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庚科技大學防疫小組工作第 77 次會議
疫情監控與通報組(林口本部) 一級工作會議報告
會議時間：110 年 9 月 7 日（二）13:10-14:30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壹、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9 月 5 日疫情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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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即時疫情
全球累計 220,541,855 例確診，其中 4,576,183 死亡（分布於 194 個國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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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內疫情與防疫政策
一、 目前最新確診統計數據
(一) 9/6 本土確診新增 9 例，詳見圖 1

圖 1 9/6 本土確診新增數
(二) 9 月 6 日累計確診（16,035 例）、累計死亡（837 例）、死亡率 5.21％。8/31-9/6 當週桃
園確診 1 例、台北市確診 3 例、新北市確診 14 例。
(三) 指揮中心 9/6 宣布，9/7-20 兩週仍維持二級警戒。新規定包括：遊覽車以核定人數的
八成為上限；台鐵和高鐵全車對號座、不開放站票，集會人數室內 80 人，室外 300
人。但桃園市提升二級加強警戒措施，9/3-9/9 集會活動人數上限為室內超過 50 人、
室外 100 人，若超額則提防疫計畫，詳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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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9/7-9/20 維持二級警戒、桃園市 9/3-9/9 二級加強警戒措施
二、 疫苗相關統計數據
(一) 疫苗到貨數共 1,388.5 萬劑。截至 9/6，疫苗接種共 1138.9 萬人次（ AZ 接種 695.7
萬人次、Moderna 接種 376.2 萬人次、高端接種 66.1 萬人次），涵蓋率約 44.31%，
第二劑覆蓋率 4.18％。施打疫苗後，疑似產生嚴重不良反應者有 3,075 人（AZ 2,281
人次、Moderna 726 人次、高端 68 人次），疑似接種後死亡 734 人（AZ581 人、
Moderna147 人、高端 6 人），死亡率 0.00644％。
(二) 指揮中心 9/6 表示將開放第 8 輪 AZ 疫苗接種，開放給 18 歲以上在 7/19 前已登
記意願、但尚未接種者，以及 9/10 前距離施打第一劑 AZ 間隔滿 10 周以上者，
也可預約接種 AZ 第 2 劑，施打時間為 9/15-23。
(三) 指揮中心 9/6 表示已安排 125 萬人次的 12-18 歲的青少年優先施打 BNT 疫苗，順
序會以高中五專起，再往下依序施打。教育部將事先發意願書，9/9-13 家長可審慎
評估後再讓孩子施打，依不同學生對象及狀況，疫苗接種採三方式：1.校園集中接
種、2.醫療院所接種、3.疫苗預約平台，學生接種疫苗後如有身體不適，可申請「疫
苗假」；家長如有照顧需求，可申請「防疫照顧假」。
(四) 指揮中心 9/5 表示，數千名機組員打完疫苗後，有 7 人未產生抗體，將採補救措
施；針對其餘機組員，因驗抗體意義不大，因此予以取消，將評估追加第 3 劑或其
他檢疫措施。
(五)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目前已開放所有第一類對象混打疫苗，包括第一線醫療機
構、基層診所及藥局等，第二劑都可混打莫德納疫苗。指揮中心 9/2 宣布，AZ 混打
莫德納疫苗對象再擴大，9/2 起開放所有第一類對象混打疫苗，9/7 起將再配送 4.9
萬劑莫德納疫苗供使用。截至 8/29 全台共有 4 萬 4,000 多名醫護完成混打。
(六) 華爾街日報報導，根據巴林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做的研究，在巴林施打的幾種新
冠疫苗中，AZ 疫苗在預防住院和死亡方面最有效，優於輝瑞-BNT 疫苗。中國國藥
疫苗在預防感染、重症住院和死亡的效力最差，打過疫苗的人仍感染病歿的機率，
是輝瑞的 3 倍。
三、 Delta/Mu 病毒相關報導
(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9/6 表示，長榮確診機師基因定序出爐 2 人都遭 Delta 突
破性感染。
(二)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9/3 表示，國內新增 6 例 COVID-19 確定病例(2 例本土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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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境外移入)。確診案例中，兩名機師均打過疫苗，其中一名機師的小孩也被通報
確診，同班同學集中檢疫 14 天。
(三)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9/3 表示，近期國際 COVID-19 之 Delta 變異株疫情持續嚴
峻，其傳播力強、發病時病毒量高，且國外頻傳完整接種 COVID-19 疫苗後突破性
感染案例，指揮中心滾動式調整機組員返臺防檢疫規定，詳見圖 3，將於 9/3 零時
起(航班抵臺時間)實施。

圖 3 國籍航空機組員返臺防檢疫措施
(四) 世界衛生組織公告哥倫比亞變異株「Mu」（B.1.621 病毒株）對 COVID-19 疫苗有
抵抗風險，列為「需留意變異株」之一，我國也曾在 1 名境外移入病例中發現感染
此變異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9/2 表示，各疫苗對抗 Mu 變異株是否有保護力
下降或不足等情況，目前仍處臆測階段，尚需進一步研究。
(五)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9/3 修正，所有境外移入個案，無論是否為 Delta 病毒，一
律採取 Delta 的解除隔離條件，也就是必須要退燒 1 天症狀緩解，且距離發病日或
採檢陽性日 10 天以上；採檢 2 次 CT 值大於 30，或是陰性之後，才可以解除隔
離。
四、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定
(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9/2 表示，國內即將於 10/1 開打流感疫苗，以前規定要打完
兩劑 COVID-19 疫苗，才能夠接種其他疫苗，目前參考其他國家作法，ACIP 委員也
建議，施打流感疫苗或其他疫苗，跟 COVID-19 的疫苗需要間隔前後 7 天。
(二)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9/2 表示，為保障役男入營服役群體安全，自 2021/9/6 起實
施入營役男應於入營前 3 日至鄰近之 COVID-19 全國指定社區採檢院所或其他由地
方縣市政府之指定醫事機構，進行免費 COVID-19 抗原快篩，篩檢結果為陰性者，
才可以報到入營。
(三) 指揮中心 9/6 指出，口罩實名制銷售已從每天 26.4 萬份降至 4.6 萬份。行政院長蘇
貞昌說，網路、超商等銷售通路應可暫停，顧及偏鄉民眾需求，社區藥局及偏鄉衛
生所仍維持預約、銷售。
五、 桃市及雙北疫情相關規定
(一)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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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榮機師染疫事件爆發後，北科附工師生及同住家人 2800 人和機師航空公司機組員
55 人 PCR 採檢結果皆為陰性，由於因為染疫的學生（案 16122）的 CT 值 11 病毒量
很高，可能在潛伏期，桃園市長鄭文燦 9/6 強調，9/7 還會再篩一次 PCR，若集中檢
疫所的師生 7 日做完第 2 次 PCR 檢測都是陰性，全校師生就不用做第 2 次快篩，但
後續作法仍視疫情狀況調整。
2. 桃園市府教育局統計，全市學生總數 30 萬 3118 人（含幼兒園），開學日 9/1 請防疫
假的有 345 人，占 0.11%，其中 179 人是幼兒園學童。
(二) 新北：
1. 新北市長侯友宜 9/6 晚間宣布，板橋幼兒園 10 人感染，視同 Delta 病毒來防疫，因
此全面提升為「強化二級警戒」，即刻實施 4 項措施：(1)板橋區某附幼停課 14 天，
某國小全校預防性停課 3 天、(2)其他 3 校共 5 班、一個托育中心預防性停課、(3)醫
院及長照、安養機構禁止探視、醫院陪病僅限一人。(4)集會人數立即縮減為室內 50
人，室外 100 人。
2. 新北市土城夫妻 9/5 確診，其中妻子是板橋某幼兒園老師，衛生局緊急匡列全園 52
人採檢和居隔，最新 PCR9/6 出爐，新增 8 名幼兒與 1 名家長確診接觸者 123 人，
居家隔離 104 人，Ct 值最低 14.6，Ct 值最高 35.8。這 9 名確診者都在板橋區，目前
已送醫治療，並匡列接觸者 123 名，104 人居家隔離中，感染源疫調中。
3. 新北市府統計，9/1 開學第一天請防疫假的學生有 342 人，比例約 0.08％。開學防疫
重點：用餐使用隔板，用餐時不能共食及交談；學校設備器材避免共用，或輪替前
要消毒；針對無法戴口罩的課程如體育課，學校要調整授課內容。9/4 新北市長宣
布，校園只要有 1 例 Delta 確診，全校停課 14 天，並且擴大匡列，匡列者一律至集
中檢疫所，且要全校進行 PCR 檢測。
4. 因為烤肉有共食狀況，新北市 9/4 公布，新北禁止在公共場所烤肉。新北衛生局表
示，目前未禁止民眾在自家戶外烤肉，但需遵守戶外 300 人以下，人與人之間 1 公
尺距離等原則。
(三) 台北市
近日爆出的長榮機師確診案讓人擔憂會成為破口。再加上中秋節即將到來。對此，
桃園市開出第一炮，宣布全面停辦中秋烤肉，其他縣市也紛紛跟進，公布中秋防疫
措施。1.台北：將持續觀望疫情狀況，9/14 討論指引。2.新北：中秋連假期間無舉辦
活動，禁止在公共場所烤肉。3.桃園：中秋節活動全面停辦，社區、社團、公園及
風景區烤肉場不開放，但家庭烤肉不設限但仍需避免大規模群聚。
六、 教育部或各大專院校相關統計數據及新聞
(一) 教育部最新統計，4/20 至 9/5 傍晚，各級學校學生確診數合計 731 名（708 例本土
個案、23 例境外移入）。大專校院確診人數 233 名最多，高中為 118 名、國中 111
名、國小 188 名、幼兒園 78 名。
(二) 教育部 9/6 擬具「大專校院 110 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
（草案），草案內容包括教學及授課方式（含實體授課防疫規格）、不同課程（含實
習）、課程以外之集會及戶外活動、校園健康監測、環境及清消管理、學校宿舍、
餐飲、個案通報等防疫事項指引，業報請指揮中心同意，俟同意後通函各校配合辦
理。草案中有關「教學及授課方式」，目前規劃方向如下：學校如採實體授課，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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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條件辦理，否則即應採線上授課，1.包括室內須維持安全社交距離(2.25 平
方米/人)、2.人數上限 80 人、3.採固定座位及固定成員、4.落實課堂點名、5.全程佩
戴口罩且禁止飲食、6.教室應保持通風良好及定時清消。
(三) 9/4 桃園市政府表示機師及北科附工 1 名學生染疫之事件中，全校 2656 名師生、集
中檢疫所 144 人及長榮機組員 55 人，PCR 採檢結果全陰性。
(四) 長庚科技大學於 9 月 1 日新聞內容，因應開學及新冠病毒疫情，送給新生健康關懷
禮，包含快篩試劑及校長給新生的信，提醒學生可以初步篩檢，確保健康後再進入
校園，也達到衛教用意，詳見圖 4。

圖 4 長庚科大新生健康關懷禮
(五) 8/31 台灣大學發布校友捐一萬劑快篩試劑，提供新生與住宿生免費篩檢。
(六) 陽明交通大學 9/3-9/5 進行安心就學集中校園篩檢，由台北榮總醫療團隊到校支
援，完成篩檢總人數 1,800 人(新生 800 人；舊生 1,000 人)。
參、 校園防疫政策
一、 本校受影響師生
1.受影響師生：110 年 2/1-9/6 受影響師生 355 位。
2. 自主健康管理及自我健康監測之差異說明
1.自主
健康管
理
2.自我
健康監
測

係指接獲衛生單位開單列管者。
本項僅指五類公告對象：通報個案經檢驗陰性者、居家檢疫/隔離期滿者、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期
滿者、臺帛旅遊泡泡專案返臺者、經地方衛生主管認定有必要且開立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者。
係指未收到衛生單位開單匡列，但有與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確診個案於公共場所活動史足跡重
疊，必須做好自主管理。期間可以到校上課上班，應全程戴口罩且早晚量測體溫，自出入該場所
起 14 天內，注意自身健康狀況，若有發燒、咳嗽、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
其他不適症狀，請儘速確實佩戴口罩，主動告知醫師活動接觸史，並通報衛生局，不得搭乘大眾
運輸。

3.收到細胞簡訊處理
如果在匡列時間前往指定地點，停留超過 15 分鐘，請自我健康監測。
(1)學生：
A. 主動與衛保組護理師聯絡，考量住宿原因，升級防疫層級，學生返家進行 14
天「自我健康監測」，以防疫假辦理。離校前請學生消毒宿舍，並上學校請假
系統請防疫假。護理師再將學生資料寄給相關單位:住輔組、生輔組、教務處
及進修部教務組和學務組，以處理後續學生請假事宜及課程安排。
B. 符合下列可以在校進行 14 天「自我健康監測」：(a)PC R 檢查陰性、(b)打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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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苗，且打疫苗超過 14 天、(c)沒有症狀。
若為新生，透過生輔組新生班級群組發 line 通知新生：若收到細胞簡訊，暫緩
入校入住與參加新生營活動。新生體檢改至 9/23 7:00~11:00(若 9/23 第一至三

節有課，請多加利用 9/23 早上 7:00~8:00 時段)。若上述體檢時間無法配合，
則請開學後至健康中心領取健檢資料卡，並自行至聖保祿醫院體檢，體檢費用
一樣是優惠價 800 元(請出示學生證)，但須自行至牙科診所做牙齒檢查，並請
診所開立診察報告或證明。或者可至鄰近醫療院所進行體檢。
(2)教師：
自我健康監測(需到校上班)至足跡重疊次日起 14 天。並主動告知環安室劉羽嫣
護理師。因應方式如下:

4.疫情期間學生匡列管理原則與因應措施請見附件一，教職員生匡列管理原則與因應
措施請見附件二。
二、 截至 9 月 1 日每週疫苗接種調查與現況結果 (環安室/衛保組)
1.教師
林口校區：第一劑已接種人數：293 人(78.3%)；第二劑已接種人數：120 人(32.1%)
嘉義校區：第一劑已接種人數： 98 人(95.1%)；第二劑已接種人數： 55 人(53.4%)
2.職員
林口校區：第一劑已接種人數：102 人(43.4%)；第二劑已接種人數： 13 人(5.5%)
嘉義校區：第一劑已接種人數： 38 人(42.2%)；第二劑已接種人數： 9 人(10%)
3.學生
林口校區：第一劑已接種人數：1002 人(21.3%)；第二劑已接種人數：231 人(4.9%)
嘉義校區：第一劑已接種人數： 373 人(24.4%)；第二劑已接種人數： 72 人(4.7%)
三、 執行新生快篩(衛保組)
1. 林口及嘉義校區依據日間部與進修部入住時間，分別於 9/2、9/6、9/13 寄送免費居
家快篩新生健康關懷禮至家中，健康關懷禮內含居家快篩劑、線上回報問卷 QR
Code 和 COVID-19 防疫宣導相關衛教資料、入校前注意事項。
2. 學生於入住當天或前一天完成篩檢及回報篩檢結果，快篩結果為陰性時返校入校。
3. 快篩結果若為陽性者，除衛教學生自行撥打 1922 搭乘防疫專車至醫療院所就醫做
PCR 檢測，等待檢驗結果，護理師教導學生就醫注意事項及後續啟動安心就學方案
相關事宜。
4. PCR 檢測結果：陽性者，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個案處置及解隔條件」處
理。
5. 陰性者，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再另篩一次，快篩劑由學校寄發提供。若為陰性始可
返校。
四、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校導師會議（生輔組）
6

配合防疫政策及措施，將於 9 月 8 日(星期三) 7,8 節 規劃以導師小組(9 小組)分組討論
方式辦理，優良導師頒獎擬另擇期於辦理。
五、 工程施工人員Ａ棟管制站管制措施 (環安室/事務組)
1. 工程施工前由管理單位提出申請『紅色』出入臨時證，申請時需附『工程施工人員
出入臨時證申請名冊』(內含 TOCC 調查)。
2. 施工人員於施工期間憑『紅色』出入臨時證(需有環安室用印)入校，供管制站識別
使用，入校時需完成『1922 簡訊實名制』。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因應疫情變化，110 學年度新生營舉辦方式應變調整，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國內 COVID-19 疫情近期多起突破性感染，桃園市二級加強警戒至 9/9，110 學
年度庚新啟航新生營定向輔導方案（9/11-9/15），應變方式提請討論。
二、新生營定向輔導方案舉辦方式擬議以下三種：
方案一：若疫情沒有擴散，維持目前 9 月 11 日至 9 月 15 日實體暨線上混合版。
方案二：若疫情升級，室內外人數限制縮編，新生只參與入住及體檢實體活動，其餘
活動均採線上或直播方式。
方案三：疫情嚴重，桃園升級至三級，則新生不入住，採 9 月 13 日至 9 月 14 日線上
版。體檢擇期辦理。
擬辦：本案經一級防疫會議決議通過後，依決議方式辦理。
決議：依照疫情變化辦理。
伍、 國外疫情新聞
一、 COVID-19 變種病毒株 Delta 在巴西兩個最大城市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流行，沒有導致
病例或人數大增。專家指出，當地變種病毒株和使用不同疫苗，或可提供更大保護力。
聖保羅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IMT-USP）病毒學家李威（José Eduardo Levi）提出兩點
可能，其一是最先在瑪瑙斯發現的 Gamma 變種病毒株，3、4 月在巴西橫行，對
Gamma 的自然反應為巴西人提供較 Alpha 變種病毒株的自然反應，對 Delta 給予更大的
交叉保護。另一個可能是 CoronaVac 疫苗，CoronaVac 疫苗是巴西最先且最廣泛使用的
疫苗，這款疫苗似乎較在以色列和美國使用的 mRNA 技術疫苗，對 Delta 提供更大的
保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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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本校學生匡列原則與因應措施，皆依據衛生局(所)疫調結果進行後續處理與追蹤，說明如下
表：2021/9/6 衛保組製
對象
學生當事
本校因應措施
人疫調身
分/假別
說
依照指 學生當事人 學校依據當事人的疫調結果通知單，進行本校疫調與匡列原則。
明
揮中心 會由衛生局 考量全體住宿與師生多為醫護人員，無法在寢室或餐廳全面配戴
具感染 (所)依據疫 口罩等原因，因此提高防疫措施
風險民 調結果開立
眾追蹤 不同類別通
管理機 知單
制訂定
1
確定案 居家隔離單 1. 當事人為直接接觸者且為居家隔離者，須返家進行 14 天居家
防疫假
隔離+7 天自主健康管理，共 21 天。若為直接接觸者但非居家
例之
隔離身分者，仍需返家進行 14 天自主健康管理。
接觸者
2. 本校匡列當事人的同寢室室友、在校親密友人與上課同學(匡
列前後左右第一圈)為自主健康管理，需返家，請防疫假 14 天
(考量在寢室與餐廳無法全程配戴口罩、避免群聚感染可能
性)。
3. 若當事人接觸之卻只者第一次快篩為陽性，當事人及學校匡列
同學需立即返家，若之後確診者 PCR 改為陰性，為避免因轉
楊造成期間防疫破口，當事人及學校匡列同學仍維持返家進行
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
4. 防疫假時間與當事人同步。
5. 為避免恐慌與保密原則，教室按照常規清潔消毒，當事人寢室
則漂白水與紫外線消毒。
2

具感染
風險者

自主健康管 1. 當事人為自主健康管理者，須返家進行 14 天自主健康管理。
理單
2. 當事人若為院內感染醫院之工作人員(例如部桃案例)，本校匡
防疫假
列為自主健康管理，須返家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
3. 當事人的同寢室室友、在校親密友人與上課同學(匡列前後左
右第一圈)列為自主健康管理，無需返家，但在校需全程配戴
口罩，鼓勵不在餐廳用餐，外帶回寢室用餐、避免共餐共食或
戶外用餐。
4. 為避免恐慌與保密原則，教室按照常規清潔消毒，當事人寢室
則漂白水與紫外線消毒。

3

出入境
者

居家檢疫單 1. 本部份依照指揮中心最新公告國家風險層級與疫調脈絡進行適
防疫假
當調整與處理。
2. 視疫調脈絡，當事人的同寢室室友、在校密切接觸者與上課同
學(匡列前後左右第一圈)列為自主健康管理、環境消毒、返家/
上課與防疫假措施。

4

確定案
例

確診者治療
居家隔離
自主健康管
理
防疫假

5

收到細
胞簡訊
或
與確診
者足跡
重疊者

自主健康監 1. 當事人及其同寢室室友列為自主健康監測者，皆須返家進行
測
14 天自主健康監測。
防疫假
2. 若學生目前(1)無症狀、(2)已施打疫苗超過 14 天，(3)完成快篩
或 PCR 檢驗，3 天內篩檢結果為陰性者，符合三項條件者無
需返家，但在校需全程配戴口罩，鼓勵不在餐廳用餐，外帶回
寢室用餐、避免共餐共食或戶外用餐。
3. 為避免恐慌與保密原則，教室按照常規清潔消毒，當事人寢室
則漂白水與紫外線消毒。

1 例確診：該學生所修課程均改為線上課程`,維持停課不停學。
2 例確診：該校區均改為線上課程，維持停課不停學。
全校消毒、啟動安心就學、依據疫調結果進行居家隔離與自主健
康管理措施
若該課程或該校區課程改為線上教學，課程修課學生與該校區學
生皆須返家進行線上課程不住宿。
*本項依據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6946 號、臺教高通字第
1100069231 號文修正調整。

備註：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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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本校教職員匡列原則與因應措施
對象
有 COVID19
相關症狀
者

與確診足
跡重疊
具感染風
險者(自主
健康管理
單)
⚫ 通報個案經
檢驗陰性者
⚫ 經地方衛生
主管開立通
知書
⚫ 居家檢疫期
滿者

匡列者
有 COVID-19 相關症狀
者
其室友、密切接觸者
(>15 分鐘、共同用餐、
座位前後)
其同事
消毒
與確診足跡重疊者
其室友、密切接觸者
(>15 分鐘、共同用餐、
座位前後)
其同事
消毒
具感染風險者
其室友、密切接觸者
(>15 分鐘、共同用餐、
座位前後)
其同事
消毒

確診案例

疫情警示
簡訊

自我健康監測(可上班)
自我健康監測(可上班)
常規清潔消毒
自我健康監測(需到校上班)，足跡+14 天
自我健康監測(可上班)
自我健康監測(可上班)
常規清潔消毒
自我健康監測(返家自主健康管理)
自我健康監測(可上班)
自我健康監測(可上班)
辦公室按照常規清潔消毒，個人工作區域漂白水擦拭。

確診案例之接觸者
確診案例
之接觸者
(居家隔
離)

因應
請假、就醫，無症狀後 24 小時才可返校上班，有採檢者
須等採檢報告陰性方能返校。

居家隔離至依衛生局日期(衛生局匡列)。居家隔離 14 天
期滿第一次自費 PCR 採檢，居家自主健康管理 7 天期滿第
二次自費 PCR 採檢，2 次採檢陰性才可返校，費用由環安
室負責核銷。

其室友、密切接觸者
(第二圈)
在家自主健康管理(學校匡列，需居家辦公)，結束時間為
(>15 分鐘、共同用餐、
當事人居家隔離結束日。
座位前後)
其同事(第三圈)
自我健康監測(可上班)，提供額溫槍，要記錄體溫症狀，
有症狀不行回來。
消毒
辦公室按照常規清潔消毒，個人工作區域漂白水擦拭。
確診案例者
確診者治療
其室友、密切接觸者
(第一圈)
居家隔離
(>15 分鐘、共同用餐、
座位前後)
其同事
自主健康管理
消毒
全校消毒、啟動安心就學、依據疫調結果進行居家隔離與
自主健康管理措施
*本項依據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6946 號文處理
收到疫情警示簡訊者
無症狀-自我健康監測(需到校上班)，足跡+14 天
有症狀-請假、就醫，無症狀後 24 小時才可返校上班，有
採檢者須等採檢報告陰性方能返校。
其室友、密切接觸者
(>15 分鐘、共同用餐、
自我健康監測(可上班)
座位前後)
其同事
自我健康監測(可上班)
消毒
常規清潔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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