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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中以下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措施問答集 

111 年 8 月 18 日修正 

111 年 9 月 2 日修正 

序號 問題 回答 

 1. 開學後是否仍須每

日進行體溫量測工

作? 口罩規範為

何？ 

一、 請各校提醒家長每日於孩子上學前

為孩子先量測體溫，如出現發燒或

呼吸道症狀者，應請假在家休息並

盡速就醫；各校每日應於師生入校

（園）時為其進行體溫量測。 

二、 除用餐、飲水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開放得免戴口罩之例外情形

外，應全程佩戴口罩。 

 2. 用餐時間，需要使

用隔板嗎? 

為避免校園衍生疫情群聚，用餐時應使

用隔板入座；不得併桌共餐，用餐期間

禁止交談，用餐完畢落實桌面清潔及消

毒。 

 3. 開學後的校園環境

清消頻率為何？ 

各校應每日定期針對教室、各學習場域

及相關盥洗等常用空間進行衛生清潔及

消毒，並視使用情形增加清潔消毒頻

率，其重點包含校(園)內廁所、洗手

檯、電梯、樓梯扶手、遊戲器材、休憩

座椅等，並加強經常接觸之門把、桌

(椅)面、電燈開關、電腦鍵盤…等教學

設備消毒工作，並落實教室及各學習場

域定期清潔消毒注意事項。 

 4. 開學後能否辦理集

會活動? 

一、 學校經評估有辦理集會活動(含課

程、活動、家長會、親師會及訓

練)之必要性，應掌握參加人員、

體溫量測、全程配戴口罩、手部衛

生及環境清潔消毒，並保持社交距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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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

「『covid-19』因應指引：公眾集

會」及衛生福利部公告修正之「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

措施裁罰規定」辦理。 

 5. 家長、來賓及訪客

能否進入校園? 

一、 國小以上學校部分，家長、來賓及

訪客經學校認定有入校(園)必要

者，入校時應量測體溫、手部消毒

及全程佩戴口罩。 

二、 幼兒園部分，考量本市已於 111年

7月 22日起開放 6個月以上至未滿

5歲之嬰幼兒疫苗接種，並衡量現

階段疫情發展及家長需求，請自行

評估已接種疫苗 3劑之家長入園參

與活動之必要性，但為避免過多人

潮群聚，以幼生家長一人入園為

限，並請落實前述第一點防疫措

施。 

 6. 當學生或教師經診

斷「確診」或「快

篩陽性」，學校如何

處理？ 

 

9月11日(含)前依現行規定調整授課方

式者，依學校原訂辦理；9月12日起發

生之個案即適用新制如下: 

1. 確診或快篩陽性：7天居家照護，期

滿無症狀可入校上課。 

2.確診者（及快篩陽性個案）的同

班同學及教師(含導師及科任老

師)，學校提供1劑快篩試劑，快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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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性無症狀可上課，如有症狀應儘

速就醫。 
  

3.與確診者（及快篩陽性個案）摘下

口罩共同活動15分鐘以上（如社團活

動），學校提供1劑快篩試劑，快篩

陰性無症狀可上課，如有症狀應儘速

就醫。 

4.住宿學生同寢室室友比照「同住

親友」，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規定進行居家隔離或自主防疫，

自主防疫期間不到校。 
  

5.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如為確診或

快篩陽性個案，亦應啟動上述防疫措

施。 

 

 7. 若班級週一出現確

診者，週二又有確

診者，學校是否要

發兩次快篩試劑? 

是，同一班級不同天出現確診者仍應依規

定發放。因此，在此情況下，請學校週一

發給同班同學及教師 1 人 1 劑快篩試

劑；週二也應再發給同班同學及教師 1 

人 1 劑快篩試劑。 

 8. 實行新制度後，班

上出現確診或快篩

陽性個案，該班級

其他 人員的快篩時

依指揮中心建議，班上同學確診或快篩

陽性，如有疑似症狀可篩檢，如無症狀

則以快篩陽性當日為第 0 天，其他同學

及教師(含科任老師)在第 2天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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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9. 續上題，若上述教

職員工生於 3個月

內已確診，還需要

配合快篩？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已確診康

復者 3 個月內免篩檢， 3 個月後回復原

篩檢頻率。 

【 確定病例符合解除隔離條件，且距發

病日或採檢陽性日 無症狀者適用)15 天

含以上至 3個月內者，得免除篩檢 】 

 10. 續上題，上述教職

員工生返校前的快

篩結果，是否需先

行提供學校檢視？ 

快篩屬自主健康監測之防疫措施採不強

迫、不檢查為原則，教職員工生快篩陰性

無症狀可上課，快篩陽性或有症狀應儘速

就醫。 

 11. 未打滿第三劑教職

員是否仍需持續每

週進行快篩? 

本局已於 111 年 4 月 29 日中市教體字第

1110033508號函知各校。 

有關學校教職員工未接種滿第三劑者仍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維持每週

快篩，有醫師證明不適合接種疫苗者，由

學校提供公費快篩試劑。 

 12. 教師如被匡列為居

家隔離者，學生在

校上課，課務處理

方式? 

依本局 111 年 5 月 10 日中市教高字第

1110036880號函，說明二略以：學校視校

內人力狀況，依序以調課、課務排代及遠

距教學方式處理教師所遺課務，倘學校以

遠距教學處理課務時，需排定教師擔任數

位遠距教學科目之合作教師，協助班級經

營、秩序維護、課程輔助、設備或系統操

作，以維持有效教學。 

13. 教師居家隔離期

間，無法進行線上

教學，假別為何? 

依本局 111 年 5 月 10 日中市教高字

第 1110036880 號函暨 111 年 6月 10日

中市教高字第 1110048160 號函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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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 天居家隔離期間：可請「防疫隔

離假」，予以支薪，課務由學校協助排

代。同時也請該名教師密切留意自身身

體狀況，視需要進行快篩。 

二、4 天自主防疫期間：可請「自主防

疫假」，予以支薪，課務由學校協助排

代。同時也請該名教師密切留意自身身

體狀況，視需要進行快篩。 

14. 若有導師被隔離

時，無法履行導師

職務者，如何處理? 

依本局 111 年 5 月 10 日中市教高字第

1110036880號函，說明五略以：學校若有

導師被隔離時，無法履行導師職務者，應

安排合宜人員代理職務，並依「公立中小

學教師給假期間或停聘之職務加給支給

基準」支給報酬。 

15. 防疫期間成績評量

應注意事項? 

一、 成績評量方式，請採從寬認定原

則，以彈性、多元方式進行學生學

業成績評量；於同一年級、同一科

目之所有學生，應具有一致性。 

二、 原規劃之評量方式(例如紙筆測

驗)，因疫情而有實施困難時，應

依既有校內行政程序，召開相關會

議(例如各學科「教學研究會」或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

審酌調整定期評量之次數或改採其

他多元評量方式，並得視需要調整

學期成績計算方式之日常及各次定

期評量占分比率。 

16. 學生因疫情無法參 若學生因本人或同住家人確診，致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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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定期評量處理方

式? 

參加實體定期評量，應比照全國性考試

建立補考機制，並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 111年 5月 1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10061747號函規定，其成績以實得分

數計算，不得因故給予差別分數；其餘

因故無法到校參加考試者，則依各校既

有規定辦理。 

17. 各級學校校園是否

已開放進入，並提供

場地租借使用? 

考量疫情逐漸紓緩，為提供民眾休閒運

動空間，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室

內外場域自 111年 8月 1日起，依各校

原訂時間，全面恢復開放使用，請學校

依規落實防疫管制及定期清消；另提供

場地租借部分，請學校要求借用單位務

必作好相關防疫配套措施，並於活動後

辦理消毒作業，以維護師生健康安全。 

18. 111 學年度開學在

即，因應疫情發展現

況，本市學校辦理戶

外教育規範為何? 

本市自 111年 7月 1日起開放國高中跨

縣市移動辦理戶外教育，參與人員需完

成接種 3劑疫苗或出具 2日內快篩陰性

證明；現考量疫情發展現況，自 111年 8

月 1日起，開放國小跨縣市移動辦理戶

外教育，參與學生需完成接種 2劑疫苗

或出具 2日內快篩陰性證明，隨行人員

需完成接種 3劑疫苗或出具 2日內快篩

陰性證明。 

19. 111 學年度即將開

學，日前因應疫情停

課至暑假，停課期間

學校辦理線上教學，

學校於開學後該如

何了解學生線上學

習成效？ 

一、 停課期間採線上教學，家長會擔心

學習成效有落差跟不上新的進度，

為評估停課期間線上學習成效，教

育局制定「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學生線上學習成效評估及學習輔

導措施因應指引」，引導學校針對

停課期間學生線上學習之成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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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評估診斷，提供適性、多元的學

習輔導規劃，指引內容如下： 

(一) 復課前：召開相關會議，研擬線上

學習成效評估與學習輔導方案；整

備相關軟硬體設備及資源（如線上

學習平台），提供師生彈性運用。 

(二) 復課兩週內：進行學習成效評估，

診斷學習落差問題與規劃學習輔導

策略。 

(三) 學期間：規劃多元學習輔導方案、

善用科技化評量系統了解學習狀

況，並依計畫期限積極辦理學習扶

助開班。 

(四) 復課後 1個月內進行自評，定期檢

核執行成效及修正相關輔導策略。 

二、 為增進本市師生線上教學能力，本

局特訂定定期進行線上教學實施計

畫，請各校仍應定期實施全校性線

上教學，以使師生熟稔線上學習。 

三、 為了解學校執行成效，本局亦不定

期訪視，以瞭解停課期間學生線上

學習成效及後續輔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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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1年暑假活動防疫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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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11年戶外教育開放國小跨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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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臺中市學生線上學習成效評估及學習輔導因應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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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學校工作人員健康管理之接種 COVID-19疫苗規範，請積極鼓勵

相關人員儘速完整接種 3劑 COVID-19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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