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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 

調整防疫措施(高級中等以下學校)QA 

                                          111.8.29更新 

一、實施原則---------------- P.1 

二、防疫假別---------------- P.4 

三、住宿生------------------ P.5 

四、快篩試劑---------------- P.6 

五、教職員工請假------------ P.6 

序號 問題 回答 

一、實施原則 

1. 

當學校「學生」 或「老

師」為「確診個案」或

「快篩陽性個案」時，

學校如何處理? 

9月 11日（含）前依現行規定調整授課方式者，依學校

原規定辦理；9月 12日起發生之個案即適用新制如下: 

1. 確診或快篩陽性：7天居家照護，期滿無症狀可入

校上課。 

2. 確診者（及快篩陽性個案）的同班同學及教師，學

校提供 1 劑快篩試劑，快篩陰性無症狀可上課，

如有症狀應儘速就醫。 

3. 與確診者（及快篩陽性個案）摘下口罩共同活動 15

分鐘以上（如社團活動），學校提供 1劑快篩試劑，

快篩陰性無症狀可上課，如有症狀應儘速就醫。 

4. 住宿學生同寢室室友比照「同住親友」，並依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進行居家隔離或自主防

疫，自主防疫期間不到校。 

2. 

若班級週一出現確診

者，週二又有確診者，

學校是否要發兩次快

篩試劑? 

是，同一班級不同天出現確診者仍應依規定發放。因此，

在此情況下，請學校週一發給同班同學及教師 1人 1劑

快篩試劑；週二也應再發給同班同學及教師 1人 1劑快

篩試劑。 

3. 
請問開學防疫新制從

什麼時候開始? 

9月 11日（含）前依現行規定調整授課方式者，依學校

原規定辦理；9月 12日起發生之個案即適用新制。 

4. 實行新制度後，班上出 依指揮中心建議，班上同學確診或快篩陽性，如有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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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回答 

現確診或快篩陽性個

案，該班級其他人員的

快篩時機？  

症狀可篩檢，如無症狀則以快篩陽性當日為第 0天，其

他同學及教師在第 2天篩檢。 

 

5. 

續上題，若上述教職員

工生於 3 個月內已確

診，還需要配合快篩？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已確診康復者 3個月內

免篩檢，3個月後回復原篩檢頻率。 

【確定病例符合解除隔離條件，且距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無症

狀者適用)15天(含)以上至 3個月內者，得免除篩檢】 

6. 

續上題，上述教職員工

生返校前的快篩結果，

是否需先行提供學校

檢視？ 

快篩屬自主健康監測之防疫措施，採不強迫、不檢

查為原則；教職員工生快篩陰性無症狀可上課，快

篩陽性或有症狀應儘速就醫。 

7. 

新的校園防疫措施實

施後，學校是否還需要

做疫調人員？學校必

須 要 做 的事 項有 哪

些？ 

1. 學校不需要再做疫調。 

2. 但仍請學校詳實登記學生出席狀況，並掌握學生在班

級座位。 

8. 

根據防疫規定，確診者

須填寫「確診個案自主

回報疫調系統」，請問

學校如何知道哪位教

職員工生確診？ 

請學校向教職員工生宣導，如發生確診或快篩陽性之情

形，應主動回報學校師長或防疫長。 

9. 

實行新制後新制取消

全校性暫停實體授課，

但如果學校確診或快

篩陽性人數太多，是否

仍可全校暫停實體授

課？ 

如果學校確診、快篩陽性及居家隔離人數急遽增加，造

成學校在課務運作上發生困難，學校仍可以考量其運作

量能調整授課方式，得與教育部校園疫情應變小組研商

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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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回答 

10. 
縣市可以採取與教育

部不同的措施？  

縣市因疫情需調整授課方式，得與教育部校園疫情應變

小組研商後施行，惟仍應兼顧校園健康安全，並保障學

生受教權益及家長照顧學生之需求。 

11. 

有關 5 月 17 日起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

布，0+7 天自主防疫期

間，其中外包清潔人

員、團膳廚工、工友、

警衛等人員(編制外)，

是否到校? 

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自主防疫期間規定如

下: 

1. 完成3劑疫苗接種者得：免居家隔離，但需配合7天

自主防疫，期間應遵守自主防疫規範，如需外出工

作及採買生活必需品，需有2日內家用抗原快篩陰

性證明，有症狀時建議在家休息，並以快篩試劑進

行快篩。 

2. 未完成3劑疫苗接種者：維持「3天居家隔離+4天自

主防疫」，隔離期間應留在家中，禁止外出，於隔

離期滿後繼續4天自主防疫，另須配合於隔離期間

完成匡列時進行快篩，自主防疫期間，如需外出工

作及採買生活必需品，需有2日內家用抗原快篩陰

性證明，有症狀時建議在家休息，並以快篩試劑進

行快篩。 

12. 

學校校園可否開放，舉

辦新生迎新活動或親

師會讓家長入校? 

學校辦理家長會或親師會等活動時可依校園防疫指引

規定，請家長、來賓及訪客於入校時配合體溫量測、落

實手部衛生、不飲食及全程佩戴口罩等相關防疫措施。 

13. 
開學後，用餐是否持續

使用隔板? 

學校可依現行校園防疫指引辦理，落實學（幼）生用餐

前正確洗手，用餐期間，應維持用餐環境通風良好，不

限隔板或 1.5公尺間距；並避免交談；用餐完畢落實桌

面清潔及消毒。 

14. 

請問與確診者或快篩

陽性個案全程佩戴口

罩共同活動之人員要

與確診者（及快篩陽性個案）全程佩戴口罩共同活動之

人員，仍請自行體溫監測，並注意是否有呼吸道疾病症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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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何處理? 

15 

未打滿第三劑教職員

是否仍需持續每週進

行快篩? 

有關學校教職員工未接種滿第三劑者仍依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規定，維持每週快篩，有醫師證明不適合接

種疫苗者，由學校提供公費快篩試劑。 

二、防疫假別 

16. 

實行新制度的調整授

課方式後，已沒有所謂

「暫停實體課程 3 天

(防疫假)」，學生、教

職員工請假的假別為

何？  

1. 確診、快篩陽性或居家隔離者：教職員工可請「公假

/防疫隔離假」，學生可請「防疫隔離假」 

2. 教職員工生於自主防疫期間可請「自主防疫假」 

3. 學生如有身體不適或快篩陰性仍有疑慮可請「防疫

假」，不納入學生個人出缺席紀錄，亦不會因此扣減

其學業評量成績。 

17. 

學生「防疫假」與「防

疫隔離假」的差別為

何？ 

1. 「防疫假」: 學生如有身體不適或快篩陰性仍有疑慮

者可申請之假別。 

2. 「防疫隔離假」：確診、快篩陽性或居家隔離者可申請

之假別 

18. 
「防疫假」之意涵是否

等同暫停實體課程？ 

1.實施「防疫假」者，不等於暫停實體課程。 

2.「防疫假」就像既有的學生事、病假一樣，但如果老

師可以做到遠距教學加上班級實體教學的「混成教

學」，尊重教師教學專業。 

19. 

防疫假不列入出缺席

紀錄，那是否完成書面

請假程序？ 

請依校內請假程序辦理。 

20. 

學生防疫假在家線上

學習期間，陪同家長可

否申請防疫照顧假？ 

1. 可以。 

2. 家長可以用學校通知（形式不拘）作為佐證，向雇主

申請防疫照顧假。 

21. 

如學生家長基於防疫

考量，是否可以自行幫

其子女請防疫假？ 

為因應各地區學校疫情狀況與各家庭面臨問題情形殊

異，學生家長如有基於防疫目的，為其子女向就讀學校

請假者，請學校審酌個案情形，從寬認定予以防疫假，

不應強制要求提供特定證明文件，且不納入學生個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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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紀錄，亦不會因此扣減其學業評量成績。 

22. 

家長如基於防疫考量，

自行幫其子女請防疫

假，學校教師要幫這位

學 生 進 行線 上教 學

嗎？ 

教師得因應請防疫假學生之學習需求，採多元、彈性方

式指導學生學習，其方式包括同步提供實體課程之視

訊、錄製課堂教學影片、提供課堂教材或學習單供學生

學習；或於學生恢復到校上課後，視實際需要，實施學

習扶助課程，所需教師鐘點費，由學校預算支應或向主

管機關申請補助；再有不足時，得向國教署申請補助。 

學生回校後，請學校及老師協助學生順利銜接原有課

程。 

23. 

家長想自行幫學生請

防疫假，但學校要求學

生只能請事假，可能因

此被列入出缺席紀錄，

學生及家長如何確保

自身權益？ 

為因應各地區學校疫情狀況與各家庭面臨問題情形殊

異，學生家長如有基於防疫目的，為其子女向就讀學校

請假者，請學校審酌個案情形，從寬認定予以防疫假，

不應強制要求提供特定證明文件，且不納入學生個人出

缺席紀錄，亦不會因此扣減其學業評量成績。 

三、住宿生 

24. 

學生如有住宿生確診，

其餘住宿學生是否需

要進行居家隔離？ 

1. 住宿學生同寢室室友比照「同住親友」，並依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進行居家隔離或自主防疫，並由

學校發放 1 人 2劑快篩試劑。 

2. 其他非同寢室室友，因宿舍管理已有一定防疫措施，

因此比照普通民眾不擴及鄰居或社區住戶，亦即不擴

及同樓層或同棟寢室住宿生。 

25. 
校內外住宿生確診或

居隔，如何處理？ 

1. 校內外住宿生為確診或居家隔離者，由教育部補助學

校積極協助返家或在租屋處進行居家照護或居家隔

離為原則。 

2. 如有困難情形，須於學校宿舍進行居家照護或隔離

者，學校啟用隔離宿舍或於集中檢疫所安置隔離者。

一般宿舍受調度為隔離宿舍，則協調調度校外旅館安

置無須隔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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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學校如住宿學生確診

或居隔人數短期急增，

可否調整相關實體課

程以為應變？ 

學校如因學生確診、快篩陽性或居家隔離人數短期內急

遽增加，以致於宿舍安置量能難以承載，而無法兼顧其

他學生住宿生活需求，學校得報地方政府，經與教育部

校園疫情應變小組研商後，進行授課方式調整。 

四、快篩試劑 

27. 

學校發放快篩試劑是

否需造冊？教職員工

因公務所需可否領用? 

1. 學校發放快篩試劑請造冊登記。 

2. 請學校依「各縣市教育局（處）發放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快篩試劑須知」之發放原則及數量規定，發放

快篩試劑。 

3. 另學校教職員工因公務或有接觸確診或快篩陽性個

案者，可依實際使用需求向學校提出申請，由學校

提供每次 1人 1劑快篩試劑。 

28. 
目前學校的快篩試劑

發放情形?  

1. 教育部截至 8 月底依據各縣市疫情狀況與快篩試劑

需求，發送總計 968萬快篩試劑至各縣市教育局處，

並配送至各級學校。 

2. 後續教育部會持續向指揮中心爭取，快篩試劑維持公

費配送方式，學期間每週配送 80 萬劑，各校安全庫

存量將調升至 50%。 

29. 

國小學童學生因同住

家人確診，需居隔 3+4、

天，可否於自主防疫期

間第 4天快篩陰性返校

接種疫苗？ 

自主防疫期間係為避免長時間接觸。如屬於到校接種疫

苗，請全程戴口罩，並落實自主健康管理，第 4天快篩

陰性，可以接種。 

五、教職員工請假 

30. 

當學校教職員工「確

診」，其請假的假別為

何？ 

當教職員工確診請「公假」，教師課務由學校協助排

代。 

31. 
教師如被匡列為居家

隔離者，其請假的假別

1. 如教師仍可居家線上教學（有授課事實），則不用請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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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2. 如教師身體不適，無法進行線上教學： 

(1) 居家隔離期間：可請「防疫隔離假」，課務由學校

協助排代。同時也請該名教師密切留意自身身體狀

況，視需要進行快篩。 

(2) 自主防疫期間：可請「自主防疫假」，課務由學校

協助排代。同時也請該名教師密切留意自身身體狀

況，視需要進行快篩。 

32. 

當學校職員工被匡列

為居家隔離者，其請假

的假別為何？ 

1. 如學校職員工仍可居家辦公，則不用請假。 

2. 如居家隔離期間（包括自主防疫期間）身體不適，

無法居家辦公，可請「防疫隔離假」（自主防疫期間

則請「自主防疫假」）。同時也請該名職員工密切留

意自身身體狀況，視需要進行快篩。 

33. 

確診教師如果可以在

家實施線上教學，是不

是免請「公假」？有身

體不適，無法實施線上

教學，才請公假？ 

抑或是只要教師確診，

無論能否實施線上教

學一律請公假？ 

確診教師一律請「公假」，課務由學校協助排代。 

34. 

如授課班級出現確診

或快篩陽性個案時，教

師如果需實施線上授

課，那還要請防疫假

嗎？ 

如教師實施居家線上教學（有授課事實），則不用另行

請假；如教職員工因身體不適，無法居家辦公或線上

教學，可請「防疫假」，教師遺留課務由學校協助排

代。 

35. 

如教職員工為照顧確

診之 0-12 歲子女或照

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

隔離、檢疫、自主防疫

無法到校、實施防疫假

1. 如教師居家照顧期間仍可進行線上教學（有授課事

實），則不用另行請假。 

2. 教職員工為照顧確診之 0-12歲子女或照顧生活不

能自理之受隔離、檢疫、自主防疫無法到校、實施

防疫假者，如教職員工無法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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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教師本身可以請什

麼假別？ 

可申請「防疫隔離假」（照顧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者）、「自主防疫假」（照顧自主防疫者）、「防疫照

顧假」（照顧防疫假者），教師遺留課務由學校協助

排代。 

36. 

如教師有 12 歲以下子

女須實施防疫假，導致

教師有居家照顧子女

的需求，教師本身可以

向學校請什麼假別？ 

1. 如教師仍可居家線上教學（有授課事實），則不用另

行請假。 

2. 若教師居家照顧期間無法進行線上教學，依教師請

假規則授權各主管機關所訂之調補代課規定，教師

可請「家庭照顧假」、「事假」、「休假」、「補休」、

「防疫照顧假」等假別。其中，防疫照顧假不支

薪，課務由學校協助排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