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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衛生、午餐、環境教育工作業務報告 

一、學校衛生工作 

     本市 107 學年度推動學生衛生保健相關業務，統籌辦理學生健康檢查與

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計畫，依據健康檢查結果與收集各項健康促進議題研究成果

修訂學校健康促進計畫，配合衛生局疾病管制政策，落實校園各項疫情防治與

通報，以維護學生在校安全與健康。衛生保健工作重點臚列如下: 

(一) 學生健康檢查： 

    每年定期辦理國小一、四年級及國中一年級學生健康檢查， 107學年度採 

    行政區域劃分 4 區(中區、山區、海區、屯區)，委請文山國小、豐原國小、 

竹林國小、烏日國小等 4校分區辦理招標工作，及萬豐國小承辦國小 1 年 

級學生心臟篩檢工作。本(107)學年度中、山區承辦醫院為大里仁愛醫院； 

海區承辦醫院為光田醫院；屯區承辦醫院為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預計 12 

月底前完成全市 1、4、7年級學生健檢工作。另本(107)學年度國小一年 

級學童心臟篩檢方式為心電圖篩檢，請各校配合辦理檢查異常學生之後續 

就醫工作，並以篩檢異常(視力、齲齒及尿液)學生就醫率達 95%為目標。 

(二)全面推動本市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107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推動議題計有健康體位、口腔衛生、視力保健、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菸害防制、正確用藥及全民健保等議題，請 

各校根據 106學年度校內學生健康情形，擬定 107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 

畫及行動研究計畫，以改善校內學生健康情形。 

 (三)推動學生視力保健工作： 

    請各校結合跳繩運動及 SH150鼓勵學生於下課時間走出教室進行戶外活 

    動，落實「規律用眼 3010」 （近距離用眼每 30分鐘休息 10分鐘）、「天 

    天戶外活動 120」（每天到戶外活動總時間超過 120分鐘）、下課淨空率及  

    使用 3C小於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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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學生健康體位工作： 

    依據學校衛生法第 10、11條之規定略以，「學校應依學生健康檢查結果， 

    施予健康指導，且對罹患...肥胖及營養不良等學生常見體格缺點或疾 

    病，應加強預防及矯治工作」，請各校針對體位過輕、過重及肥胖學生於 

    學期中及寒、暑假期間妥適規劃體重控制管理方案，以維護學生身體健康。 

(五)填報校園電子菸調查表： 

    為防範校園電子煙氾濫及瞭解各校執行狀況，本局將以公告方式請各校將 

    推動相關措施，於期限內填報執行情形，俾利本局彙整後回報教育部。 

(六)健康促進學校成效資料庫登錄： 

    1.為了解各縣市學校衛生業務及健康促進學校推動成效，作為政府推動、 

      考核及擬定各項衛生政策之依據，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健 

      康促進學校執行成效資料庫。 

    2.填報內容為當年學年度填報前一學年度辦理情形，且須於規定期限內完 

      成填報，並納入中央審核本府健康促進學校計畫項目之一，為免影響中 

      央對本府審核之成績，請各校務必協助於期限內完成填報。 

(七)傳染病防治：     

1. 腸病毒 

(1) 因應 2017 年底國內出現腸病毒 D68 型重症個案，爰請各校配合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17 年 12 月修訂「教托育人員腸病毒防治手

冊」及本府衛生局 107 年 6 月 20 日修正公布之「臺中市腸病毒通

報及停課、停托之相關防疫措施」，據以辦理防疫及衛教宣導工作： 

1. 落實教導學童洗手五步驟。 

2. 提供充足且必要的清潔工具（如：洗手乳、肥皂、清洗廁所等

所戴之防水手套）、清潔劑與消毒劑（使用稀釋後的漂白水或其

他具檢驗報告可證實對腸病毒有效之消毒藥品）。 

3. 宣導生病不上班不上課，感染學童生病勿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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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班級玩具或設備應定期清洗、消毒，避免學童放入口中咬弄。 

(2) 國小如有腸病毒個案，應進行班級環境消毒工作、通報校安系統並

提醒家長腸病毒照護注意事項。如班級內一星期內同一班級有二名

以上學童經醫師臨床診斷為手足口症、疱疹性咽峽炎或腸病毒（含

疑似）時，可視狀況邀集相關人員召開緊急應變會議，原則無需停

課，惟為避免疫情蔓延而決定停課時，應儘速通報校安系統、教育

局防疫系統、各轄區衛生所，俾利掌握本市校園疫情。 

(3) 本局與本府衛生局於學期中不定期抽查各校，檢核各校腸病毒防治

工作整備情形。 

(4) 有關本市防疫措施規定、消毒注意事項請參閱附件。 

2. 愛滋病 

      有鑑於本市愛滋病感染的年齡層有逐漸下降的趨勢且人數劇增，為確保

年輕族群在學校教育中能夠接受到愛滋預防教育，本局每年皆委託學校

辦理愛滋病防治研習，培訓每校至少一名種子教師，由種子教師將愛滋

病議題融入國中學生之教學，自 101學年度起每位國中學生每學期至少

接受愛滋病防治教育 1小時，期望透過讓學生對愛滋病有正確的認知，

以有效遏止疫情。並於每學期結束後，本局將以公告方式請各校將推動

相關措施，於期限內填報執行情形，俾利本局彙整後回報本府衛生局。 

3. 登革熱/茲卡病毒感染症 

截至 2018年 6 月國內已出現 50例登革熱境外移入個案，其中亦有校園

疑似群聚案件，且時序已進入炎熱的夏季天氣型態，務請留意平日定期

校園巡檢工作，避免孳生登革熱孳生源： 

(1) 澈底清除戶內外積水處，包括冷卻水塔、水桶、花盆底盤、水生

植物容器、樹洞、廁所內的馬桶及水箱、丟棄之飲料罐及便當盒

等，以免孳生病媒蚊，並請確實依據「校園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

自我檢查表」完成自主檢核及防疫整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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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善用課程、導師時間、主管會議或於電子布告欄、公告欄及網

站等多元管道，有效進行宣導；若教職員工生有發燒、頭痛、後

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出疹等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 

(3) 有關登革熱疫情訊息、預防方法及孳生源清除等相關資訊，請上

疾管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查詢或下載運用，

或撥打國內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洽詢。 

(4) 本局於寒暑假、學期中不定期至各校抽查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情

形，請確實巡檢並清除積水容器工作。 

4. 流感防治 

流感高峰期為秋冬季節，請於換季及秋冬期間教導學生注意呼吸道衛生

與咳嗽禮節，並加強宣導生病不上班、不上課，在家休息直至痊癒始返

校上課。另現行雖無統一流感疫情停課規範，惟請各校留意倘班級出現

疑似群聚情形，務請儘速通報轄區衛生單位進行疫情調查。倘經校內決

議班級停課，請依規函報本局，以利掌握疫情。 

5. 學生流感疫苗施打 

配合衛生福利部政策，本府衛生局本(107)年度將於 11月起辦理學生校

園流感疫苗集中接種。請學校配合事項如下： 

(1) 與各區衛生所協調入校接種時間及地點。 

(2) 協助調查學生同意接種人數。 

(3) 發放接種須知與相關衛教單張。 

(4) 預先安排接種場地及支援人力。 

(5) 接種當日安排人力協助醫師評估學生身體狀況、安撫學生情緒與實

際接種人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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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師流感疫苗施打 

107 年度本局續補助市立高中、國中及國小教師接種流感疫苗，並規劃

於 8 月底至 9 月初向各校調查教職員意願，預計於 11 月起由本府衛生

局委請醫療院所到各校協助為教職員接種。另請各校配合下列事項:。 

(1) 施打日前請各校完成有意願接種之教職員造冊，名冊亦請完成核章。 

(2) 施打當日不接受臨時新增或修改施打名冊、亦不接受選擇流感疫苗

廠牌，請各校務必配合，以利接種工作進行。 

(3) 倘未於施打當日接種，請轉知教職員可攜帶補接種通知單與教師身

分證件逕至各轄區衛生所補接種。 

二、學生午餐及營養教育工作 

(一)有關本市學校午餐輔導，校園營養師每學年依規至輔導區學校進行午餐輔 

導及 1次營養教育工作，並請各校針對缺失、建議事項提具改善報告函報 

本局。另本局每學年亦結合衛生、農業單位展開學校午餐食材聯合稽查 

。爰請各校落實學校午餐與校園食品安全自主管理機制，並針對稽查之缺 

失、建議事項提具改善報告函報本局。 

(二)為配合教育部政策，於 103年度 5月 1日起已啟用學校午餐食材登錄系 

    統，請各校或轉知午餐供餐廠商配合行政院食品追溯雲政策執行校園食 

    材登錄機制，每日至 https://fatraceschool.moe.gov.tw/frontend/網 

    址登打、上傳相關資料，並確實依照規定時間（每日上午 12時前）完成 

    系統填報作業。系統內之資料公開予所有家長、民眾及機關查閱，請各 

    校務必指派專人每日確認上傳至系統之資料正確性。另請自辦午餐之學 

    校，依各校人力分配，確實落實相關午餐資料登打上傳工作。另自 104 

    年 6 月起啟用幼兒園食材登錄系統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 

    食品登錄系統，請各校務必配合登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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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本市共有 61 位駐校營養師分區輔導各校下列業務： 

1.輔導區內學校午餐訪視及相關業務諮詢。 

2.輔導區內學校營養教育規劃與推廣。 

3.即時處理輔導區內學生食物中毒（含疑似）情形。 

4.協助輔導區內學校菜單審核。 

(四)依據「中央補助地方政府學校午餐經費支用要點」規定辦理本市立貧困學

生午餐補助及例假日安心午餐券補助： 

    1.貧困學生午餐補助對象資格如下： 

      (1)社會局或區公所列冊低收入戶。 

      (2)社會局或區公所列冊中低收入戶。 

      (3)家庭突遭變故等相關因素。 

      (4)經學校查證確屬家庭經濟困難者且由導師認定。 

    2.另本局已訂定「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貧困學生午餐費補助 

      (含安心餐券)審查作業流程」(詳如附件四)。 

      本補助費應確實專款專用，不得與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二條規定、民間 

      捐助及其他相關補助款之伙食費或餐費重複，且確實核實原則辦理，並 

      依規定逐級核章及造冊備查；如所編經費不足支應，可專案報府辦理， 

      補助標準依核實補助。 

(五)依據本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供應執行要點第 8 點之規定，各校應針

對午餐經費成立專戶，並依會計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其收支帳務處理，請各

校確實依規辦理。 

(六)為提升本市學校午餐品質，並加強學校午餐供應與本市農業之聯結，自 104

學年度起補助本市立學校(不含國小附設幼兒園)學生及班級導師午餐每

餐 5元，請各校將該補助經費併入學校午餐標案內合併發包。另為達到該

補助經費預期效益，各校可透過校內午餐供應推行委員會之平臺，充分討

論實際午餐需求及供應內容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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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關本府補助國中、小學校午餐水果補助，自 107 學年度起試辦「107 學

年度農業局對各市立國中、小學生午餐水果供應在地食材平台執行方

案」，並選定大甲區、大安區、外埔區、后里區、豐原區、潭子區、大雅

區及神岡區等 8 行政區為試辦區域；原本府補助學生之午餐水果補助經費

（6元+4 元）由本府農業局統籌規劃、採買在地水果，並委由豐原區農會

做為計畫執行配合窗口，協助後續學校午餐水果採購及配送作業；其餘本

市非試辦區域，維持 107年上半年水果經費執行方式，學校執行補助之後

續採購，請學校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學校可視需要或季節條

件，將經費以數週或數月統籌運用。午餐水果經費由本府補助經費支應，

避免由學生繳交之午餐費用支應，以確保學生午餐及水果供應品質。另請

學校於午餐契約中加註：「臺中市政府補助本市立國中、小學生『每生每

週 6元』午餐水果補助費暨『每生每週 4 元』水果或副食品補助費，廠商

應優先採用國產可溯源或本府農業局提供優質在地水果之採購聯繫管

道。」。 

(八)為確實把關校園之食品安全，並關注食材來源及其安全性，104 年 12 月

14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學校衛生法修正案，並由總統於 104 年 12 月 30日華

總一義字第 10400151521 號令公布，於學校衛生法修正條文第 23 條第 3

項增列學校供應膳食禁止使用含基因改造生鮮食材及初級加工品。本局業

於 104 年 12 月 28 日以中市教體字第 1040103747 號函周知本市 310 所學

校，自 105學年度起學校供應膳食禁止使用含基因改造生鮮食材及初級加

工品。 

(九)依本府衛生局 100年 6月 10日中市衛食藥字第 1000702816號函、本局 100

年 6月 14日以中市教體字第 1000034571號函 103年 12月 12日中市教體

字第 1030103839 號函略以： 

1.請加強推動健康飲食，午餐團膳菜單之設計及供膳，應依教育部所訂定 

  之「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為準則，減少含糖甜食及甜湯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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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以維護學童飲食健康。 

2.學校午餐供應業者應提供均衡飲食之餐食、水果及合格乳品，避免含糖 

  甜點冰品之供應，並禁止供應外購成品及半成品，以符合餐飲業食品安 

  全管制系統衛生評鑑規定事項辦理。 

3.請各校向教職員工及家長宣導，為維護及促進學生健康，勿以含糖飲料 

  獎勵或慰勞學生。另學校供應、販賣及獎勵學生之飲品及點心，應依「校 

  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辦理。 

(十)有關「食物銀行自治條例」，依據本局 105年 4月 6日中市教體字第 

    1050025363號及 106年 5月 9日中市教體字第 1060039667號函辦理 

    ，其中第 14條「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每學期得定期舉辦食物銀行 

    日」乙節，請各校於每學期擇期辦理「食物銀行日」，並於「食物銀行日」

教導學生珍惜資源，建立愛物惜物之觀念，避免浪費食物，並得將受捐贈

之食物及其他物資轉贈實體食物銀行；學校可結合學校相關活動進行宣

達，本局將於每學期調查各校「食物銀行日」辦理情形。 

三、環境教育工作 

(一）請各校務必遵守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略以:「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每年應 

     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推展環境教育，所有員工、教師、學生均應參加四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 

     前項之環境教育計畫於執行前應提報主管機關，並於計畫完成後一個月 

     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其執行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一項環境教育，應以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演講、討論、網路學習、 

     體驗、實驗（習）、戶外學習、影片觀賞、實作及其他活動為之。(刪除 

     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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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系統操作手冊，各校可至該系統「下載專區」

(https://elearn.epa.gov.tw/upload_resource/link_webs/1317325140

11781925.pdf)查詢。 

(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請各校持續推動「個人

終身學習護照註冊比率」，且完成註冊比率至少須達 75%（註冊人數/學

校教職員工總數），並持續鼓勵學校教(職)員踴躍參與。 

(三)有關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事項： 

 1、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0條規定，學校應指定人員推動環境教育，並於 5 

   年內(105年 6月 5日前)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未指定人員及未取 

   得認證者，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補助其環境教 

   育經費，各校務必有一名取得認講之環境教育指定人員。各校取得認 

   證人員有調校、離職或退休等情事，請務必另指派一員並取得認證。 

  2、為掌握各校取得認證人員是否有異動，本局本年度將調查一次。 

  3、次依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5條第 1款(略引)：須「…曾任教 

 或任職於各級學校從事環境教育工作連續一年或累計二年以上，並參與 

 環境相關議題研習，其研習時數經教育部認定達二十四小時以上。」為 

     協助各校取得認證本局前已辦理過多場次 24小時研習，請學校鼓勵已完 

     成 24小時課程教師踴躍提出認證申請)。 

4、另有關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業已納入候用校長、主任甄選初選積分表 

內之特殊加分項目。 

5、申請表單及認證資訊→綠色學校伙伴網路/查詢(本途徑為向教育部申請 

   途徑相關表單申請途徑)：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EEArea/authstudy1.aspx(進入 

   網站後點選「環教認證專區」)。  

(四)有關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事項： 

  1、依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15條第 2款第 1項：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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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除經薦舉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外，其認證有效期限為五年，期

限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得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有效期限為五年。   

2、前開展延申請須參加核發機關、環境教育機構或核發機關認可舉辦之環 

 境相關領域研習累計 30小時以上，其中應包含 3小時環境教育法規(數 

 位課程以 15小時為限)。 

  3、本局將逐年規劃相關課程並提供相關課程資訊予各校，請各校務必轉知 

     校內已取得認證人員，擇定可參與時間參與相關課程，並請有意參與教 

     師務必申請環保署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帳號，所完成時數該系統方能將 

     匯入參與研習教師所屬機關(參與研習教師若有調校情事亦請必更新該 

     系統服務機關資訊)。 

  4、相關展延課程資料各校可至下列網站查詢： 

 (1)https://elearn.epa.gov.tw/default.aspx(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  

    育終身學習網。 

 (2)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EEArea/authstudy1.aspx(教育部 

    綠色學校夥伴網路)。 

 (3)有關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線上法規 3小時課程：各校可至下列網址 

    查詢：(3個都要上完才有 3小時法規時數)： 

        A、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05191 

        B、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04996 

        C、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04889 

  5、相關展延申請表各校可至下列網站下載(並注意展延須向原核發機關申請 

 ，如、環保署或教育部，請勿使用錯誤申請表格)： 

              (1)環保署展延申請表：           

http://www.epa.gov.tw/lp.asp?ctNode=34529&CtUnit=2513&BaseDSD=7&m

p=epa(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站)。 

 

https://elearn.epa.gov.tw/default.aspx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EEArea/authstudy1.aspx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05191
http://www.epa.gov.tw/lp.asp?ctNode=34529&CtUnit=2513&BaseDSD=7&mp=epa
http://www.epa.gov.tw/lp.asp?ctNode=34529&CtUnit=2513&BaseDSD=7&mp=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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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育部展延申請表：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EEArea/authstudy3.aspx(教

育部綠色學校夥伴網路)。 

(五)本(107)學年度本局環境教育輔導計畫，將採學校「主動」申請之方向規

劃，以結合學校辦理週三研習提供講師方式，讓學校主動提出申請(名額

有限)，有意申請學校本局將另提供學校環境教育相關到校輔導，以提供

學校於推動環境教育專業協助；本案將俟規劃完善後另函知各校。 

(六)請各校於學校網頁內建置「環境教育專區」，並逐年豐富相關內容(本局將

另於校長會議宣導請各校資訊相關人員協助建置，並在學校首頁建立環境

教育連結 logo")。各校建置環境教育專區(可用原有協作平臺、環境教育

網頁、FB、部落格等皆可)，各校僅須將原辦理成果或相關資料上傳至該

區即可，並請各校逐年豐富內容。 

 1、本局將於 108年 5月份中旬以「本局局務調查表」請學校提供學校「環 

    境教育專區」連結網址(非學校首頁網址)，各校請於 108年 6月 1日 

    前上傳相關資料(若是已規劃尚未執行完成請於 108 年 6 月 30日前完 

    成更新作業)。  

2、各校環境教育專區上傳資料為： 107 年 8月 1 日至 108年 6月 30日 

    執行成果。 

3、各校環教專區建置內容項目如下： 

項    目 

一、環境教育簡介 (例: 願景、推行小組組織表)  

二、環境教育推動計畫(107年與 108 年的計畫) 

三、學校環境教育活動辦理情形 (例: 全校性環境教育教師增能研習、學生教學

活動、全校性環境相關實務(或宣導活動) 

四、環境教育資料分享（學校自製者較佳）：(例: 教材、教案、學習單、環境教

育主題、研究成果、環境教育簡報及影片等之分享，可瀏覽並可下載分享) 

五、環境教育網站連結 

六、學校推動環境教育對外宣導 (例如: 辦理環教活動接受媒體報導或製成活動

影片…等，若無則免)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EEArea/authstudy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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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環境教育特色及成果(例：學校環境教育特色教學、整合資源推動校外

教學活動、社區生態教學、在地生態旅遊路線規劃、榮獲國家級環境教育相關表

揚獎項…等。) 

(七)有關小黑蚊相關事項：  

    1、每年春雨過後至 9月份左右為小黑蚊的高峰期，請各校於 107 學年度

開學前加強校園棲地管理，並請加強宣導從個人保護、環境管理及化學防

治等方面落實綜合防治措施：  

(1) 建立「以個人防護與環境管理為主，化學防治為輔」的防治觀念， 

(2) 做好個人防護及環境管理，清除幼蟲孳生的青苔。 

     2、個人保護：不提供血源，阻斷小黑蚊繁殖(因小黑蚊主要是不會引發 

        過敏體質的人提供血源，爰請各校加強宣導)穿著長袖衣服、長褲及 

        鞋襪；使用防蚊乳液（含 DEET對小黑蚊有效）；裝置細網目的紗門及

紗窗等。   

     3、環境管理：移除幼蟲孳生源，消除藍綠藻（青苔），保持乾燥或種植 

        密生草種如韓國草、台北草、蔓花生等；也可利用小木塊、小石、碎 

        石及沙等鋪蓋藍綠藻孳生土表。  

     4、化學防治：降低成蟲密度，聘請有經驗之病媒蚊防治業者，本局業於

7月份開始針對有小黑蚊困擾學校進行消毒作業，請各校務必依函文

交辦事項辦理。 

     5、另各校可參考相關資訊進行小黑蚊防治宣導，並請校園師生加強個人

防護措施。(相關連結網址如下：http://bmisc.weebly.com)。 

     6、請有申請 107年度小黑蚊消毒的學校於消毒作業完成後 1週內務必將

「初驗紀錄」(正本)及「施工相片與說明」寄至福陽國小，以免影響 

        承辦學校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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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事項： 

    1、有鑒於當前國內動物保護與福利議題頻仍，數度傳出動物虐殺、狂死 

       之案件，請各校善用現有之教育議題及課程(例如、晨光時間、綜合 

       活動、低年級生活領域課程、作文課程或自然課程等時間)，將動物 

       保護與福利之教育納入宣導，以建立學生對於該議題正確之觀念態 

       度。請各校每學期規劃辦理 1 場次動物保護與福利宣導活動，本局將 

       於每學期針對各校辦理日期、參與對象及人數等進行調查。     

    2、有關「本府推動所屬機關學校一次性用品源頭減量計畫」成果彙整資 

       料提供，本案每年度須提交二次資料(每年 7月初與隔年度 1 月初)， 

       本局將另函文請各校填寫本局「局務調查表」，請務必配合於所訂期 

       限內提交資料。 

3、請各校落實學校資源回收、垃圾分類並宣導環保教育。 

     4、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暨緊急 

應變作業流程」教育部業於 106年 7 月 3 日配合環保署修正指標，相 

關敘述及防護內容摘述如下： 

       (1)公告空氣品質指標 AQI代表顏色，建議採取下列防護措施： 

a、綠/黃色：極特殊敏感族群建議注意可能產生咳嗽或呼吸急促癥 

狀，仍可正常戶外活動。 

          b、橘色： 

(a)一般學生仍可進行戶外活動，宜減少長時間劇烈運動。 

(b)敏感性族群之師生，宜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及戶外活動，必要 

外出應配戴口罩。 

c、紅色： 

(a)學校應視室外課（體育課）、戶外教學或觀摩活動之活動地點 

空氣品質條件，將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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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般學生應避免長時間劇烈運動，進行其他戶外活動時應增 

加休息時間。 

(c)敏感性族群之師生應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必要外 

出應配戴口罩。 

d、紫色/褐紅色：學校及幼兒園應全部立即停止戶外活動，並將課 

程調整於室內進行。 

(2)另請各校配合懸掛 5色空氣品質旗幟並持續辦理「本市校園空氣品 

質旗幟宣導計畫」如下： 

a、指派專責人員於每日上午 8時及下午 1時至本市「空氣品質監 

測網」查詢「空氣品質指標（AQI）」並依指標相對應顏色於校

內明顯處及校門口懸掛空氣品質旗幟，傳達當日空氣品質訊

息，俾利校內師生及社區民眾採取適當的健康防護措施。 

b、為加強學童了解空氣污染及空氣品質旗織懸掛之意義，利用大 

型聚會等活動，向學童宣導空氣品質旗幟活動之內涵，並以融 

入課程方式進行教學，藉以提升學習興趣以加強學童空氣品質 

知能。 

c、將空氣品質旗幟建康防護措施寫入家庭聯絡簿，讓學生家長了 

解空氣品質旗幟活動之內涵，共同採取適當的健康防護作為（例 

如：為學生準備口罩等）。 

d、倘空氣品質指標達橘色等級時，有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 

等敏感性族群學生，應適時配載口罩進行防護。 

e、倘空氣品質指標達紅色等級時，必要時，應將戶外活動等課程， 

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 

f、將空氣品質嚴重惡化之因應作業納入學校原有之緊急事件應變 

計畫，建立緊急聯絡及應變規劃，並隨時留意本市公布之「空 

氣品質指標(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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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如有人員因空氣品質惡化肇致身體不適，或嚴重影響校務行政 

事項者，應至教育部校安中心網頁（http://csrc.edu.tw/）點 

選「校安即時通」，依規定進行通報。規定進行通報。 

(3)本局亦每日查詢空氣品質現況，並於空氣品質不佳當日，以公告系 

統及空氣品質即時聯絡網絡通知指標達橘色等級之學校，應避免戶 

外劇烈運動，達紅色等級之學校，應將戶外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 

延期辦理，並抽查學校執行情形，加強督導工作，以落實校園空氣 

品質不良之健康防護。 

(4)各校辦理運動賽事時，請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空氣 

品質惡化處理措施暨緊急應變作業流程」及「臺中市空氣品質惡化 

防制措施」規定辦理，並於規劃辦理運動賽事活動時，亦應訂定備 

案，以因應是日空品不佳之情形。 

 

 

 

 

 

 

 

 

 

 

 

 

 

 



 16 

[附件一] 

腸病毒消毒注意事項 

一、消毒工作重點： 

（一）應進行全面環境清潔及重點消毒工作，包括：電梯按鈕、手

扶梯、門把、手推車及附設兒童遊戲設施等，均要以消毒劑

進行清潔與消毒。 

（二）清潔消毒時，工作人員應穿戴防水手套、口罩等防護衣物，

工作完畢後手套應取下，避免碰觸其他物品而造成污染。 

二、建議消毒方法： 

（一）戶外紫外線、紫外線殺菌燈、氯及煮沸等方法均能有效殺滅

腸病毒，衣物等物品可使用沸水浸泡或曝曬等消毒方式。 

（二）酒精（為乾式洗手液常見的主要殺菌成分）、乙醚、氯仿、

酚類（如：來舒）等常見消毒劑對腸病毒殺滅效果不佳，請

避免使用。 

（三）建議使用濃度為 500ppm 漂白水，配置方法如下： 

巿售家庭用漂白水濃度一般在 5 至 6%，以喝湯用的湯匙舀

5 湯匙共約 80-100cc，加入 10 公升的自來水中（大瓶寶特

瓶每瓶 1,250cc，8 瓶等於 10 公升），攪拌均勻，且於 24

小時內使用。 

（四）如遭病童口鼻分泌物或排泄物污染之物品或表面，建議使用

1000ppm 漂白水擦拭（取 20cc 市售家庭用漂白水加入 1

公升之自來水）。 

（五）另可參考通過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委託社團法人「國家生

技醫療產業策進會」審查推薦之防疫產品，請至

http://www.ibmi.org.tw/anti/index.php 查詢（委託審查計畫

已於 104 年底結束，相關防疫產品之認證屆效時限最遲至

105 年底），或選用其他具檢驗報告可證實對腸病毒有效之

消毒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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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漂白水注意事項： 

（一）使用口罩、橡膠手套和防水圍裙，最好也使用護目鏡保護眼

鏡以避免被噴濺到。如果漂白水濺入眼睛，須立刻以清水沖

洗至少 15 分鐘並即就醫診治。 

（二）在通風良好處配製和使用漂白水。 

（三）漂白水需使用冷水稀釋，因為熱水會分解次氯酸鈉，並降低

其消毒效果。 

（四）有機物質會降低漂白水效果，消毒擦拭之前應將表面的有機

物清除乾淨，例如：分泌液、黏液、嘔吐物、排泄物、血液

和其他體液，使漂白水可以充分作用。 

（五）擦拭消毒的接觸時間建議超過 10 分鐘，之後可再以清水擦

拭，以降低異味。浸泡消毒的接觸時間建議超過 30 分鐘。 

（六）不要與其他家用清潔劑一併或混合使用，以防降低消毒功能

及產生化學作用。當漂白水和酸性清潔劑（如一些潔廁劑、

鹽酸）混合時，會產生有毒氣體（如氯氣），可能造成傷害

或死亡。如有需要，應先使用清潔劑並用水充分清洗後，才

用漂白水消毒。 

（七）未稀釋的漂白水在陽光下會釋出有毒氣體，所以應放置於陰

涼及兒童碰不到的地方。 

（八）請勿使用不透氣之玻璃瓶，長期盛裝 5-6%漂白水，以避免

累積氣壓而爆炸，應使用塑膠瓶盛裝。 

（九）由於次氯酸鈉會隨時間漸漸分解，因此宜選購生產日期較近

的漂白水，並且不要過量儲存，以免影響殺菌功能。 

（十）稀釋的漂白水，應當天配製並標示日期名稱，而未使用的部

分在 24 小時之後應丟棄。 

（十一）稀釋的漂白水必須加蓋及避免陽光照射，最好存放在避光

的容器並避免兒童碰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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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中市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相關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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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線上防疫通報系統 

1.登入本局全球資訊網系統公務作業公務作業專區。 

 

 

 

 

 

 

 

 

 

 

 

 

 

 

 

 

 

2.點選防疫通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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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行填報前請詳細閱讀腸病毒通報說明。 

 

 

 

 

 

 

 

 

 

 

 

 

 

 

 

 

 

4.個案病例通報:點選腸病毒-發病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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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點選班級編修後會跳出小視窗，填入班級名稱如 1年 1班或 1年甲班。

排序可依個人操作習慣編排，如排序 1的班級即會出現在列表的最上方。 
 

 

 

 

 

 

 

 

6.班級編修完成後陸續填入姓名、發病日期、請假開始日期及請假結束

日期。已登錄資料如有異動需在登錄當天下午 4點前完成修改，逾時將

不再開放權限提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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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若有班級停課之情形則到「腸病毒-停課通報」進行通報。 

 

 

 

 

 

 

 

 

 

 

 

 

 

 

 

 

 

8.依序填入停課班級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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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完成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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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提報或家長申請，導師及

午餐承辦依保密原則辦理 

學校午餐供應推行委員會審查 

通過 

由教育局相關經費
予以補助辦理。 

可提申覆 
(一次為限) 

3日內再審 
未通過 

(通知家長) 
 

保密原則 

一、 避免公開調查方式 

二、 導師彙整學生申請資料親交午餐

承辦，由午餐承辦彙整後提交午

餐供應推行委員會審查 

備註： 

一、學校午餐供應推行委員會應確實辦理貧困學生補助資格之審查 

二、各校審查工作辦理情形列入本市學校午餐及營養教育輔導考評項目 

開學 5日內 

開學 10日內 

一、 依據「中央補助地方政府學校午餐經費支用要點 」規

定辦理。 

二、 四大類貧困學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突遭變

故或經導師認定無力支付午餐費之學生。 

[附件四]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貧困學生午餐 

費補助(含安心午餐券)審核作業流程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