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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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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2學期防疫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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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教育部111年1月10日臺教綜(五)字第1112100051號函辦理，疫情警戒標準

第2級期間，指揮中心調整或維持相關措施及規定如下：

 戴口罩規定加嚴，除下列少數例外情形，外出全程佩戴口罩：

 運動、唱歌、拍照及直播、錄影、主持、報導、致詞、演講、講課等談話性質工作或活動之正式拍攝

或進行時，恢復為須戴口罩

 依據高雄市政府111年2月10日公告之「高雄市開學前防疫整備

措施」，學校推動之課程及活動，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

實施。故建議授課教師需落實防疫點名機制
D.1.23.點名簽到系統



因疫情無法返台境外生選課、課程因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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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教育部110年2月5日臺教高通字第1100017980號來函、本校110年12月20日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2019-nCoV)第四十八次會議決議、以及本校1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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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無法返台境外生選課、課程因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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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課輔導

 本學期學生選課階段(至111年3月8日17點止)，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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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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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碩專班入學考試

 心理系碩士班入學筆試已辦理完竣，試前經勾稽且當天無異常考生
 招生組已公告面試及防疫注意事項於本校招生資訊網請考生留意及配合
 招生組已於111.2.9以Email提醒學系防疫注意事項，請學系協助留意：
 招生組提供請領之防疫物資為：酒精瓶 1 瓶、口罩 10 個 (於面試前 3 天致電招生組登記，並預約時間索取)
 注意考生務必全程攜帶口罩
 備妥基本防疫配備（如酒精、口罩及額溫槍）
 報到及面試動線，應保持安全距離，勤消毒
 若考生反應身體不適，請先評估症狀，必要時啟動備用試場；係以多留意考生應試動線，及環境空間適時安

排為原則。如啟用線上面試，請確認設備連線正常
 敬請學系當日出勤師長及試務同仁或小幫手，也同時須落實防疫規定

 逢週末時段協請總務處現有警衛人力於校門口協助量測考生體溫及確認掃碼實名制
 倘啟用備用試場，請總務處協助各試場及樓層廁所消毒 8

招生考試因應(1/2)

招生考試類別 面試/入校筆試日期 預估人數

心理系碩士班入學筆試 111.02.10(四) 約150人

碩士及碩專入學面試 111.02.10(四)~111.03.10(四) 約500人 (分散不同日期)



 111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碩專班面試時程：

9

招生考試因應(2/2)

日期 面試學系/所 日期 面試學系/所

111.02.16(三) 醫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研究所 111.02.23(三)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醫務管理組、智慧醫療組)

111.02.17(四) 醫學研究所-醫學教育組 111.02.24(四) 牙醫系碩士班

111.02.18(五) 物理治療學系 111.02.25(五)
醫藥暨應用化系碩士班、人工智慧健康產業應用碩
士學位程

111.02.19(六)
藥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牙醫系碩士在職專班
、醫務管理暨醫療資訊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分散於8:00~14:30 共約66名考生)

111.03.01(二) 香粧品學系

111.02.20(日)
運動醫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8:30~16:00 共約42名考生)

111.03.04(五) 職能治療學系、毒理學碩士學位學程

111.02.21(一) 公共衛生學系 111.03.05(六)

口腔衛生學系碩士班、口腔衛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護理學系、性別研究所、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程、
天然藥物研究所、藥學系碩士班、藥學系臨床藥學
碩士班(分散於8:00~14:30 共約144名考生)

111.02.22(二) 運動醫學系、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111.03.07(一)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熱帶醫
學碩士學位學程



 110-2學期預計7門彈性學習微課程於本校授課(2週期約700位高中生入校上課)

 預計上課時間：
 第I週期111.03.09、16、30、04/06、13、20(每週三下午13:30-16:00)，共6週

 第II週期111.04.29、05/11、18、25、06/01、08(每週三下午13:30-16:00)，共6週

 110-2擬比照110-1高中生入校實名制措施：

110學年度第2學期高中彈性學習微課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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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資室協助： 倘110-2恢復職員工防疫排班，請同意由招生組同仁於上課日週三中午(12:30-13:30)值班，並搭配招生組
工讀生協助(第一教學大樓招生組同仁1名+招生組工讀生1名；自由路招生組同仁1名+招生組工讀生1名)； 俾適時引導高中
生入校

高中端宣導相關
防疫事項；學生
於高中量測體溫

進入本校校園
(同盟路、自由路)

測量體溫+掃描CDC QR CODE

高中生

自行前往教室

健康關懷問卷

於課堂教室填寫



 7門課程、預估學生數及上課教室列表(以防疫座位數)：

110學年度第2學期高中彈性學習微課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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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課程實施週期 人數上限 (2週期皆同) 上課教室

1
從微觀量子至巨觀
生態生物學

黃斌等6位老師 I+II 56人
勵學大樓 3 樓半
視廳中心

2 玩牙關頭 周思婷老師 I+II 30人 第一教學大樓 NB219A

3
醫學探索-
人體奧秘解析

李怡琛等6位老師 I+II 100人 綜合實驗大樓103教室

4 藥學及粧品夢工廠 黃耀斌等11位老師 I+II 100人 第一棟紀念大樓W11

5
資料科學好好玩
PM15:00-17:00

吳振彰老師 I+II 25人 第一棟紀念大樓W23

6 話學化學 林韋佑等6位老師 I 60人 第一教學大樓NB116

7 健康快高一人 余靜雲老師 I 35人 第一教學大樓NB219B

預估學生數 I週期總計406人；II週期總計311人



推廣教育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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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期間推廣課程開課原則

 以不違反中央與地方防疫規定規劃課程

 依校方防疫相關規定管理上課人員

 後續將視疫情滾動式調整因應

註：參考相關防疫規定，評估與訂定三級、三級微解封及二級警戒之開課原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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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因應

三級 三級微解封 二級

開課原則 • 全面線上教學或
• 延期辦理

• 可線上教學課程，採線上
教學

• 無法線上教學課程，採分
班上課(學員及教師全程戴
口罩)

• 學員及教師全程戴口罩
• 取消室內課程人數限制



 依110年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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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及111年2月10日高雄巿政府教育局防疫措施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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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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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自備之器具、器材，不得互相借用

 經本中心調查，目前授課教師皆已完成兩劑疫苗施打，並鼓勵教師施打第三劑疫

苗，將持續調查授課教師第三劑疫苗施打狀況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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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非學分班課程之防疫因應(1/4)



 依前述防疫配套措施，持續辦理4門課程實體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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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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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講述課程 英語表達力之會議主
持與演講精進班

111.02.23~
111.12.29 11 N218/84人 每月二次，週三晚上

室內講述課程

游離輻射防護講習班
（108小時）

111.01.23~
111.06.12

13 CS406/80人 週六、日整日
需配合8月份國家考試報

名前完成訓練課程游離輻射防護講習班
（144小時）

111.01.19~
111.07.31

7 CS406/80人

游離輻射防護講習班
（18小時）

111.02.19~
111.02.20

17 CS406/80人 週六、日整日



 依前述防疫配套措施，自3月起陸續辦理24門室內講述課程實體上課（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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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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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4/9、5/14、6/11 38 CS406/80人 週日半天或整日，共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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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3/20、4/16～4/17
5/21～5/22、6/18～6/19 38 CS406/80人 週六、日整日，共4班

游離輻射防護講習班（36小時） 7/9、7/10、7/16、7/17 38 CS406/80人 週六、日整日

保健食品之臨床醫學系列課程 111.03.01～111.06.09 80 IR301/195人 每週四晚上

化粧品安全資料簽署人員培訓班 111.03.05～111.03.27 70 IR501/195人 週六、日整日

悠遊粉彩24小時 111.03.07～111.06.27 15 CS408/80人 每週一晚上

英語初階課程 111.03.07～111.06.27 30 視聽中心/70人 每週一中午

素描技法班 111.03.09～111.06.29 20 CS408/80人 每週三晚上
室內講述課程
(實作部份有

身體接觸)

簡易中醫養生與保健調理班 111.03.07～111.06.27 38 教室未定 每週一晚上

耳穴按摩保健班 111.03.09～111.06.29 38 教室未定 每週三晚上



 依前述防疫配套措施，自3月起陸續辦理4門室外運動課程及5門室內運動課程實體

上課（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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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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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極拳進階班 111.03.08～111.06.28 20 戶外 每週二晚上

太極拳初級班 111.03.09～111.06.29 20 戶外 每週三晚上

基礎網球團體班 111.03.09～111.06.29 20 網球場 每週三晚上

進階網球團體班 111.03.10～111.06.30 20 網球場 每週四晚上

室內運動課程

皮拉提斯與核心肌力訓練 111.03.07～111.06.27 15 多功能教室/30人 每週一晚上

幸福瑜珈 111.03.09～111.06.29 20 舞蹈教室/50人 每週三晚上

掌上健身壺鈴動起來A班 111.03.09～111.06.29 12 多功能教室/30人 每週三晚上

桌球 111.03.09～111.07.01 10 桌球教室 每週三、五晚上，共2班



 110-2學分班預計辦理19班隨班附讀 (校外學員與本校學生一起上課)，現正報名

繳費中

 建議如期辦理，惟各開班系所須負責相關防疫因應，始同意辦理

 以不違反中央與地方防疫規定規劃課程

 依校方防疫相關規定管理上課人員

 必要時可採線上教學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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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學分班課程之防疫因應



 依教育部110年9月9日來文，請各校辦理樂齡大學時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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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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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准予依教育

部來文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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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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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固定座位(拍照留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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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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樂齡課程之防疫因應



 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高雄巿政府衛生局、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本校相關防疫

規範辦理實體課程，相關配套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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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照顧服務員課程之防疫因應

相關作業 期間 防疫規範

受理報名 111年4月1日(五)至5月27日(五)
報名學員憑報名通知簡訊入校，並配合規
定量體溫及實聯制

辦理甄試 111年6月2日(四)
甄試學員憑甄試通知簡訊入校，並配合規
定量體溫及實聯制

受理錄訓學員
繳交資料及費用 111年6月9日(四)至6月29日(三)

錄訓學員憑錄訓通知簡訊入校，並配合規
定量體溫及實聯制

上課 111年7月1日(五)至7月29日(五)
學員憑上課通知簡訊入校，並配合規定量
體溫及實聯制

機構實習 111年7月18日(一)至7月29日(五)上午
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高雄巿政府衛生局
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等單位公告之長照
機構防疫規範辦理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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