課：應保持社交距離、全程配戴口罩，設備器材應避免共用並輪替前測底清潔消毒，運動場館留

人數以 適承載量50%違憲並落實實聯制、加強環境及器材之消毒清潔工作

 游泳課：控管入場人數、實聯制、量測體溫、維持社交距離、執行環境設施消毒、保持空氣流通、密
切監測水質餘氯量，並除游泳時，應全程配戴口罩

 實習課：應採固定分組，並避免學生共用設備、器材；如有輪替使用設備或器材之需要，輪替前應先
測底消毒

110學年度開學上課方式規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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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建議

依教育部9/7來函，110學年度防疫管理指引辦理，草擬方案如下：

 修課人數達80人(含)以上：線上授課

 修課人數未達80人，且符合教室安全容量：實體授課

 修課人數未達80人，但超過教室安全容量：線上授課，或經申請同意後採混成(分流+同步線上)措施

 實作、實驗、實習類型之課程，若需採實體授課者，除須遵守相關防疫規範，需填列實體授課申請表
經教務處備查

 通識課程，另依通識教育中心規定辦理

110學年度開學上課方式規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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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4週(10月12日)以後上課方式，請討論！

※教室安全容量目前請總務處提供相關資料，註冊課務組依據教育部指引，室內維持安全社交距離(2.25平方米/人) 估
算中，共同排課教室安全容量將公告於教務處網頁，學系專用教室安全容量，請各學系自行公告於系所網頁。



 其他學校作法

110學年度開學上課方式規劃(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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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上課措施

台灣大學
 開學後前三週全面採遠距教學
 開學後第四週起上課方式：修課人數80人(含)以上課程採遠距教學，80人以下以實體課程為原則，特殊情形

請於110年10月12日前提出申請送教務處核定

成功大學  9月15日至10月1日採「全面課程線上教學演練」外，本學期課程仍鼓勵採線上教學方式進行
 如採實體授課，應符合教育部9月7日公布之防疫管理指引的原則，否則採線上授課

中興大學

 110年9月15日至10月3日：全部課程實施線上教學演練
 110年10月4日至期末：

1. 修課人數及授課教師合計81人以上課程：若10月4日後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集會人數上限為室內80人，本類課程應採遠
距教學

2. 修課人數及授課教師合計 80 人以下課程： 可採實體上課，師生若有防疫疑慮，得由教師主動提出或與修課學生達共識後
實施遠距教學

3. 前述遠距或實體課程實施人數標準，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屆時公告室內集會人數上限適時調整。

臺灣師範大學

 開學後前3週，全面遠距授課
 開學後第4週起

1. 修課人數達80人(含)以上：遠距授課
2. 修課人數未達80人，且符合教室安全容量：實體授課
3. 修課人數未達80人，但超過教室安全容量：遠距授課，或經申請同意後採混成(分流+同步線上)措施

※教室安全容量以原教室容量60%估計，共同排課教室安全容量將公告於教務處網頁，學系專用教室安全容量，請各學系自行公告於系所網頁

中山大學  9月23日至29日實施全校遠距教學演練，9月30日起實體授課
 課程若採實體授課，應符合教育部9/7公布之防疫管理指引的原則，否則採線上授課



 選課輔導
 本學期學生選課階段(延長至10月15日17點止)，若有因疫情無法或延遲返台上課之學生、及

返台須隔離及自主管理學生，敬請各系輔導學生選課，及線上教學方式之安排

 導師可至「T.4.5.00.導生選課清單審核作業」、系所主管及系辦可至「Q.1.19a系所查詢學生

選課資料」查詢學生選課狀況，並適時予以輔導選課，及線上教學方式之安排

 依據本校安心就學措施，學生因疫情無法符合學則規定每學期應修學分數規定者，得提出相

關證明，並以專案申請方式，不受每學期 低應修科目學分數限制。若所修科目學分如未達

每學期 低應修科目學分，得依所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無需繳交全額學雜費

學生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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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9月19日(日)止，將開放教師上網維護課程大綱、進度表、評分方式等項目，敬請老師提前部
屬及規畫因疫情影響之線上教學方式、評量及評分方式等內容，並維護至課程大綱中，以利公告予學生
知悉



 依教育部110年2月5日臺教高通字第1100017980號來函、本校110年1月25日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2019-nCoV)第三十一次會議決議、以及本校110-1

安心就學措施辦理

 因疫情無法或延遲返台上課之學生、以及返台須隔離及自主管理學生，若無法至

課堂上課，其上課方式之因應措施如下：

因疫情無法返台境外生選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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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措施 建議作法

同步線上教學

• 建議以同步線上授課為優先，確保學生於課程時段在線上課
• 教師使用遠距教學軟體授課 (可搭配視訊攝影鏡頭)
• 同步進行錄製，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

非同步線上教學 若因時差等因素，而無法同步上課，建議(預先)錄製課程，並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

【考量部分課程屬性，無法以錄影方式替代之課程，建議授課教師需規劃補課措施，完善學生學習內容】



 建議每門課程皆須落實防疫點名機制，記錄到課學生名單，請授課教師於課堂上

宣導，並請學生登入校務資訊系統D.1.23.點名簽到系統，進行簽到。教師若是採

IRS、紙本點名者，也煩請保留點名資料，預防未來有疫情發生時，可追蹤相關接

觸史

 授課教師確實掌握選課學生之出勤、

生病或隔離情況，但在執行點名計分

(扣分)標準上， 應對學生請假從寬認定

 授課教師可於校務資訊系統

T.2.0.22.學生點名資料維護，查詢學生簽到情形

防疫點名線上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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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D.1.23.點名簽到系統

【教師】
T.2.0.22.學生點名資料維護



學生實習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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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因應(1/3) 附設醫院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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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學系盡量安排學
生於單一實習單位進

行實習



 各醫學大學補助篩檢費用

 教務處建議

建議學系與實習機構進行協商檢測費用是否得以由實習單位支應

考量附屬相關事業機構規定，實習期間轉換實習單位需進行核酸檢測，建議學系盡量安排學生於單一實

習單位進行實習

建議各系所補助方式統一採「每人補助1次」為原則

教務處將依據防疫會議決議，調查各系所之實習單位相關防疫規定及目前學生施打疫苗情形

敬請各系所提醒學生，如需進行核銷作業，收據需有高醫大統一編號(76001900)

學生實習因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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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費用來源 是否追朔 補助自購快篩試劑

台北醫學大學 各系所科室經費 是，可填寫支出證明單(財務室固定表單) 是

中國醫藥大學 各系所科室經費 是，財務室協助處理 是

中山醫學大學 各系所科室經費 是，會計室協助處理 是



推廣教育
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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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110年9月7日教育部大專校院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
引規範，辦理推廣教育實體課程，相關配套措施如下：
 學員憑上課通知簡訊入校，並配合規定量體溫及實聯制

 學員全程戴口罩上課，採固定座位、梅花座(維持社交距離)，並保持教室通風

 運動課程：
 室內運動課程：上課人數為場地人數上限50%

 室外運動課程：

1. 學員憑上課通知簡訊入校，並配合規定量體溫及實聯制；學員自備之器具、器材，不得互相借用

2.教師未施打疫苗或接種未滿14天者，於第1次授課前，提供3日內快篩或PCR檢驗陰性證明。且每

3-7天需再定期快篩(原則每7天篩檢，應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3天篩檢)

 本中心持續調查授課教師施打疫苗狀況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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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非學分班課程之防疫因應(1/4)



 本中心將依前述防疫配套措施，持續辦理下表8門課程實體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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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非學分班課程之防疫因應(2/4)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人數 上課教室/可容納人數 備註

室外運動課程 太極拳進階班 110.08.17~111.01.18 17 戶外 每週二晚上

室內運動課程
動起來！專屬教練訓練
課4堂/12堂

110.09.02~111.01.28
需與教練約時間上課 2 體適能中心/25人

上課時數依繳費金額
而定，採預約制，每
次 多2人同時上課

室內講述課程

英語表達力之會議主持
與演講精進班 110.08.18~110.12.29 9 N218/84人 每月二次，週三晚上

產投高雄班
09/26、10/03
10/17、10/24 39 N216/84人 週日白天整日

室內講述課程
(實作部份會有身體

接觸)

耳穴按摩保健A班 110.09.02~110.12.16 26 103/154人 每週四上午

耳穴按摩保健B班 110.09.02~110.11.18 19 IR201/195人 每週四晚上

芳香調理師培訓班 110.09.28~110.12.15 20 N1018/50人 每週二晚上



 本中心將依前述防疫配套措施，自10月起陸續辦理18門室內講述課程實體上課【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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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非學分班課程之防疫因應(3/4)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限
人數

上課教室/
可容納人數

備註

室內講述課程

游離輻射防護講習班（3小時） 10/17、11/14、
12/12 38 CS406/80人 週日半天或整日，共9班

（併班上課）游離輻射防護講習班（6小時）

游離輻射防護講習班（18小時）
10/02、10/03
11/06、11/07 38 CS406/80人 週六、日整日，共2班

保險從業人員之醫療數據解析專班
110.10.02～
110.12.18 80 IR201/195人 每週六下午，共2班

悠遊粉彩24小時 110.10.04～
110.12.27 15 CS408/80人 每週一晚上

素描技法班 110.10.06～
111.01.05 20 CS408/80人 每週三晚上

南山人壽健康照護專班 110.10.20、
110.10.22 50 103/154人 週三、五整日

化粧品安全資料簽署人員培訓班 110.10.23～
110.11.14 70 IR501/195人 週六、日整日

虛擬實境(VR)與擴增實境(AR)口腔
照護訓練課程

110.10.01～
111.01.30 1 口衛系專屬教室 自行和主辦單位約時間



 本中心將依前述防疫配套措施，自10月起陸續辦理下表3門室外運動課程及2門室內運

動課程實體上課【招生中】

【報名或規劃中之課程，待確定開課後，將於後續會議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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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非學分班課程之防疫因應(4/4)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 上限人數
上課教室/

可容納人數
備註

室外運動課程
養生/武術/運動氣功班 110.10.04～111.01.10 20 戶外 每週一晚上

基礎網球團體班 110.10.06～111.01.05 12 網球場 每週三晚上 ，共2班

室內運動課程

桌球 110.10.04～110.12.27 10 桌球教室 每週一晚上

幸福瑜珈 110.10.06～111.01.19 20 舞蹈教室/50人 每週三晚上



 依教育部110年9月9日來文，各校辦理樂齡大學時依110年9月7日「大專校院110學年
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辦理，並落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110學年度本校因應疫情開學線上教學演練措施，自開學日(9月23日)起至10月11日止
，全面採線上上課

 考量樂齡學員學習需求與特性，且學員數位操作能力普遍較弱，陳請鈞長准予依教育部
來文，符合防疫管理指引之實體授課原則前提下，辦理樂齡班級課程(全班皆為樂齡學員
，每班約30-50人)實體上課，以利學員學習

 相關防疫措施如下：
 學員配合入校管制規定量體溫及實聯制

 室內維持安全社交距離，採梅花座，且人數上限為80人

 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方式進行

 上課時師生應全程佩戴口罩，上課期間禁止飲食

 教室應保持通風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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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樂齡課程防疫因應



 iPAS經濟部110年第1次3D列印積層製造工程師-初級能力鑑定
 考試時間：110年10月2日(星期六)
 考試地點：N218教室(申請校內專屬考場)

 考生人數：24位教職員工生(含19位在校生、3位應屆畢業生、1位教師、1位已離職計畫助理)
 工作人員人數：5位(含1名經濟部協同監考人員，其餘4人為校內教職員工生)
 相關防疫措施如下：

1.考生、工作人員考前三天完成TOCC調查

2.考生採梅花座，維持安全社交距離

3.該教室有對外窗戶，符合教室需開窗15公分以上之規定

 依iPAS能力鑑定推動小組8月3日「iPAS因疫情延期辦理 新考試時程」公告說明，考場防疫作為包含：
1. 所有人員量測體溫、手部消毒、全程佩戴口罩，並繳交健康聲明書

2. 居家隔離、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被限制外出者，不得應考

3. 禁止陪同考試

4. 不設置用餐區

5. 所有監考試務人員皆應提供考前3日內快篩或PCR檢驗陰性證明，且優先安排接種疫苗滿14天者擔任監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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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S經濟部3D列印初級工程師能力鑑定考試

※此鑑定考試原訂於110年5月22日舉行，因疫情歷經2次展延。110年9月14日與iPAS能力鑑定推動小組確認，若維持第二級疫情警戒，
全國各類iPAS考試將於110年10月2日(星期六)舉行。



防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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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防疫物資，提供各單位領取，

歡迎向招生組洽詢~~ ~~

目前物資可提供數量如下：

 白色隔板200組

 防護衣5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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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物資釋出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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