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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範應變計畫 

 

民國 109 年 2 月 3 日防疫小組會議訂定 

 

壹、緣起：  

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感染引發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又稱「武漢肺

炎」）疫情擴大。本校為維護校園健康與安全，並配合政府防疫單位法令及措施，特訂定「康

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範應變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依據：  

一、 教育部「學校衛生法」。  

二、 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法」。  

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之最新指示 

四、 「教育部因應武漢肺炎疫情無法返校學生彈性修業機制」。 

五、 「各級學校、幼兒園、實驗教育機構及團體、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中心及托育機

構因應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開學前後之防護建議及健康管理措施」。 

六、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武漢肺炎 」因應指引：公眾集會 

七、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武漢 肺炎 」因應指引：大眾運輸 

八、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 

叁、防護措施：  

一、開學前 

(一) 防疫小組組織職掌：由校長擔任召集人，視需要召開因應措施會議，確定主責工作內

容及分工，並提供小組成員名單及通訊方式。 

(二) 防疫小組主責工作內容及分工：小組成員應依工作項目分工，包含整備物資、宣導、

就醫、掌握監控、輔導、環境清潔消毒（分工表如附件一）。 

(三) 各班導師應提醒家長主動關心子女身體健康，如發燒應通知學校以利監測班上學生健

康狀況，並應在家休息避免外出，如出現咳嗽或流鼻水等呼吸道症狀應戴口罩。 

(四) 衛保組應利用簡訊、line 發送防疫通知，提醒家長及學生注意事項。  

(五) 寒假期間如有課業輔導及活動，注意事項比照在校期間之防護措施辦理。 

(六) 學務處應針對升旗、週會等集會活動進行風險評估，任何集會應加強防範衛教溝通及

強化個人衛生防護，並維持現場環境衛生及供應足量的防護用品。 

二、教職員生在校期間  

(一) 衛保組應備妥適量的耳（額）溫槍、口罩、洗手乳（或肥皂）、75％酒精溶液、酒精

成分的乾洗手液、漂白水等消毒劑、檢診手套、清潔手套及防護衣等防護物資。總

務處與衛保組應分責採購相關防疫用物，並將所需經費上簽陳核。防護物資缺乏時，

各單位應協助備妥，以便即時提供教職員生於疫情期間防護裝備需求。 

(二) 衛保組提供各單位、班級一瓶酒精成分乾洗手液，提供有症狀者口罩，有需求再向

衛保組請領。總務處應在校內所有廁所放置洗手乳（或肥皂）。 

(三) 各單位、各班班導師、授課教師應注意教職員或學生是否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

流鼻水等呼吸道症狀，若有上述症狀應立即通知衛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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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務處應利用簡訊、line 發送防疫通知，並加強衛生教育宣導，宣導重點如下：  

1. 落實肥皂勤洗手，若有發燒、咳嗽需戴口罩，並儘快就醫。  

2. 注意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保持個人衛生習慣（如：打噴嚏、咳嗽需掩住口、

鼻，擤鼻涕後要洗手）及妥善處理口鼻分泌物。 

3. 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流通的公共場所，及販售活體動物之市場或當地醫

療院所等高風險公共場所。  

4. 避免接觸活體動物及動物屍體。  

5. 避免食用生肉及生蛋。  

6. 如出現類流感如發燒、頭痛、喉嚨痛、咳嗽等症狀，應戴上口罩就醫。 

(五) 學校各單位、各班應依消毒作業原則（附件二），督導和執行業管之校園環境清潔與

消毒。特別是針對教職員生經常接觸之物品（如門把、桌面、電燈開關、公共區域

等），以稀釋之漂白水進行常態性環境清潔消毒，學務處應查驗各單位、各班針對校

園環境清潔和消毒工作之執行情形。 

(六) 各單位辦公室及教室應維持室內通風，打開室內窗戶、氣窗，使空氣流通，維持通

風設備性能，並經常清洗隔塵網，若為密閉空間，應打開窗戶和使用抽氣扇，盡可

能不使用冷氣空調。  

(七) 如發現疑似病例之教職員生，學生應聯繫導師通知衛保組，教職員應聯繫各一級單

位指派之防疫聯絡人通知衛保組，由衛保組聯繫縣市衛生局協助轉診，並通報校安

中心。如有突發群聚疫情，衛保組應依規定通知當地教育主管機關及會同當地衛生

機關處理，校安中心應至「教育部校園安全通報網」進行校安通報。 

(八) 教職員生如在校期間出現發燒及呼吸道症狀，須戴上口罩並就醫評估，就醫前應安

置於衛保組之單獨病房或宿舍防疫寢，直到離校，並按照下列原則處理。 

1. 日間上課學生：在場學生通知導師，並送至衛保組等待送醫，由導師通知家長

到校或到醫院處理。 

2. 夜間上課學生：由值日教官通知家長、導師、主任教官，安排人員護送就醫。 

3. 若住宿生於夜間如發生急症：由舍監先移至隔離寢並通知家長及值班教官，安

排人員護送就醫，隔日將就醫情況通知導師，並填寫紀錄，值班教官依校安規

定通報。 

4. 護送人員之順序依照「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 

肆、健康管理措施（預防暨追蹤流程如附件三，疫情通報作業流程如附件四） 

一、 開學前，衛保組應依據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最新指示公告需要造冊之具感染風險對象，

並通知各一級單位指派之防疫聯絡人及各班導師，要求全校教職員生於上班（學）日前

填寫「康寧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調查表」，以便衛保組整理具感染風險之「中

港澳入境教職員生管理記錄表」（附件五），掌握需要自主管理健康之教職員生名單。 

二、 學期間，教職員生若出國，須向單位報備（學生則向導師報備），並通知衛保組，以便掌

握教職員生之旅遊情形。 

三、 各類具感染風險對象健康管理措施如下： 

(一)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匡列為確診病例或符合疑似病例通報定義接觸者之學生及教

職員，應居家（或住宿地點）隔離進行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最近接觸日後 14 天），

不可上班、上學（課）及出國，並應避免搭乘航機、船舶等交通運輸工具，以避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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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二)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匡列為居家檢疫之學生及教職員，應居家檢疫進行自主健康

管理 14 天（入境臺灣日後 14 天），留在家中（或住宿地點），不可外出上班、上學

（課）及出國。 

(三)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匡列為在家自主健康管理之學生及教職員，應留在家中（或

住宿地點）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入境臺灣後 14 天）。  

四、 自主健康管理事項 

(一) 需要自主健康管者應連續 14 天進行每日早晚量測一次體溫，並詳實記錄在「自主健

康管理每日體溫紀錄表」（附件六)。各一級單位指派之防疫聯絡人及各班導師負責

提醒和協助彙整「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附件七）。 

(二) 若連續 14 天皆無發燒或（≧38˚C）、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狀，即可結束自主健康管

理，各一級單位指派之防疫聯絡人及各班導師再將 14 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體溫

紀錄表」（附件六)及「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附件七）一起交給衛保組（可交付電

子檔）。 

(三)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若有發燒（≧38˚C）或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狀時，請戴

口罩並就醫。若為確診病例或疑似病例，教職員生應聯繫各一級單位指派之防疫聯

絡人通知衛保組，學生應聯繫各班導師通知衛保組，並繳交已記錄之「自主健康管

理每日體溫紀錄表」（附件六)及「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附件七）給衛保組（可交

付電子檔），以便衛保組與縣市衛生局聯繫（或防疫諮詢服務專線 0800-001922），以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通報作業流程辦理。 

五、 學校出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或疑似病例，處理原則如下： 

(一) 衛保組應依據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的通報定義進行通報，通報對象包含： 

1.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匡列為確診病例。 

2.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匡列為疑似病例。 

(二)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或疑似病例應依醫院指示進行隔離，並依下列原則辦理。 

1. 學生應請醫師開立隔離之診斷證明並聯繫導師，由導師聯繫衛保組，衛保組應配合當

地衛生機關，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通報作業流程辦理，並協助辦理假別與通報

校園安全通報中心。 

2. 教職員應聯繫各一級單位指派之防疫聯絡人通知衛保組，以便通報及提供環境衛生。 

3. 確診病例或疑似病例應經醫院告知解除隔離且可以出上班、上學（課），才能返校。 

(三) 與確診病例或疑似病例一起上課之同班同學與老師、共同參加社團或其他活動之同學

與老師均應列為病例接觸者，以接觸者之健康管理措施辦理，居家隔離至確診病例或

疑似病例最近接觸日後 14 天。 

(四) 學校出現確診病例或疑似病例時，各單位應暫停各項大型活動，如班際活動、社團活

動、運動會等，並取消以跑班方式授課。  

(五) 就醫隔離或居家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學務處生輔組（負責學生）、人事室（負責教職

員）應協助請假，教務處應建立因防疫無法返校學生彈性修業機制，如停課、補課、

復課措施等。 

(六) 為了維護確診學生及教職員隱私，各單位應採個別聯繫和追蹤。 

(七) 為維護校園健康與安全，教職員生應配合政府防疫單位和教育部法令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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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教職員生差勤（出缺勤）管理、補休核給

因應措施依據教育部規定辦理。 

七、 防疫期間，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學，凡有發燒、咳嗽、流鼻水任一症狀之教職員生應

告知本校防疫人員並在家休息，經衛保組判定，聯繫生輔組或人事室協助辦理公假五天。 

伍、註冊、停課、選課、補課及補考措施 

一、註冊：學生得以 E-Mail、傳真等方式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延後註冊及檢具相關證明 

          補辦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理相關作業。 

二、停課標準： 

   (一) 自大陸返臺或在臺灣內部與確診者有接觸之學生，依規定請假，居家隔離 14 天；       

確診者，依規定請假或休學。 

   (二) 自大陸返臺或在臺灣內部與確診者接觸過之老師，依規定請假，居家隔離 14 天；       

請假期間由各該開課單位負責安排代課教師授課。 

   (三) 開學後確診者，其所修課程停課，師生居家隔離 14 天。 

三、選課彈性：加退選採線上作業，如遇特殊狀況需採人工加選且正值隔離期間者，經就讀

系科上呈專簽，協助其進行加退選程序。 

四、補課措施： 

(一) 每一學分仍須符合全學期授課滿 18 小時之規定，停課期間未完成之課程進度，教師

可採用錄播影片、製作教材，透過 E-Learning 網路教學方式並利用本校 MOODLE 平

台進行補課相關事宜，以維護請假學生之受教權。 

(二) 各科系在外實習期間，因確診或隔離而需停止實習時，相關配套措施由各科系另訂

之。 

五、補考措施：學生隔離期間若遇平時測驗、期中考、期末考或課堂報告等教學活動，              

由授課教師自行安排補考或線上同步測驗等彈性措施。 

陸、本計畫依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防疫建議，建立防疫小組責任分工表如附件一，

消毒作業原則如附件二，預防暨追蹤流程如附件三，疫情通報作業流程如附件四，中港澳

入境教職員生管理記錄表如附件五，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體溫紀錄表如附件六，自主健康管

理彙整表如附件七。 

柒、本計畫依疫情需要及政府部門通報隨時以行政命令調整及增補，以完善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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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責任分工表 

單位 工作內容 聯繫窗口 聯絡方式 

校長 防疫小組召集人，督導、指揮、綜理因應事宜
及緊急應變策略。 

劉怡伶秘書 02-26321181#104 

llin@ukn.edu.tw 

副校長 防疫小組副召集人，協助校長督導校內防疫事
宜 

台北校區：李
惠玲副校長 

02-26321181#101 

lee66@ukn.edu.tw 

協助校長督導國際及兩岸交流衍生之防疫事
宜 

鈕方頣副校長
/國際長 

02-26321181#188 

fy.nyeu@ukn.edu.tw 

主任秘
書 

防疫小組執行秘書，防疫相關事項新聞發布與
發言人。 

閻亢宗主任秘
書 

02-26321181#102 

eugene@ukn.edu.tw 

台南校
區主任 

防疫小組副執行秘書，統籌台南校區防疫事
宜。 

陳清溪主任 06-2552500# 50100 

chinhsi50@ukn.edu.tw 

教務處 1. 制定及實施因防疫無法返校學生的彈性修
業機制。 

2. 擬定註冊、停課、選課、補課及補考措施。 

台北校區：林
貞均課務組長 

02-26321181#332 

genielin@mail.ukn.edu.

tw 

學務處 1. 協助督導執行疫情因應事宜。 

2. 協助成立防疫小組統籌相關防疫事項。 

3. 針對升旗、週會等集會活動進行風險評估
及防範措施。 

4. 協助查驗學校各單位針對業管之校園環境
清潔消毒工作之執行。 

閻亢宗學務長 02-26321181#400 

eugene@ukn.edu.tw 

總務室 1. 校園環境之消毒及放置適當之洗手設備。 

2. 協助採購相關防疫物品。 

台北校區：曹
德慧總務長 

02-26321181#500 

 

台南校區：蔡
軍慧副總務長 

06-2552500#53120 

校安暨

軍訓室 

1. 如發生確診病例，協助通報教育部校安中

心。 

2. 維護住宿公共衛生安全，若住宿生出現疑
似症狀，協助隔離及就醫。   

校安中心: 

王春良教官 

02-26321181#463 

webber@ukn.edu.tw 

北校區宿舍:

李姿嫺教官 

02-26321181#461 

bearbear2452@ukn.edu

.tw 

南校區宿舍: 

黃至斌教官 

06-2552500#52140 

學務處 

衛保組 

1. 研議防疫措施，協調各單位配合執行。  

2. 防疫資訊、防疫宣導及防疫相關諮詢。 

3. 購置耳（額）溫槍、口罩、肥皂、75％酒
精溶液、酒精成分的乾洗手液、漂白水等
消毒劑、檢診手套、清潔手套及防護衣等

防護物資。 

4. 協助感染或疑似病例之教職員工生健康照
護、追蹤及就醫事宜。  

5. 如有群聚感染，配合衛生主管機關進行防
治措施。 

6. 利用簡訊、line 發送防疫訊息。 

台北校區：林
宛萱副組長 

02-26321181#431、430 

(附件五、六收集信箱：

aa0920706134@ukn.edu.t

w) 

台南校區：吳
佩芳組長 

06-2552500#52210、
52230 

(附件五、六收集信箱：

yunyun2000@ukn.edu.tw) 

學務處
學輔中
心 

加強心理輔導，減少教職員生與家長恐慌心
理，並適切輔導受隔離及因疫情管制無法上課
或上班之教職員生。 

台北校區：蓋
欣玉主任 

02-26321181#440 

台南校區： 

林祿存組員 

06-2552500#5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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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作內容 聯繫窗口 聯絡方式 

學務處

課外組 

綜合督導評估大型活動之停辦及因應措施。 台北校區：郭

東崑組長 

02-26321181#410 

台南校區： 

吳惠琴副組長 

06-2552500#52410 

學務處
生輔組 

1. 協助確診學生辦理請假事宜。 

2. 掌握確診學生請假狀況。 

台北校區：郭
東崑組長 

02-26321181#410 

台南校區：葉
三銘副組長 

06-2552500#52110 

人事室 1. 先行律訂各單同仁代理名冊。 

2. 協助確診教職員辦理請假事宜。 

3. 掌握確診教職員請假狀況。 

台北校區：鍾
佩晃主任 

02-26321181#130 

台南校區：王
涵音辦事員 

06-2552500#56130 

會計室 1. 協助防疫相關經費之核銷。 賴春月主任 02-26321181#120 

各教
學、行
政單位 

1. 協助防疫宣導。  

2. 協助教職員生填寫「康寧大學因應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調查表」。 

3. 協助及督導自主健康管理者填寫連續 14 天
的「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體溫紀錄表」（附件

六）、「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附件七），
並協助彙整和繳交給衛保組。 

4. 掌握教職員生之健康狀況，若教職員生有
發燒（≧38˚C）或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
道症狀，立即轉知衛保組。 

5. 掌握教職員生至境外地區交流或至醫院實
習名單。 

6. 針對業管之教室或校園環境進行清潔消毒
和督導。 

7. 備妥各單位之防疫用物。 

教職員：各一
級單位指派之
防疫聯絡人； 

學生：各班導
師 

防疫小組 line 群組、導
師 line 群組 

國際暨
兩岸事
務處 

督導規劃國際交流活動之停辦及因應措施。 台北校區： 

鈕方頤副校長
/國際長 

02-26321181#105 

fy.nyeu@ukn.edu.tw 

台南校區： 

李惠瀅副國際
長 

06-2552500#54300 

hylee@ukn.edu.tw 

資圖中
心 

協助建立管理系統，以便調查疫情、紀錄與查
詢自主健康管理者之各項紀錄及統計報表。 

陳宗騰主任 02-26321181#370 

警衛室 協助測量訪客體溫，協助提供訪客防疫資訊。 台北校區 02-26321181#150 

台南校區 06-2552500#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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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消毒作業原則 

一、 消毒步驟及方法  

(一) 戴上個人防護具，如口罩、手套。  

(二) 開啟門窗，保持消毒空間空氣流通 (消毒時空調設備保持關閉狀態)。  

(三) 清潔作業：  

1. 先完成教室等公共空間消消毒，再進行個人房間消毒。  

2. 進行現場消毒工作前，應先將需消毒之表面及地面上之垃圾清除乾淨，並以清

潔劑或肥皂和清水移除髒污與有機物質，再使用濕抹布及合適的消毒劑執行有

效的環境清消。但是，當有小範圍（＜10ml）的血液或有機物質時，應先以低

濃度（500ppm）的漂白水覆蓋在其表面進行去污作用，若血液或有機物質的範

圍大於 10ml 以上，則需以高濃度以上，則需以高濃度（5,000ppm）的漂白水

進行去污，再以清潔劑或肥皂和清水移除髒污與有機物質，並接續使用濕抹布

及合適移除髒污與有機物質執行有效環境消毒。  

3. 消毒時，室內之空調設備(冷氣機)之過濾設施，如出風口、過濾器或濾網應拆

卸或更換，拆卸時避免動作過大造成振盪或灰塵飛散。  

4. 室內之消毒作業(含地面及牆壁)，應由內而外，由上而下擦拭消毒，室內所有

表面完成消毒後，分別以濕抹布、拖把用清水將表面、地面清洗乾淨。  

(四) 清潔用具於使用後應消毒；清潔用具如抹布、拖把要經常清潔更換。  

二、 消毒重點  

(一) 空調系統(冷氣機)：出風口、過濾器及濾網。  

(二) 室內地面、牆壁：包括房間、走廊及出入動線之地面、牆壁 (2 公尺以下)。  

(三) 器物表面：監測期間可能接觸之任何表面，如門窗、門把、桌面、電話、沙發

椅、床沿、垃圾桶蓋、電燈開關等地點。  

(四) 浴廁的所有表面：如水龍頭、洗臉盆、馬桶蓋、蓮蓬頭握把、門把、馬桶沖水

握把及其他附屬設施表面。  

三、 廢棄物處理  

集中監測期間所產生之廢棄物，應該丟棄於適當的容器或袋子，確保不會溢出

或滲漏。  

四、 注意事項  

(一) 漂白水應每日使用前調製，調劑時應戴手套，儘量避免接觸藥劑；攪拌時，用

棍棒勿用手。  

(二) 清洗物品時，將物品置於水面下清洗，避免將物品於水面上沖洗。  

(三) 清潔及消毒時，避免直接觸摸眼睛、口及鼻等部位。  

(四) 漂白水使用注意事項：高濃度漂白水具有腐蝕性，若不小心濺到眼睛需用清水

沖洗十五分鐘，若接觸到皮膚亦需用足量清水沖洗，若有不適，應立即就醫。

漂白水使用後可倒入排水孔中，應避免倒入馬桶內，因為一般的住家均是採用

化糞池，若大量漂白水進入化糞池，會殺死化糞池內原有的菌種，會使化糞池

的功效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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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污染場所、污染物品的消毒方法 

消毒場所  使用消毒劑  使用濃度  消毒方法  

室內地面、牆壁及

經常接觸之任何表

面  

漂白水  

(次氯酸鈉) 
500ppm 

以拖把或抹布擦拭，作用十五分鐘以

上再以濕拖把或抹布擦拭清潔乾淨。 

室外地面、牆壁及

可能接觸之表面  

漂白水  

(次氯酸鈉) 
500ppm 

以噴霧機噴灑，作用三十分鐘以上以

濕拖把或抹布擦拭清潔乾淨。  

分泌物、排泄物  
漂白水  

(次氯酸鈉) 
5,000ppm 

灑佈、浸泡處理，作用兩小時以後再

清理乾淨。  

使用過之馬桶  
漂白水  

(次氯酸鈉) 
5,000ppm 

馬桶倒入一瓶蓋漂白水(約 20cc)，靜

置三十分鐘後沖掉。  

使用後之衣服、被

單、毛巾  

漂白水  

(次氯酸鈉) 
500ppm 

浸泡三十分鐘以上，取出後再浸泡在

肥皂水中，稍經浸泡後依一般洗滌程

序清洗並晾乾。必要時應丟棄，依感

染性廢棄物處理。  

空調設備 (冷氣機 )

之過濾設施  

漂白水  

(次氯酸鈉) 
500ppm 

拆卸清洗後要回收再用之設備，應以

500ppm(1:100 稀釋)漂白水浸泡 15 分

鐘以上，取出置於清水中，以抹布或

海綿清洗、晾乾後，重新裝置。  

電腦主機、螢幕  
漂白水  

(次氯酸鈉) 
500ppm 

用漂白水以抹布擦拭表面，三十分鐘

後再以乾淨抹布清潔之。  

廚具、餐具、食具  

熱水  100℃以上  煮沸三十分鐘以上。  

漂白水  

(次氯酸鈉) 
500ppm 

浸泡三十分鐘(待發揮殺菌作用)，然

後用清水沖洗乾淨，待自然風乾後可

備用。  

鍵盤、滑鼠  酒精  60-80% 
則以沾有酒精之抹布擦拭，靜置待其

揮發後即可。  

註：有電源之設備於消毒前應確認已關閉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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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預防暨追蹤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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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通報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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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中港澳入境教職員生管理記錄表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中港澳入境教職員生管理記錄表 

   填報日期：  

序號 

 

姓名 類別  

1.學生 

2.教師  

3.職員工 

性 別 

1. 男 

2. 女 

手機號碼 入境臺灣

時間 

管理措施 備註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1 王大明 1 1 0930000000 109.1.25 109.1.25 109.2.7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學校主管：  

填報人員：                    職稱：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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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體溫紀錄表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體溫紀錄表(教職員) 

□台北校區  □台南校區              

姓名： 

        單位(科/系/處)： 

        教職員編號： 

 

 

 

       宿舍管理教官：  聯絡電話： 

       衛保組護理人員：  聯絡電話： 

註：1. 「非住宿教職員」之表單，不需經宿舍管理教官蓋章 

 2. 各一級單位之防疫聯絡人是各單位教職員的防疫人員，協助事項如下：  

(1) 各一級單位之防疫聯絡人應提醒和協助需要自主健康管理教職員填寫和繳交連續 14 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量測體

溫紀錄表』、『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並協助彙整。 

(2)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若無發燒或咳嗽等症狀，即可結束自主健康管理，各一級單位之防疫聯絡人再將 14 天的『自主健

康管理每日量測體溫紀錄表』和『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一起給衛保組。 

(3)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若有發燒或咳嗽等症狀，請教職員立即就醫和聯繫各一級單位之防疫聯絡人。由各一級單位之防疫

聯絡人通知衛保組，並搜尋網頁( http://sa.ukn.edu.tw/files/11-1009-968.php )，請教職員線上填寫衛保組提供之『康寧

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職員/學生傳染性疾病通報申請表』， 並 email 交回之前記錄之『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量測體溫

紀錄表』、『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給衛保組。 

(4) 交回『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量測體溫紀錄表』、『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請寄：台北校區 aa0920706134@ukn.edu.tw；台

南校區 yunyun2000@ukn.edu.tw 

(5) 上班日仍需自主健康管理者，衛保組應藉由線上「疫情調查表」判定是否符合公假條件，並通知人事室組協助辦理公

假。 

(6) 為了維持校園健康和安全，凡是上班日有發燒或咳嗽等症狀，請立即就醫，教職員應將就醫證明交給各一級單位之防

疫聯絡人，由各一級單位之防疫聯絡人轉交衛保組，以便判定是否符合公假條件，並通知生輔組協助辦理公假。 

(7)  若有本校防疫相關問題，台北校區者請撥打 02-26321181 分機 430；台南校區者請撥打 06-2552500 轉 52230 

  

天數 日期 上午體溫  

(℃) 

下午體溫  

(℃) 

症狀註記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是否出現類流感症狀(以代號呈現,可複選) 

代號說明 0:無症狀;1:發燒(≥ 38˚C);2:咳嗽;3.鼻水鼻塞;4.四肢

無力;5.全身倦怠 

寢室號碼
(非住宿教職員

可填 000) 

第 1 天 月   日     

第 2 天 月   日     

第 3 天 月   日     

第 4 天 月   日     

第 5 天 月   日     

第 6 天 月   日     

第 7 天 月   日     

第 8 天 月   日     

第 9 天 月   日     

第 10 天 月   日     

第 11 天 月   日     

第 12 天 月   日     

第 13 天 月   日     

第 14 天 月   日     



13 

 

附件六、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量測體溫紀錄表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量測體溫紀錄表 (學生) 
        □台北校區□台南校區              

        姓名： 

        科(系)： 

        學號： 

班級： 

 

     宿舍管理教官：  聯絡電話： 

     衛保組護理人員：  聯絡電話： 

註：1.「非住宿學生」之表單，不需經宿舍管理教官蓋章 

 2.各班導師是負責學生的防疫人員，協助事項如下：  

(1) 各班導師應提醒和協助需要自主健康管理學生填寫和繳交連續 14 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量測體溫紀錄表』、

『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並協助彙整。 

(2)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若無發燒或咳嗽等症狀，即可結束自主健康管理，各班導師再將 14 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每日量測體溫紀錄表』和『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一起交給衛保組。 

(3)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若有發燒或咳嗽等症狀，請立即就醫和聯繫各班導師。由導師通知衛保組，並搜尋網頁

( http://sa.ukn.edu.tw/files/11-1009-968.php )，請學生線上填寫衛保組提供之『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職

員/學生傳染性疾病通報申請表』， 並 email 交回之前記錄之『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量測體溫紀錄表』、『自主健

康管理彙整表』給衛保組。 

(4) 交回『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量測體溫紀錄表』、『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請寄：台北校區 aa0920706134@ukn.edu.tw；

台南校區 yunyun2000@ukn.edu.tw 

(5) 開學後仍需自主健康管理者，衛保組應藉由線上「疫情調查表」判定是否符合公假條件，並通知生輔組協助

辦理公假。 

(6) 為了維持校園健康和安全，凡是上學日有發燒或咳嗽等症狀，請立即就醫，學生應將就醫證明交給導師，由

導師轉交衛保組，以便判定是否符合公假條件，並通知生輔組協助辦理公假。 

(7) 若有本校防疫問題，台北校區者請撥打 02-26321181 分機 430；台南校區者請撥打 06-2552500 轉 5223

天數 日期 上午體溫  

(℃) 

下午體溫  

(℃) 

症狀註記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是否出現類流感症狀(以代號呈現,可複選) 

代號說明 0:無症狀;1:發燒(≥ 38˚C);2:咳嗽;3.鼻水鼻塞;4.四肢

無力;5.全身倦怠 

寢室號碼
(非住宿生可填

000) 

第 1 天 月   日     

第 2 天 月   日     

第 3 天 月   日     

第 4 天 月   日     

第 5 天 月   日     

第 6 天 月   日     

第 7 天 月   日     

第 8 天 月   日     

第 9 天 月   日     

第 10 天 月   日     

第 11 天 月   日     

第 12 天 月   日     

第 13 天 月   日     

第 14 天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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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教職員) 
□台北校區□台南校區 

單位(科/系/處/室)：                      

教職員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居住地址 

管理 

日期起訖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是否出現類流感症狀(以代號呈現,可複選) 

代號說明0:無症狀;1:發燒(≥ 38˚C);2:咳嗽;3.鼻水鼻塞;4.四肢無

力;5.全身倦怠 

寢室號碼 

(非住校教職員

填 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王大明 男 88/12/09 0912345678 高雄市鳳山區光明路 46 之 0 號 
109/01/01 

-10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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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自主健康管理彙整表(學生) 
□台北校區□台南校區 

科(系)：                     班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居住地址 

管理 

日期起訖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是否出現類流感症狀(以代號呈現,可複選) 

代號說明 0:無症狀;1:發燒(≥ 38˚C);2:咳嗽;3.鼻水鼻塞;4.四肢無

力;5.全身倦怠 

寢室號碼 

(非住宿生填

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王大明 男 88/12/09 0912345678 高雄市鳳山區光明路 46 之 0 號 
109/01/01 

-109/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