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特殊教育學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計畫
109.1.30 主管會報通過
109.1.31 防疫小組第一次會議修正後通過
109.2.07 防疫小組第二次會議修正後通過
109.2.14 防疫小組第三次會議修正後通過
109.2.20 防疫小組第四次會議修正後通過
109.2.26 防疫小組第五次會議修正後通過
109.3.06 防疫小組第六次會議修正後通過

壹、依據：
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1 月 31 高市教健字第 10930499300 號函，為因
應大陸地區發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辦理相關防治措施。
二、依據依教育局 109 年 2 月 19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肺中指第 1090030066 號函
之規定，停課標準及停課後居家學習、復課補課與評量措施。
三、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2 月 26 高市教小字第 10931126800 號函，有關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心理輔導注意事項案。
貳、目的：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於校園傳播以維護教職員工生之健康。
參、實施方式：
一、居家隔離/檢疫規定：
(一) 凡回國時收到居家檢疫通知單者，需居家檢疫 14 天。留在家中(或住宿地點)不可外出
上班、上學(課)及出國；並主動告知健康中心及學務處知悉，檢疫期間切勿到校。
(二) 若被衛生單位列為確認病例接觸者，需確認後起居家隔離 14 天，留在家中(或住宿地
點)不可外出上班、上學(課)及出國；並主動告知健康中心及學務處知悉，隔離期間切
勿到校。
(三) 依規定進行隔離之教職員工及學生(含中港澳入境學生)，學生經導師轉介；學校得以
電話、書信 E-MAIL 或網路通訊等管道進行心理輔導，或提供其他相關心理支持。

二、健康觀察：
(一)校門口監測體溫：集中單一入口。
1.測量體溫(由門口執勤人員負責)，若訪客額溫≧37.5 度，基於校安因素，值勤人員
請訪客先行離校。
2.若自行接送學生體溫(耳溫≧38 度；額溫≧37.5 度須以耳溫再確認)，值勤人員立即
通知學務處及健康中心再確認，如仍達發燒標準，請家長帶回就醫。
3.執勤人員於每日下午 4 時半完成交接(如：器材檢查、臨時交辦事項…等)。
(二)學生搭乘校車前監測體溫：各車測量後記錄。
1.測量體溫(由各車隨車人員負責)。
2.學生耳溫≧38 度，進行再次測量，若兩次都在耳溫≧38 度，請家長將學生帶回家觀
察或就醫。基於校安因素，校車無法繼續載送學生。
3.各車隨車人員到校後繳交體溫登記表給學務處，並告知是否有學生發燒被家長帶回。
(三)教室內監測體溫：實施地點-本校各班教室。
1.請家長協助學生在家自主測溫，搭乘校車的學生也會在上車前檢測體溫。
2.請各班導師於每日12:00~13:30測量班上每位學生體溫，並填寫班級體溫紀錄表 (如
附件一)，各班每兩週交到健康中心。耳溫槍請導師妥善保管（以兩班一支為原則）
使用上有問題請洽健康中心。

3.學生耳溫≧38度，出現發燒及呼吸道症狀，須立刻讓學生戴上口罩並通報健康中心，
由導師或教師助理員陪同學生安置於各樓層之觀察室隔離，直到家長帶學生離校。
(四)教職員工監測體溫：實施地點-教室及教師辦公室。請老師測量體溫後自行填寫。
1.請教職員工做好健康自主管理，每日先在家量體溫，若耳溫≧38 度則向人事室請病
假，再請人事室通報健康中心，就醫後告知健康中心身體狀況。
2.在校期間若教師耳溫≧38 度，出現發燒及呼吸道症狀，請向人事室請假後立即離校就
醫或休養。
3.導師、高職部專任教師請與班級同步測量體溫登記於班級體溫登記表（如附件一）。
4.行政同仁體溫監測委由各處室主任協助，填寫體溫紀錄表（如附件二）於每兩週繳至
健康中心。體溫異常請通報人事室及健康中心。

三、防護措施：
(一)環境清潔消毒
1.班級每日放學前進行漂白水 500ppm(1:100)環境消毒。
2.請導師協助消毒教室內門把、窗戶及課桌椅…等手會觸碰的地方。→依環境消毒記錄
表之位置執行。
3.請各處室主任指派專人負責每日辦公室及處室負責環境之清潔及手常摸到的地方(如：
門把)之消毒工作。
4.請總務處指派專人負責每日電梯按鈕以及專科教室之消毒工作；校車內部座椅及環境
每日需進行兩次消毒工作。
(二)戴口罩及維持個人衛生
1.提供肥皂或洗手乳於各班級以及公共廁所，請導師協助學生建立勤洗手的習慣。
2.門口執勤人員要求進入校園者(訪客、家長、廠商、志工等)務必戴口罩及用酒精消毒
手部。
3.學生若有呼吸道症狀須戴口罩；健康的學生也須於書包放置兩片口罩備用。
(三)禁止非必要人員入校，如保險、推銷員及外送人員等。若同仁有相關需求，接洽地點僅
限警衛室，切勿私下聯繫讓非必要人員進入校園。

四、緊急措施
(一)學校發現身體不適個案，有下列症狀：耳溫≧38 度、呼吸症狀(咳嗽、呼吸急促)，請立
刻戴上外科口罩至觀察室隔離，由導師立即通知家長帶學生回家就醫。校園教職員工及
學生如有經衛生單位確認為疑似或確定病例，應立即以傳真或電話通報教育主管機關及
衛生機關，並於 24 小時內至「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進行
通報。
(二)3 月底前學校停止辦理五十人以上之大型集會及活動。
(三)學生家庭如因疫情影響家庭經濟而致有福利需求者，請透過導師進一步諮詢社會工作師
連結社政資源提供必要之協助，並評估通報衛福部社會安全網－關懷 e 起來網站，完成
通報落實社會安全網通報作業。

五、停課標準及停課後居家學習、復課補課與評量措施
(一)依教育局 109 年 2 月 19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肺中指第 1090030066 號函之規定，學
校若有班級出現一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病例，該班停課 14 天；若學校有兩位以上

師生確診，則全校停課 14 天；若苓雅區有三分之一學校全校停課，則苓雅區全部學校皆
停課。
(二)當學校教職員工生或工作人員為確定病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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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校停課決定，應立即通報教育主管機關及教育部校園安全中心。
(四)因疫情停課者，其居家學習原則如下：
1.自主健康管理：教師應囑咐學生或家長依據相關防疫措施，進行健康管理。
2.停課不停學：教師應提供家長停課期間學生居家學習活動之建議
3.充分聯繫溝通：停課期間，導師應定期與家長保持聯繫，以了解學生身心健康及居家
學習情形，相關因應措施應與家長充分溝通，取得支持及配合。
4.個案輔導關懷：導師應主動關懷視需要提供學生心理支持，並依居家隔離學生個案需
要，進行
所需之相關服務。
(五)因疫情停課者學校利用假日(包括例假日、寒暑假等)，或正常上課日之課餘時間補課。
(六)有全校停課必要時，彈性調整上課日期，分散於每週末或集中於寒暑假補足。
(七)停課期間之學期評量，於復課後再補行評量，個別化教育計劃檢討與擬定會議順延舉
行。

六、心理輔導注意事項
(一)學校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初級、二級及三級預防輔導內容如下：
1.初級預防輔導─提供班級導師安心文宣、提供導師輔導諮詢、建立明確之個案轉介機
制、協助導師提供家長諮詢。
2.二級預防輔導─以張貼公告及校網發布最新消息進行全校性安心宣導；導師針對有
需求的學生轉介進行入班輔導；受理個案轉介輔導工作；因應學校現況需求規劃團體
輔導。
3.三級預防輔導─受疫情影響之心理創傷個案評估轉介；特殊個案處理；連結凱旋醫
院、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資源協助處理危機事件；安心服務。
(二)設置求助諮詢專線讓師生清楚知道學校求助窗口減少恐懼並提供電話或線上諮詢

服務；必要時，實施個案及團體輔導，提高學生情緒處理能力及面對事件壓力或
恐慌心態的因應方法。
(三)學校應就已受疫情影響之學生列冊，優先列為認輔對象，必要時應對受疫情影響
之學生家庭，提供相關問題解決之諮詢服務，減少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發生，提升
學生及家長心理素質。
(四)連結校外防治：
1.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心理狀況，經校內介入性輔導仍無法有效協
助，必要時應轉介醫療機構處理。
2.執行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心理輔導工作，必要時，得結合本部及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等資源(如附表)，並得請求其他機關
(構)協助。
肆、該計畫陳請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組織圖
(一)各處室組織架構圖

(二)各處室分工職責: 學校電話(07)2235940
職稱

姓名

學校單位職稱

總召集

陸奕身

校長

對外發言人

張淳閔

秘書

李又華

教務主任

停課、復課、補課事項及相關防疫資
訊課程融入及安排教師請假之調代課
事宜。

廖麗雯

輔導主任

校外實習工作隊學生防疫指導及協調
配合廠商防疫措施執行。

陳盈勻

學務主任

課務組

(分機 121)

防疫組

林淑華

衛生組長

王郁琪

生教組長
(分機 123)

主要工作項目
擔任總召集人，召開應變小組會議，
統籌指揮應變行動，統籌對外訊息之
公佈與說明。
總召集指定之對外發言人。

擬定並推動防治計畫、防疫宣導、疫
情通報、聯繫衛生單位、追蹤造冊列
管、緊急應變措施、環境清潔消毒工
作、協調校內各單位之執行。
注意並追蹤病假學生病因與出（返）
國行程調查；若需要則協助校安通
報。

事務組

林淙溶

總務主任

環境清潔消毒、經費配合、採購並補
充防疫物資、辦公場所應變措施。

人事組

蔡源鴻

人事主任

追蹤病假教職員工病因及出（返）國
行程調查、行政人力備援應變措施。

健康照護組

劉秀鳳

護理師

篩檢通報、隔離防護、疫情監控、聯
繫衛生單位、追蹤接觸者、防疫宣
導、醫療諮詢。

廖麗雯

輔導主任

跨處處聯繫協調心理輔導相關事項

(分機 141)

電子諮詢信箱:kmsmrteam@gmail.com

心理輔導組

吳汀原

復健輔導組長
(分機 142、537)

復健輔導諮詢相關行政協調

鄭寶惠

臨床心理師
(分機 526)

李姵讌

社會工作師

心理適應狀況相關問題評估與服務
社會資源聯結相關問題評估與服務

(分機 527)

宣導防疫組

周滺聖

國小部代表

林鈺玫

國中部代表

劉淑美

高職部代表

協助向各年級導師傳達防疫訊息與狀
況，匯集導師建議與行政人員溝通與
反應。

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處置與通報流程
學生：
1.向老師或校護告訴身體不適
2.家長告知
3.導師或任課老師觀察
4.追蹤病假或缺席學生
5.曾到過疫區
6.曾與確定病例密切接觸

學生或教職員
工到校

教職員工：
1.自覺或教職員工觀察到
2.人事單位追蹤病假教職員工病因
3.曾到過疫區
4.曾與確定病例密切接觸

學生或教職員工未到校
家長主動通報校方或校方主動了解

發現
學校發現疑似肺炎個案，有下列症狀：
耳溫≧38 度、呼吸症狀(咳嗽、呼吸急促)、乏力

調查案例
調查個案立刻戴上外科口
罩，至觀察室隔離，由導師
通知家長帶學生回家就醫。

通報校
安中心

不是肺炎

自主管理
追蹤治療

學務處

停課

確定病例

個案於醫院
休養至康復
再回校上課
1.學校召開緊急應變會
議
2.衛生局及教育局整合
防疫措施及作為，請
市府新聞局統一發
言。
3.依衛生單位意見實施
防疫消毒工作。
4.校方統一對外發言
5.導師每日進行電話追
蹤，並記錄之。

健康中心

通報教育
局特教科
及轄區衛
生所

1. 發 放 宣 導 單
給與導師進
行相關宣導
與 防 疫 工
作。
2. 學 校 提 供 確
診名冊給衛
生單位

心理輔導組
1.對於隔離之教職員工
及學生(透過導師轉
介)進行個別心理支持
或輔導與社會福利資
源連結。
2.對於隔離班級及學生
進行團體輔導。
3.因染疫而病故時則進
行全校安心輔導。
4.經輔導後有身心狀況
或適應問題則轉介醫
療院所。

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體溫量測 SOP
到校上學日

有赴中國旅遊者向老師

宣導重點：勤洗手、戴
口罩、生病不上課

通報，由導師登錄於表

在家量測體溫

單並持續追蹤

登錄在記錄卡&聯絡簿(家長簽名)

額溫≧37.5 度,耳溫≧38 度

是

在家休養或就診

搭乘校車學生

自行接送學生之家長及校外人士

否
於學校入口量體溫並貼上識別貼紙

搭乘校車前測量體溫

登錄在訪客記錄表

登錄在各車記錄表

額溫≧37.5 度,耳溫≧38 度

是

返家休養或就診

否
到班上後導師每日 12:00~13:30 量體溫
溫溫溫
登錄在班級體溫紀錄表上
是
耳溫≧38 度

戴上口罩前往觀察
室，通知健康中心
導師或教師助理員陪同前往各樓層觀察
室(1、2F 加油屋 3F 三愛旁教室)，護理

否

師前往確認

結束。每兩週交到
健康中心。

否
確認發燒
是
導師通知家長帶回返家就診，教
助員陪同於每樓層觀察室等候

家長到校後，由導師確認家長身份及說
明學生在校情況，讓家長接回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