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應變計畫
經 98 年 10 月 16 日第 101 次行政會議通過
經 98 年 9 月 15 日 H1N1 新型流感緊急應變小組會議通過
經 98 年 9 月 4 日臨時主管會報通過

一、 計畫緣起
流行性感冒（Influenza, 以下簡稱流感）
，因傳染力強，且抗原變化
快，而且人類感染後抗體保護期僅數個月，故每年常在世界許多國家，
發生規模大小不等的流行。爆發流感病毒的流行可能是社區、城市或國
家，甚至是全球性的。流行疫情指揮中心表示，現階段以防範重症個案
及群聚事件的產生為防治目標。本校為防止傳染病於校園發生，並希望
將流感病毒侵襲校園所造成之衝擊減至最低，特訂定『國立高雄大學因
應新型流感大流行應變計畫』，以建立本校新型流感疫情之處理要則。
二、 目的
為維護師生健康及受教權益，明確律定各單位防疫任務，確保教育
行政工作之順利推動，並避免疫情藉由校園集體傳播而擴大流傳。
三、依據
1. 教育部98年4月30日台體（二）字第0980071903B號函辦理。
2. 教育部98年5月15日台體（二）字第0980083295B號函辦理。
3. 教育部98年8月21日台體（二）字第0980143460B號函辦理。
4.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流感大流行防治作戰動員及準備計畫』流行疫情
分級。
5. 教育部「教育部因應流感大流性應變計畫」辦理。
四、緊急應變小組
（一）任務分工
本校業於98年5月22日依據教育部來文成立「國立高雄大學因應流
感大流行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其小組分工執掌如附件1
（國立高雄大學因應流感大流行緊急應變小組分工職掌表），由校長
擔任召集人，副校長擔任副召集人，主任秘書任執行秘書，並納編本
校相關處室人員。由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宣佈我國疫情為第二級
時，立即召開成立，其小組之組織圖如附件2（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
流感大流行緊急應變小組組織架構圖）。各單位協助配合掌控並防範
新型流感可能之風險，如附件3（國立高雄大學因應流感大流行風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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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機制圖）。為因應疫情等級，各單位之任務分配表如附件4（國立高
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疫情等級各單位之任務分配表）。為動員校園防
疫作為，以行政、學術及宿舍為單位之動員任務如附件5。應變小組各
單位分工如下：
1. 秘書室：協助統籌督導執行校園新型流感疫情、因應相關事宜及校園
疫情新聞連繫與發布，並提供媒體相關報導予相關單位參考。
2. 教務處：規劃本校學生符合採檢條件、疑似病例或確定病例之請假、
補課、補考、停課、復課規定及E化學習方案、大學入學考試
中心因應流感疫情因應措施。(如附件6，國立高雄大學因應
新型流感大流行停課作業規範)
3.學生事務處：提供新型流感防疫專業資訊、督導全校防疫宣導、住宿學
生因應新型流感之相關作為(如附件7，國立高雄大學因應
新型流感大流行學生宿舍疫情應變作為)、疫情通報網絡
(如附件8，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校內疫情網
路通報系統)及動線管制、隔離、封區等相關應變作為。(相
關附件：附件9~12)
4.總務處：本校防疫物資採購；當本校各大樓有疑似病例發生時，立即實
施消毒作業。（建議消毒作業原則如附件 13，國立高雄大學
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校園消毒作業原則）
5.圖資館：負責建置及維護新型流感校安通報作業系統及訊息通路。
6.人事室：規劃本校教職員工符合採檢條件、疑似病例或確定病例之請假
規定、停止上班規定。(如附件 14，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
感大流行教職員工請假作業規定；及附件 15，國立高雄大學
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備援人力調配計畫)
7.會計室：籌措本計畫相關經費。
8.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協助加強生命教育、心理輔導，減少學生、家長恐
慌心理，並適切輔導受隔離學生及因疫情管制無法
順利參加考試之學生。(如附件16，國立高雄大學學
務處諮商輔導組心理輔導作業流程及表單)
9.學務處衛生保健組：與衛生單位建立資訊交換機制，彙整校園新型流感
疫情狀況，依相關規定通報有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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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校安中心：維持校安通報管道之暢通，統籌校園疫情之通報處理，並
與應變小組及各相關單位通報聯繫。協助執行全校學生防
疫宣導，疫情管制、隔離、封區等相關應變作為。
五、計畫執行
1.訂定有關本校各相關單位因應新型流感疫情之應變作為。
2.各單位應密切掌握單位內之疫情狀況，及配合實施各項因應措施，有疫
情時隨時通報校安中心。
3.請本校各單位先行律訂單位聯絡人與同仁代理名冊，限期於98年9月11
日前交由學務處衛保組彙整；並律定如單位同仁列為新型流感疑似或確
診病例時之因應作為。
4.各單位發現所屬同仁或教職員生有符合採檢條件者、疑似病例及確定病
例時，需依國立高雄大學疑似新型流感個案處理流程圖（如附件10：國
立高雄大學疑似新型流感個案處理流程圖），並配合行政院衛生署疾病
管制局規定就醫治療。
5.請各單位瞭解單位內成員，如有近日到過新型流感流行地區，或曾接觸
過新型流感病患，或有感冒及其他呼吸道症狀者，務請其戴上口罩以避
免呼吸道疾病傳染。
6.全校開始測量體溫時機係依據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及教育部H1N1
新型流感各級疫情之處理要則辦理，相關處理流程請參考全校測量體
溫處理作業流程圖（如附件9）。
7.本計畫經行政會議通過核定後生效並開始實施。
六、 指揮與通報
（一）應變指揮
統一由本校應變小組召集人（校長）負責指揮應變事宜，指揮作業由召
集人負責，通報作業由校安中心負責。
（二）通報網路
1.校內通報系統：通報中心為校安中心，建立本校緊急應變小組各處室聯
絡窗口與校內疫情網路通報系統（如附件8），疫情掌控為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2.教育部通報系統：有關校園新型流感疫情通報，依教育部校園新型流感
疫情通報作業規定辦理，並由本校校安中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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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附件1：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緊急應變小組分工職掌表
附件2：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緊急應變小組組織架構圖
附件3：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風險管控機制圖
附件4：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疫情等級各單位之任務分配表
附件5：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全校防疫總動員流程圖
附件6：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停課作業規範
附件7：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學生宿舍應變作為
附件8：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校內疫情網路通報系統
附件9：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全校測量體溫作業流程圖
附件10：國立高雄大學疑似新型流感個案處理流程圖
附件11：國立高雄大學疑似新型流感個案追蹤紀錄及就醫回覆單
附件12：國立高雄大學新型流感自主健康管理通知單
附件13：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校園消毒作業原則
附件14：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教職員工請假作業規定
附件15：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備援人力調配計畫
附件16：國立高雄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心理輔導作業流程及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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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應變小組與分工職掌表
職 稱

單位及職稱

校長室
校長
副校長室
副召集人
副校長
召集人

姓 名

職

掌

黃英忠 督導、綜理校園新型流感疫情因應事宜。

蘇豐文
協助督導執行校園新型流感疫情因應事宜。
李博志
協助統籌督導執行校園新型流感疫情、因應相關
秘書室
執行秘書
張永明 事宜及校園疫情新聞連繫與發布，並提供媒體相
主任秘書
關報導予相關單位參考。
規劃本校學生符合採檢條件、疑似病例或確定病
教務處
例之請假、補課、補考、停課、復課規定及 E 化
委員
徐忠枝
教務長
學習方案、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因應流感疫情因應
措施。
提供新型流感防疫專業資訊、督導全校防疫宣
學生事務處
委員
陳文生 導、住宿學生因應新型流感之相關作為、疫情通
學務長
報作業及動線管制、隔離、封區等相關應變作為。
總務處
本校防疫物資採購；當本校各大樓有疑似病例發
委員
劉安平
總務長
生時，立即實施消毒作業。
圖資館
負責建置及維護新型流感校安通報作業系統及訊
委員
林文揚
館長
息通路。
人事室
規劃本校教職員工符合採檢條件、疑似病例或確
委員
陳錦麗
主任
定病例之請假規定、停止上班規定
會計室
委員
楊明宗 籌措本計畫相關經費。
主任
人文社會科
委員
白秀華
學院院長
委員 法學院院長 姚志明
協助校園新型流感疫情緊急應變之督導、協調與
管理學院
委員
吳建興 執行。
院長
委員 理學院院長 黃建榮
委員 工學院院長 黃世孟
總務處
防疫物資採購；當本校各大樓有疑似病例發生
委員
蘇榮宗
時，立即實施消毒作業。
事務組組長
協助加強生命教育、心理輔導，減少學生、家長
學務處諮商
委員
邵惠玲 恐慌心理，並適切輔導受隔離學生及因疫情管制
輔導組組長
無法順利參加考試之學生。
學務處衛生
與衛生單位建立資訊交換機制，彙整校園新型流
委員
許聖章
感疫情狀況，依相關規定通報有關單位。
保健組組長
校安中心
協助執行全校學生防疫宣導，疫情管制、隔離、
委員
趙台雄
總教官
封區等相關應變作為，維持校安通報管道之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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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緊急應變小組組織架構圖

校長室

副校長室

秘書室

人事室

會計室

圖資館

行政單位

校安中心

總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人文學院院長

事務組

生輔組

諮輔組

衛保組

學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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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院長

管理學院院長

理學院院長

工學院院長

附件 3

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風險管控機制圖

防範措施

★執行正確洗手方法及維持良
好個人衛生習慣，平時雙手避
免任意碰觸眼、鼻、口等黏
膜。咳嗽時用衛生紙遮口鼻並
丟入垃圾桶後洗手。
★儘可能與他人保持 2 公尺以上
距離，以免病情散播。
★遠離感染來源，減少出入公共
場所、多戴口罩。避免前往
H1N1 新型流感發生地區(含
國內、外疫情發佈地區)。
◎宣導攝取均衡的營養，並配合
適度運動，充足休息和睡眠；
必要時接受流感疫苗接種、補
充維生素(C、B 群)及水份。

▲校區各項集會場所、
辦公處所、教室、宿
舍、封閉空間，應隨
時保持通風清淨。
▲可對相關人員實施消
毒講習及訓練。
▲感染性垃圾應妥善處
理。

★隨時注意疾管局發布
訊息及旅遊警示，作
好相關手部衛生及呼
吸道衛生之防疫文
宣、衛教資料、疫情
監控及通報，與疑似
個案保持 2 公尺以上
之安全距離。
◎H1N1 新型流感之傳
染方式為飛沫及接觸
傳染，在症狀出現前
1 日至發病後 7 日皆
具有傳染力，運用各
種課程、集會及時機
宣導建立正確防疫概

★教職員生出國應按請（銷）假程序，
完成手續，並由核定單位適時通報主
管單位實施預防管制。
★任何教職員工及學生從新型流感流行
地區回台 7 天內，應配戴外科口罩作
好健康自主管理。
如出現類流感症狀，例如發燒、喉嚨
痛及咳嗽，應盡快就醫告知旅遊史並
接受治療。
★定時檢整防疫物資數量，並適時提出
申購需求。
◎各單位依責任區域及權責，建立所屬
防疫應變作業程序及規範。

★於流感流行期間，宜盡量避
免減少出入人潮擁擠、空氣
不流通之公共場所或探病
行為，以減少感染之機會。
★出現類流感症狀(含外遊途
中或回程)，切勿上班上
學，並及早就醫。如有外
出，應戴上口罩，並注意咳
嗽禮節，於咳嗽或打噴嚏
時，以手、面紙或衣袖捂住
口鼻，口罩或衛生(面)紙沾
到口鼻分泌物時，應立即更
換並丟進垃圾桶，避免病毒
傳播。直至退燒及徵狀消失
後 24 小時始返校。

★教職員工生應按應變計畫，每日上、下午或夜
間於體温量測點實施體溫量測，並由責任分工
負責單位將異常名單給予相關單位。
★學校全面停課，應規劃配合學生返家實施反
查，遇特殊因素無法返家之同學，應集中規劃
於宿舍。
★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泌物後，應立即以肥皂及
清水澈底清潔雙手(無法洗手時，可使用含酒精
【60%以上】之乾洗手液，搓手消毒)。
★各單位對失效、過期之防疫器具及受感染物
資，統由衛保組及總務處協調專業機關統一辦
理收集及處理，不可自行棄置處理。
★執行防疫任務人員，全程配戴口罩。必要時由
學校配賦個人防護裝備，並要求防疫全程依規
定穿戴。
★各系所院及行政單位如察覺出現上呼吸道感
染症狀人員或缺席人數增加，依防疫通報體系
實施通報。

風險因子

★不當接觸傳染：流感病毒主要
是經由飛沬傳染，也可能因接
觸口鼻分泌物而傳染。
★未維持 2 公尺之安全距離。
★未遠離感染來源。
◎未攝取均衡營養、適當運動及
作息，致自體免疫力不足。

▲校區未定時派員消毒
，對疫區管制度未落
實。
▲校區各項集會場所、
辦公處所、教室、宿
舍、封閉空間，未保
持通風乾淨。

★疫情資訊未即時通報
或不正確。
◎衛教及防疫、保健資
料未適時運用各種手
段予以更新及宣導周
知。

★教職員工生出國未按請(銷)假程序
完成手續，並通報主管單位實施預防
管制。
★教職員工生出(返)國隱暪疫情、延誤
通報。
★防護裝備數量不足。
◎各單位未策頒防疫作業程序及規範。

★未戴口罩即進入人潮擁擠
之公共場所。
★發燒、咳嗽等類流感病徵
時，未避免上學(班)、居家
隔離未落實。
★出現類流感症狀之人員，未
立即送醫，並未詳實告知個
人病史及症狀。

★量測體温未確實、量測記錄填寫不實。
★各系所院及行政單位發現疫情，未依防疫通報
體系，據實通報。
★全面停課時，住宿及租賃生或特殊因素無法返
家之同學，未集中規劃隔離，易形成防疫死角。
★受污染之物資未統一集中囤儲或棄置。
★量測、膳勤、協助就(送)醫及相關人員，執行
防疫任務未按規定配戴口罩及防護裝備。

環境

管理

校園危安狀況
1.教職員工生
確診病例
2.校園疫情擴大
(停課、班)

人員

減災階段
環境

人員

主要單位

協力單位

圖示：★高風險因子

人員及裝備

減災階段

整備階段

管理

人員

應變階段

人員及裝備

管理
完成
防疫
作業

應變階段
人員

管理

★衛保組：衛教宣導新型流感相
關防範措施，與衛生單位建立
資訊交換機制。掌握及追蹤隔
離者之情形。
★校安中心：協助執行全校學生
防疫宣導，維持校安通報管
道。
★諮輔組：協助加強生命教育、
心理輔導，減少學生或家長之
恐慌心理。

▲總務處：購置相關消
毒器具及消毒劑，並
納編相關單位人員，
實施消毒講習及訓
練，劃分責任區塊，
實施全面性校區內外
消毒事宜。協助處理
感染性垃圾。

◎ 衞保組：即時更新相
關訊息。並就如何處
理疑似及確診個案
提供指引，採取適當
控制措施。並針對量
測及相關人員實施
發燒及檢疫病患專
業流程及基礎判斷
訓練。

★人事室、各院系所、授課老師：掌握
及追蹤教職員工生之出缺席情形，請
授課教師落實點名，異常缺席或疑似
流感病假者回報各系所及學務處衛
保組。
★衛保組：每日篩檢異常教職員工生之
名單，並協助疑似個案就醫或送醫之
諮詢及追蹤。檢整及預判防疫物資數
量，適時提出申購需求，以確保防疫
物資供應充分。

★衛保組：協助疑似個案就醫
或送醫之追蹤(追蹤紀錄單
、就診回覆單、自主管理通
知單等)。
★校安中心、各院系所、生輔
組：必要時協助疑似或確診
個案就醫。
★生輔組：協助宿舍隔離學生
日每日早晚測量體溫及日
常膳食等生活照顧。

★衛保組：測量體溫相關人員訓練，追蹤各院
系所及單位之體溫測量情況。
★總務處：針對感染性廢棄物，協調專業機關
統一辦理收集及處理。
★ 人事室、各院系所：協助掌握異常缺席或
疑似流感病假者，回報校安中心及學務處
衛保組。
▲圖資館：視疫情需要，研議閉館之相關措施。

★生輔組、各院系所：協助於宿
舍、各院系所單位宣導防疫相
關資訊。
★研發處：掌握出國至疫區參加
會議之老師健康情形及外界
訪問與學術交流之管控。

▲會計室：辦理經費籌
措及核銷事宜。
▲衛保組：協助各相關
防疫物資分配至各單
位備用。

◎ 校長室、秘書室：嚴
密監控相關訊息、必
要時召開緊急應變
小組會議，研商應變
措施及防疫事宜、各
單位防疫工作指導。

★教務處、生輔組：協助掌握及追蹤教
職員工生之出缺席情形。由各系所彙
整缺課名單予教務處課務組及學務
處衛保組進行相關處理。
★總務處、會計室：協助物資請採購作
業，以確保防疫物資供應充分。
★總務處：負責每日環境消毒，及發現
由疑似或確定病例時消毒工作。
◎校長室、秘書室：督導各單位防疫工
作。

★諮輔組：輔導關懷受隔離之
學生心理調適。
★教務處：協助需隔離學生停
、補、復課之相關事項。
★各系所：協助送醫、校外隔
離學生日常膳食等生活照
顧。

◎校長室、秘書室：督導各單位防疫工作。

▲ 中度風險因子

◎低度風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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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疫情等級各單位之任務分配表
疫情分級
處理事項

第一級
未出現任何確
定病例（國內無
確定病例）

第二級
出現境外移
入確定病例

負責單位
校長室
秘書室

第三級
出現境外移
入確定病例
所引起之第
二波感染

第四級
社區流行，
但控制中
（第三波感
染）

第五、六級
全國流行，
控制或失控

1. 嚴密監控相關疫情。
2. 成立緊急應變小組、召開會議研商應變作為及防疫事
宜。
3. 統籌各項協調工作。
4. 各單位防疫工作指導事宜。
5. 負責新聞稿發布及對外發言。

學務處衛保組

1. 協助防疫措
施宣導。
2. 規劃校內自
主健康管
理。

1.
2.
3.
4.
5.

學務處生輔組

協助防疫措施
宣導

1.
2.
3.
4.

學務處諮輔組

加強學生生命
教育、心理輔
導、自我調適、
特殊心理反應
症狀之辨識知
能，以減少全校
師生及家長恐
慌心理，強化心
理健康。

1. 針對疑似或確定病例依規定隔離之學生進行心理輔
導。
2. 運用書面宣導、網路及電話關懷等方式，輔導並關懷
受隔離之學生，或因疫情停課之班級。
3. 協助已送往醫療機構接受住院隔離、居家隔離者之心
理調適。
4. 隔離期滿之學生重返學校後，持續提供所需的相關心
理調適之輔導與協助。
5. 評估學生需要與狀況，協助被隔離者學生班級之班級
輔導，並提供所需相關資源與轉介服務。
6. 對學生死亡之班級，提供悲傷輔導，建立高關懷名單
並定期追蹤輔導。

協助防疫措施
宣導

1. 視疫情依規定通報校安中心。
2. 上班時間外人員護送。

校安中心

提供最新及相關訊息於校園網路及各相關單位。
相關資訊宣導、衛教。
統整全校防疫措施。
掌握及追蹤隔離者之情況。
協助將各項防疫物資分配至各單位備用。

學生請假
配合相關規定住宿生開始測量體溫。
負責學生宿舍疫情監控、通報。
提供隔離房，協助隔離學生日常生活照顧、膳食等事
宜。
5. 連繫、瞭解校外賃居學生健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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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助通知家長
教務處

協助防疫措施
宣導

總務處

1. 加強校內清 1. 採購全校所需防疫物資、消毒用品、及相關設備。
潔。
2. 律定各大樓之消毒期程，提供各大樓清潔消毒劑。
2. 協助防疫措 3. 安排全面性消毒事宜（範圍包括隔離者密切接觸過之
施宣導
寢室、研究室、辦公室、教室、公共區域等）。
4. 協助感染性垃圾處理。
5. 管控消毒封鎖區域、隔離空間調配。
6. 配合管制人員與就醫或運送物品車輛之提供。
7. 視疫情需要，必要時進行電梯、空調管制；餐廳改為
供應便當。

人事室

配合宣導防疫
措施

會計室

規 劃 防 疫 經 費 辦理經費籌措及核銷事宜。
來源

電算中心

1. 規劃停課、復課、補課及補考等相關規範。
2. 協助安排補課、復課所需教室。
3. 因應疫情，有關考試及招生相關措施。

1. 掌握教職員工出席狀況。
2. 統整教職員工疫情調查及通報。
3. 協助罹病或居家隔離之教職員工之請假及其他相關
事項。
4. 律定教職員工防疫請假辦法。

負 責 維 護 相 關 1. 負責建置及維護新型流感校安通報作業系統及訊息
網頁
通路。
2. 維護本校體溫登錄系統。

圖資館

配 合 宣 導 防 疫 1. 視疫情需要，研議閉館之相關措施。
措施

研發處

配 合 宣 導 防 疫 1. 掌握近期出國至疫區參加會議之老師健康情形，並向
措施
人事室及學務處衛保組聯繫、通報。
2. 外界訪問及學術交流之管控。

各院、系、所

配 合 宣 導 防 疫 1. 配合啟動全校測量體溫相關作業及通報。
措施
2. 瞭解該系學生狀況、關切受隔離之師生。
3. 建立師生連絡網。
4. 學生就醫期間生活協助。
5. 停課期間，每日連絡學生以瞭解健康及學習等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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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全校防疫總動員流程圖
校長

新型流感緊急應變小組

行政單位任務
一、秘書室：統籌督導執行校園新型流感疫情、因應相關事宜及校園疫
情新聞連繫與發布，並提供媒體相關報導予相關單位參考。
二、人事室：規劃本校教職員工符合採檢條件、疑似病例或確定病例之
請假規定、停止上班規定。
三、圖資館：負責建置及維護新型流感校安通報作業系統及訊息通路。
四、會計室：統籌本計畫相關經費。
五、總務處：防疫物資採購；當本校各大樓有疑似病例發生時，立即實
施消毒作業。
六、教務處：規劃本校學生符合採檢條件、疑似病例或確定病例之請假、
補課、補考、停課、復課規定及 E 化學習方案、大學入學
考試中心因應流感疫情因應措施。
七、學務處：協助加強生命教育、心理輔導，減少恐慌心理，並適切輔
導相關學生。與衛生單位建立資訊交換機制，彙整校園新
型流感疫情狀況，依相關規定通報有關單位。協助執行全
校學生防疫宣導，疫情管制、隔離、封區等相關應變作為，
維持校安通報管道暢通。

學術單位任務
各系所：
1.發現體溫異常或有類流感症狀同
學，發放口罩配戴、立刻就醫，通知
學務處衛保組、教務處課務組、導師
及系主任。
2.建立導師生聯絡網。
3.上班時間協助師生就醫。
4.賃居校外之隔離學生協助日常生活
及膳食照顧。
任課教師：
1.關心學生健康情形。
2.授課時協助學生測量體溫。
3.每堂課落實點名，並將缺課名單送交
學務處衛保組、教務處課務組。
導師：
1.輔導關心缺課同學。
2.停課期間關心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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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任務
各宿舍：
1.安排各樓層於晚間定時全面
測量體溫。
舍監：
1.彙整每日住宿生體溫測
量結果並作成紀錄存查。
2.體溫異常者填送「高雄大
學疑似新型流感個案追
蹤紀錄單」送交學務處衛
保組，並協助就醫。
3.體溫異常或有類流感症
狀同學發放口罩配戴、建
議就醫。
4.提供住宿隔離學生日常
生活照顧，早晚測量體
溫，不定時關心健康情
形。

附件 6

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停課作業規範
民國 98 年 9 月 4 日 98 學年度第 次主管會報通過

一、為因應本校學生於開學後發生新型流感疫情時，配合防疫措施，避免校園群
聚感染，特訂定本停課作業規範。
二、權責單位
主辦單位：教務處
協辦單位：學務處、各院所系、通識教育中心、任課教師
三、作業內容
（一）停課時機
1. 班級停課：
（1） 同一授課班級 3 天內有 2 名以上學生經醫師臨床診斷為感染流感時該
班級停課。
（2） 授課老師經醫師臨床診斷為感染流感時，該授課老師所授課之班級皆
停課。
2. 全校停課：如發現校內有突發群聚疫情時，經衛生主管單位確認後通報
教育部全校停課。
3. 停課時間：停課 5 天。停課班級之同學於停課期間應居家自我管理，患
者則應至症狀解除後 24 小時才能返校上課。
如符合上述停課標準，由本校召開主管會報作成決議後發布。
（二）復課補課
1.班級停課：自復課日起擇日補課。
2.全校停課：如因停課時間過長，因補課需求而需調整寒、暑假起迄時間者，
需報教育部備查。
3.補課程序：補課課程請依規定辦理，全學期需授滿 18 週；任課教師自行
規劃補課，經系所主管核章後，送教務處備查。
4.復課通知：教務處以電子郵件通知學生，並公告於學校網頁，另請各系所
通知學生。
四、注意事項：
（一）停課離校前應囑停課班級之同學於停課期間需居家自我管理，自行觀察是
否有流感症狀。
（二）停課期間請導師加強與學生聯繫，並請家長主動關心子女身體健康，有流
感症狀(如發燒、咳嗽、頭痛、肌肉痛、疲倦、流鼻涕及喉嚨痛)應立即就
醫，並在家休息避免外出，做好自主健康管理。
（三）復課後，請學務處衛保組規劃為學生量體溫後再進入校園上課。
五、本作業規範經主管會報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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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學生宿舍應變作為
壹、依據：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應變計畫。
貳、目的：因應及防止 H1N1 新型流感疫情傳播，配合本校防疫應變計畫，明確律定學生宿
舍各項應變作為。
叁、內容：
一、預防宣導：
(一)預防作為：
1.協調事務組於新生入學輔導前完成宿舍消毒作業。
2.開學後，宿舍加強清潔消毒工作(以稀釋之漂白水消毒)，並常保空氣流通。
3.發現疑似流感症狀學生，立即進行防疫衛教(勤洗手、戴口罩、量體溫)及健康自主管
理。
(二)衛教宣導：
1.學生進出宿舍，由舍監督促要求學生務必做到洗手消毒作為。
2.於學生宿舍進出大門及電梯出入通道，張貼宣教事項(衛生教育、咳嗽禮 節、心輔資
訊…)及通報電話，以供學生運用。
二、危機管理：
(一)處置原則：
1.有 1 名疑似病例者：
(1)應先送高雄市國軍左營醫院、高雄市健仁醫院快速篩檢後，後續情況如下處理：
A.若為確定病例並重症，經醫生檢查後，要求該生住院。
B.若為確定病例並輕微，經醫生檢查並服用克流感藥物後，鼓勵學生返家休養，無
法返家者，則住進自主健康管理中心。
C.若為非 N1H1 病例，經醫生檢查後，載上口罩，並做自主健康管理。
(2)舍監人員立即通知衛保組及教官，並於防疫日誌中載明學生狀況，轉知導師、教官予
以關心輔導，並由衛保組進行追蹤管理。
(3)宿舍針對該間寢室實施加強清潔及消毒工作，消毒實施時間於前一天公告週知。
(4)若學生在晚上，發現病例時，則請舍監準備稀釋之漂白水，由同寢室友先進行房間消
毒，隔日由總務處協助再消毒。
2.發生疑似群聚病例時(同棟大樓有１層樓、有 2 名以上疑似病例者)：
(1) 應先送高雄市國軍左營醫院、高雄市健仁醫院快速篩檢後，後續情況如下處理：
A.若為確定病例並重症，經醫生檢查後，要求該生住院。
B.若為確定病例並輕微，經醫生檢查並服用克流感藥物後，鼓勵學生返家休養，無
法返家者，則住進自主健康管理中心。
C.若為非 N1H1 病例，經醫生檢查後，載上口罩，並做自主健康管理。
D.若為同班級者，則依據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停課作業規範，要該班
級停課。
(2)舍監人員立即通知衛保組及教官，並於防疫日誌中載明學生狀況，轉知導師、教官予
12

以關心輔導，並由衛保組進行追蹤管理。
(3)宿舍針對該間寢室實施加強清潔及消毒工作，消毒實施時間於前一天公告週知。
(4)若學生在晚上，發現病例時，則請舍監準備稀釋之漂白水，由同寢室友先進行房間消
毒，隔日由總務處協助再消毒。
三、區隔措施：
(一)、依教育部學生宿舍區隔標準規定，經衛生單位確認之患者及相關應區隔對象，立即掌
握區隔人員造冊登記。
(二)、經確認應區隔學生名單後，宿舍承辦人、宿舍老師立即通知個人依區隔行動程序進行
區隔作業：
宿舍學生區隔行動程序
行動程序

管制人員

地點

一、通知須接受區隔學生立 1.舍監
即帶上口罩，於指定處 2.教官
所集中勿與他人接觸。 3.衛保組
二、通知總務處、衛保組提
供相關防護物品及交通
工具。
區隔學生攜帶個人簡易換洗
物品至宿舍報到。

備考

(1)自主健康管理中
心，2 間房間。

1.舍監
2.教官
3.衛保組

(2)OB 宿舍 401,415；
綜合宿舍 440,439 共
4 間房。

建立 H1N1 新型流感個案管 1.舍監
制名冊，通報教育部(縣市衛 2.教官
生局)
3.衛保組
注意事項

一、由教官以電話通知家長學校區隔情形。
二、舍監、教官安撫宿舍學生，說明區隔原因情形，勿造成
同學猜疑恐慌。
三、提供生輔組區隔同學名單，辦理請假事宜。

四、一般規定：
（一）宿舍管理單位請加強環境整理及消毒工作，賃居在外學生請主動關懷及聯繫。
（二）宿舍管理單位請加強相關防疫、宣導及應變工作。
（三）教育部校安中心連絡電話：02－33437855；33437856。
（四）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網址：http://csr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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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學生宿舍疑似新型流感個案處理流程圖
呼吸道或發燒症狀學生知會舍監

非上班期間

上班期間

依據國立高雄大學疑

立即提供學生口罩佩戴

似新型流感個案處理
流程圖辦理
1.填寫國立高雄大學疑似新型流感個案追蹤紀錄及就醫回
覆單。
2.依據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校內疫情通報
網，進行通報。

測量體溫

耳溫≧38

陪同人員戴上口罩，護送學生至醫院
否
排除新型流感個案

經醫院診斷是否為新型流感通報個
是

1.通知家長，帶學生返家自主健康管理。
2.校內行行政通報。

學生無法回家自主健康管理

1.宿舍全面消毒。
2.執行自主健康管理中心區隔。
＊陪同人員：學宿會幹部、舍監、學務處生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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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校內疫情通報網絡圖
校長
8000

學術副校長
8010

行政副校長
8020

主任秘書
8100

人事主任
8800

會計主任
8900

諮輔組組長
8350

研發長
8400

生輔組組長
8320

學務長
8300

教務長
8200

衛保組組長
7182

總務長
8600
事務組組長
8620
事務組

諮輔組
8352、8353

學生宿舍
8326

衛保組

各院院長電話

8627、8628

人文學院
1001

法學院
2000

管理學院
3000

8361、8362

各系所主任
、導師電話
人事室
8809

研發處
8401

校安中心
執勤教官
8320、8321

警衛室
8690~2

提供流感快速篩檢服務之公費流感抗病毒藥劑配置點
高雄市國軍左營醫院 (07)581-7121
高雄市國軍高雄總醫院 (07)749-6751
高雄市健仁醫院 (07)357-7166
高雄榮民總醫院 (07)342-2121
阮綜合醫院 (07)335-112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07)312-1101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 (07)803-6783＃3180
高雄市立民生醫院 (07)751-1131
高雄市立聯合醫院(大同院區) (07)261-8131
高雄市立聯合醫院(美術館院區) (07)555-2565
長庚紀念醫院高雄分院 (07)731-7123
國軍岡山醫院 (07)625-0919
義大醫院 (07)615-0011；(07)952-0011
高雄縣行政院衛生署旗山醫院 (07)661-3811~5
高雄縣建佑醫院 (07)643-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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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系所
電話

理學院
4000

工學院
5002

附件 9

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全校測量體溫流程圖
進入本校大門及各建築物出入口
校內外人士先行測量體溫

體溫≧38℃
或
出現類流感症狀

體溫正常

＊貼上識別貼紙。
＊做好自主健康管理。

休息 5-10 分鐘後再測量一次

配戴口罩

體溫正常

自主健康管理：
1. 勤洗手，養成良好衛生習慣。
2. 有咳嗽發燒者請戴口罩，當口罩沾到口鼻分泌物
時，應立即丟進垃圾桶。
3. 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注意咳嗽
禮儀。
4. 與他人交談時，儘可能保持 2 公尺以上距離。
5. 保持環境衛生及空氣流通。
6. 生病時應在家休息，除就醫外，盡量避免外出。
7. 避免到群眾聚集或空氣不流通場所及非必要的
探病。
8. 均衡飲食、充足睡眠、適當休息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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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溫仍≧38℃

＊校外人士建議離校。
＊校內教職員工生建議就醫，
並配戴口罩，填寫「疑似新型
流感追蹤紀錄及就醫回覆
單」。(附件 11)
＊通知校安中心及衛保組追蹤。

附件 10

國立高雄大學疑似新型流感個案處理流程圖
發燒、類流感症狀
類流感症狀：
1.突然發病，發燒（耳溫≧38℃）及呼吸道症狀。
2.具有肌肉酸痛、頭痛、極度倦怠感其中一項。
3.需排除單純性流鼻水、扁桃腺炎或支氣管炎。

立即口罩配戴

1. 測量體溫≧38℃
2. 填寫追蹤紀錄表單
1.通報衛保組：8362
2.住宿學生通知舍監：8326

通報校安中心：8320、8321

就醫
(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經醫院診斷是否為新型流感通報個案
否

是
確定病例

1. 口罩配戴
2. 早晚測量體溫
3. 7 日自主健康管理

快速篩檢結果陰性

1. 通報本校校安中心
2. 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3. 通報緊急應變小組
4. 通知各院系所及導師
或相關單位
5. 通知家長或親屬

1. 校園或宿舍全面性消毒
2. 配合衛生單位進行處置及追蹤

警戒個案
應變步驟
校外處理階段
校內處理階段

退燒及
症狀消失

持續發燒或
出現重症症狀

24 小時後
可參與活動

立刻送醫
(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自主健康管理：
1. 勤洗手，養成良好衛生習慣。
2. 有咳嗽發燒者請戴口罩，當口罩沾到口鼻分泌物
時，應立即丟進垃圾桶。
3. 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注意咳嗽
禮儀。
4. 與他人交談時，儘可能保持 2 公尺以上距離。
5. 保持環境衛生及空氣流通。
6. 生病時應在家休息，除就醫外，盡量避免外出。
7. 避免到群眾聚集或空氣不流通場所及非必要的
探病。
8. 均衡飲食、充足睡眠、適當休息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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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立高雄大學疑似新型流感個案追蹤紀錄及就醫回覆單
請由工作人員協助填寫黑框部分 通報單位/系所：

填表日期：

通報人資料
通報人員
聯絡電話
通報時間
通報病例資料
姓名
學號
性別
□男 □女
聯絡電話
相關情形
1.測量評估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相關症狀：□發燒
℃ □頭痛 □肌肉酸痛 □極度性疲倦 □流鼻涕 □喉嚨痛
□咳嗽 □寒顫 □噁心 □腹瀉 □嘔吐 □其他
2.最近是否曾出國旅遊：□否 □是，旅遊地點為_____________
3.是否曾與□流感或□H1N1 疑似或確定病例近距離接觸：□否 □是，姓名為
4.長期近距離接觸之家人、共同居住者或親友：□無 □有，姓名為
＊處置：□建議就醫 □送醫 □其他
就醫日期： 年
月
日
電話：
醫療院所名稱：
診斷情形：□ 疑似病例 □ 確定病例 □ 其他：
個 案 現 況：□ 自主健康管理（ 年
月
日至
年
□ 區隔照顧（ 年 月
日至
年
月
□ 住院治療（ 年 月
日至
年
月
□ 其他情形，請說明：
目前處理情形
□ 已通知本校各相關處室
□ 已通知家長及衛生單位
□ 其它
追蹤情形



就

診

回

月
日）
日）
日）

條

姓名
學號
連絡電話
醫療院所名稱：
診察日期：
＊處置：□定期門診追蹤 □藥物治療 □建議自主健康管理 □其他
醫療院所或醫師核章：
年

月

提供流感快速篩檢服務之公費流感抗病毒藥劑配置點
高雄市國軍左營醫院 (07)581-7121
高雄市國軍高雄總醫院 (07)749-6751
高雄市健仁醫院 (07)357-7166
高雄榮民總醫院 (07)342-2121
阮綜合醫院 (07)335-112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07)312-1101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 (07)803-6783＃3180
高雄市立民生醫院 (07)751-1131

高雄市立聯合醫院(大同院區) (07)261-8131
高雄市立聯合醫院(美術館院區) (07)555-2565
長庚紀念醫院高雄分院 (07)731-7123
國軍岡山醫院 (07)625-0919
義大醫院 (07)615-0011；(07)952-0011
高雄縣行政院衛生署旗山醫院 (07)661-3811~5
高雄縣建佑醫院 (07)643-7901

＊就診後請醫療院所或醫師協助核章，可以就醫收據替代。
＊於就診後請當日回傳衛保組。（學務處衛保組：07-5919067；傳真：07-591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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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立高雄大學新型流感自主健康管理通知單
(個案接觸者)
通知單開立日期：
個案接觸者資料
姓名

學號

性別

□男

□女

聯絡電話

監測原因
與個案最後接觸日期

年

月

日

體溫及行程記錄表
日期

上午

下午

相關症狀

1

度

度

2

度

度

3

度

度

4

度

度

5

度

度

6

度

度

7
衛教說明

度

度

當日行程註記

因您曾接觸 H1N1 新型流感之極可能或確診個案，為防範新型流感之傳染盛行，
並保障您自己及週遭親友之健康，請確實做好 7 天之自主健康管理措施：
一、 儘量於家中作息與活動，有需要外出時應戴口罩。家人可照常上學、上班，除非
自主管理者發病，否則沒有行為上的限制。
二、 應確實作到：勤洗手、遵守咳嗽禮節及呼吸道衛生、維持居家環境的清潔與通風、
避免不必要的活動及出入公共場所。
三、 於自主健康管理的 7 日內，每日早/晚各量體溫一次、詳實記錄體溫及當日活動
行程(如上列表格)，並主動通報地方衛生局/所。
四、 於自主健康管理的 7 日內，自行注意健康狀況，若有發燒( ≥ 38˚C )、咳嗽等類流
感症狀，請立即戴上口罩，並儘速就醫。
五、 如有身體不適或其他疑問，可洽詢當地衛生局或衛生保健組(07-5919067)。
＊自主管理期間結束後，請將此表交予衛生保健組。

19

附件 13

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校園消毒作業原則
一、新型流行性感冒個案學校館所消毒作業原則
流感的主要傳染方式為在密閉空間內飛沫傳播或接觸傳染，故美國
公共衛生協會及我國的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皆無規定相關消毒工作，雖
然流感病毒在寒冷乾燥的環境中可能生存數小時，直接接觸病人分泌物
的傳染方式亦可能發生，但只要保持避免觸摸眼口鼻的個人衛生習慣及
維持環境的適當通風，應可預防流感病毒感染，如懷疑環境在數小時前
曾遭流感個案之分泌物污染，且無法控制現住於該環境人群的衛生習
慣，可參考下列建議進行消毒工作。
（一）消毒時機
當「新型流感」流行疫情等級進入A1 級，即「國外發生人傳人之
新型流行性感冒確定病例」之狀況，各學校館所若發生新型流感疑似
病例，即應請教當地衛生單位依上述原則評估是否需進行環境消毒工
作。
（二）消毒範圍及對象
消毒範圍為發生新型流感病患之學校館所，發病期間經常接觸、
活動之場所及空間（室內及其周圍之相關公共設施及場所）。消毒對
象，以個案（包括其接觸者）之血液、分泌物、體液及可能受其污染
之場所及物品等為主。
（三）選用之消毒劑
使用「70%酒精」及「含氯消毒劑」對病毒可達到去活性化的作用。
環境表面清潔可以中性清潔劑清潔乾淨後，選用前述之70%酒精及含氯
消毒劑進行消毒工作。
（四）消毒人員及工作區分
1.消毒人員應依消毒範圍作區分，學校館所內之消毒可指導教職員工生自
行實施。
2.除個案所處學校館所室內空間外，樓梯間、電梯及其他經常出入之場所
也應一併消毒。
（五）消毒程序及方法
1.室內及室外環境表面
（1）將室內表面或地面上可見之垃圾清除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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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案經常碰觸之室內及室外環境表面（如桌面、門把、電燈開關及
電梯、樓梯間等公共區域），以500ppm（0.05 %）之漂白水溶液（以
市售含氯約5%漂白水加水稀釋100 倍）進行消毒。
（3）個案使用過之浴室、廁所，以5,000ppm（0.5%）之漂白水溶液（以
市售含氯約5%漂白水加水稀釋10 倍）進行消毒。
（4）平滑金屬表面、桌面及其他無法使用漂白水溶液消毒之表面，可以
70%酒精進行消毒。
2.個案之血液、分泌物及排泄物
（1）立即清潔明顯可見之血液、分泌物、體液及其他可能潛在之感染物
品。
（2）集中於容器之嘔吐物、排泄物，以10,000ppm（1%）之漂白水溶液
（以市售含氯約5%漂白水加水稀釋5倍）充分混合，放置30 分鐘以
上，倒入沖水式馬桶排掉。
（3）清潔濺落之血液、嘔吐物、分泌物時，應穿戴手套，並用拋棄式紙
巾或抹布吸收主要濺落物，然後用500ppm（0.05%）之漂白水溶液
消毒淨化光滑之表面。如濺落物含有大量之血液、嘔吐物、排泄物
時，可於清潔前使用5,000ppm（0.5%）之漂白水溶液作為初步之消
毒使用。
3.個案用過之食具以清潔劑及清水清潔後，放入水中煮沸5 分鐘以上，或
以200ppm（0.02%）漂白水溶液浸泡30 分鐘以上，然後用清水沖洗乾淨
後。
4.個案之衣服及被褥
（1）個案使用過之衣服及被褥，應先以清潔劑及清水清潔後，耐熱物品
可放入水中煮沸5 分鐘以上，或以200ppm（0.02%）漂白水浸泡30
分鐘以上，然後用清水沖洗乾淨後。
（2）無用之衣物及被褥，或衣服及被褥沾有明顯可見之血液、分泌物及
排泄物時，應另以垃圾袋包裝後丟棄。
（六）消毒劑之配製
配製及稀釋漂白水時應考慮所使用漂白水之有效氯濃度及需要水量。
漂白水（次氯酸鈉）溶液之配製，可以下式計算：
Q=（V×D）／（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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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Q：漂白水溶液之需要量（毫升）
V：欲配製之溶液體積（公升）
D：欲配製溶液之有效氯濃度（ppm）
A：所使用未稀釋漂白水溶液之濃度（%）
＊稀釋溶液參考換算表
稀釋溶液總量

配製之溶液濃度
200ppm

500 ppm

1000 ppm

5000 ppm

10公升

40mL

100 mL

200 mL

1000 mL

30公升

120mL

300 mL

600 mL

3000 mL

50公升

200 mL

500 mL

1000 mL

5000 mL

100公升

400 mL

1000 mL

2000 mL

10000 mL

註：本表次氯酸納溶液之有效濃度以5％計算。
例：以有效氯膿度5％之次氯酸鈉溶液，配製10公升200ppm之漂白水溶液。
Q＝【V（10L）×D（200ppm）】 /【10×A（5）】＝40（mL）即需要
漂白水溶液
（七）注意事項
1.進行消毒工作時應保持空氣流通。
2.應於現場調製稀釋漂白水溶液，工作時應戴口罩及手套，儘量避免接觸
漂白水；攪拌時，應使用棍棒勿用手。
3.漂白水避免與酸性溶液混合，以免產生氯氣等毒性氣體。
4.漂白水會腐蝕金屬器具表面，使用時應特別注意。
5.應避免將酒精作為室內外環境噴霧消毒使用。
6.清洗物品時，應將物品置於水面下清洗，避免將物品直接於水面上沖洗。
7.使用拖把時，避免直接用手扭乾拖把，以避免產生水霧微粒或氣懸膠
（aerosol）。
8.在執行消毒區域內及工作時，避免直接觸摸眼睛、口及鼻等部位並嚴禁
取下相關防護設備。
9.高濃度漂白水直接接觸皮膚會有刺痛之感覺，若不小心濺到眼睛應馬上
用清水沖洗，並立即送醫院作適當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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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國立高雄大學校園發生新型流感疫情教職員工請假作業規定
一、 依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訂定之疫情分級，各分級請假之規定如下：
1. 0 級：應配合各級衛生單位相關規定於必要時實施自主健康管理。
2. A1 級及A2 級：
（1）人員應儘量避免前往國內外新型流感流行地區。
（2）配合國內外疫情狀況及各級衛生單位各項管制措施，有感冒症狀或
發燒者，應實施自主健康管理並儘速就醫，如需請假，以事、病假
或休假辦理；如經認定應強制隔離或檢疫者，核給公假(由當事人先
行通知服務機關，事後持強制隔離通知書請公假)。但可歸責於當事
人事由而罹病者，不在此限。
3. B 級：
（1）人員應避免前往國內外新型流感流行地區或疫區，如因業務需要前
往，需報經主管機關同意。
（2）應減少集會活動及召開非必要性集會，如有必要應儘量以視訊或數
位學習方式進行。
（3）配合國內外疫情狀況及各級衛生單位各項管制措施，有感冒症狀或
發燒者，應實施自主健康管理並儘速就醫，如需請假，以事、病假
或休假辦理；如經認定應強制隔離或檢疫者，核給公假(由當事人先
行通知服務機關，事後持強制隔離通知書請公假)。但可歸責於當事
人事由而罹病者，不在此限。
（4）子女就讀學校停課時，教職員工如為照顧子女，請依所適用請假規
則規定，以請家庭照顧假(依規定併入事假計算)或休假辦理。
（5）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發布局部地區或全面停止辦公時，教
職員工得參照「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之規定，以「停
止辦公登記」處理。
4. C 級：依政府頒佈法令規定辦理。
二、 因疫情所致之請假紀錄於辦理職員工年終考績（成、核）時，將從寬考量。
但家庭照顧假依兩性工作平等法不得視為缺勤影響年終考績（成、核）。
三、 擔任與疫情相關實習課程之指導人員不得因恐懼傳染病而拒絕實習教學。
四、 員工因疫情請假期間，請各單位預應人力調配並落實職務代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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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國立高雄大學因應新型流感大流行備援人力調配計畫
一、啟動時機：
「政府機關暨公務人員因應新型流行性感冒發生採行措施建議表」
所列 B 級疫情及 C 級疫情發生時。
二、實施方式：
(一)辦公場所分區辦公
正副校長、各單位主管及職務代理人、互相代理人員分區辦公。
(二)人力規劃：
本校各處室以其業務正常推動所需基本人力，依單位、業務或配合防疫業
務、人數、進補方式及順位，建立人力備援調配措施。
1、本校有教職員工發生隔離情況：
(1)視業務需要實施保留部分辦公人力：實施強制輪休及職務代理，各單
位每週二分之一人力出勤，二分之一強制休假。系所輪值人力不足時，
可與其他系所相互協調輪值出勤，互相支援。
(2)視需要實施分區辦公，請各單位就輪值出勤人力業務劃分為二區，辦
公室所需場地與設備請總務處規劃辦理。
(3)如單位內有人須隔離時，所遺業務由各單位主管就該單位現有人力指
派職務代理人。如發生一單位人員全數隔離時，單位所遺業務由主任
秘書、人事室主任，協調人力支援之。單位間的代理順序，以行政及
系所分開相互支援為原則。
(4)業務所需人力，優先自現有人力調配。如疫情緊急程度升高，經通盤
檢討現有人力，無足夠人力支援代理時，可運用工讀生、短期僱用行
政助理等備援人力。備援人力遞補順序如下：
1 優先於現有員額總數內調配運用。
○
2 工讀生。
○
3 短期僱用臨時人力，疫情結束或任務結束即予解僱，並於僱用契
○

約中載明。
(三)學校關閉時：
各單位人員應與單位主管保持聯繫，遇有緊急業務，由一級主管直接
請示校長逕行處理。
三、其他未盡事宜，隨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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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國立高雄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流感心理輔導預約表
一、基本資料
1.姓名：ˍˍˍˍˍˍˍ

2.性別：□男

□女

3.系級：______________

4.學號：ˍˍˍˍˍ

5.聯絡電話/手機：______________
6.通訊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緊急聯絡人：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____

8.緊急聯絡人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常用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預約目的： □流感心理諮詢

□流感心理輔導

□流感支持性團體

三、如何得知諮商中心的服務
□導師

□系主任

□同學

□朋友

可以安排的時段：請勾選你可以來的時間，以便安排服務
星期
時段

一

二

三

四

五

09:10-10:00
10:10-11:00
11:10-12:00
12:10-13:00
13:10-14:00
14:10-15:00
15:15-16:05
16:20-17:10
17:20-18:10
18:20-19:10
19:15-20:05
20:10-21:00
輔導老師: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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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______________

國立高雄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流感心理輔導轉介表
轉介日期： ＿＿年＿＿月＿＿日
一、學生基本資料：
1.姓名：＿＿＿＿＿＿＿＿
3.系級：________________
5.電話：＿＿＿＿＿＿＿＿
7.緊急聯絡人聯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2.性別：□男
□女
4.學號：＿＿＿＿＿＿
6.緊急聯絡人：＿＿＿＿＿＿＿
8.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所需服務
1.□流感班級輔導
2.□流感個別心理輔導
三、學生問題類型：
1.□疑似流感
2.□流感感染者
3.□因流感引起情緒不安
4.□隔離後返校適應不良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學生問題危機程度：
□輕度（學生尚能承受，唯須多予輔導）
□中度（問題已干擾到學生的作息）
□重度（問題已嚴重影響學生本身及他人作息，須緊急處理）
五、是否徵詢學生接受轉介之意願？□ 是
學生本人是否有意願接受輔導：□ 是

□ 否
□ 否

□ 不確定

六、學生問題概述：請儘可能描述學生的困擾或問題，您的判斷分析以及您已採取
的輔導方式和策略，和您期望得到本組那方面的協助

七、其他意見：

轉介單位：＿＿＿＿＿＿ 電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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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流感諮商輔導轉介回覆表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轉介單位：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系級：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內

容

生理
評估

心理
評估

服務
需求
評估

追蹤
建議
事項
輔導老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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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流感心理輔導作業流程圖
學生主動預約

導師、教職員、義工或同學

班級導師(含同學被隔
離之班級)

轉介

初步評估了解學生狀況、填寫預約表安排晤談時間
(一般個案)

班級輔導(心理調適、情
緒適應、哀傷輔導等)

(被隔離之個案)

心理輔導(包括施測、解釋
測驗、或諮商晤談)

透過電話、mail 或視訊方
式關懷

對需高關懷之學生另外
安排個別、團體輔導

返校後持續關心輔導
會談結束，均將個案資料
歸檔，並填寫個案輔導記
錄

視個案需要繼續輔導

(一般個案)

(必要時)

(特殊個案)

召開個案研討會

結案；將個案資料總結歸檔

(必要時)

追 蹤 與 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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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教育及聯絡支援系
統(包括相關之專業人
員、單位、或家長親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