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北市私立聖心小學因應中國大陸新型冠狀病毒肺炎疫情防治小組實施計畫
109.01.30

壹、依據：
(一)學校衛生法第十三條、學校衛生法施行細則第九條第一款、傳染病防治法第十條。
貳、目的：
(一)依據防疫政策，成立緊急應變中心，研訂防疫策略，落實防疫措施。
(二)為防範傳染性疾病在校園中發生，避免造成群聚感染事件，遏止學校傳染病蔓延，維護全校
師生健康。
(三)避免傳染性疾病在校園與社區中傳染及蔓延。
(四)掌握校內疫情狀況，加強各處組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聯繫協調，即時傳遞通報處理，做好
防疫及監控措施，掌控疫情防疫應變。
參、防疫措施：
(一)開學前
1.學校成立校園衛生防疫小組，並由校長擔任防疫小組召集人，並召開因應措施會議。
2.家長主動關心子女身體健康，如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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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口罩。
3.學校利用簡訊、line 預先發送防疫通知，提醒家長及學生注意事項。
4.寒假期間學生活動之進行，相關注意事項比照下列學生在校期間之防護措施辦理。
(二)學生在校期間
1.學校備妥適量的耳（額）溫槍、洗手液或肥皂及口罩以備不時之需。
2.主動關心學生健康狀況：學校班導師或授課教師注意學生是否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流
鼻水等呼吸道症狀。
3.強化衛生教育宣導：加強勤洗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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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及儘量避免出入人潮擁擠、
空氣不流通的公共場所等衛生教育宣導，並落實執行。
4.常態性環境及清潔消毒：學校教職員工定期針對學生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
電燈開關、或其他公共區域)進行清潔消毒，可用1：100（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進行擦拭。
5.區隔生病之學生及教職員工：學生或教職員工如在校期間出現發燒及呼吸道症狀，須戴上
口罩，並安置於單獨空間，直到離校。
6.維持教室內通風：打開教室窗戶、氣窗，使空氣流通，維持通風設備的良好性能，並經常
清洗隔塵網，若環境為密閉空間，以開窗或使用抽氣扇，非必要不使用冷氣空調。
7.加強通報作業：發現疑似感染新型冠狀病毒學生，即通報當地衛生局或撥打1922協助
轉診，另如有其他突發群聚疫情，依規定通知新北市教育並會同八里區衛生機關處理，同步
至「教育部校園安全通報網」進行校安通報。

肆、健康管理之措施：
(一)確實遵循衛生單位匡列為確診病例接觸者之學生及教職員工則需進行居家隔離14天，留在家中
（或住宿地點）不可外出上班、上學（課）及出國規定。
(二)中港澳入境的學生及教職員工，109年1月30日開始依新的防疫措施處理，倘有入境或過境(至
機場停留未入境)「中、港、澳」者，皆在家自主管理14日不到校（園）。如有發燒或呼吸道
症狀，均要求主動與學校、縣市衛生局聯繫或撥打1922。
伍、學校出現確診個案
(一)學校如出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病例，則與確診病例一起上課之同班同學老師、共同參加
社團〈及安親班〉或其他活動之同學老師均應列為確診病例接觸者，並由衛生單位開立接觸者
居家隔離通知書，隔離至與確診病例最近接觸日後14天。
(二)當學校出現確診病例時，即暫停各項大型活動，如朝會、運動會、成果發表會等，並取消以跑
班方式授課。
陸、防治小組成員：
編組職別

主責

工作內容
1.統籌指揮緊急應變行動，成立緊急應變小組統籌相關防疫事項。
2.宣布與解除警戒狀態。

召集人

校長

3.督導、綜理校園傳染病防治各項事宜。
4.依教育部規定辦理各項停課、決議事項。
5.召開會議及對外發言。
1.指揮現場緊急應變行動。

執行秘書

學務主任

2.擬定傳染病防治計劃並推動實施。
3.督導執行校園新流感疫情全盤因應事宜。
4.對外公佈相關訊息。
1.傳染病防治計劃之各項工作執行。
2.協調各項執行及達成預期指標或進度。
4.協助疫情調查及分析。

衛生組

體衛組長

3.配合衛生單位的防疫措施，加強校內各項環境感染控制之防疫作為。
4.執行校園傳染病防治宣導及防疫工作，掌握校園與校車防疫。
5.師生每日測量體溫登記統整。
6.臨時管制中心現場管理及隔離。
1.協助傳染病防治宣導：利用教師晨會、學生朝會做防治宣導；張貼

生輔組

生輔組長

海報宣導。
2.協助宣導，並列入每週導護重點工作。

編組職別

主責

工作內容
1.實施緊急醫療及校安中心新流感確診病例之通報
2.校園內疑似個案之處理、追蹤及掌控。
3.對學生之聯絡及病假學生人數之清查，掌握全校學生健康狀況。

照護組

護理師

4.填寫學生照護或轉介記錄。
5.提供疫情相關醫療服務與諮詢，協助感染或疑似教職員工生就醫事項。
6.協助傳染病防治宣導及防疫工作。
7.配合衛生單位進行感染源之調查與隔離檢疫，在保護個人隱私之前提
下，主動了解病患之病情，給予被隔離者後續安排之建議。
1.配合衛生單位的防疫措施，進行校園與校車消毒防疫。

總務組

總務主任

2.藥品各樣防疫物資等採購事宜。
3.督導外包廠商、或於學校執行庶務之工程人員之防疫與健康管理。
4.校外人士之症狀監測、記錄及管控事宜。
1.依行政院衛生署疾管局流行疫情分級及配合教育局規定之停課
標準，完成學校停課（復）、補課規劃。

教學組

教務主任

2.聯繫導師及任課老師之相關防疫宣導事項。
3.鼓勵教師進行相關教學活動。
4.校網建置防疫專區。
1.教職員工生的情緒安撫及患病學生進行心理輔導與協助。

輔導組

宗輔教師 2.返校後進行與心理的輔導。
3.協助壓力調適。
1 學生旅遊史之調查
2.落實學生衛生習慣要求及班級衛生消毒清潔工作，每日於8：10前完成

教師

各班導師

學生測量體溫與紀錄。
3.觀察學生身體狀況如有身體不適，通報健康中心。
4.居家隔離者之電話關懷及輔導。
5.通報及掌控請假人數及名冊。
1.確定本校教職員工疑似病例及確診病例之請假規定。

法令諮詢及
人力規劃組

人事

2.教職員工出缺勤請病假通報及管理。
3.建立全校緊急連絡系統。
4.協助督導全校教職員工每日測量體溫之情形。

經費規劃組
家委會

會計

1.本校疫情防疫經費之稽核事宜。

家委會長 防疫有關之社會資源提供、人力及備品經費支援協助

註：1.中港澳入境的公立學校教師無症狀但有「湖北省」旅遊史，依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管理機制
實施 14 日健康關懷(居家檢疫)，期間，核給公假。
2.其他中港澳入境的公立學校教師無症狀者，依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管理機制在家休息14日實
施自我健康觀察，期間，得以病假登記，且不列入年度病假日數計算，並不列入年度成績考核。

柒、因應新型冠狀病毒之措施：
(一)於109年1月30日召開本校防疫小組會議，決議以下事項：
1.擬定「新北市私立聖心小學因應中國新型冠狀病毒肺炎疫情防治小組實施計畫」，整合防疫
小組成員與工作內容。
2.盤點並採購防疫相關備品。
3.寒假營隊如常，向親師生公告「聖心小學寒假防疫措施通知」。
4.開學防疫整備：
(1) 學務處調查全體教職員(家長學生)寒假旅遊史與接觸史(注意保密)。
(2)開學前擬定家長配合事項並公告：
i.學生自主管理配合事項。
ii.幼小學生家長、義工
․接送孩子請於小學正門外等候；幼兒園家長止步於停車場。
․進入校園請配戴口罩，並由女中警衛室量測體溫後進入。
iii.訪客廠商貨運人員來校配戴口罩，並由女中警衛室量測體溫後進入。。
(3)開學兩週內全校師生配戴口罩上班上課，視疫情的發展決議是否延長。
(4)群聚性活動（開學典禮、家長日、游泳課、校外教學、教育交流…）辦理評估預告。
5.109年2月10日教師會議向全體教職員說明防疫措施。
(二)基本防疫措施：
1.全校落實「生病不上學、不上班」原則。
2.如出現疑似肺炎症狀（發燒、咳嗽、有痰），立即戴上口罩並至健康中心再以耳溫槍複檢，
如複檢仍發燒，先將個案帶至多功能教室(學生發燒觀察室)，避免與健康學童交互感染，並
聯繫家長帶回就醫。
3.搭乘公共運輸、坐校車、室內集會、在教室上課時，全校師生需全程配戴口罩。
4.每日落實師生量測體溫、記錄身體症狀；包括雙語部駐校校長及遠見支援同仁。
5.師生每人每日自備口罩，並攜帶口罩至少5個；健康中心與班級教室另備，供臨時需要之用。
6.設置「發燒觀察室」〈多功能教室〉，區隔一般傷病與疑似發燒學生，降低交互感染
可能；學生如出現發燒不適症狀，立即由導師帶至「發燒觀察室」前以耳溫槍複檢，如複檢
仍發燒，病童先即於觀察室休息，健康中心聯繫家長送醫。
7.消毒：
(1)自1/30日起女中警衛室放置額溫槍及酒精噴霧，所有訪客（含進校廠商及來賓訪客）
需在大門進行體溫測量及手部酒精消毒，配戴口罩後始能進入校園，至小學總務處再次
核實測量。
(2)每班發放二氧化氯與酒精，固定進行消毒；科任教室由任課老師指導進行消毒。
i.每天用二氧化氯擦拭環境(包括課桌椅、手把、電燈開關、窗戶開關)。
ii.每天用1cc(漂白水):100cc(水)擦拭地板),間隔15分鐘以清水再擦拭乾淨。
(3)進出健康中心師生須佩戴口罩進出，並用自動感應酒精噴霧消毒雙手。
(4)健康中心、多功能教室(學生發燒觀察室)、會議室，因環境接觸病童數、英文課師生聚
集人數多，學校添購自動酒精霧化器(放入稀釋過的二氧化氯)做環境的全時間消毒，以
保護師生與第一線防疫人員。

8.學務處與健康中心每週進行防疫措施執行督導與防疫物品的使用管理與追補申請。
9.自中國及港澳地區返台的學生教職員工請務必告知學校，並進行在家自主健康管理14天（自
返國日算起）。假期間若有與自中國湖北地區返台之親屬見面者，也請在家進行自主健康
管理14天（自最後一次會面日起）。
(三)全校依作息實施防疫措施(教職員工生早上出門前均做第一次體溫量測與身體異常症狀紀錄)
時間/作息

防疫措施
1.學生進教室務必配戴口罩，進教室後以二氧化氯消毒
雙手及課桌。

導師時間
7：50~8：20

兒童朝會
教師晨會

2.全班進行第二次體溫測量並記錄於「每日測量體溫登
記表」，回報體溫異常名單至學務處體衛組；教職員
於打卡時再次量測登記。
3.朝會改為在教室舉行

8：20~9：50

第一至二節

9：50~10：00

下課時間

10：00~11：30

第三至四節

教室前後的窗戶需左右至少各開一扇窗維持通風。
全班開窗，教室通風10分鐘。
教室前後的窗戶需左右至少各開一扇窗維持通風。
1.導師與學生在各班級教室用餐，非導師之教職員在會議
室用餐，用餐前用肥皂洗手，打飯菜與用餐時不交談。

11：30~12：15

午餐

2.取餐時務必配戴口罩並使用公筷母匙。

打掃

3.全班用餐後進行打掃工作並用二氧化氯進行雙手及
座位消毒。
4.每日至少一次使用稀釋漂白水擦拭消毒室內地板。

12：15~12：45

午休

1.教室前後的窗戶需左右各開一扇窗維持通風。

12：55~14：25

第五至六節

1.教室前後的窗戶需左右各開一扇窗維持通風。

14：25~14：40

下課時間

14：40~16：05

第七至八節

16：05-16：20 展延課程點心時間
16：20-17：45

展延課程

1.全班開窗，教室通風15分鐘。
1.教室前後的窗戶需左右各開一扇窗維持通風。
1.學生在用餐教室用餐，打餐用餐時不交談。
2.用餐後用二氧化氯進行雙手消毒
1.教室前後的窗戶需左右各開一扇窗維持通風。

捌、本計畫及措施將由防疫小組依據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相關之防疫建議，隨時調整並發布
相關防疫措施。

附件一

學校各空間配置之防疫備品
地點

備品
額溫槍 1

幼小班級教室 18+8

二氧化氯〈酒精〉消毒噴罐 1
備用口罩 25 只

各科任教室、行政辦公室、圖書 二氧化氯〈酒精〉消毒噴罐 1
館
額溫槍 3 耳溫槍 2
消毒噴罐 2
健康中心

酒精噴霧化器 1
酒精噴霧洗手器 1
防護衣 2 組
簡易寢具被單被套

多功能教室
(發燒觀察室)

消毒噴罐 2
酒精噴霧化器 1
酒精噴霧洗手器 1
酒精噴霧化器 1

會議室
酒精噴罐 1
額溫槍 1
總務處
自動感應酒精噴霧器 1 酒精噴灌 1
額溫槍 1
園長室
自動感應酒精噴霧器 1 酒精噴灌 1

附件二

具感染風險對象健康管理措施
中港澳入境者

對象

確診病例
接觸者

具湖北省旅遊史
入境者

有發燒或呼吸道症狀

無症狀

管理措施

居家隔離

居家檢疫

健康追蹤

自我健康觀察

負責單位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

地方政府民政局/
里長或里幹事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

旅客自主管理/
民政局監督

1. 衛生機關開立「居家隔離通 1. 機場檢疫人員開立「居家 1. 檢疫人員開立「健康關懷通 航空公司提供「防範新型冠
知書」，居家隔離 14 天。

2. 地方衛生單位防疫人員每日
執行方式

主動追蹤健康情形。

檢疫通知書」，居家檢疫

知書」、「入境健康異常旅 狀病毒肺炎旅客入境健康聲

14天。

客配合衛生措施及健康管 明卡」，主動申報，簽名具
理敬告單」。
結。

2. 里長或里幹事每日撥打電
話追蹤關懷。

2. 地方衛生單位防疫人員進
行健康追蹤14 天。

1. 留在家中（或衛生主管機關 1. 留在家中（或衛生主管機 1. 健康追蹤或自我健康觀察期間應盡量避免外出，如需外出
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
亦不得出境或出國。

關指定範圍內），禁止外
出，亦不得出境或出國。

應全程配戴外科口罩；落實呼吸道衛生及咳嗽禮節；每日
早/晚各量體溫一次。

2. 居家隔離期間如未配合通知 2. 居家檢疫期間如未配合通 2. 如有發燒或呼吸道症狀，均請主動與縣市衛生局聯繫或撥
配合事項

可否上課/班

書相關規範，將依傳染病防
治法進行強制安置。

不可上課/班

知書相關規範，將依傳染
病防治法進行強制安置。

不可上課/班

打1922。

如無任何症狀可照常上課/班，但必須全程配戴口罩。
〈109.1.30.措施調整，待教育局正式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