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城使者社 Maples Camp 7th 因應疫情防疫措施
一、防疫措施:
1. 室內場館規範:
i. 活動開始前，自備酒精擦拭門把、電源電扇開關及座椅把手等經常觸摸之處。
ii. 所有來賓進入館場，須配戴口罩、進行酒精消毒，逐一測量體溫並記錄， 如有
發現發燒症狀（體溫超過 37.5 度者）、呼吸道症狀（鼻塞、流鼻水、咳嗽、病
理學顯示肺炎等呼吸道感染症狀），將禁止入內，並勸導儘速就醫。
iii. 配合出借單位防疫相關規範。
2. 使用場地:
i. 進出時，以酒精消毒，落實手部衛生。
ii. 場地皆打開門窗、保持通風。
iii. 每日使用前後皆會進行消毒。
3. 其他:
i. 禁止共食、共飲。
ii. 舉辦期間，若身體不適或體溫異常者，立即停止參與、連繫家長並儘速就醫。
iii. 事前於社群軟體以及口頭宣導防疫觀念。
4. 備有應變計畫，了解相關單位聯緊窗口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程。（請
參閱附件一、二）
二、每位參加者均須檢附家長同意書方得參與活動
三、如有未盡事宜,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即時公告及相關法令，配合調整辦理，相
關防疫資訊可參考疾病管制署網站，本校亦有防疫專區
四、負責人及聯絡方式：
(1) 社長: 二年禮班呂虹黎、連絡電話：0966752030
(2) 副社長：二年禮班陳泳霓、連絡電話：0966420553
五、疑似個案通報窗口-附件一
六、送醫順序-附件二
七、兩天活動防疫細項-附件三
八、防疫物資品項冊-附件四
九、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附件五

十、「症狀通報系統」通報所需完成詢問之基本資料-附件六

十一、風險評估-附件七
十二、 參與人員名單-附件八

附件一
疑似個案通報作業窗口
一、通報條件：
發燒(額溫≥37.5°C、耳溫≥38°C)
急性呼吸道感染
二、通報窗口：
(一)台北市衛生局
02-27208889
(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臺北區管制中心
轄管區域：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連江縣、金門縣
(02)8590-5000
（三）防疫專線 ：1922 或 0800-001922 (全年無休免付費)
三、其他
檢附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似病例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參関附件五)

附件二
送醫順序
安排依據:依學校所在地遠近安排送醫之順序,將患者先送往較近醫院
第一優先：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院
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2 段 424 號.
電話：(02)27718151. (02)27775623
第二優先：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中華裡 4 鄰敦化北路 199 號
電話：（02）271-35211
第三優先：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7 號
電話：(02) 2312-3456

※若有疑似個案,將先以電話聯絡欲送醫院,後送往該院

附件三：兩天活動防疫細項

時間（4/17）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8:00~8:30

報到

簽到及繳費
（至中山女高門口即會有引導
人員）

防疫措施
預先清潔活動空間
（關、桌椅、麥克風等
常接觸物品之消毒）
進場地前量體溫、噴酒
精 室內全程配戴口罩

8:30~9:00

破冰時間

認識隊輔和小隊員們

戶外人群擁擠處應配戴口罩

9:00~10:00

開幕式

活動流程說明、師長致詞、營
歌教唱、中山女高及社團介紹

室內全程配戴口罩

10:00~11:30

大地遊戲

經由大地遊戲認識中山校園、
學習英文！

室內全程配戴口罩

Lunch Break

11:30~12:30

禁止共食
人群擁擠處應配戴口罩

12:30~13:40

說話的藝
術

以風趣的課程教導學員演講與
溝通技巧

室內全程配戴口罩

13:45~14:50

自我推銷
訓練

學習如何自我推銷，讓別人認
識你

室內全程配戴口罩

14:50~15:00

Break Time

15:00~16:20

益智問答

藉由益智問答考驗學員對課程
吸收的程度

室內全程配戴口罩

16:20~16:40

Today’s
Revision

和小隊員們分享今天一日所學
提醒隔日注意事項

室內全程配戴口罩

16:40

小隊員賦歸

16:40~17:00

場復

時間（4/18）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8:00~8:30

報到

簽到入小隊

消毒 最後檢查

防疫措施
預先清潔活動空間
（關、桌椅、麥克風等
常接觸物品之消毒）
進場地前量體溫、噴酒
精

8:30~9:20

認識歐美
文化

藉由有趣的歐美文化與節慶，
以輕鬆的方式帶領學員窺探西
方世界並從中發掘英文與異國
文化的美妙

室內全程配戴口罩

9:20~9:30
9:30~10:50

Break Time
Rewrite
邀請講師與優秀學長姐前來分
the Stars 享經驗，並激勵在座學員勇於
嘗試與追求夢想

10:50~11:00
11:00~12:00

Break Time
英語遊戲
大對抗

12:00~13:00
13:00~14:00

藉由參加團體英文遊戲，腦力
激盪，同時學習更多日常生活
用英文單字，希望學員們
「玩」出英語力
Lunch Break

室內全程配戴口罩

室內全程配戴口罩
戶外人群擁擠處應配戴口罩

禁止共食

在學長姊協助下，透過實際創
作並演出劇本，讓學員們在營
隊最終，能與隊員們共同創作
小隊成果 出屬於自己的英文戲劇作品，
發表 道具 為兩天營期畫下美好的句點

室內全程配戴口罩

15:30~16:00

閉幕式

室內全程配戴口罩

16:00~17:00

場復+檢討
會

14:00~15:30

分組劇場
討論

室內全程配戴口罩

頒發證書、拍攝大合照

附件四：防疫物資項目
品項

數量

防疫藥品

消毒酒精

3

防疫物資

額溫槍

1

名條（紀錄體溫）

2

附件五：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
防範武漢肺炎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
(非居家檢疫/隔離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個案)
2020/12/16 版
因您 14 日內有武漢肺炎相關接觸史或感染風險，為降低可能傳播風險，並保障您自己、 親
友及周遭人士的健康，請您於最後 1 次接觸日後或發病日後 14 日內確實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措施 ：
一、 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原則上可以使用肥皂和清水或酒精性乾洗手液進行手部 清
潔。另應注意儘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時，請用肥 皂及清
水搓手及澈底洗淨。
二、 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每日早/晚各量體溫一次、詳實記錄體溫、健康狀況及活動史。
三、 如沒有出現任何症狀，可正常生活，但應儘量避免出入公共場所，延後非急迫之醫療或檢查 ，
外出時，請一定嚴格遵守全程佩戴醫用口罩。
四、 倘您有發燒( ≥ 38°C)、嗅/味覺異常、腹瀉或有呼吸道症狀，請立即佩戴醫用口罩，儘速就
醫 ，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就醫時應主動告知醫師接觸史旅遊史、居住史、職業暴露、以
及身邊是否有其他人有類似的症狀。
五、 生病期間應於家中休養，並佩戴醫用口罩、避免外出。當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立即更 換
並內摺丟進垃圾桶。
六、 生病期間，與他人交談時，除戴上醫用口罩外，儘可能保持 1 公尺以上距離。
七、 如您就醫後，經醫院安排採檢，自採檢醫院返家後，於接獲通知檢驗結果前，應在家中，不 可
外出，如檢驗結果陽性，衛生局將會通知您及安排就醫。另於獲知檢驗結果為陰性後，仍需自 主健康
管理滿 14 天，期間如果症狀加劇，請確實佩戴好醫用口罩，並應主動與衛生單位聯繫， 或撥
1922，依指示儘速就醫，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
八、 如未確實遵守各項自主健康管理規定，係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48 條，將依同法第 67 條
處新臺幣 6 萬至 30 萬元不等罰鍰。
※如原為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對象，請依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規定繼續居家隔離/檢疫期滿。

附件六：「症狀通報系統」通報所需完成詢問之基本資料
1. 民眾進線 1922 通報日期：
2. 性別：
3. 姓名：
4. 出生日期：
5. 本國人/外國人：
6. 身分證字號/護照：
7. 居住地址：縣市鄉鎮/村里/路名：
8. 聯絡電話：
9. 發病日期：
10. 通報症狀：
▢類流感＊
▢不明原因發燒【耳溫≧ 38℃】：量測體溫：____ ℃；
▢腹瀉【一天內有腹瀉三次（含三次以上，且伴有嘔吐或發燒或黏液狀或血 絲或水
瀉)】：次數____ 次/天，伴有症狀：____ ；
▢上呼吸道感染【流鼻水、喉嚨痛、咳嗽/痰、鼻塞四種症狀中兩種(含)以 上】：
症 狀： _______
11. 通報來源：「1922 通報」選項
12. 身分類別：入境旅客
13. 入境港埠：
14. 入境日期： 年 月 日
15. 入境(來自)國家：

16. 旅遊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7. 其他不適症狀描述：【由民眾自述，不需逐項詢問】
▢下痢▢出血症狀▢肌肉酸痛▢併發腦膜炎▢後眼窩痛▢畏寒▢倦怠▢惡寒▢發燒▢黃疸腹瀉▢嘔吐▢
頭痛▢關節痛▢噁心▢骨骼酸痛▢腦炎▢骨骼肌肉酸痛▢皮/紅疹▢其他
備註：
1.民眾符合通報但拒絕回答個人基本資料等，改由後送區管中心持續追蹤關懷 時完成
以 上必填欄位。
2.＊類流感之疾病定義：同時具有以下三種條件者：
(1)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38℃）及呼吸道症狀；
(2)具有肌肉酸痛、頭痛、極度倦怠感其中一種症狀者；
(3)需排除單純性流鼻水、扁桃腺炎與支氣管炎。

附件七：風險評估
評估指標
指標 1. 能否事先掌握參加者資
訊
指標 2. 活動期間可否落實手部
衛生及配戴口罩

評估結果
□否(風險高) ◼是(風險低)

說明
請社團提供實名制表單網
址、健康切結書內容
除表演人員外，所有外賓
須全程配戴口罩、手部消
毒後入場
學員統一由校門口進出，
會有工作人員帶到校內活
動場地
教室大且戶外活動較多

□否(風險高)

◼是(風險低)

指標 3.進場、散場應妥善規劃
動線及單一出入口控管

□否(風險高)

◼是(風險低)

指標 4. 活動參加者之間的距離
(距離近風險高)
指標 5. 活動期間參加者為固定
位置或不固定位置(位置不固定
風險高)
指標 6. 活動持續時間長短(時
間長風險高)
指標 7. 活動空間之通風換氣情
況(室外風險低、室內風險高)

□否(風險高)

◼是(風險低)

◼否(風險高)

□是(風險低)

除了室內授課外也有許多
戶外活動需要跑關

◼否(風險高)

□是(風險低)

活動長達兩天

□否(風險高)

◼是(風險低)

活動期間皆保持窗戶暢
開，空氣流通

指標 1、指標 2 及指標 3 為必要條件，務必繳交資料並確實落實；其餘指標若勾選「否」，
請在說明處進行說明。

附件八：參與人員名單
中山
同屆/13
周芷菱 陳泳霓 陳慈盈 吳得羊
吳庭誼 王禹涵 呂虹黎 馬唯恩
高禎憶 李沛珊 莊苡琭 楊華欣
王為霓
學妹/16
江昱箴 李承璦 李采融 阮庭安
於安心 林冠妤 侯姵宇 梁芯語
許顥馨 陳亭伊 曾于芮 曾品馨
黃若宸 劉芷廷 劉秋采
婕

外校名單待補

賴瑀

