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疫情警戒標準之防疫因應措施 

警戒等級 二級 準三級 

實施期間 5/12-5/15 5/16-6/8 

教室及教

學 

1. 100 人以上大班授課，應立即改善環境或調整授課

方式，採分班上課或遠距教學等防疫作為。 

2. 維持教室及各學習場域環境通風，並定期消毒。 

3. 上課全程戴口罩、不可飲食、紀錄上課座位表或

拍照，以備疫調使用。 

1. 學校如要啟動停課，應視實際疫調情形，依指揮

中心指示辦理；但如係規劃授課方式調整，包括

停止實體課程調整為線上教學，則由學校督導辦

理，以即時因應疫情處理。 

2. 本校防疫小組決議，5/17-18 為遠距教學緩衝整備

期(師生確認遠距教學實施方式)，5/19-6/8 全面啟

動遠距教學。實作課程若無法採取遠距教學者，

得於復課後再擇期補課。 

3. 學校應維持教室及各學習場域環境通風，並定期

消毒。 

4. 上課全程戴口罩、不可飲食、紀錄上課座位表或

拍照，以備疫調使用。 

5. 體育課(含游泳課)到 6/8 止停課，於恢復實體上課

後再行補課。5 月份游泳會考取消，另暫先保留 6

月份的游泳會考。 

辦公室 
維持社交距離（室內 1.5 公尺），若無法維持則全程

配戴口罩 
教職員工生需全程配戴口罩 

會議室 
維持社交距離（室內 1.5 公尺），若無法維持則全程

配戴口罩 

1. 有校外人士參與之會議： 

(1) 三級警戒區域之校外委員一律利用視訊開會。 

(2) 二級區域需跨縣市移動委員，建議採視訊會

議，無法視訊，會議現場需採梅花座（距離保

持 1.5 公尺以上），並全程戴口罩。用餐亦需

採梅花座。 

2. 上級機關校外人士到校實體審查或訪視： 

室內一律採梅花座（距離保持 1.5 公尺以上），並

全程戴口罩。用餐亦需採梅花座。 

圖書館 
1. 暫停校外人士入館 

2. 閱覽區全區開放。 

1. 圖書館暫停校外人士入館。 

2. 自 5/18 起，3 到 8 樓全區封閉，校內外人士皆不

得進入。 

3. 開放校內學生使用區域： 5/18 起僅提供 1 樓集思

軒、書香町、B1 電腦教室等 3 處自修室供學生研

讀，採梅花座，定時消毒及派員巡視。 

4. 流通服務：自 5/18 起於 1 樓設借還取書得來速櫃

台。 

體育場館 

1. 體育館不對校外人士開放 

2. 體適能中心（含第一與第二健身房）關閉，不開放

個人、校隊以及上課使用。 

3. 網球場屬戶外場域，仍開放校外人士使用   

4. 游泳池僅開放游泳課上課使用，不開放其他人（含

校內教職員工生）使用。 

1. 校隊訓練活動自 5/17 起暫停。 

2. 各項愛運動活動暫停。 

3. 體育館不對校外人士開放；即日起暫停開放個人

使用體育館，5/19 起體育館與游泳池全面關閉。 

4. 體適能中心（含第一與第二健身房）關閉，不開

放個人、校隊以及上課使用。 

5. 戶外網球場，仍開放校內外人士使用；5/17 起網

球場關閉盥洗室，並公告除場上打球外，其餘時

間須戴上口罩（含屋簷下長凳區、廁所、置物間

等），並全面禁止飲食（飲用水除外）。 

6. 戶外籃球場：5/17 起只限使用自己的球，一人一

球練習投籃。為保持社交距離，每一籃框同時間

限三人以下交錯使用。若發現群聚，則封閉籃框。 

7. 戶外排球場：5/17 起只限兩兩之托球練習，彼此

需保持一公尺以上之社交距離。若發現群聚比

賽，則拆除排球網。 

8. 室外球場張貼公告，除上述兩點規定，並含風險

110.5.16 

110.5.16 



圖。 

9. 室外球場 5/17 起晚間不開燈。 

10. 晨泳協會：5/18 起至 5/28 停止活動，之後視疫情

發展再議。 

活動中心 暫停社團活動(社課)，社辦關閉、場地停止外借 暫停社團活動(社課)，社辦關閉、場地停止外借 

學生宿舍 公共區域每日消毒 1 次。 

1. 公共區域每日消毒 2 次。 

2. 宣導離開房間就戴上口罩。 

3. 於各洗手台放置洗手乳。 

4. 淋浴間採間隔開放。 

逸仙館 

原則停辦室內 100 人以上之集會活動，但若能採固定

座位且為梅花座、實聯制、全程戴口罩、禁止飲食，

得提報防疫計畫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逸仙館關閉 

室外公共

空間 

維持社交距離(室內 1.5 公尺，戶外 1 公尺)，若無法

維持則全程配戴口罩 
進入校園一律全程戴口罩 

餐廳商店 

1. 業者需全程佩戴口罩並落實每天體溫檢測、消毒手

部，有發燒、呼吸道症狀不上班。 

2. 餐廳入口處配合本校防疫政策，安排專人量測體溫

及檢查證件，合格者發放體溫貼紙或身上已有體溫

貼紙，且配戴口罩者始得開放入內消費，校外人士

實施實名制。 

3. 設置自動噴灑酒精消毒手部、洗手必需用品：店家

請配合於入口(明顯)處擺放酒精自動消毒器，提醒

消毒後再入內消費。洗手處需放置洗手乳、擦手

紙、垃圾桶。 

4. 需提醒消費者戴口罩方可入內消費，點餐時、用餐

前後，宣導佩戴口罩。 

5. 餐廳室內拉開用餐桌面距離 1.5 公尺，請各桌距離

至少兩側手臂完全打開的距離，桌面需擺放隔板。

內用座位不足期間，請消費者防疫期間盡量外帶使

用，進行人流管控。結帳處地面要貼等待線，若室

內空間太小，請將動線拉至外面門口排隊。 

6. 自助餐夾具需逐批消毒後再使用。 

7. 環境清潔使用 1000ppm 漂白水，一日至少三次並

予以紀錄。 

8. 鼓勵消費者多使用線上/行動支付，減少現金接觸

傳染機率。 

9. 點餐面板消毒，請便利商店對於自行操作的機台需

落實逐客消毒，用餐區隔一小時消毒一次。 

10. 有開啟冷氣使用仍需打開門窗或使用排風扇保持

室內空氣流通，並消毒冷氣出風口。 

1. 業者需全程佩戴口罩並落實每天體溫檢測、手部

消毒；有發燒、呼吸道症狀不得上班。 

2. 餐廳入口處配合本校防疫政策，安排專人量測體

溫及檢查證件，合格者發放體溫貼紙，或身上已

有體溫貼紙，且配戴口罩者，始得開放入內消費。

校外人士實施實名制。 

3. 設置自動噴灑酒精消毒手部、洗手必需用品：店

家請配合於入口明顯處擺放酒精自動消毒器，提

醒消毒後再入內消費。盥洗處需放置洗手乳、擦

手紙，及垃圾桶。 

4. 消費者須戴口罩方可入內消費，點餐時、用餐前

後，需佩戴口罩。 

5. 餐廳內餐桌之間距離需 1.5 公尺以上，桌面需擺

放隔板。防疫期間，請消費者盡量外帶使用。結

帳處進行人流管控，地面要貼等待線；若室內空

間不足，請將動線拉至外面門口排隊。 

6. 自助餐夾具需逐批消毒後再使用。 

7. 環境清潔使用 1000ppm 漂白水，一日至少三次

並請紀錄。 

8. 鼓勵消費者多使用線上/行動支付，減少現金接

觸，降低傳染機率。 

9. 便利商店對於自行操作的點餐機台，需落實面板

消毒，用餐時間至少一小時消毒一次。 

10. 室內冷氣開啟使用下，仍需打開門窗或使用排風

扇，以保持室內空氣流通，並需消毒冷氣出風口。 

11. 延續二級作法，並加強宣導 

(1) 用餐前後戴上口罩； 

(2) 自帶環保餐具使用； 

(3) 疫情期間避免交談； 

(4) 不可併桌，任意移動/移除隔板； 

(5) 用餐完後盡快離開餐廳。 

12. 其他非餐飲商家應對結帳排隊動線進行管制，維

持良好社交距離。 

特別補充事項： 

 學餐-米羅、E 餐、山海樓限制同一時間入內用餐

人數（需維持適當社交距離），超過可入內用餐人

數，一律改採外帶。 

 加強稽查，如果學餐無法遵守本校規範、社交距

離、隔板、人流動線管制等防疫措施，則全面改

採外帶。 

 公告學餐服務時間及連絡電話。 



其他各場

館 

各棟大樓單一入口需遵循量體溫、戴口罩及實名制(校

內人員憑證件通行，校外人士實名登記)。 

1. 各棟大樓單一入口需遵循量體溫、戴口罩及實名制

（校內人員憑證件通行，校外人士實名登記）。 

2. 西灣學院 10 樓開放空間，需保持 1.5 公尺以上的

梅花座，並全程配戴口罩。 

校內活動 

1. 停止社團活動 

2. 停止 co-tea time 活動 

3. 停止辦理跨縣市相關活動（例如畢業旅行、校外教

學、研習營） 

4. 畢業典禮延期，且戶外辦理 

5. 藝文中心藝術季三場小型音樂會依規定採百人以

下、固定座位、實聯制、全程戴口罩及手部酒精消

毒 

1. 停止社團活動 

2. 停止 co-tea time 活動 

3. 停止辦理跨縣市相關活動（例如畢業旅行、校外教

學、研習營） 

4. 畢業典禮延期，且戶外辦理 

5. 暫停校隊訓練 

6. 暫停愛運動活動 

7. 暫停教職員工健康復健活動 

8. 藝文中心藝術季改採線上直播(不開放觀眾入場) 

跨區移動 無規範 

1. 教職員工生暫緩前往北部進行非必要的公務、或私

人行程。 

2. 減少區域間的非必要移動，現在人已返家且住家在

警戒三級區域內者，請在家上班上課。 

 備註：以上未盡事宜請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高雄市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