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東科技大學辦理各類入學考試之防疫指引 

依據教育部 109 年 2 月 5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90017938 號函及 109 年 2 月 10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18887 號辦理。 

一、 招生考試防疫措施處理原則 

（一） 試場環境通風與消毒 

1. 打開門窗，確保試場通風良好。 

2. 試場需全數以酒精或稀釋漂白水消毒。 

3. 間隔較長之休息時間（如午休時間），試場可視實際需求再次消毒。 

4. 試場預備酒精或消毒器具，提供工作人員及考生清潔使用。 

5. 考試結束後，全數試場再次消毒。 

（二） 考生旅遊史應事前主動通報 

1. 教務處於考試報名結束後將寄發簡訊，請考生在考試日前 14 天內填報「線上問卷」

https://reurl.cc/kddXYn，或採電話方式向本校教務處（06-5979566＃7006）主動通報二級

(含)以上流行地區旅遊史與自主健康管理。 

 若為居家隔離及居家檢疫者，請配合留在家中或指定處所，不得應試；若為自主健康

管理者，則應全程配戴口罩應試。 

 各校招生面試系所可於入學考試前主動致電關懷確認旅遊史或自主健康管理。 

2. 為避免考場人員因過度集中而發生交叉感染，請考生親友儘可能不要陪考。 

3. 考試當日提醒：考試當日請各系宣導，提醒考生應主動通報旅遊史。 

（三） 健康管理 

1. 量測體溫：本校招生系所將於考試當日準備額(耳)溫槍等體溫量測器材，為考生及試務工作

人員量測體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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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溫≥ 37.5˚C 或耳溫≥ 38˚C)及咳嗽等呼吸道

症狀，並應自備口罩且全程配戴後，並配合進入備用試場應試。 

(2) 系所協助考生量測體溫時，如遇學生有發燒(額溫≥ 37.5˚C 或耳溫≥ 38˚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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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試務工作人員應全程配戴口罩。 

（四） 隔離措施： 

1. 本校將掌握試務工作人員健康狀況及旅遊史，如有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至二級以上流行地

區旅遊史，應居家隔離或居家檢疫，不擔任試務工作人員，並安排其他人員替代。 

2. 如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正在進行自主健康管理者，須全程配戴口罩應試。 

3. 各系應設置備用試場；考試當日應依試場規則及實際需求，啟用備用試場。 

考試期間，如有考生發燒或咳嗽等呼吸道不適症狀，應詢問考生意願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

協助就醫或至備用試場應試。 

https://reurl.cc/kddXYn


（五） 隔離措施： 

4. 本校將掌握試務工作人員健康狀況及旅遊史，如有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至二級以上流行地

區旅遊史，應居家隔離或居家檢疫，不擔任試務工作人員，並安排其他人員替代。 

5. 如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正在進行自主健康管理者，須全程配戴口罩應試。 

6. 各系應設置備用試場；考試當日應依試場規則及實際需求，啟用備用試場。 

7. 考試期間，如有考生發燒或咳嗽等呼吸道不適症狀，應詢問考生意願後，並採取適當防護

措施、協助就醫或至備用試場應試。 

（六） 醫療支援：本校衛保組將協助留意工作人員及考生身體狀況，並協助處理考生突發傷病。 

二、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提前報到：配合全面量測體溫等防疫措施，請考生提前進行報到作業，面試儘可能採分批次

報到，避免群聚等候。 

（二） 請試務工作人員與考生保持適當距離，考試開始前打開門窗注意環境通風。 

（三） 建議考生應試時請自備口罩並全程配戴，筆/面試過程中查核身分時，請配合取下口罩查驗。  

（四） 請參考本防疫措施指引、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之「『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各級學校、幼兒園、實驗教育機構及團體、補習

班、兒童課後照顧中心及托育機構因應中國大陸新型冠狀病毒肺炎疫情開學前後之防護建議

及健康管理措施 」，以及本校試場規則辦理招生考試。  

（五） 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理機制及二級以上流行地區，請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福利

部疾病管制署網站查詢最新發佈訊息(https://www.cdc.gov.tw/)。

https://www.cdc.gov.tw/


遠東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考生旅遊史暨健康關懷聲明書 

您好，因應新型冠狀病毒肺炎疫情，為確保您與本校校園師生的健康，請您務必確實填寫下列資料，

並詳細閱讀注意事項，敬祝您身體健康，事事順心。若應試當天體溫高於≧38 度 c(額溫≧37.5 度 C)，

或出現咳嗽、呼吸困難症狀，依本校防疫作業辦理。 

為避免交叉感染，請考生親友儘可能不要陪考。若考生需有陪同訪客，限制人數為 1人，並必須留

下健康關懷聲明書，以利後續追蹤管控。 

考生資料 

考生姓名：                    

考生手機號碼：                      

性別：□ 男    □ 女 

一、 報考入學管道： 

□四技甄選入學 □運動績優單獨招生 □產學攜手專班 □日四技單獨招生 

□流行音樂產業管理系流行音樂組單獨招生 □碩士班入學考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二、 報考系所別(可複選） 

學院 四技系別 碩士班所別 

工程

學院 

□機械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飛機修護系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 

□電機工程系碩班 

管理

暨設

計學

院 

□工業設計系 

□數位媒體設計系 

□創新商品設計與創業管理系 

□行銷與流通管理系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管理系 

□流行音樂產業管理系 

□流行音樂產業管理系流行音樂組 

□創新商品設計與創業管理系碩士班 

□行銷與流通管理系碩士班 

餐旅

休閒

學院 

□餐飲管理系 

□餐飲管理系 

□餐飲管理系日式料理組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系 

□休閒運動管理系 

□旅遊事業管理系旅遊經營組 

□旅遊事業管理系觀光英語組 

□休閒運動管理碩士學位學程 

□餐飲管理系餐飲經營與安全管理碩士班 



三、 目前體溫：          ，體溫量測方式：□額溫 □耳溫 □其他：                         

四、 最近 14天內有二級(含)以上流行地區如中國、香港、澳門及新加坡（依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公告）旅遊史（可複選） 

□無 □有，中國 □有，香港/澳門 □有，新加坡 □其他國家：                  

※請填寫入境資料 

入境日期：      年        月       日 

搭乘航空公司： 

五、 最近 14天內是否出現以下症狀（可複選） 

□無 □發燒(額溫≥37.5˚C 或耳溫≥38˚C) □咳嗽 □喉嚨痛 □流鼻水  

□肌肉酸痛 □呼吸道窘迫症狀(呼吸急促、困難) □全身倦怠 □四肢無力 

□其他症狀：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遠東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考生陪同人員旅遊史暨健康關懷聲明書 

您好，因應新型冠狀病毒肺炎疫情，為確保您與本校校園師生的健康，請您務必確實填寫下列資

料，並詳細閱讀注意事項，敬祝您身體健康，事事順心。若應試當天體溫高於≧38度 c(額溫≧37.5度

C)，或出現咳嗽、呼吸困難症狀，依本校防疫作業辦理。 

為避免交叉感染，請考生親友儘可能不要陪考。若考生需有陪同訪客，限制人數為 1人，並必須

留下健康關懷聲明書，以利後續追蹤管控。 

考生陪同人員資料 

考生陪同人員姓名：                    

陪同人員手機號碼：                      

性別：□ 男    □ 女 

陪同考生姓名：                    

一、 目前體溫：          ，體溫量測方式：□額溫 □耳溫 □其他：                         

二、 最近 14 天內有二級(含)以上流行地區如中國、香港、澳門及新加坡（依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旅遊史（可複選） 

□無 □有，中國 □有，香港/澳門 □有，新加坡 □其他國家：                  

※請填寫入境資料 

入境日期：      年        月       日 

搭乘航空公司： 

三、 最近 14天內是否出現以下症狀（可複選） 

□無 □發燒(額溫≥37.5˚C 或耳溫≥38˚C) □咳嗽 □喉嚨痛 □流鼻水  

□肌肉酸痛 □呼吸道窘迫症狀(呼吸急促、困難) □全身倦怠 □四肢無力 

□其他症狀：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遠東科技大學 109 學年度 

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考試日防疫措施規劃流程 

 

*因應新型冠狀病毒肺炎疫情，本校將依據「遠東科技大學辦理各類入學考試之防疫指引」辦理此次

入學考試。 

*注意事項： 

（一） 提前報到：配合全面量測體溫等防疫措施，考生提前進行報到作業，面試儘可能採分批次

報到，避免群聚等候。 

（二） 請試務工作人員與考生保持適當距離，考試開始前打開門窗注意環境通風。 

（三） 建議考生應試時請自備口罩並全程配戴，筆/面試過程中查核身分時，請配合取下口罩查

驗。 

賦歸

放榜、分發（工作人員、考生全程配戴口罩）

分發地點：設立於體育館一樓運
動區

休息區：設立於布朗區戶外用餐
區

考試（工作人員、考生全程配戴口罩）

規劃於戶外場地考試、現場備有
酒精可提供考生消毒使用

事前環境整理及器材進行消毒工
作

報到區（工作人員、考生全程配戴口罩）

額溫檢測、酒精消毒
如有考生發燒不適症狀，應詢問考生
意願，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協助就
醫或至備用試場應試



遠東科技大學 109 學年度 

日四技甄選入學考試日防疫措施規劃流程 

 
*因應新型冠狀病毒肺炎疫情，本校將依據「遠東科技大學辦理各類入學考試之防疫指引」辦

理此次入學考試。 

 

*注意事項： 

（一） 提前報到：配合全面量測體溫等防疫措施，考生提前進行報到作業，面試儘可能採

分批次報到，避免群聚等候。 

（二） 請試務工作人員與考生保持適當距離，考試開始前打開門窗注意環境通風。 

（三） 建議考生應試時請自備口罩並全程配戴，筆/面試過程中查核身分時，請配合取下口

罩查驗。 

賦歸

面試（各系試務工作人員、考生全程配戴口罩）

規劃於室內場地考試、現場備有酒
精可提供考生消毒使用

事前環境整理進行消毒工作

報到區（各系、工作人員、考生全程配戴口罩）

額溫檢測、酒精消毒
如有考生發燒不適症狀，應詢問考
生意願，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協
助就醫或至備用試場應試



遠東科技大學 109 學年度 

產學攜手專班招生考試日防疫措施規劃流程 

 
*因應新型冠狀病毒肺炎疫情，本校將依據「遠東科技大學辦理各類入學考試之防疫指引」辦

理此次入學考試。 

 

*注意事項： 

（一） 提前報到：配合全面量測體溫等防疫措施，考生提前進行報到作業，面試儘可能採

分批次報到，避免群聚等候。 

（二） 請試務工作人員與考生保持適當距離，考試開始前打開門窗注意環境通風。 

（三） 建議考生應試時請自備口罩並全程配戴，筆/面試過程中查核身分時，請配合取下口

罩查驗。 

賦歸

面試（試務工作人員、考生全程配戴口罩）

規劃於室內場地考試、現場備有酒
精可提供考生消毒使用

事前環境整理進行消毒工作

報到區（系上工作人員、考生全程配戴口罩）

額溫檢測、酒精消毒
如有考生發燒不適症狀，應詢問考
生意願，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協
助就醫或至備用試場應試



遠東科技大學 109 學年度 

日四技單獨招生考試防疫措施規劃流程 

 
*因應新型冠狀病毒肺炎疫情，本校將依據「遠東科技大學辦理各類入學考試之防疫指引」辦

理此次入學考試。 

*注意事項： 

（一） 提前報到：配合全面量測體溫等防疫措施，考生提前進行報到作業，面試儘可能採

分批次報到，避免群聚等候。 

（二） 請試務工作人員與考生保持適當距離，考試開始前打開門窗注意環境通風。 

（三） 建議考生應試時請自備口罩並全程配戴，筆/面試過程中查核身分時，請配合取下口

罩查驗。 

 

賦歸

放榜、分發（各系、工作人員、考生全程配戴口罩）

分發地點：設立於體育館一樓運動
區

休息區：設立於體育館二樓

領取成績單（試務人員、考生全程配戴口罩）

規劃於室內場地考試、現場備有酒
精可提供考生消毒使用

事前環境整理進行消毒工作

報到區（各系、工作人員、考生全程配戴口罩）

額溫檢測、酒精消毒
如有考生發燒不適症狀，應詢問考生
意願，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協助就
醫或至備用試場應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