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住宿居家檢疫

生活手冊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小組、

學務處衛保組彙編　2020年2月10日

感謝您的全力配合，

祝您在宿舍居家檢疫期間順利平安，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能迎向健康、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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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您好，

相信您在未來接受住宿居家檢疫的這段期間，
心中必然有些許憂心與焦慮，
在這場防疫的路程上，
您扮演著重要角色，
學校亦會陪著您一同走過，
這段艱辛的檢疫過程，
有任何狀況與需要，
請隨時與我們聯繫，加油！
在此，
工作小組僅代表全校師生向您致以謝忱！

祝
平安健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小組

記事欄 一、致同學的一段話



二、居家檢疫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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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有發現或通報得知學生出現疑似傳染病症狀，
敬請通知各學制防疫窗口(分機如下)，以利及時介入防
疫及時診斷，防杜校園流行疫情。其他「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相關資訊，可參閱疾管署網站(https://www.cd
c.gov.tw)；本校嚴重特殊傳染肺炎專區(https://student.
nutc.edu.tw/files/13-1004-63133.php?Lang=zh-tw)。

★如有疑問洽詢各學制分機窗口：

教職員勞工：(04)2219-5857 
日間部學生：(04)22195233-6(三民校區)、
　　　　　    (04)2219-5888(民生校區)
進修部：(04)2219-5735
進修學院(含進專)： (04)2219-5934
空中學院：(04)2219-5835
推廣部：(04)2219-5565
下班時間：校安中心(04)2219-5999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 關心您

 
 
 



1.  進入宿舍前預收三千元，檢疫期結束後，若有餘款再退回給同學。

2.  學生入境後，需告知舍監人員葷素、忌食情況(不吃牛豬羊、過敏
      等)

3.  每次送餐人員會將三餐放置於宿舍外桌上，並敲門提醒學生取餐。

4.  菜單部分會以學校周邊採買較易之商家(如早餐店、便當店等)為主
      ，每日各餐時段以提供葷食及素食。

5.  送餐時間:

     早餐:  08:00~08:30
     午餐:  11:45~12:15
     晚餐:  18:00~18:30

三、檢疫期間安心措施

食

衣
請在房間內手洗您的衣物及晾乾。
(宜浸泡漂白水後再進行一般洗滌劑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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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心理支持服務  

1. 情緒支持：學生入住之後，心理師/社工師隨即進行電話關懷，提供心理支持服務。 
2. 諮商晤談：提供遠距個別諮商/諮詢輔導服務，請登入 e-portal，點選諮商 e 化系統進行

申請。如有其他問題請於週一到週五 8:30-17:00，致電「諮商輔導組 04-22195240」洽

詢。 
3. 心理處方： 

(1)安：正確了解防疫資訊，勿過度聽信網路謠傳 

1922 免付費專線：疫情通報及傳染病諮詢 
LINE＠疾管家：掃描右方 QR Code 加入 

(2)靜：深呼吸或放鬆訓練，增加正向情緒活動 

  例：定時睡眠，安排每日活動 

(3)能：增加自我掌控感，提升身體免疫力 

  例：勤洗手、多運動、作息正常 

(4)繫：利用社群媒體或通訊軟體，維持人際連結 

  例：透過 FB/IG/Line 等社群軟體保持人際連結，與家人、班上同學、導師、朋友保持

        密切聯繫。

 

(5)望：保持樂觀，灌注希望 

  例：若平日有信仰者，可透過信仰的相關儀式(如禱告、讀經文等)來穩定心中的不安。 
      適度的轉移注意力，如觀看連續劇、綜藝節目或網路影片，降低焦慮及憂愁情緒 
資料來源：參考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災難與創傷心理委員會 



1.請使用自己樓層專屬的淋浴間
2.盥洗前、後，請消毒清潔浴室

盥洗

廁所與排泄物處理(樓層)

1.請使用自己樓層專屬的廁所
2.使用前後請消毒清潔廁所
3.如廁後排泄物或使用過馬桶後，以漂白水2瓶蓋(約50CC)加入廣口瓶，
再將水裝滿(約500CC水)，灑佈、浸泡，將馬桶蓋蓋下，作用2小時後再
沖

檢疫宿舍提供之備品
  1.1-2人一間寢室，樓層專屬的浴室與廁所
  2.寢具: 床墊、棉被、枕頭
  3.盥洗用具: 臉盆、肥皂、洗髮乳、沐浴乳、洗衣粉、毛巾*2、牙
  膏、拖鞋 
  4.清潔用品: 晾衣架*5、衛生紙*2、居家消毒漂白水、噴瓶、抹布
   、小垃圾袋、垃圾桶

自疫區入境台灣    年    月    日+14天期間     年    月    日止，進行居家檢疫
，並遵守以下規定：

★班級/單位：           學號：            填表人：               
天數 日期 上午 下午 健康狀況

1  度 度 □發燒(＞37.5℃)□流鼻水、鼻塞□咳嗽
□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其他：        ●當日就醫 □無 □有，疑似           
2  度 度 □發燒(＞37.5℃)□流鼻水、鼻塞□咳嗽
□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其他：        ●當日就醫 □無 □有，疑似           
3  度 度 □發燒(＞37.5℃)□流鼻水、鼻塞□咳嗽
□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其他：        ●當日就醫 □無 □有，疑似           
4  度 度 □發燒(＞37.5℃)□流鼻水、鼻塞□咳嗽
□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其他：        ●當日就醫 □無 □有，疑似           
5  度 度 □發燒(＞37.5℃)□流鼻水、鼻塞□咳嗽
□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其他：        ●當日就醫 □無 □有，疑似           
6  度 度 □發燒(＞37.5℃)□流鼻水、鼻塞□咳嗽
□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其他：        ●當日就醫 □無 □有，疑似           
7  度 度 □發燒(＞37.5℃)□流鼻水、鼻塞□咳嗽
□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其他：        ●當日就醫 □無 □有，疑似           
8  度 度 □發燒(＞37.5℃)□流鼻水、鼻塞□咳嗽
□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其他：        ●當日就醫 □無 □有，疑似           
9  度 度 □發燒(＞37.5℃)□流鼻水、鼻塞□咳嗽
□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其他：        ●當日就醫 □無 □有，疑似           
10  度 度 □發燒(＞37.5℃)□流鼻水、鼻塞□咳嗽
□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其他：        ●當日就醫 □無 □有，疑似           
11  度 度 □發燒(＞37.5℃)□流鼻水、鼻塞□咳嗽
□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其他：        ●當日就醫 □無 □有，疑似           
12  度 度 □發燒(＞37.5℃)□流鼻水、鼻塞□咳嗽
□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其他：        ●當日就醫 □無 □有，疑似           
13  度 度 □發燒(＞37.5℃)□流鼻水、鼻塞□咳嗽
□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其他：        ●當日就醫 □無 □有，疑似           
14  度 度 □發燒(＞37.5℃)□流鼻水、鼻塞□咳嗽
□呼吸困難□全身倦怠□四肢無力□其他：        ●當日就醫 □無 □有，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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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方安排專車至機場接送學生回到學校檢疫宿舍。

2.為防止疫情擴散，入住檢疫宿舍期間不得外出，並禁止訪客進

入。

1.檢疫者之垃圾應以兩層垃圾袋包紮綑綁緊，每日放置於大門外

垃圾子車內。

2.由清潔人員定期清運垃圾子車中的垃圾。

行(交通部份)

垃圾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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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10

  因您屬需健康管理之人員，為防範傳染擴大，並保障您自己及親友
的健康，請連續14天每天測量兩次體溫(早晚各一次)確實做好自主健
康管理措施：

一、「居家檢疫」期間，請留在家中(或住宿地點)不外出，亦不得出
          境或出國。

二、 您是在家居家檢疫，應儘量與家人分開居住，您的共同生活者
         須與您一同採取適當防護措施（佩戴外科口罩與良好衛生習慣)
        ，並儘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

三、【注意體溫及症狀】：應於自主健康管理的14天，至E-portal→
        我的專區→個人自主健康管理紀錄單填寫或此份紙本紀錄。若有
        發燒或疑似症狀請務必通知導師及衛保組。

四、為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洗手習慣，使用肥皂或洗手乳和清水
        或酒精性乾洗手液進行手部衛生。儘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
        鼻子和嘴巴。

五、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時應戴口罩，
        當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立即更換並丟進垃圾桶。打噴嚏時
        ，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無面紙或手帕時，可用衣袖代替。
        如有呼吸道症狀，與他人交談時，請戴上口罩。手部接觸到呼吸
        道分泌物時，請用肥皂搓手及澈底洗淨。

六、如出現疑似症狀，請立即配戴口罩，並聯繫校方人員或撥打防疫
        專線1922，切勿自行就醫。

七、如有其他疑問，可撥打本校衛生保健組(日間部：22195233-6；進
        修部2219-5735)。

八、請每日填寫並上傳下列健康狀況資料，並於返校時繳回衛保組。

九、違反居家檢疫規定逕自外出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者 ，將依「傳染 
        病防治法」第58條、及同法第69 條處新臺幣1萬至15萬元罰鍰。
 

五、個人自主健康管理紀錄單
                (由個案填寫)



                                                                                                          109.02.10
　　

　　為提升寒假、春節期間於中國大陸武漢市或鄰近地區從事
旅遊、探親、學術交流等活動之教職員工生對該疾病之警覺及
認知，請加強以下正確防疫觀念：

※ 返國後：

(1) 返國入境時如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主動告知航空公司
人員及機場港口檢疫人員。

(2) 返家後如出現上述症狀，撥打防疫專線1922，並戴上口罩
儘快就醫，就醫時告知醫師旅遊史、接觸史及不適症狀等。

(3) 居家檢疫者請<每日主動至E-portal→我的專區→個人自主
健康管理紀錄單>填寫表單，若有發燒或疑似症狀請務必通知
導師及衛保組。

(4) 在家中(或住宿地點)檢疫期間，請保持室內空氣流通，規律
運動、均衡飲食、適當休息、睡眠充足、心情放輕鬆。

(5) 生病在家休息，不出門，減少或避免與他人接觸；咳嗽或打
噴嚏時，使用紙巾或衣袖遮住口鼻；有呼吸道症狀應持續戴口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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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須知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