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辦理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計畫 

109年 3月 13日研商 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防疫相關會議通過 

壹、 試場防疫處理原則

一、試場環境通風與消毒

(一) 打開門窗，確保試場通風良好。

(二) 試場需全數以酒精或稀釋漂白水消毒。

(三) 試場預備酒精或消毒器具，提供工作人員及考生清潔使用。

(四) 考試結束後，全數試場再次消毒。

二、考試前確實掌握考生是否具感染風險身分 

(一) 4 月 10 日(五)前各招生學校應將報名考生名冊送國立臺南高商彙整，

並與有關單位互相勾稽，以確實掌握居家隔離、居家檢疫之考生名

單，俾利各校精確掌握及安排後續事宜。

(二) 考試當日請考生提前至試場報到進行量測體溫及填寫健康聲明書(附

件一)。

三、健康管理 

(一) 體溫量測：學校應於考試當日準備額溫槍等體溫量測器材，供考生量

測體溫；試務工作人員則皆需量測體溫。 

(二) 健康狀況說明及管理：

1. 考生應落實自我健康狀況監測，如有發燒及咳嗽等呼吸道症狀，應主動

告知監試人員，並應自備口罩且主動配戴後，方得進入考試試場應試。

2. 學校協助考生量測體溫時，如遇學生有發燒情形，應詢問其旅遊史及有

無呼吸道及腹瀉等症狀，並協助適當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療。

(三) 健康工作人員及考生請配戴口罩。

四、隔離措施 

(一) 掌握工作人員健康狀況及旅遊史，如有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有中央疫

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地區旅遊史者，請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不能擔任

試務工作人員並安排其他人員替代。 

(二) 請考生主動通報旅遊史，如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公告之地區旅遊史者，且正在進行健康追蹤或自主健康管理者，請配

合學校安排至隔離試場應試。

(三) 學校應設置隔離試場；考試當日應依試場規則及實際需求，啟用隔離

試場。

五、醫療支援 

(一) 請學校醫護人員留意工作人員及考生身體狀況，協助處理考生突發傷

病。 

(二) 請監試人員全程留意考生身體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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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緊急應變措施 

一、報名作業 

(一) 報名期間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需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

健康管理者，不能擔任報名工作並安排其他人員替代。 

(二) 報名期間，如有考生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 14天、

發燒(額溫超過 37.5℃)或滯留國外無法返國報名者，得委託他人代理

報名或採取通訊報名。 

(三) 招生學校必須告知所有報名考生，若因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滯留國

外無法返國等因素，若於術科成績公告日前仍無法參加招生學校補辦

理之術科考試，則必須配合招生學校辦理退費。 

(四) 招生學校必須於報名或寄發准考證時，發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考生及家長注意事項」(附件一)，內容須包含考試當日防疫處

理原則、考試處理原則及報到(撕榜)處理原則等項目。 

(五) 報名期間，如有招生學校全校停課者，須將報名時程延後或作業方式

改變時，由各校招生委員會公告於學校網站，並陳報教育部核備。 

二、考試作業 

(一) 總報名人數超過 1,000名考生之招生學校，須視考科適當分成上、下

午場考試。 

(二) 考試當日前 14天內，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需居家隔離、居

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不能擔任試務工作人員並安排其他人員替

代。 

(三) 考試當日前 14天內，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需居家隔離、居

家檢疫管理之考生不得應考，學校應擬妥補考之措施或其他作為。 

(四) 考試當日前 14天內，正在進行自主健康管理且可以外出者，請配戴

口罩並配合學校安排至隔離試場應試。 

(五) 考試當日，如有考生發燒或咳嗽等呼吸道不適症狀，應詢問考生意願，

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協助就醫或配戴口罩至隔離試場應試。 

(六) 考試當日如有招生學校全校停課者，須將考試時程延後或作業方式改

變時，由各校招生委員會公告於學校網站且通知考生，並陳報教育部

核備。 

三、報到作業 

(一) 報到(撕榜)當日前 14天內，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需居家隔

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不能擔任報到工作並安排其他人員

替代。 

(二) 報到(撕榜)當日前 14天內，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需居家隔



3 

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者或發燒者(額溫超過 37.5℃)，得簽具

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報到(撕榜)。 

(三) 報到(撕榜)當日，如有招生學校全校停課者，須將報到時程延後或作

業方式改變時，由各校招生委員會公告於學校網站，並陳報教育部核

備。 

參、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或重大案件處理流程圖 

一、各校特招甄選入學委員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或重大案件處理

流程圖 
 
  

各校特招甄選入學委

員會發生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緊急或重大

案件 

向應變小組通報 

研判是否為跨區

或全國性議題? 

各校入學委員會召開緊

急處理會議 委員會召開應變小組重

大案件處理會議 

向全國適性入學委員會彙報

處理結果 

向應變小組通報處理結

果 

否 是 

A 

研判是否

須進一步

處置 

是 

備註：○A 接緊急應變小組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或重大案件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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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召開緊急或重大

案件應變小組會議 

啟動應變機制進行應變 

各校入學委員會處理 

向應變小組通報處理結

果 

結果存參 

二、緊急應變小組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或重大案件處理流程圖 
 

  
A 

受理緊急或

重大案件 

研判是否須

進一步處置? 

結果存參 

研商因應解

決 

彙報全國適性入學委員會

處理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備註：○A 參見各校特招入學甄選委員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或重大案件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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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校名)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考生及家長注意事項(範例) 

為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的防疫措施，維護全體考生及試務人員的健康及安全，

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壹、 防疫處理原則 

一、 甄試前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落實肥皂勤洗手、避免觸摸眼鼻口。落實呼吸道衛生

與咳嗽禮節(打噴嚏、咳嗽需掩住口、鼻，擤鼻涕後要洗手)。 

二、 為配合防疫措施，請考生於考試當日提前至試場報到進行量測體溫及填寫健康聲明

書。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考生健康聲明書【4/25(六)考試當日填寫】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請問您過去 14天是否有下列情形： 

1.有發燒、咳嗽等呼吸道不適症狀(有服藥者亦需填寫「是」) 

□是：□發燒  □咳嗽  □呼吸急促 

□否 

2.是否屬於自主健康管理者(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最新公告為準) 

□是：□申請赴港澳獲准者 

□通報個案但已檢驗陰性且符合解除隔離條件者 

□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已接獲檢驗結果□尚未接獲檢驗結果) 

□ 自 「 國 際 旅 遊 疫 情 建 議 等 級 」 第 一 級 及 第 二 級 國 家 返 國 者 

(日本、新加坡、巴林王國、科威特、法國、德國、西班牙、奧地利、比利

時、丹麥、冰島、荷蘭、挪威、瑞典、瑞士、泰國、捷克、愛沙尼亞、芬

蘭、希臘、匈牙利、拉脫維亞、列支敦斯登、立陶宛、盧森堡、馬爾他、波

蘭、葡萄牙、愛爾蘭共和國、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英國) 

□否 

三、 考生於考試當日請配戴口罩。 

四、 建議家長於防疫期間，非必要儘可能不要進入校園陪考。若有陪考人員請以 1人為

原則，請自主配戴口罩，配合量測體溫(陪考人員若額溫超過 37.5℃，不得進入校

園)，並請陪考人員儘可能待在開放空間。 

貳、 考試處理原則 

一、 有發燒、咳嗽等呼吸道不適症狀，或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正在進行自主健

康管理者，請配戴口罩並配合學校安排至隔離試場應試。 

二、 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需居家隔離、居家檢疫管理之考

生不得應考，本校將於 5/9(六)進行統一補考，請考生留意本校網站公告。考生若

於補考日仍因故無法參加補考，本校將進行退費，不再進行補考，考生不得異議。 

三、 若本校因疫情全校停課，須將考試時程延後或作業方式改變時，將公告於本校網站，

敬請考生留意。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556?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562?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1?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2?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75?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38?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0?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0?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30?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34?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7?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35?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36?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8?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498?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1?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2?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32?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32?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66?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3?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4?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4?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5?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5?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70?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7?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7?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72?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3?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59?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60?uacid=429
https://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GetPrescription/649?uacid=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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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報到(撕榜)處理原則 

一、 報到(撕榜)當日前 14 天內，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需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者或發燒者(額溫超過 37.5℃)，得簽具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報到(撕

榜)。 

二、 報到(撕榜)當日，若本校因疫情全校停課，須將報到(撕榜)時程延後或作業方式改

變時，將公告於本校網站，敬請考生留意。 

肆、 其他 

一、 本注意事項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發布疫情訊息修正之。 

二、 防疫期間，相關訊息請隨時留意瀏覽本校公告。 

 

 

 

~疫情防範時期，敬請協助配合，共同守護你我及他人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