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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8樓北區   

承辦人：劉映秀   
電話：02-2720-8889/1999轉1255   
傳真：02-87884137   
電子信箱：edu_se.10@mail.taipei.

gov.tw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及衛生

保健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7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體字第111305037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臺北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因應Covid-19新變種病毒停課指引」、停課通知範例
及校園因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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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1份   

主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中
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111年5月8日起調整校園防疫措施
，取消匡列造冊、居家隔離及全校停課等一案，詳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1年5
月7日決定暨教育部111年5月7日「教育部說明校園因應
COVID-19防疫授課方式調整實施原則」辦理。   

二、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以「確診個案」為核

心，針對校園實施授課方式進行調整，自111年(以下同)5
月8日起，取消匡列造冊、居家隔離及「全校1/3或10班以
上班級有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得實施全校暫停實體課

程」規定，針對5月8日起調整後處理原則，說明如下：   
(一)居家隔離通知書發放，自5月8日起新增個案，學校無須
再就接觸者進行匡列及造冊，亦無須開立居家隔離通知

書，停止實體課程已滿3日者亦可復課。舉例而言，5月
5日發放居家隔離通知書，居家隔離日期為5月6日至8日
，需重發居家隔離通知書之日期為5月6日及7日兩天，
並自5月8日起無須居家隔離及恢復實體課程；5月6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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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居家隔離通知書，居家隔離日期為5月7日至9日，需
重發居家隔離通知書之日期為5月7日一天，並自5月8日
起無須居家隔離及恢復實體課程。   

(二)國小及幼兒園階段   
１、考量疫苗施打尚未普及，確診個案如「確診前2日內
」曾到校上課，其全班同班同學與導師，實施3天「
防疫假」暫停實體課程，啟動遠距線上教學，並由

學校提供1人1劑快篩試劑。   
２、招收國小以下學童之安親班與課後照顧中心比照辦

理，但其學生所需之快篩試劑由學校發放，不重複

提供。   
(三)國中及高中階段   
１、取消全班性暫停實體課程方式，與確診個案同班同

學不須居家隔離，以該確診個案如「確診前2日內」
曾到校上課，確診學生同班級之座位「九宮格」同

學，實施3天「防疫假」暫停實體課程，啟動混成教
學，並由學校提供1人1劑快篩試劑。   

２、招收國中及高中學生之補習班比照辦理，但其學生

所需之快篩試劑由學校發放，不重複提供。   
(四)大專階段：取消全校性暫停實體課程方式。學校可授權
「授課教師」於上課班級出現確診或居隔學生而須返家

進行居家照護或居家隔離時，考量目前已近學期末，為

避免學生往返奔波，得經與學生討論後，依專科以上學

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實施遠距教學至本（110學
年度第2學期）學期末，並應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五)各級學校課程、社團及活動：各級學校課程、社團及活
動之人員，與確診個案於「確診前2日內」有摘下口罩
共同活動15分鐘以上，該類人員（教師、學生、教練等
）實施3天「防疫假」停止到校，並由學校提供1人1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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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試劑。   
(六)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住宿學生   
１、同寢室室友比照「同住親友」，需居家隔離，由學

校發放3劑快篩試劑。   
２、校內外住宿生確診或居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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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為原則。

如有困難情形，須於學校宿舍進行居家照護或隔離

者，學校以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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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學校如因學生確診或居隔人數短期內急遽增加，以

致於宿舍量能難以承載而無法兼顧其他學生住宿生

活需求，得針對實體課程進行授課方式調整，再視

宿舍量能調整情形，適時恢復實體課程。   
三、相關假別說明：   

(一)各教育階段別學生：如因確診、居家隔離、實施防疫假
，抑或是家長基於防疫目的為子女請防疫假無法到校者

，不列入出缺勤紀錄。學生各該平時或定期成績評量，

依學校評量規定彈性辦理。   
(二)教職員工：如確診則請「公假」；如因同住親友確診而
需居家隔離，請「防疫隔離假」。   

(三)學生家長：學生暫停實體課程及請防疫假期間，家長如
需照顧學生，得申請防疫照顧假。   

四、各校得衡酌學生、家長需求及教師教學能量，經校內凝

聚共識後，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後，啟動同步、非同步線上課程等遠距教學多元模式並

通報主管機關備查。   
五、另本局刻正研議配發各級學校(不含私立教育單位，如私
立幼兒園及補習班)快篩試劑，配發劑量將另行通知，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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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各校得依校內需求調配使用。   
六、檢送「臺北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因應Covid-19新變種病
毒停課指引」、停課通知範例及校園因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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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1份。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臺

北市各私立幼兒園、臺北市非營利教保服務機構、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灣戲曲

學院、恩慈美國學校、道明外僑學校、臺北復臨美國學校、臺北歐洲學校(小學部)
、臺北歐洲學校(中學部)、臺北市日僑學校、臺北韓國學校   

副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含附

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終身教育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綜合

企劃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人

事室（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科（含附件）   



臺北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因應Covid-19新變種病毒停課指引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5月7日北市教體字第1113050371號函修訂 

壹、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

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臺北市政府防疫規範、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防疫教育總指引，並預防可能性傳染風險，引導本局所轄屬公私立各級學校（含幼

兒園、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特訂定本指引。 

貳、確診個案及自主應變對象規範： 

一、確診個案或疑似個案：就醫。 

二、「自主應變對象」之匡列原則 

(一)國小及幼兒園 

1. 確診個案同班同學(含導師)。 

2. 確診個案補習班、安親班、課後照顧班同班同學。 

3. 其他課程、社團及活動，摘下口罩與確診個案共同活動15分鐘以上之師生。 

(二)國中及高中職 

1. 確診個案同班座位9宮格同學。 

2. 確診個案補習班同班座位9宮格同學。 

3. 其他課程、社團及活動，摘下口罩與確診個案共同活動15分鐘以上之師生。 

(三)確診老師/科任辦公室座位9宮格同事。 

三、措施：上述對象自與確診者最後接觸日(D0)起算，停止實體課程3天，每人發放1劑快篩

試劑。 

參、學校因應防疫作為 

一、學校(園)遇有確診、疑似確診或高風險個案時，應立即於1小時內進行校安通報；自主

應變對象匡列原則為確診者有症狀日或採檢PCR確診日(無症狀者)前2天之接觸者。 

二、學校並應立即組成防疫應變小組，由校長主持，邀集主任、護理師及相關組長共同參與，

建立小組名單及通訊方式後，同步提供本局及轄區健康服務中心，並安排校園清消。 

三、學校防疫應變小組應掌握停止實體課程師生健康情形、快篩或PCR採檢情形及提供相關

關懷與協助，每日回報數據。 

四、未停課之學生及班級，採動線分流方式上下學，朝年級分散、分流分區等方式辦理。學

生上放學動線規劃請於開學前轉知家長配合接送時間，避免校門口群聚情形。 

五、每日應監測全校班級學生體溫，並落實學生每日測量體溫 2次(上學前、入校時)。如有

疑似發燒(額溫≥37.5度、耳溫≥38度)之個案，立即造冊列管追蹤及通報，並先行隔離妥

適區域，通知家長立即協助學生就醫。 

六、學生如因確診、居家隔離或經列為自主應變對象無法到校，不列入出缺勤紀錄；家長如

有基於防疫目的為子女請防疫假者，學生請假不列入出缺勤紀錄，學生於防疫假期間，

各該平時或定期成績評量，依學校評量規定彈性辦理。另請學校每日掌握學生出席情形，

回報本局視導督學及主管。 

七、請運用學校(園)網站防疫專區，善用跑馬燈、班級網站、多媒體刊版、電子郵件、社群

網絡等加強公布訊息；另可利用簡訊、Line 群組、電子聯絡簿等預先發送學校(園)防

疫規劃通知，提醒家長及學生注意事項。 

肆、本局所轄屬課後照中心(班)、補習班準用本指引。 

伍、本指引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防疫規範、教育部函、臺北市政府相關防疫措施、臺

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教育總指引，進行滾動式修正。 

 



臺北市立 OOOOOO暫停實體課程通知(範例) 

親愛的家長您好： 

本校接獲疾管署通知，有個案確診新冠肺炎，本校依「臺北市各級學校及

幼兒園因應 Covid-19新變種病毒停課指引」，緊急召開防疫小組會議，經教育

局同意，確診個案因確診前2日內曾到校上課，貴子女(因為與確診者為□國中

/高中職就讀同班級之座位9宮格同學；□國小就讀同班級；□幼兒園就讀同班

級；□各級學校課程、社團及活動有摘下口罩15分鐘以上者)將暫停實體課程

至 O 月 O 日，實施3天防疫假，並由學校提供1人1劑快篩劑(供貴子女返校前1

日進行自我快篩)， O月0日（星期0）恢復實體課程。 

暫停實體課程期間學校導師仍會每天持續關懷孩子們的健康狀況，此期間

仍依原課表時間進行線上課程。敬請您的子女依平時線上課程演練方式，準時

進入課堂上課，並完成任課老師交付之相關作業。 

    本校所有學生在貴家長及師長們的關懷之下，在校都確實遵守了高規格的

防疫措施，學校已同步進行清潔消毒。停課期間，親師生都辛苦了，孩子心情

也難免浮動，也請家長們一同督促孩子在家學習時，除了注意防疫與身體健

康，也要注意學習進度的完成。 

    同時，請各位家長將關心化為祝福，勿過度聚焦於個案對象，讓我們以正

向的態度一起平安度過這次疫情。相信您的祝福，會為孩子提供一個好的楷

模，再次誠摯謝謝您的配合與關心，讓我們共同度過這段艱辛的防疫期，盡快

回歸正常生活！ 

    若您在這段期間，有任何需要我們協助之處，歡迎於上班時間來電洽詢。 

學校電話00000000 

教務處分機000  學生上課學習、教科書、學籍轉出入相關問題 

學務處分機000  學生衛生健康相關問題。 

輔導室分機000  心理輔導及特教、學習扶助相關問題 

 

臺北市立000學校 

111年 O月0日敬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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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07. 
序號 問題 回答 

1 
此調整方案為何國小與國、

高中不同規定? 

考量國小及幼兒園學童因疫苗施打尚未普及，且同班師生相處密

度較高，為顧及學童健康安全，採取與國、高中不同的實施方式。 

2 
當學校「學生」為「確診個

案」時學校如何處理? 

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 國小及幼兒園：確診個案所屬班級之同學與導師，全班暫停實

體課程 3 天，並由學校提供 1人 1劑快篩試劑。 

2. 國中及高中：確診個案同班同學不須居家隔離。確診個案如「確

診前 2日內」曾到校上課，其所屬班級之座位「九宮格」同學，

實施 3 天「防疫假」停止到校，並由學校提供 1 人 1 劑快

篩試劑。 

3. 各級學校課程、社團及活動：與確診個案於「確診前 2 日內」

有摘下口罩共同活動 15 分鐘以上，該類人員(教師、學生、

教練等)實施 3 天「防疫假」停止到校，並由學校提供 1人

1劑快篩試劑。 

4. 住宿學生：同寢室室友比照「同住親友」，需居家隔離，由學

校發放 1 人 3劑快篩試劑。 

3 
當學校「老師」為「確診個

案」時學校如何處理? 

1. 國小及幼兒園： 

(1) 如確診個案為班級導師，該班級學生暫停實體課程 3天，並

由學校提供 1人 1劑快篩試劑；若確診個案非班級導師，其

授課班級不受影響、不用暫停實體課程。 

(2) 如確診老師身體不適、無法進行線上教學，可請「公假」，由

學校課務排代。 

2. 國中及高中： 

(1) 確診個案導師班級與授課班級學生，皆不受影響。 

3. 教師辦公室： 

請依照學校持續營運計畫辦理，本部會依照指揮中心新規定再提

供建議。 

4 

與確診者同一社團、表演、

運動或搭乘交通車，是否實

施 3天「防疫假」停止到校？ 

1. 學校課程、社團及活動之人員，與確診個案於「確診前 2 日

內」有摘下口罩共同活動 15 分鐘以上，該類人員(教師、學

生、教練等)實施 3 天「防疫假」停止到校，並由學校提供 1

人 1劑快篩試劑。 

2. 確診個案於「確診前 2 日內」曾搭乘交通車，其餘學生如與

確診個案「在無適當防護下(如摘下口罩)，曾於 24小時內累

計大於 15分鐘面對面之接觸」，才必須實施「3天防疫假」停

止到校，但不會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 

5 
如班上有確診個案，實施 3

天防疫假的日期如何計算？ 

1. 請學校先確認確診學生於確診前 2日有無到校。 

(1) 若確診學生確診前 2日有到校： 

自學校得知學生確診當日開始計算。如：學校於週二得知Ａ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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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無論當日Ａ生是否到校），只要Ａ生週一曾到校，其餘學生自

週二起開始實施防疫假，並於週五返校上課。 

(2) 若確診學生確診前 2日沒有到校： 

其餘同學不受影響。 

2. 實施防疫假之天數，以「日曆天」(含假日)計算之。 

6 

如學生因快篩陽性先暫時停

止到校，之後才 PCR 陽性確

診，停課日期該如何計算？

中間的預防性停課措施是否

持續辦理？ 

如有學生快篩陽性，學校得比照確診個案處理。 

得知學生快篩陽性當日，就請該學生不要到校，其他九宮格學生

（國小以下學生則為該生所屬班級）須實施 3天防疫假，其停課

日期比照出現確診個案的算法計之。 

因此，就不需有兩者之間的預防性停課措施。 

7 

為何暫停實體課程及防疫假

是 3 天？學校可否自行調整

為 1-2天或增加天數？ 

根據研究指出 COVID-19 病毒潛伏期約 2.7 天，因此訂定 3 天降

低被感染風險，學校不可自行調整天數。 

8 

新制取消全校性暫停實體授

課，但如果學校確診人數太

多，是否仍可全校暫停實體

授課？ 

如果學校確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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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報主

管機關備查。 

9 

實施暫停實體課程 3 天，或

「防疫假」3天，何時可恢復

實體課程? 

3天期滿後，第 4天即可恢復到校上課。 

10 

國小以下學生因同班同學確

診，暫停實體課程 3 天之假

別為何？ 

因整班學生進行線上課程，故不須請假。 

11 

因同班同學確診或與確診者

於 2日內有摘下口罩共同訓

練、活動 15分鐘以上的運

動團隊或社團，實施 3天

「防疫假」，是否影響出缺

勤？ 

不影響。 

防疫假不納入學生出缺席紀錄，亦不扣減其學業評量之成績。 

12 

國小以下學生 3天暫停實體

課程或防疫假在家線上學

習，陪同家長可否申請防疫

照顧假？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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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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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可個案

認定並給予防疫假，不納入學生個人出缺勤紀錄，亦不會因此扣

減其學業成績評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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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住宿生是確診個案之同寢室室友，比照「同住親友」，需居

家隔離，並由學校發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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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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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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校內外住宿生確診或居隔，

如何處理？ 

1. 校內外住宿生確診或居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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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以

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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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學校如住宿學生確診或居

格人數短期急增，可否調整

相關實體課程以為應變？ 

學校如因學生確診或居隔人數短期內急遽增加，以致於宿舍量能

難以承載而無法兼顧其他學生住宿生活需求，得針對實體課程進

行授課方式調整，再視宿舍量能調整情形，適時恢復實體課程。 

17 
當學校教職員工「確診」或

「居家隔離」的假別為何？ 

教職員工如確診則請「公假」；如因同住親友確診而需居家隔

離，請「防疫隔離假」。 

18 

學校於 5/7（含）以前已實施

暫停實體課程的班級，5/8

起如何處理？ 

5/7（含）前已實施暫停實體課程的班級，依學校原規定辦理。 

5/8 起即適用新制，但各縣市如另有考量，採行不同做法，本部

予以尊重。 

19 

5/7（含）前，被學校匡列為

居家隔離者之教職員工生，

5/8起該如何處理？  

1. 確診者及其同住親友（住宿生同寢室室友），應依規定隔離至

期滿。 

2. 其餘人員（被學校匡列居隔者之教職員工生），自 5/8 起解除

居家隔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