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社團活動防疫措施 
學生活動發展組 110.03.02 

 

為因應嚴重傳染病肺炎（COVID-19）之疫情，本校學生活動發展組為確保校園公共衛

生安全，依據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綱要以及本校防疫政策，擬定學生社團

防疫措施，提供各社團進行活動時參考，以維校園防疫及學生社團安全。 

一、活動風險評估 
參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發布之集會指引、「學生社團活動風險評估表（附件一）」，

以進行活動風險評估。評估結果若為中、高風險之活動，建議取消辦理。 

二、 活動辦理參考指標 
1. 室內或室外活動。 

2. 參加人數，需遵守不同空間之人數限制規範(附件二)。 

3. 事先掌握參加者資訊，是否有校外人士參與（包含畢業校友）。完整參加人員之名冊

與確實聯絡資料，並填寫「健康聲明調查表(附件三)」。 

4. 一般社課校外人士不可參與，如重要活動邀請，需另外完成校外人士入校申請 (附件

四)許可，活動當下由社員攜帶許可證明至校門口親自帶領進校。 

5. 活動空間通風換氣情況，進入社團辦公室前應進行手部清潔消毒，並開啟所有門窗以

保持空氣流通。若因聲響過大造成干擾可關閉門窗，惟每隔 30 分鐘應開啟門窗讓空

氣對流。 

6. 活動參加者之間的距離，至少大於 1 公尺以上；避免進行各項可能近距離肢體接觸之

活動（團康、大地遊戲等）。 

7. 活動期間參加者為固定位置或不固定位置。 

8. 活動持續時間勿超過 2 小時。 

9. 活動期間須落實手部衛生、配戴口罩及體溫測量。 

10. 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落實自主健康管理與空間防疫處理管理。 

11. 確認場地與器材之安全。 

12. 活動應制定安全應變計畫、安全工作人員職責，及參與人員之安全宣導教育，並落實

執行。 

13. 規劃活動場所交通、容納人數、劃定區域、入座位子、出入、疏散、救援、體溫量測

等動線，並予以標示與管制。 

14. 校外或假日活動，能設置合格醫療人員及相關防疫物品。 

三、 社團指導老師疫調及健康聲明（參考附件二之注意事項 3） 
（一）近期內有無出國紀錄 

（二）有無接觸近期內回國的親友 

（三）有無武漢肺炎確診的親友 

四、因應防疫措施的社團活動調整 
（一）全校性社團活動的調整(EX.每月社系聯合會，改採線上直播進行。) 

（二）個別社團集會的調整(EX.社團活動，依措施辦法進行。) 

（三）個別社課練習的調整(EX.管樂社練習，分組分地點進行。) 

  



【附件一】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風險評估表 

學生活動發展組 110.03.02 

單位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室外空間  □室內空間 

填表人：                            填表時間：   年   月   日   時 

※為保障師生健康與安全，依據中央發布之「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

會」訂定本表，防疫期間辦理活動，請確實評估活動風險。 

※請依風險指標及實施情形，於風險自評欄位勾選相應的選項。 

風險指標 高風險 中風險 低風險 
風險自評 

高 中 低 

活動總人數 
室內 100 人以上

或 
室外 500 人以上 

室內 50~100 人或 
室外 100~500 人 

室內少於 50 人或 
室外少於 100 人 

   

參加者資料(姓名、電
話、學號、E-mail) 

無法掌握 只能部分掌握 能完全掌握 
   

參加者健康聲明調查
(旅遊史、確診病例接觸
史、同住者) 

無法掌握 只能部分掌握 能完全掌握 
   

評估參加者症狀及量測
體溫 

無法做到 只能部分 能完全做到 
   

活動空間之通風換氣情
況 

室外空間，周圍有
簾幕式遮蔽。室內
空間，開空調但無
法通風換氣。  

室內空間，但通風換
氣良好。 

室外空間周圍無簾
幕式遮蔽 

   

活動參與者之間的距離 不足 0.3 公尺 0.3~1 公尺 1 公尺（含）以上 
   

活動期間參加者位置 
不固定位置， 
且為室內活動 

不固定位置， 
但為室外活動 

固定位置 
   

每階段活動開始至結束
持續時間 

3 小時 
（含）以上 

1~3 小時 
1 小時 

（含）以下 

   

活動期間 
酒精消毒手部 

無法掌握 只能部分掌握 能完全掌握 
   

活動期間 
配戴口罩 

全員全時 
未配戴口罩 

部分人員或部分時間
配戴口罩 

全員全時 
配戴口罩 

   

活動期間飲食部分 

共食且無法保持社
交距離(如:辦桌、
Buffet、烤肉、野
餐等非獨立餐點) 

獨立餐點(餐盒/便當) 
保持社交距離 

無飲食行為 

   

勾選數合計    

※本風險評估表僅作為學生社團辦理校內/外活動時之參考，並非絕對風險評估。學生社團辦理活動仍應確實

做好防疫措施。 

※「每階段活動開始至結束持續時間」不含場佈及場復（活動可分階段，各階段之間至少間隔 1 小時）。 

※須於活動辦理之七個工作天前提出申請，否則一律不受理。 

 

 



【附件二】 

 

國立屏東大學因應防疫措施室內場地人數限制 

 
因嚴重傳染病肺炎（COVID-19）之疫情，為避免活動期間近距離接觸增加傳染之風險，

故室內空間活動應控制參與人數。參與人數應控制在該空間公告可容納人數的二分之一內為

標準，以下為本校常用之空間，提供參考。 

 

類型 校區 場地 可容納人數 參與人數標準 

教室 

民生 

五育樓大教室 70 ≤ 35 

五育樓小教室 49 ≤ 25 

五育樓視聽教室 102 ≤ 50 

屏師 
敬業樓大教室 77 ≤ 40 

敬業樓小教室 49 ≤ 25 

屏商 

教學館大教室 80 ≤ 40 

教學館小教室 72 ≤ 35 

階梯教室藍/紅廳 110 ≤ 55 

大型空間 

民生 

國際會議廳 182 ≤ 90 

教科館視訊會議廳 200 ≤ 100 

學餐地下室 100 ≤ 50 

禮堂 1250 ≤ 500 

屏師 表演廳 460 ≤ 230 

屏商 

行政大樓交誼廳 150 ≤ 75 

活動中心禮堂 2000 ≤ 500 

國際會議廳 182 ≤ 90 

行政大樓 8F 視訊教學廳 300 ≤ 150 

會議室 

民生 
第三會議室 80 ≤ 40 

第四會議室 70 ≤ 35 

屏商 

1203 會議室 79 ≤ 40 

1207 會議室 85 ≤ 40 

活動中心 1F 會議室 110 ≤ 55 

 

  



【附件三】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健康調查聲明書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規定，請參與人員填寫本表，如有填寫不實者，依法辦理。 

 

【壹、 基本資料】 

姓名                               

(1)身分 

□校外人士 □本校學生 □本校教職員 □其他(Others)             

(2)生理性別(Gender) 

□男性 □女性   

(3)學號                     (非學生免)  

(4)信箱                                

(5)手機                               

 

 

【貳、健康調查】 

(1) 請問您過去１４天是否有下列情形？ 

□否 □是(□發燒□咳嗽□呼吸急促) 

(2) 請問您過去１４天是否出過國？ 

□否 □是:國家/回國日期                               (請說明) 

(3) 過去 14 天是否曾接觸過「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人士? 

□否 □是(□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接觸時間:    年     月    日) 

(4)您是否曾為衛生主管機關列管之嚴重傳染病肺炎（COVID-19）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

自主健康管理個案? 

□否 □是(□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解除時間: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以上為國立屏東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健康調查聲明書必填問題，各單位可視自身需要進行

增加問題，或將聲明書製作成 Google 表單。 
2. 基於個資法，蒐集到資料只可用於該次活動防疫調查使用，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後進

行銷毀，不得對外公開散播用於他處。 
3. 聲明書製作成 Google 表單，可參考以下「國立屏東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活動健康調

查聲明書」為範本。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健康調查聲明書」 
連結: https://forms.gle/cVmrja83uAn7naJq9 

QR-Code:  

https://forms.gle/cVmrja83uAn7naJq9


【附件四】 

 

國立屏東大學因應防疫措施學生社團活動校外人士入校申請表 
 
因嚴重傳染病肺炎（COVID-19）之疫情，本校禁止校外人士入校，除洽公人士。社團活動因

其特殊性，若為辦理活動需要，需填寫本表像學生活動發展組申請，經核章許可，需攜本表

親自前往校門口出示給警衛，即可帶領校外人士進入。校外人士進入本校需遵守學校相關規

範，並攜帶可證明之證件及填寫「國立屏東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健康調查聲明書」，如有與申請

不符之處，將取消進入及強制驅離。 

 

活動名稱  申請單位  

活
動 

日期  
主辦單位  

時間  

活動地點 
★須由申請單位先於校務行政系統登載場地申借。 

校外人士人數  

校外人士
進入原由  

附 件 □校內活動申請單  □學生社團活動健康調查聲明書      張 □其他              
                    (每位校外人士都必須先完成填寫) 

校外人士
名冊(可自
行增減欄

位) 

序號 姓名 性別 現職單位/職稱 連絡電話 

1     

2     

3     

4     

5     

申 請 人 

系級／姓名  社長/會長 
簽章 

聯絡電話 
 

指導老師 
簽章 

學生活動
發展組 輔導員 

 
組長 

 

 
✽須於活動辦理之七個工作天前提出申請，否則一律不受理。 

✽此活動申請表適用於社團、系學會與班級等舉辦校內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