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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辦理【研究所甄試入學】防疫措施指引原則(111/11/7) 
  

⚫ 依據教育部111年11月2日「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理指引」及東

海大學「校內集會活動管理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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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環境須為非屬「密閉空間」及具「空氣流通有對外窗」之環境。 

試場內門可關閉，但應於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每扇至少開啟15公分保持通風。 

2. 試場前一日針對環境及廁所加強清潔、消毒。 

3. 試場、報到處及考生休息區，試前須以酒精或稀釋漂白水等全數消毒。 

4. 公用物品(如：桌、椅、門把、簽到筆、壓克力隔板等)，每次(場)使用皆須進行消

毒。 

5. 試場張貼公告，提醒非考生及工作人員，請勿進入作業場所。 

6. 報到處張貼防疫公告海報(如第8頁)，並備妥乾洗手液或酒精噴及體溫測量器等。 

7. 間隔較長之休息時間（如午休時間），試場可視實際需求再加強消毒。 

8. 試場及休息區請備妥酒精或消毒器具，俾利提供工作人員及考生清潔使用。 

9. 考試結束後，全數試場(空間)再次消毒。 

（二） 健康管理 

1. 考生、面試委員及工作人員 

應落實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自主管控體溫及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措

施，且進入校園請全程佩戴口罩。 

2. 面試建議採分批次報到，避免群聚等候。 

3. 考生面試報到時，須查核有效身分證件正本及准考證，並配合暫時取下口罩，

以利查驗面貌是否相符。 

4. 試場室內空間建議至少1.5米/人、室外至少1米/人之社交距離。 

5. 請妥適規劃面試動線及指引，以減少人員群聚狀況。 

6. COVID-19確診、快篩陽性個案，實施居家照護期間(隔離)，或自主防疫期間有症

狀者，不得到校應試(防疫措施公告如第7頁)；可檢附衛生主管機關開立之居家隔

離書等證明，於面試日3天前(含)向招生策略中心申請視訊面試(其規範，參見第5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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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健康狀況說明及管理： 

（1） 如考生有發燒(額溫≥ 37.5˚C 或耳溫≥ 38˚C)或嚴重咳嗽等呼吸道症狀，請執

行體溫複檢作業(原則10分鐘內完成2次)，若複檢後仍有發燒情況，請該生

簽署聲明書(如第4頁)後，安排專人引導考生移至備用試場休息、應試。 

（2） 考生休息區：採固定座位 (登記表如第6頁)。 

各系請派員確實管理及消毒事宜。其使用者須全程配戴口罩，配合試務人員

引導依序入座(建議採取梅花座維持適當的安全距離)。入座後應於座位上之登

記表確實填寫使用者姓名及進出時間等資訊，且勿隨意更換座位。考試結束

後，請將登記表留存系上，以便備查。 

（三） 工作人員選派： 

1. 掌握試務工作人員(含工讀生)健康狀況 

如考試當日身體不適或發燒狀況，或列屬居家照護期間(隔離)之COVID-19確診

、快篩陽性個案，或自主防疫期間有症狀者，不得擔任試務工作人員，請安排

其他人員替代。 

2. 預排定多組試務備用人員，作為考試日試務人力臨時運用。試務人員當日如

有發燒狀況，應立即就醫或返家休息，並做好工作交接。 

3. 面試至少三位(含)面試委員，若系所僅安排三位，請另規劃至少1位備用委員，並於

考試前一日及當日試前一小時務必確認委員出席狀況，若考試開始前遇緊急或突發

況，請立即啟動備用委員。 

註：委員應全程參與，如遇緊急情況為期公平，委員不得中途再進入試場。 

（四） 試務防疫應變措施： 

1. 報到處請張貼防疫公告海報(如第8頁)。 

2. 本次考試「不設置陪考休息室」。 

為減少群聚感染機會，建議親友減少陪考或於試場大樓外等待。 

3. 各系所須設置「備用試場」。 

（1） 試場應於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每扇至少開啟15公分，保持通風。 

（2） 視訊設備應於考前設置且測試完成，不可使用考生個人電子設備。 

（3） 考試當日考生如有發燒情形，由專人引導考生至備用試場進行面試。 

（4） 視訊面試過程應錄影存檔保留一年。 

（5） 面試完畢後立即將試場及器材全部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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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備用試場SOP】 

 

 

 

 

 

 

-------------------------------------------------------------------- 

4. 所有試務人員須全程佩戴口罩，且試務人員導引考生應保持適當防疫距離。 

5. 請各系面試時，建議委員們多加利用防疫隔板。 

6. 試場及休息區，請勿提供自助式點心。 

 

 

二、 其他注意事項： 

1. 考量術科考試如歌唱、舞蹈或吹奏類因考試需要無法全程佩戴口罩，得於演唱

、跳舞或演奏時暫時脫下口罩，試畢應戴上口罩。 

2. 考生應試以使用個人器材(樂器、戲服、表演服裝等)為原則，吹奏類應使用專

屬樂器(吹嘴等)，不得共用；戲劇類使用之麥克風以專人專用為原則。 

3. 本原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防疫之相關規定辦理。 

考生發燒或

嚴重咳嗽等

呼吸道症狀 

1簽署聲明 

 

2啟用備用試場 

委員前往指定試場，雙方全程佩戴口罩 

(委員與考生座位距離保持2-3公尺以上) 

視訊面試(器材各系自備) *建議優先採用* 

註：須全程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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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 
 

本人                                                  (正楷簽名)  於   111   年   11   月        日 

參加東海大學112學年度  □博士班甄試入學   □碩士班甄試入學 

因  □ 體溫超過正常範圍(額溫≥ 37.5˚ C 或耳溫≥ 38˚ C) ； 

□   嚴重咳嗽等呼吸道症狀。 

已清楚東海大學防疫措施，同意配合東海大學安排，移至備用試場應試。 

本人非屬COVID-19實施居家照護期間(隔離)之確診、快篩陽性個案，或自主防

疫期間有症狀者，倘有隱匿或不實，願自負相關法律上責任。 

 

立同意書人 

姓名：                                                            (簽名)      111   年   11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緊急聯絡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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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112學年度研究所招生考試視訊面試規範 

111年9月22日招生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 

一、 考生面試期間若因下列因素，導致無法親至本校參加面試並附有證明者，方得提出申請

視訊面試。 

1. 就學、工作因素居住於離島或境外地區。 

2. 校際交換學生。 

3. 在國外修習課程或實習者。 

4. 突發重大傷病。 

5. 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相關防疫規定，致無法參加實地面試者。 

二、 考生欲申請視訊面試者，須簽署切結書，併同申請表（報名網頁→【文件下載】列印使

用）及相關證明文件，於面試日3天前(含)以電子郵件傳送或傳真方式送交本校招生策略

中心。未依規定提出申請，一律不予受理。 

三、 申請視訊面試若獲審核通過，將由招生系所（學位學程）排定視訊面試時間，並以電子

郵件方式傳送通知，考生不得指定時間或要求更改時間。 

四、 視訊面試前一天，招生系所（學位學程）與考生須進行連線測試。正式視訊面試當天，

在面試開始30分鐘前再次連線測試；經測試完成後，考生須在線上等待面試。 

五、 正式視訊面試時，考生須配合出示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提供查驗。未提出身分證明文件

者，將無法參加視訊面試，以缺考計。 

六、 當正式視訊面試時間已到，若考生未能準時應試，面試委員得等候5分鐘（透過螢幕錄影

以記錄時間）；5分鐘後考生如仍未上線，視同缺考，考生不得要求補試。 

七、 考生須選擇適當之場所進行視訊面試，確保面試過程不受干擾。視訊面試時，不得有他

人在場，且考生須接受面試委員之指示，利用攝影鏡頭環繞掃視所在場所，以資證明。 

八、 視訊面試過程全程錄影及錄音，且相關資料至少保留1年。 

九、 視訊面試之標準、面試委員人數、面試時間與實地面試一致。 

十、 視訊面試有一定程度風險，所有不能歸責於本校之因素，由考生自負，請考生報名前務

必審慎評估。 

十一、凡頂替或採用其他舞弊情事應試者，經檢舉查證屬實，將依「東海大學招生考試試場規

則及違規處理辦法」規定辦理，取消考試資格。若已入學者開除學籍，並應負法律責

任，且不發給任何學歷證件；畢業後始發覺者，除勒令撤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

其畢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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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研究所甄試入學【考生休息區】登記表 

⚫ 考生休息室： 

使用者須自備口罩全程佩戴，配合試務人員引導依序入座。入座後應於座位上之登記

表確實填寫使用者姓名及進出時間等資訊，且勿隨意更換座位。 

招生系組  

教室空間代碼  

日期 111  年11 月       日 時間 :       ~       : 

座位序號 使用者姓名 
進入 

時間 

離開 

時間 
備註 

  ： ：  

  ： ：  

  ： ：  

  ： ：  

  ： ：  

  ： ：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減) 

⚫ 教室位置圖(空間安排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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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112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措施公告 (111/11/7) 

一. 本校 112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面試、術科（主修樂器）依招生簡章原訂日期如期舉

行。爾後將視疫情發展，適時因應，請考生隨時留意本校報名網頁→【招生公告】。

二. COVID-19 確診、快篩陽性個案，實施居家照護期間或自主防疫期間有症狀者，不得到校

應試。

三. 考生如因就學(或工作)目前居住境外(或離島)；或突發重大傷病；或依相關防疫規定（如

COVID-19 確診、快篩陽性，尚在居家照護期間(隔離)、或自主防疫期間有症狀之個案），

致無法參加實地面試者，得於面試日 3 天前(含)，檢具衛生主管機關相關證明申請視訊面

試(其規範及申請表逕至報名網頁→【文件下載】列印使用 )，本校將回覆查核結果。

四. 音樂系(演奏演唱組)考生若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規定，致無法參加術科(主修樂器)

實地考試者，得於 111 年 11 月 19 日主修樂器考試開始前，檢附退費申請表及相關證明

等，申請取消該碩士班之報名，並辦理全額退費。

⚫ 申請方式：請將衛生主管機關開立之「居家隔離通知書」或其他相關證明，email 至

elisa@thu.edu.tw(傳送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04-23590121 轉 22604)，本校將盡快回

覆查核結果。

五. 考生應落實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自主管控體溫及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

且進入校園請全程佩戴口罩。

考生若有發燒(額溫≥ 37.5˚C)、嚴重咳嗽等呼吸道症狀，應主動告知招生系所，將由專人

引導至「備用試場」應試。

六. 本次考試「不設置陪考休息室」。

為減少群聚感染機會，建議親友減少陪考或於試場大樓外等待。

七. 考試當日請攜帶身分證(或駕照/護照/居留證/附有相片之健保 IC 卡)正本及准考證應試。

應試過程除歌唱、舞蹈或吹奏類樂器類考試外，須全程佩戴口罩，惟試務人員核對考生身

分時，得要求考生暫時取下口罩查驗，辨識身分後再戴回，請考生配合作業。

八. 本公告未盡事宜，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教育部暨本校相關規定辦理，適時調

整防疫措施，請考生留意碩、博士班甄試入學報名網頁→【招生公告】，並配合辦理。

九. 若有疑問，請於週一至週五 08:30~12:00；13:30~17:00 電洽本校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

(04)2359-8900 (專線)。

東海大學招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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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VID-19確診、快篩陽性個案，
實施居家照護期間（隔離）、或自
主防疫期間有症狀者，不得到校應
試。

2. 考生如發燒(額溫≧37.5˚C或耳溫
≧38˚C)或嚴重咳嗽等呼吸道症狀，
應主動告知，由專人引導至「備用
試場」應試。

3. 應試過程除歌唱、舞蹈或吹奏類樂
器類考試外，須全程佩戴口罩。

4. 報到時，須查核有效身分證件正本
及准考證，並配合取下口罩查驗。

5. 本次考試「不設置陪考休息室」。

防疫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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